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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入院办理助力新冠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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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一站式入院办理，有效防控疫情。方法 梳理疫情前、疫情期间影响一站式完成办理的
因素，通过借助信息化建立床位预约、精准患者分时段来院，推进“全院一张床”等举措，实现一站式入院办
理。结果 上半年入院 38729 人次，当天入院 52.23%，平均每患者办理时间缩短 3.5 分钟、排队缩短 10 分
钟，患者满意度较去年提高 1.5 分，无新冠感染病例。结论 一站式完成入院办理可有效改善疫情期间的医
疗服务，在减少患者往返、避免人流交叉、保障及时入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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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stop service for admission help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epidemic of COVID-19
Qiumei Zhong, Yu’e Jia, Shuo Xie, Yajing Chen, Mudi Yang, Lizi Wang*
One-stop Service Center for Admission, Zhujiang Hospital of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Abstract】 Objective: One-stop service for admission can effectively help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thods: To sort out the problems which have affected one-stop service for admission before and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with the help of informatization to establish bed reservations, accurately inform patients to be
hospitalized, and promote "one bed hospital-wide", so as to be admitted to hospital at one stop. Result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there were 38,729 patients to be hospitalized, and 52.23% patients were admitted on the day of the
visit. The average processing time of admission per patient and the waiting time in a line was respectively
shortened by 3.5 minutes and 10 minutes. The patient to the hospital degree of satisfaction was increased by 1.5
points compared to last year. There were no cases of new crown infection. Conclusion: One-stop service for
admission effectively improves medical services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such
as reducing patients ceaselessly.
【Keywords】 Hospital Admission; One-Stop Service; Run Once At Most; Improve Medical Actio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VID-19
引言

地或宾馆与医院之间，增加交叉感染机会，降低满
[1]

随着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 的不断推进，“最

意度。如何缩短患者等候时间，降低暴露院外感染

多跑一次”、“只跑一次”引领医院进行资源整合优

新冠的风险，减少异地患者往返机会，我院入院服

化，从计划有序的就医流程、统筹安排床位、到互

务中心在前期推行住院预约，优化住院办理的基础

联网医疗等，不断提升患者的就医获得感和满意度。

上多方联动，扩大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加强疫情期

我院是一所省内颇负盛名的三级甲等医院，异地住

间流程告知、增设综合病区等举措，让患者住院“最

院患者占 60%以上，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

多跑一次”，有效助力疫情防控，现总结如下。

冠）疫情期间，因需要等待核酸结果、就医流程环

1 存在的问题

节增多、床位相对更为紧张，如不加以重视将延迟

1.1 疫情前

患者住院时间，对于异地患者而言，需多次往返住

①入院登记界面项目多，且需人工录入；②医

*

通讯作者：王丽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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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现场联网，耗时长，效率低；③异地医保备案流

的异地医保已联网成功”，不需要患者前来中心办理

程各地区要求不同，患者不了解多次前来咨询；当

或确认；中心也竖立备案流程告知牌，患者按流程

地备案后需要再次排队登记，因是口头答复患者已

自行备案即可；⑤住院押金通过扫码缴费，不用排

完成登记，这也让大部分患者不放心；④办理入院

队。

登记手续后，需到住院收费处排队缴费；⑤是否有

2.2 一站式安排住院

床位由门诊医师告知或者由患者去病区确认，如果

通过公众号、电话、微信、短信预约床位，可

病区无床位，患者需要再次到床位调配中心调配床

联系主管医师或入院服务中心，也可以在出院时预

位，无床位调配再回家等待，多次往返给患者带来

约下次住院，没有提前预约者，在开具住院证后自

不便。

动转入预约系统。入院服务中心依据当天全院增加

1.2 疫情期间

的空床数量，如当天办理出院、死亡、转院、取消

①患者不了解疫情期间就诊流程和要求而随机

入院等空出的床位，合理满足就诊当天需要住院患

来院，经过门诊挂号、等候就诊、医师开具住院证

者，按危重、手术、复杂优先，择期手术次之进行

和新冠筛查检查申请单、排队缴费、排队检查，再

安排，达到大部分患者当天就诊当天入院，也用好

等待 6-8h 核酸阴性结果，办理住院手续；②如果白

了医院的每张床位；中心也通过查看次日预约入院

天不能出结果，或者病区没有床位，需要第二天再

人数，依据病区空床致电或发信息通知入住，并电

次来院，如果出现特殊情况，可能要多次来院才能

话筛查流行病史，咨询病情，告知疫情期间住院流

入院；③需要自行打印核酸报告，持纸质版结果方

程，进行全院计划性入院安排；特别对复查、化疗、

可办理入院，如果阴性结果在预定时间内提前，也

择期手术患者，指导网上预约挂号，主管医师提前

不能在有结果即刻办理入院，而对于需要复核结果

开具并保存住院证和核酸检测单，患者只需在预约

而延迟报告时，患者需要多次去自助机排队查询。

住院当日到达中心，中心通过打印预存住院证和核

2 举措

酸申请单，患者完成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即可入住，

通过借助信息化手段，将床位预约、分时段通

省去门诊就诊流程，一站式完成入院。

知入住、床位安排、床位调配、入院办理、医保联

2.3 加强疫情防控告知

网、入院缴费等功能进行整合和优化，提高办理速

根据核酸检测结果需要 6-8 小时的情况，指导

度和质量，以入院办理“最多跑一次”为引领，做到

患者在 13 点之前到院，以保证 18 时之前或左右都

入院办理一站式完成，有效减少疫情期间患者交叉

可以入院，患者经初步筛查后，行核酸或必要的检

感染机会，院内无新冠感染病例。

查检验，下午出结果即办理入住；13 点之后到院患

2.1 优化入院办理界面

者，核酸结果通常在 18 点之后，入院办理也不受限

①增加扫描仪、读卡器：住院证上设置条形号，

制，不仅可以在急诊科办理入院手续，根据预留床

扫描仪直接读取住院证信息，读卡器读取患者身份

位入住病区，而且中心也可以提前为患者办理入院

证信息，准确快速且避免手工录入产生的错误；②

手续，但必须告知患者务必在核酸阴性才能入住、

依据病案首页项目进行修改完善入院界面，精简合

在住院证右上角注明“请护士站核对核酸阴性结果

并入院登记项目，对有内在逻辑关系由后台自动识

方可入科”、电话通知护士站患者姓名，在确保病区

别显示，如 6-14 岁匹配显示未婚、学生身份、居民

安全的前提下，更是免去患者再跑一次急诊科办理

医保，“未婚”者联系人没有“配偶”，地址有相应的

的麻烦。核酸结果第一时间发送到患者预约挂号的

邮政编码；③设置提醒功能，将核酸结果以红色字

手机，入院办理登记界面显示核酸检测结果，取消

体显示在登记界面，并有失效期提醒；“日间手术立

打印报告环节；如患者路途遥远、在当地核酸采样

即医保联网”、“是否分解住院”等防漏、防错提醒；

方便，指导其在当地完成筛查，预约当日带 7 天内

④现场仅给予医保登记者准确的医保类别，信息系

阴性结果直接办理入住；重症患者评估流行病学史

统保存记忆条目，在窗口人流低峰期间，提取界面

后，先采样不等结果，入住专科单间隔离病房，赢

进行联网，联网成功与否在一日清单未端显示：“您

得及时救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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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扩大推行“全院一张床”

3 结果

我院于 2017 年 9 月成立床位调配中心，实行跨
科收治，明显提高了床位使用率

1-6 月份收治 38729 人次，当日入住率 52.23%，

[2,3]

，当本病区有空

基本保证疫情期间患者住院治疗需求，住院人次逐

床时立即办理住院，本病区无空床时调配床位办理

月上升，6 月份已达到去年同期的 98.75%，见图 1；

住院，免去患者需前往病区确定有床位，再到中心

1-6 月份预约住院 30694 人次，住院预约率 79.25%，

办理入院手续的麻烦。随着复工复产推进，全院床

4 月份起实现住院全预约，较去年同期明显增加，

位越来越紧张，针对这种情况，我院于 4 月份增设

见图 2；等候办理时间（取号到叫号）由原来 15 分

2 个综合病区，增加 121 张床位，收治各专科调配

钟到承诺患者 5 分钟，办理时间（自扫条形码到办

患者，以保证所有到院且符合入住条件患者能当日

理结束），由原来 5 分钟到目前的 1.5 分钟，平均

住院，进一步推动和落实全院一张床理念，促进护

每患者缩短 3.5 分钟；95%异地医保联网只跑一趟，

理独立经营意识和能力提高，也有效缓解疫情期间

另 5%为再次入院患者，因习惯以前办理方法，再次

住院更难的问题。中心还设置入院患者等候区，提

来中心确认。患者服务满意度由去年同期的 93.4 分

供座椅休息和茶水等服务，2 台电视循环播放入住

到 94.93 分，提高 1.53 分，其中有个别患者诉说办

流程、疫情防控、检查检验注意事项、公共场所须

理入院太繁琐，经解释疫情期间需新冠筛查后理解；

知等视频，有专门班次负责定期巡视，维持大厅秩

新冠零感染，住院患者及陪人无核酸阳性病例。

序，对病情变化者早发现，早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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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经审核符合住院条件后，工作人员回复什么时间入

4.1 信息化领跑一站式服务

住、到哪个病区报到、报到后需要做哪些准备等事

近年来国内多家医院，本着让患者“少跑路”、
[4]

项，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工窗口数量、窗口人流量，

“最多跑一次“，甚至“只跑一趟”的服务宗旨 ，通过

使窗口工作人员向床位管理的广度和深度发展，为

拓展服务内容，优化就医流程，不断实践和探索更

医院成本精细化控制、运行经济效益分析等做更多

加符合患者就医需求的一站式服务模式，我院入院

的研究和把控[7]。虽然疫情期间增加等候核酸筛查

服务中心积极外出学习取经，并结合医院具体情况，

结果、全院床位相对紧张等客观原因，通过做好各

等方面取得一

部门间协调，增强创新意识 [8]，有计划预约住院、

定成效，做到让预约住院患者在家等候通知，免去

床位调配、增设综合病区保障患者当日入住，在 4

住院多次往返医院的麻烦。在疫情期间更是与时俱

月份我院已基本到达去年同期收治水平，5、6 月份

进，结合防控要求，着重做好患者院前新冠筛查和

恢复正常诊疗状态，6 月份住院人数达到去年同期

住院准备，让患者精准预约，分时间段来院，顺畅

的 98.75%，未发生一例患者和家属感染，无候床期

就医流程，通过加强信息化建设，在医生接诊完成

间不良事件发生，复工复产成效显著。

在计划性住院预约、床位统筹调配

[2,3]

后，自费及医保患者均可选择在手机上完成结算，

5 结论

患者凭结算单提示到药房取药、化验、预约检查，

综上所述，通过一系列流程优化和信息系统改

真正实现边诊疗边付费、看病结算零跑路,极大地方

进，患者入院办理一站式完成，基本满足了异地以

[5]

便了患者 。特别是在推进全院计划性入院方面，

及迫切需要入住患者的住院需求，最大限度减少来

做到对预约时间 3 天内者，采取住院前一天通知入

回奔波，避免交叉感染的机会。下一步将继续围绕

院；预约时间 4-7 天者，中间增加一次电话联系及

“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宗旨，以此次疫情期间就医

居家指导；超过 7 天者，视情况做到 2-3 次沟通和

的特殊需求为契机，不只在于信息技术革命，更在

咨询，发现病情变化及时指引就近就医，保证预约

于医院管理理念的创新和部门间的业务协调[7]。

患者接受专业就医指导及健康宣教，达到居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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