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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面积
（含规划面积）

1158亩

建筑面积 47.68万平方米

在职职工 5604人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4919人

编制床位 2200张

 开放床位 4371张

临床科室 41个

医技科室 17个

医院简介 安徽省立医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展现状

老年医学康复中心 北  区（筹）

南 区
（安徽省心脑
血管医院）

西区

（安徽省肿瘤医院） 感染病院
微创医学中心

69家网络

医院



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框架

• 选人
• 用人
• 育人
• 留人
•          建立一整套护士职业发展正向之路



护士人力资源规划---宏观

• 医疗服务需求—人口趋势及分布
• 服务提供趋势：住院时间缩短、日间手术、

社区
• 护士职业架构：管理 教育 与临床发展
• 护士基础教育



护士人力资源规划---微观

• 工作量分析
• 招募及挽留
• 活动分析
• 员工与技术配合
• 专科护理及护理深化



县级医院护理专业能力提升项目培训班

一、护士岗位管理---政策方向



1 据统计，各级医院38.4%的护士是编制外护士，医院对护士实行编制

内、编制外的按身份管理，造成护士同工不同酬；

2 护士的收入分配按科室收入进行核算，与科室、医生收入挂钩，与工

作绩效脱节。工作量大但经济收入不高的科室，护士多劳未必多得；

3 目前在临床护理领域，对护士工作的业绩评价存在着倚重考试、论文

的倾向，存在着形式化的问题。护士的绩效考核未与护士的工作量、护

理难度、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度等相结合，护士工作缺乏内驱力；

4 护士的晋升按任职年限，基本上依靠外语水平、学历、科研论文、专

利、课题资助等指标，与其临床工作、实践能力，特别是护理患者的工

作经验相脱节，晋升后的岗位安排也不合理，护士缺乏职业发展动力。

县级医院护理专业能力提升项目培训班

一、护士岗位管理---管理现状



• 以往护理管理主要是对人责任的管理：

   护理质控的管理

   护士岗位培训管理

   护士在岗工作状态的管理

• 缺乏护士潜力的调动，积极性的主动发挥，优质优酬的回报以

及晋升晋级的关联等相关制度。

• 探索建立护理垂直管理体系可能会对高效人力运转、发挥人的

积极性，提升病人的服务质量发挥积极的作用！

县级医院护理专业能力提升项目培训班

一、护士岗位管理---存在问题



改模式—2010年 重临床—2011年 建机制—2013年

1. 工作模式

2.全面履行护理职责

 问题

1.护士人力相对不足

2.职责不明确

3.能力与岗位不匹配

1.适当调配人力资源；
2.提高专科护理水平，
   明晰岗位职责；
3.提升服务能力
   积极开展延伸服
务
 问题
1.护士从属于医生
2.以被动完成治疗任
务为
目标
3.没有出院后的护理

• 1满足临床护士配备
• 合理调配人力资源
• 完善绩效考核制度
• 探索实施岗位管理
2. 努力改善被动工作的状
态
 问题
1.护士的绩效跟着医生走
2.科主任和护理部对护士
交叉管理的矛盾
3.护士的岗位与价值不符
对积极性的影响
4.找不到职业发展方向

一、护士岗位管理---优质护理发展需要岗位管理的设计



1  护理岗位的界定

2  护士岗位分类

3  合理设置层级比例，进行岗位评估

4  公开岗位 竞聘上岗

5  岗位与晋升的结合

6  护士定期考核

7护士分层培训

一、护士岗位管理---医院层面的设计



                1 梳理全院护理岗位名录122个

护理管理岗位
57个，职数87个

1

 护理部9
科护士长6
病区护士长35
特殊专科护士长7

2

病区N1－N5护士

特殊专科护士

临床护士岗位58个
职数1198个

3

感染管理护士
被服中心护士
营养护士
健康免疫护士
消毒供应中心护士
   

非临床护理岗位 
7个，职数25个





 2 说明书明确任职资格、岗位责任、晋级方向



            

• 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是针对管理过程中评估
对象的复杂性和评价指标的模糊性，采用
模糊数学的理论和技术，对复杂的评估对
象进行综合评价，从而得到定量的评估结
果的方法.

• 工作强度指标 1-2之间

• 技术难度指标 1-2之间

  

3 配置护士基础—模糊数学理论



1.             全院护理单元岗位系数前十位及后五位分布

x

排序 科室 903名护士均分（60%） 护理专家均分（40%） 岗位系数

1 儿科 1.892 1.920 1.903

2 重症医学科 1.880 1.932 1.901

3 神经内科 1.859 1.900 1.875

4 骨脑科 1.824 1.882 1.847

5 新生儿 1.818 1.810 1.815

6 急救门诊 1.782 1.800 1.789

7 洁净病房 1.759 1.816 1.782

8 儿科急诊室 1.749 1.784 1.763

9 儿童输液室 1.746 1.750 1.747

10 心血管内科 1.732 1.732 1.732

64 康复部病区 1.339 1.324 1.333

65 供应室 1.248 1.260 1.253

66 门诊部 1.142 1.128 1.137

67 体检中心 1.004 1.000 1.002

68 被服中心 1.000 1.000 1.000



              模糊数学测评岗位系数作为配置护士基础

一类科室：ICU、急诊、神经内科、神经外科、
移植病房、儿科、急诊儿科和重症新生儿9个科室

二类科室：消化、肾内、呼吸科、心内、感染病、
产科、急诊病房、心胸外科、骨科、

普通外科、化疗科、手术室等20个科室

三类科室: 眼科、放疗科、整形科、皮肤科、门诊、
供应室等13个科室

0.45-0.55
按国家规定

0.40-0.45

0.30-0.40



             不同岗位任职资格、晋级方向有差异

责任护士         N1-N5

配药护士         N2-N3

主班护士         N2-N4

晋级方向不同

•  一类科室护士长任职资格

必须为本科及以上

• 三类科室可以大专学历

      任职资格有不同要求



量化竞聘考核标准
4 公开岗位 竞聘上岗



             6  职称晋升倾向一线岗位，设延期项



7  护士年度定期考核



制定了量化的定期考核审查清单----卫计委网站公示、年会解读



8 创新动态岗位体现护士价值

门诊抽血岗

自2015年以来，我院

在汲取护理动态管理理

念并结合本院护理工作

实际的基础上，设置多

个动态岗位。2015.12 2017.12

•是以岗位管理为基础，按照个人意愿，鼓励具有岗位胜任力的护理人员利用业余时间在本院

进行跨科室兼职临床护理工作，以此建立人员准入、岗位培训、质量控制及薪酬分配等一系

列配套管理措施的过程。

社区高年资
护士岗

静脉治疗
配液岗

2017.8

安徽省立医院



新型护理岗位运营模式—抽血岗

抽血岗2.培训

1.准入资格

3.兼职护士库的建立

5.实施过程

6.质量控制

4.绩效薪酬测算

安徽省立医院



戴明环
调整（Action）

处理检查结果，标准化成功
经验，总结失败的教训。

对于没有解决的问题，提交
给下一个PDCA循环

计划（plan）
①分析质量现状;②分析原因

③找出主要因素;④针对主要

原因，制定对策，计划、措

施和预计效果。

检查（check）

执行结果与预定目标进行

对比，检查计划执行情况

执行（do）

按照拟定的质量目标、计

划和措施，具体组织实施

和执行

新型护理岗位运营模式
2.6 质量控制

安徽省立医院



新型护理岗位运营效果
3.1 人力成本支出情况。

       动态岗护士作为用人科室聘用的院内其他科室人员，不纳入用人科室编制，

其工资、福利、各种补贴等费用均由医院及相关科室承担，医院人力成本减低。

指标 数据（2017年）

岗位资质认证 203人

班次 2044个

累计工作时长 8176h

代替固定岗位 4.1个

年度减少支出 14.4万元

护士平均额外创收 8000元/人

个人最高额外创收 3~4万元

安徽省立医院



新型护理岗位运营效果
3.2 护士的职业获益感

调查结果显示兼职护士对抽血岗位的职业获益感处于高水平（137.864±15.674）分

维度 结果（由高到低）/分
良好护患关系 4.319±0.547

自身的成长 4.289±0.494

团队归属感 4.126±0.540

正向职业感知 4.078±0.624

亲友认同 3.965±0.639

安徽省立医院



9 培养    送出去，拓宽视野
制定“护理人员外出学习管理规定”

近3年外出学习护士一览表

年度 总数

境内学习

境外学习 备注
护士长 骨干护士 专科护士学习

12年 63 50 11 2 27 加拿大、美国、香港

13年 86 54 31 1 29 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
、香港

14年 89 50 35 4 32 英国、日本、台湾

合计 237



2期香港培训

英国台湾



                  二、形成了医院绩效奖金新体系



             建立科学合理的护理系列二级绩效体系

  护理单元岗位系数60%  

   护理单元绩效40% 工作效率 16%

护理质量 9%

成本效益 15%



                    护理单元岗位系数（60%）

• 定编护士：根据各科室报到医院的开放床位数

• 定护士层级（N2-N5）：根据科室护理工作特点，及病人的危重程度。

  各层级分值：N2 1.0分、 N3 1.1分、 N4 1.2分、 N5 1.3分 

  与医院其他系列职称比重一致。

• 岗位系数：根据全院护士及护理专家测评

• 计算公式：总分=各层级护士数分值总和×岗位系数×床位使用率





            护理单元效率指标（16%）---临床科室

出院人次考核：以40-80分/人次，转科25分/人次为基线（产科婴儿25分/

人次），根据科室病种特点适当调整。

  出院人次分值=SQRT（科室平均住院日/全院平均住院日）×50 

床位使用率：实际占床日，根据收治病人特点8~16分/床日              

  干部病房16分/床日，一般科室10分/床日，眼科等8分/床日

分级护理项目：一级16分/天、二级12分/天、三级8分/天，重症监护4分/

小时，特级护理：新生儿按32分/天，成人按48分/天计算。 

  



           护理单元效率指标（16%） --非临床科室
• 根据各不同科室实际运行情况，选取最能代表护士岗位工作量的考核

项目，以临床护士8小时服务病人的工作时间确定适宜分值

• 只要有护士岗位的地方就有考核指标跟进

• 急诊：急救门诊 7分/人次  输液注射 4分/人次 留观 30分/人次

• 手术：80分/人次  小手术 10分/人次  产房 60分/人次

• 内镜: 15分/人次

• 血透: 15分/人次

• 供应室:住院病人和手术病人

          以上项目从his系统中取数据



护理质量
维度

关注患者维
度

财务管理
维度

学习成长
维度

      护理单元质量指标（9%）



          护理单元成本效益指标（15%）

• 工作效益分值由医院经管科在全成本核算的基础上，按每百元效

益奖励分值数给予定量加分，根据成本率增减数进行相应的调控

• 效益分=[护理单元收益（总收入-总成本）/100] ☓每百元分值

数

• 各个科提成比例从1-8%



 4-5年--0.4
 6-10年--0.6
11-19年--0.7
20年以上--0.8
30年以上--1

•责任护士-(N2-N5)
         0.8-0.9
•护士长-0.95
•配药护士-0.8
•主班护士-0.85

•白班--0.7
•早班--0.7
•中班--0.7
•小夜--0.7
•大夜--1

月班次总分×（0.3+工龄×0.2+岗位×0.5）×（服务+专科质量）考评得分%
二个助推机制调动一线护士积极性

   绩效考核（物化与非物化利益分配）



科内护士三级分配改革向责任岗位和夜班岗位倾斜

• 护理部制定原则性指导意见和计算公式

– 充分考虑到老护士（忠诚度系数）和夜班护士

– 夜班费从2005年的60元/夜到110元/夜，2012年增加到150元/夜

– 下一步夜班费再增加夜间急诊来得多的科室如急诊、儿科、产科和夜班时刻

处于高度警惕的重症医学科和其他监护病房

• 科室有考核分配小组，对科室特殊情况进行调配

• 根据任务自动统计

• 分配结果报护理部审核

• 再报财务科发放



护理质量
维度

关注患者维
度

财务管理
维度

学习成长
维度

      护理单元质量指标（9%）



          护理单元成本效益指标（15%）

• 工作效益分值由医院经管科在全成本核算的基础上，按每百元效

益奖励分值数给予定量加分，根据成本率增减数进行相应的调控

• 效益分=[护理单元收益（总收入-总成本）/100] ☓每百元分值

数

• 各个科提成比例从1-8%



 4-5年--0.4
 6-10年--0.6
11-19年--0.7
20年以上--0.8
30年以上--1

•责任护士-(N2-N5)
         0.8-0.9
•护士长-0.95
•配药护士-0.8
•主班护士-0.85

•白班--0.7
•早班--0.7
•中班--0.7
•小夜--0.7
•大夜--1

月班次总分×（0.3+工龄×0.2+岗位×0.5）×（服务+专科质量）考评得分%
二个助推机制调动一线护士积极性

   绩效考核（物化与非物化利益分配）



科内护士三级分配改革向责任岗位和夜班岗位倾斜

• 护理部制定原则性指导意见和计算公式

– 充分考虑到老护士（忠诚度系数）和夜班护士

– 夜班费从2005年的60元/夜到110元/夜，2012年增加到150元/夜

– 下一步夜班费再增加夜间急诊来得多的科室如急诊、儿科、产科和夜班时刻

处于高度警惕的重症医学科和其他监护病房

• 科室有考核分配小组，对科室特殊情况进行调配

• 根据任务自动统计

• 分配结果报护理部审核

• 再报财务科发放



                                                                 
  稳定了护士队伍

我院40岁以上护士中，仍愿从事夜班工作的人数不少于40人，50岁以上

仍在夜班岗位的有5人

从医技重返一类和二类科室的护士有6人

  新入职人员明确了方向
在2013年度轮转即将定科的113名护士岗位意愿调查中，选一级科室的有

22人，占20.75%，选择二级科室的有76人次，占71.70%，仅选择三级科

室的有8人，占7.55%。服从组织安排有53人，占50.00%

 近3年离职护士人数很少
2011年7人，2012年9人，2013年5人

  

   

       改革成效



    2013年1-10月份，临床科室奖金明显高于非临床科室，临床科室护士奖金水
平平均增长了20%，其中一类科室的奖金提高幅度最大。 

x
改革前 改革后 T P

一类科室 3.66±0.87 4.82±0.71 -7.740 0.000

二类科室 3.49±1.04 4.32±0.80 -8.216 0.000

三类科室 3.60±1.52 4.09±0.70 -2.956 0.004

非临床科室 4.38±2.32 3.55±0.73 3.257 0.002

表1. 绩效改革前后三类临床科室及非临床科室奖金系数比较（ ±s）

                       护士奖金水平有所提高





科研小组

快速康复小组

品管圈小组

护理信息小组

慢病管理小组

护理教育小组

伤口造口小组

病人安全小组

静脉输液小组

健康教育小组

急危重症小组

护士工作小组

护理部

组长：白璐   共计 22人

组长：许庆珍  共计 24人

组长：乔晓斐  共计 3 人

组长：程圣莉  共计 39人

组长  程恩菏共计  18人

组长：崔静萍  共计 14人

组长：孙正勤  共计 43人

组长：叶祺  共计  25人

组长：王秀邦  共计 3人

组长：於琴  共计 33人

组长：张晓红  共计 23人

组长：徐军霞  共计 19人

如何用？---搭建护士成长平台----以12个护理专项小组

发挥基层护士的力量，让其成为质量改进的主力军



以课题带人才

• 癌症患者持续性护理支持的系列研究

                                              ----安徽省科技攻关项
目• 术后疼痛护理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安徽省科技攻关项目

安徽省立医院

• 以高年资护士为主导社区卒中患者签约服务包的设计与实践

• 以高年资护士为纽带的社区高血压管理模式研究

• 高年资护士社区老年人综合照护签约服务包设计与应用效果研究

                                              ----安徽省创新城市医联体项目





制订和完善了改良塞丁格

及B超引导PICC 置管流程

和管理规范，进行了460例

肿瘤患者的PICC置管。导

管相关静脉炎发生率对照

组为7.9%，观察组为2.2%，

导管堵管的发生率对照组

为6.3%，观察组为1.5%。

本研究对46例喉癌全喉切除术后的

患者进行食管发音培训，其中

65.22%患者在2周后可掌握食管发音

的方法；3个月后89.13%的患者获得

发音功能重建。

本研究得出的最佳培训模式是集中授

课与后期随访强化结合。集中授课的

最佳的培训时间为2周，后期随访强

化时间为培训后3个月。

对119例癌性疼痛患者进行癌

痛规范化管理，降低了患者的

疼痛强度，帮助癌症疼痛患者

获得了疼痛相关知识并改变了

其疼痛信念。实现了癌痛治疗

有效率≥75%、癌痛患者规范

化诊疗率≥80%、出院癌痛患

者随访率≥70%

研究得出深低温冻存脐血复苏后的最佳输

注时间是20分钟。脐血复苏后的输注速度

为1.55-2ml/min。建议将脐血保存袋容量

改为25ml，以更大程度地减慢输注速度

至0.775-1ml/min。 

克服了临床盲目快速输注冻存脐血的临床

护理技术难题。

选取了100例鼻咽癌放疗患者，发现当累积剂量大于20Gy时，

氦氖激光能有效预防放射性口腔黏膜反应的发生。观察组患

者仅有Ⅰ-Ⅱ度放射性口腔粘膜炎的发生，Ⅲ-Ⅳ度的发生率为

0；而对照组在放射累积剂量为40、60Gy时，Ⅲ-Ⅳ度的放射

性口腔粘膜炎的发生率分别为52.08%和70.83%。

本研究得出有效治疗部位为口咽部和颊部；治疗周期直至放

疗结束，照射时间从5分钟逐渐增加至15分钟；照射次数等于

放疗次数。



• 癌症患者持续性护理支持的系列研究——研究成果

安徽省立医院

成果推广
举办了四期PICC培训班，建立“安徽省PICC爱心维护网”，脐血输注技术

在全国8家医院得到推广应用，筹建了安徽省无喉复声康复委员会及安徽省

新声会，制定了“氦氖激光预防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标准护理流程，成为了

全国第一批国家级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

国家专利

“一次性使用气管套管通气

测试塞”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论文发表
论文17篇：包括SCI论文1篇，中文核心

期刊4篇，统计源期刊9篇。待发表 2篇

，处于已录用状态；另1篇SCI论文正在

审稿中



安徽省立医院

• 全面推行ERAS  促进病人康复

ERAS
 

覆盖范围
已覆盖21个病房48个病种

实施方案
建立了疼痛、营养、活动

及功能锻炼等多个路径表

ERAS团队
由病区护士牵头组成医生、

麻醉师、手术室护士、康

复师为一体的ERAS团队



安徽省立医院

• 全面推行ERAS  促进病人康复

全面术前评估、宣教贯

穿围术期全过程。

术前不常规进行肠道清

洁，术前禁食6h,术前

2h进清流质。

采用医护麻一体的预防

性多模式镇痛策略，减

轻患者疼痛。

术中采取有效措施避免

低体温。

早期恢复进食、早期

活动。

医护联合管理各引流

管，早期拔除。

术中 术后术前



实施规范化的术后疼痛护理管理体系，可以

提高患者的疼痛认知度，减轻焦虑水平（P＜

0.001），减轻手术后72小时内的疼痛程度

（P＜0.05）；减少术后恶心、呕吐、嗜睡的

发生率（P＜0.05）；可提高患者对控制疼痛

教育的满意度、对减轻疼痛方法以及对疼痛

缓解程度的满意度（P＜0.05）；降低术后肺

部并发症的发生率（P＜0.05）

研究成果

（1）制订疼痛护理管理体系。

（2）科研成果在省级疼痛继教班和安徽省护理学

会年会上交流，借此提高我省疼痛护理管理水平。

（3）发表课题相关论文2篇

安徽省立医院

• 术后疼痛护理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2016年制定重点病种快速康复护理流程
规范化疼痛管理基础上，全面推ERAS



安徽省立医院

• 全面推行ERAS  促进病人康复

Step 1

Step 2

Step 3

•患者疼痛控制满意度由50.59%增加到93.82%

•术后当日睡眠时长延长1.5h

•总体满意度提高5%

•平均住院日缩短2.3d

•发表相关文章28篇

•举办了3届加速康复护理培训班，接待省内

外参观104人次



“健康中国”的实现需要护理力量，我院精选
任海燕护士长、韦学萍副主任护师、李敏研究
生率先下社区

高年资护士下社区，探索医联体新模式

安徽省立医院

• 安徽省创新城市医联体项目



安徽省创新城市医联体课题——成功申报3项

获得国家实用专利1项

老年人动态平衡能力测评和训练用具

以高年资护士为主导的社区卒中患者个体化签约服务包的设计与实践

以高年资护士为纽带的社区高血压管理模式研究 

高年资护士社区老年人整合照护签约服务包设计与应用效果研究 

安徽省立医院

• 安徽省创新城市医联体项目



管理的原则和思路
对抽血岗位进行岗位价值分析，编制岗位说

明书进行人力资源调研，早7时到11时的高峰

时间段开放7个岗位，每日完成采血人次约

1600人，以减少门诊患者采血高峰时段的压

力，建立动态岗位管理体系，包括动态岗位

的准入、培训、质量控制、绩效分配等环节，

并持续进行质量改进。

1.准入资格

准入标准
面向全院发布标准，包括穿刺技术、抽血检验项

目及标本采集、处理等。护士在不影响本科室工

作的前提下，根据自身情况，选定岗位。

资格审核
公布准入标准和入岗申请书后，护士自愿报名，护

理部进行资格审核，并将信息汇总。

二、新型护理岗位运营模式 安徽省立医院



新型护理岗位运营模式

2.4 绩效薪酬测算

       动态岗兼职护士工资计算方法基于信息平台，通过护理人力资源系

统与LIS系统接口，系统自动核算工作次数、工作时长、计量工作数量，

动态岗兼职护士工资由财务科统一核算。

安徽省立医院



抽血岗绩效核算 绩效=计量工资
+计时工资

计时工资

计量工资

计量工资＝采血人数×每采血一人次
的报酬

计时工资＝工作时数×每小时工作绩效
每小时工作绩效＝上一年护士平均绩效

/360天×8小时



新型护理岗位运营模式
2.5 具体的实施过程

Step 1

Step 2

Step 3

•门诊护士长提前2周在

院内系统开放认领权限

•兼职护士对相应岗位进行岗位认领，参

照机场自助值机模式，打开申请信息界

面，根据屏幕岗位要求的显示，自行操

作选定意向岗位、确认信息。

•科室及护理部对申请护

士进行批量审核

安徽省立医院



新型护理岗位运营效果
3.3 扩展效果
       抽血动态岗位的实施获得了显著的效益，目前在我院扩展到静配岗位和社区岗位

抽血岗位

静配岗位

社区岗位

安徽省立医院



新型护理岗位运营效果
3.3 扩展效果——静配岗位

静配岗位设置背景

  我院静脉用药调配中心工作

量增长迅速，静配中心通过满

负荷工作，来应对医院病区数

量的快速增长。为解决这一问

题，医院护理部与药剂科联合

，采用护理动态岗位支援的方

法。

岗位设置成效

于2017年12月开始，增加开放静

配舱位，上午增加7个舱位，下

午增加4个舱位，利用6:30-11:00、

中午13:00-15:00的静配高峰时间

段，每天调配出共约1100袋静脉

用药，满足高峰时段静配的需求，

大大降低静配中心工作压力。

安徽省立医院



新型护理岗位运营效果
3.3 扩展效果——社区岗位

“健康中国”的实现需要护理力量，我院精选
任海燕护士长、韦学萍副主任护师、李敏研究
生率先下社区

高年资护士下社区，探索医联体新模式

安徽省立医院



联动共享，发挥纽带作用

协同管理，提升服务能力

专业延伸，创新服务模式

u 共上转我院门诊患者200多例、住院患者9例；
u 开展大型义诊5次；
u 居民健康讲座16次；员工培训23次；
u 参与家庭医生签约1000多例；
u 慢病护理门诊+上门服务900多人；
u 共服务居民近4000人

新型护理岗位运营效果
3.3 扩展效果——社区岗位

安徽省立医院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