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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科整合医学模式对急性上消化道大出血救治效果的影响
钟爱丽，叶琳，温德树，樊志勇

(南宁巿第三人民医院消化科，广西 南宁 530003)

【摘要】 目的 观察消化科整合医学模式对急性上消化道大出血救治效果的影响。方法 选取2000年1月

至2007年6月在南宁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传统常规治疗的168例急性上消化道大出血患者作为对照组，2007年7

月至2014年6月接受消化科整合医疗模式(将消化内科、消化外科整合为一个一级临床科室-消化科，建立完善的

多学科一体化治疗的消化科整合医学模式)治疗的182例急性上消化道大出血患者作为观察组，比较两组患者的抢

救成功率、死亡率、并发症发生率、术前平均住院日、平均住院日和医疗费用。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抢救成功率、死

亡率分别为96.15%和6.04%，对照组分别为89.29%和13.69%，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

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26.37%、术前平均住院日(3.32±2.21) d、平均住院时间(11.29±3.08) d、平均医疗费用(9 645.32±

1 230.45)元明显低于对照组的38.10%、(5.67±2.45) d、(18.35±5.42) d、(12 357.69±1 670.62)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消化科整合医学模式能提高患者抢救成功率，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缩短住院时间和术前

平均住院日，减少医疗费用，具有可行性及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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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integrated medical model in Department of Digestion on medi-

cal treatment of acute upper gastrointestinal hemorrhage. Methods A total of 168 patients of acute upper gastrointesti-

nal hemorrhage from January 2000 to June 2007 who received traditional treatment were enrolled as control group, and

182 patients from July 2007 to June 2014 treated with integrated medical model were assigned as treatment group, by in-

tegrating digestive internal medicine and digestive surgery into one unit (Digestive Department) and establishing a

multi-disciplinary and integrated treatment mode.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in rescue success rate, mortality, inci-

dence of complications, averag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before operation, the average total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medical

costs to evalu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two groups. Results Rescue success rate, mortality were 96.15% and 6.04% in

the treatment group, versus 89.29% and 13.69%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verag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before operation, averag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average medical cost were 26.37%, (3.32±2.21) d,

(11.29±3.08) d, (9 645.32±1 230.45) Yuan in the treatment group,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38.10%, (5.67±2.45) d, (18.35±5.42) d,

(12 357.69±1 670.62) Yu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Integrated medical model in Digestive Depart-

ment can improve the rescue success rate,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mortality, shorten the total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and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before operation, reduce medical costs,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rogno-

sis of patients, with feasibility and supe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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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上消化道大出血是消化系统的急危重症之一，

具有起病急、病情重、进展快、并发症多、病死率高、费用

高的特点。由于出血的病因较多，病情复杂，无论从发

病机制还是临床诊治的角度出发，都需要建立一个有效

的整体管理体系，从而提高诊治效率和临床疗效。南宁

市第三人民医院于2007年7月将消化内科与消化外科

整合成为一个一级科室消化科，提供一个由消化内科

组、消化外科组、内镜中心、监护室、专业护理、营养等

多学科人员组成的专业协作团队的服务，让患者在学科

资源优势的整合中得到更及时、科学、有效的治疗。本

文对整合前后7年急性上消化道大出血的350例患者的

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所有入选病例诊断均符合急性

上消化道大出血的诊断标准[1]，经电子胃镜检查证实，

患者年龄18~75岁；出血时间小于12 h，临床表现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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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呕血和/或黑便，出血量符合大量出血的诊断：

短期内失血>l 000 mL或血容量减少20%以上，实验室

检查呕吐物或大便隐血试验呈阳性，红细胞计数、血

红蛋白及血细胞压积下降。

1.2 排除标准 排除昏迷者、严重的心脑血管疾

病者、合并严重外伤或吸入性损伤、终末期疾病、血液

病、变态反应性疾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

1.3 分组 按入院先后顺序随机选取急性上消

化道大出血患者 350例，其中 2007年 7月至 2014年 6

月的急性上消化道大出血患者 182例作为观察组，男

性 140 例，女性 42 例，年龄 20~75 岁，平均(48.65±7.2)

岁；消化性溃疡并出血121例，食道胃底静脉曲张破裂

出血28例，急性胃黏膜病变21例，胃癌8例，贲门黏膜

撕裂 2例，胆道出血 2例；手术治疗 50例、非手术治疗

132例。 2000年1月至2007年6月的急性上消化道大

出血患者 168例作为对照组，男性 132例，女性 36例，

年龄18~72岁，平均(46.57±6.3)岁；消化性溃疡并出血

112例，食道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25例，急性胃黏膜

病变19例，胃癌 18例，贲门黏膜撕裂5例，胆道出血3

例；手术治疗 46例、非手术治疗 122例。两组患者在

年龄、性别、出血部位、病变性质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

1.4 方法

1.4.1 观察组 组建消化科整合医学模式，将消

化内科、消化外科整合成一个一级临床科室，由消化

内科组、消化外科组、内镜中心、监护室、专业护理、营

养等多学科人员组建成新的消化综合病房，成立综合

管理小组，负责科室的日常管理，统一收治患者。由

多学科人员共同参与制定诊治流程、救治方案、诊疗

常规、技术操作规程、健康宣教等，建立消化系统疾病

诊治新模式。消化内科组：负责非手术治疗，采用静

脉补液、输血、止血、对症支持等治疗，积极纠正休克、

迅速补充血容量、维持有效循环血量。消化外科组：

负责手术治疗和围术期管理，判断手术指征，及时采

取迷走神经切断术、胃大部分切除、外科分流术、断流

术、胃癌根治术、姑息性切除术等手术治疗方式。内

镜中心：负责内镜的检查和内镜下治疗，治疗方式为

药物喷洒和注射止血、高频电电凝止血、氩气电凝止

血、食管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治疗或胃底静脉曲张内

镜下组织胶治疗。监护室：配备多功能中央监护系

统、正压呼吸机、除颤器等循环、呼吸监测仪器和设

备，负责术前的抢救复苏和术后各个重要脏器的保

护、病情恢复。专业护理；负责配合医生严密观察患

者病情变化，提供专业护理措施和心理护理，保证治

疗的及时性、有效性。营养科：负责饮食治疗，进行饮

食指导，根据患者情况提供个体化饮食治疗方案。

1.4.2 对照组 在普通病房基础上，消化内科和

消化外科按照传统的治疗方法分别对急性上消化道

大出血患者进行一般治疗，补充血容量、纠正休克、止

血、对症支持等综合治疗，内科保守治疗无效再转外

科手术处理，无多学科人员配合参与。

1.5 观察指标 抢救成功率、死亡率、并发症发生

率、术前平均住院日、平均住院时间、平均医疗费用。

1.6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观察组抢救成功率高于对照组，死亡率、并发症

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术前平均住院日、平均住院时间、

平均医疗费用少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后观察指标比较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χ2值

P值

例数

182

168

抢救成功[例(%)]

175 (96.15)

150 (89.29)

6.21

<0.05

死亡率[例(%)]

11(6.04)

23 (13.69)

5.82

<0.05

并发症发生率[例(%)]

48 (26.37)

64 (38.10)

5.52

<0.05

术前平均住院日(d，x-±s)
3.32±2.21

5.67±2.45

5.24

<0.01

平均住院时间(d，x-±s)
11.29±3.08

18.35±5.42

6.32

<0.01

平均医疗费(x-±s，元)

9645.32±1230.45

12357.69±1670.62

6.73

<0.01

3 讨 论

3.1 消化科整合医学模式治疗急性上消化道大

出血的意义 上消化道出血是指屈氏韧带以上的消

化道，包括食管、胃、十二指肠或胰胆等病变及胃空肠

吻合术后的空肠病变出血引起的出血[1]。大量出血是

指在数小时内失血量超过 1 000 mL以上或循环血容

量的20%，其临床主要表现为呕血和(或)黑粪，往往伴

有血容量减少引起的急性周围循环衰竭[1]，是常见的

急症，病死率高达8%~13.7%[2]。引起上消化道出血的

常见原因有食管胃底曲张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消化性

溃疡出血、急性胃黏膜病变、胃癌出血等。上消化道

大出血是内科的急症，尤其是食管胃底曲张静脉破裂

出血，来势凶猛、出血量大、病情危重、发展快，死亡率

高[3]，必须争分夺秒进行抢救，如果急救不及时会导致

患者失血性休克甚至死亡。急性上消化道大出血治

疗分手术治疗和非手术治疗两大类，由于很多疾病和

病变均可引起上消化道出血，不同病种的手术治疗和

非手术治疗的指征不尽相同。上消化道出血的部位

和病因有赖于纤维胃镜的检查，它有助于判断再出血

的可能性，决定是否需要急诊手术。因此，如何能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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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资源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建立一个规范化、系统化的

整体管理体系使患者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最有效的干预，

才能提高治疗疗效和抢救成功率，降低病死率[4]。消化

学科疾病及其治疗特点有必要对内外科、影像、介入、

营养和心理等专业进行整合，组建消化系统疾病诊疗中

心，共同制定一个最优治疗方案[5]。

3.2 传统治疗模式存在的缺陷 医学的发展，专

业分工的细化，使得目前我国多数综合医院的医疗资

源分散在不同的科室与部门，抢救时难以在短时间内

协调医院内的各种技术力量和资源，实现快速抢救患

者的医疗目标，并且分工细化导致专科医师思维受

限、技能受限，在疾病的判断、救治方面存在不足，无

法满足疾病诊治的需求，加上缺乏规范化、系统性的

急救流程，易致抢救过程忙乱无序和低效[6-7]。这种缺

乏整体化的医疗结构模式不仅造成人力和时间浪费，

延误抢救时机，还严重影响该病的救治和抢救水平的

提高。

3.3 消化科整合医学模式的特点及优势 消化

科医学整合模式把消化内科组、消化外科组、内镜中

心、监护室、专业护理、营养等多学科整合为一个一级

临床科室，将多学科的诊疗观点融为一体，制定出救

治流程和治疗指南，通过开展集体培训、联合查房，评

价患者病情和制定治疗计划，对患者进行规范化治

疗，同时开通院内“绿色通道”和“救治协作”平台，为

患者提供连续“无缝隙”式 的医疗服务。通过这种以

器官系统为主基础的学科整合模式，加强了多学科的

密切合作，实现知识的互通融合、技术的相互配合、专

业的协调互补、服务的交流沟通[8]，充分发挥多学科的

协作能力，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了患者在会诊、分诊、

转科的时间上的浪费，使患者得到及时救治，提高了

抢救成功率和减少了住院时间；多学科合作还能促进

学科间的学术交流，有效缩短诊疗消耗的时间和医疗

流程，有效降低了医疗费用[9-12]。

3.4 消化科整合医学模式的效果

3.4.1 有利于提高抢救成功率，降低死亡率、并

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抢救成功率高于对照组 (P<

0.05)，并发症发生率、死亡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消化科整合前，由于缺乏标准化

抢救流程和多方面医疗资源合作，患者得到的抢救效

果不尽相同。消化科整合后，科室通过组织人员进行

培训、联合查房，规范了诊治流程，多项抢救措施同时

并行，并根据病情实施预见性的治疗，使应急能力、抢

救配合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从而为患者的抢救赢得

宝贵时间，提高了抢救成功率。

3.4.2 有利于缩短救治时间 观察组术前平均住

院日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消化科

整合后优化了诊疗流程，医疗小组之间明确分工，密切配

合，保证了抢救措施得到有效实施，从而使整个抢救流程

有条不紊，使患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好的救治，明显

缩短了救治时间，避免诊治过程中时间上的浪费。

3.4.3 有利于缩短住院时间、减少医疗费用 观

察组的平均住院时间、平均医疗费用较对照组明显缩

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于规范了诊治

的流程和治疗指南，加强了培训与互动，使患者在最

短时间内得到最有效的干预，从而提高了诊疗效率，

缩短住院时间、降低了医疗成本。

综上所述，消化科整合医学模式在治疗急性上消

化道大出血方面存在着显著的优势，不仅能显著提高

好转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还能缩短

住院时间，减少医疗费用，给患者带来真正的实惠，适

合在基层医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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