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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一种全新的临床服务模式 ,临床路径已在我国很多地区进行了尝试 ,但是 ,尚未有从医学伦理学的视角进行研

究的成果。本文认为 ,临床路径服务模式有利于“为人民健康服务 ”医德价值目标的实现 ,有利于“知情同意”原则的实现 ,体现

着“人本主义 ”的伦理原则 ,有利于“公正”伦理原则的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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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s a new service model, clinical pathway has been app lied in many areas. But there is no study on
it from p rospective of medical ethics.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clinical pathway can enhance help achieving the ob2
jective of serving peop le ’s health, imp lementing the p rincip le of informed consent, embody the human - center
thinking, and eventually realize the goal of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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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路径 ( clinical pathway, CP)是 20世纪 80年代美国
医疗机构为顺应当时的医院内部和外部环境的改变而产生的
一种全新医疗服务模式 ,很快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得到推
广。近几年 , CP在美国、欧洲和亚洲普遍受到重视 [ 1 ] 。我国
北京 [ 2 ] 、成都 [ 3 ] 、长沙 [ 4 ]等地的医疗单位也对这种服务模式
进行了尝试 ,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 ,至今尚未有从医学
伦理学的角度对此研究的成果 ,笔者试图从这个角度加以
尝试。
1　一种全新的临床服务模式

临床路径是由各相关部门或科室的医务人员共同制定的
医疗护理服务程序 ,该程序针对特定的疾病或手术制定出有
顺序的、有时间性的和最适当的临床服务计划 ,以加快病人的
康复 ,减少资源的浪费 ,使服务对象获得最佳的持续改进的照
顾品质 [ 5 ] 。

与一般医疗服务模式相比 ,临床路径服务模式具有如下
特点 :预先设定疾病的标准住院天数 ;诊疗、护理目标早有规
划 ;对某一项医疗措施或护理计划或检验项目的完成时间均
有严格的规定 ;需要团队精神 ;实施整体治疗和整体护理 ;限
定、控制服务成本、医疗经费等 [ 6 ] 。

20世纪 80年代中期 ,美国政府为了遏止医疗费用不断
上涨的趋势和提高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 ,对政府支付的老年
医疗保险 (Medicare)和贫困医疗补助 (Medicaid)实行了以诊
断相关分组 (D iagnosis Related Group, DRGs)为付款基础的
定额预付款制 (DRGs - PPS)。在该制度下 ,同一类 DRGs病
人均按同样的标准付费 ,与医院实际的服务成本无关。这对
参加 DRGs - PPS的医院而言 ,最明显的影响是要承担一定的
经济风险。医院只有在提供的实际服务费用低于 DRGs -
PPS的标准费用时 ,才能从中获得盈利 ,否则 ,医院就会出现
亏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 1990年 ,美国波士顿新英格兰医
疗中心医院 ( Boston New England Medical Center Hosp ital,
NEMC) ,选择了 DRGs中的某些病种 ,在住院期间 ,按照预定
的既可缩短平均住院天数和节约费用 ,又可达到预期治疗效
果的医疗护理计划治疗病人。此种模式提出后受到了美国医
学界和医院界的重视 ,并逐步试行和推广。人们将此种既能
贯彻质量保证法以及持续质量改进法 (CQ I) ,节约资源 ,又能
达到单病种质量管理的诊疗标准化模式 , 称之为临床
路径 [ 7 ] 。

20世纪 90年代 ,临床路径迅速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
等发达国家推行。在国际上 ,临床路径被视为 20世纪 90年
代以来医学临床实践的重大变革之一 ⋯⋯目前 ,在先进的发
达国家的大多数医院应用了临床路径 [ 8 ] 。

随着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 ,我国的论病种计酬的尝
试悄然兴起。例如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推行了“单病种限
价服务 ”。在此基础上 ,许多地方的医疗机构开始尝试临床
路径服务模式 [ 1 - 4 ] 。
2　临床路径服务模式的医学伦理学意义
2. 1　临床路径范围服务模式有利于“为人民健康服
务”医德价值目标的实现

“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
业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 9 ] 。我们把“为人民健康服务 ”
确立为社会主义医德基本原则的价值目标 [ 10 ] 。实行改革开
放 ,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 ,我国的医疗卫生
事业面临着新的形势和问题 :社会的发展、医学模式的转变、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疾病谱的改变、老龄人口的增加和人民
群众对医疗卫生需求的日益提高 ;医疗费用的过快上涨、卫生
资源配置的不够合理 ,使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医疗费用负担剧
增等等 ,所有这些促使我国必须深入开展卫生事业改革。卫
生事业发展的模式必须是高质量、有效率的发展 , 2002年全
国卫生工作会议明确指出 :“医院应深化内部管理制度的改
革 ,坚持‘以病人为中心 ’的服务理念 ,改变不方便病人的工
作秩序 ,改革不适应医疗需求的工作制度 ,立足于为病人提供
优质廉价的基本医疗服务 ,实行病种管理 ,做到合理检查、合
理用药、合理治疗、合理收费 ,降低住院天数 ,合理地控制各项
医疗费用 ,提高医疗护理质量。”[ 11 ]其核心是降低服务费用 ,
提高服务质量。

临床路径这种新型的医疗服务模式 ,是西方发达国家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 ,为顺应当时医院内部和外部环境的改变而
产生的 ,是一种可以有效地控制医疗服务费用和保证医疗服
务质量的成功手段。目前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正
全面推开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临床路径
服务模式因其高品质、低费用的宗旨而符合目前我国卫生改
革和发展的政策。通过临床路径 ,可以理顺医疗护理程序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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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诊疗行为 ,减少重复劳动 ,提高医疗质量和工作效率 ,缩短
住院日期 ,减少医疗成本 ,减少病人住院费用 ,最终实现我国
医药卫生事业“为人民健康服务”的价值目标。
2. 2　临床路径服务模式体现着“人本主义 ”的医学伦
理原则

医学伦理学的“人本主义 ”,也就是医学人道主义 ,是指
认为人 (当然包括伤、病人 )具有最高价值 ,医学界因此应该
尊重、同情、关心、救助服务对象的思想。[ 12 ]以人为本 ,“以病
人为中心”是由医学的目的决定的。医学的“防治疾病、救死
扶伤 ”的基本目的 ,决定着医学界必须人道地对待伤、病人。

临床路径在设计和实施的过程中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强
调“以病人为中心 ”,建立在“以人为本 ”的理念上 ,着眼于病
人的整体 ,包括病人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文化、精神等各个
方面 ,它不仅要求重视疾病的治疗、康复护理、生活护理 ,而且
要求医务人员更重视病人的心理状态、精神变化、社会环境的
影响以及疾病的预防和保健等。临床路径服务以其周密、严
谨、完美和程序化的诊疗护理体系确保了“以病人为中心 ”的
人本观念的实现。
2. 3　临床路径服务模式有利于“知情同意 ”原则的实
现 ,充分尊重了病人的知情权和自主权

“尊重原则”是医学伦理学的重要原则 ,“天地之性 ,人为
贵。”尊重原则包括尊重病人的自主权、自我决定权、贯彻知
情同意、保护隐私、保密等内容。[ 13 ]

应用临床路径 ,必须充分尊重病人的意见。医务人员应
将临床路径图中医疗护理项目以及明确的医疗护理目标明确
告知病人 ,让病人完全了解自己的病情发展与转归 ,同时 ,也
需要向病人及其家属解释清楚 ,说明路径有时会有不可预料
的情况发生 ,而且临床路径也需要根据病情变化而修改。向
病人做充分的说明 ,取得病人的理解、同意与支持。

在传统的医疗服务中 ,病人住院往往不知道医务人员每
天要对他做什么 ,有哪些检查或者治疗以及什么时候能够手
术等 ,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出院。在临床路径图表中 ,医
院、科室和医务人员 ,如负责医师、负责护士、物理治疗师、营
养师、药剂师等的有关信息一目了然 ,病人每天要做的检查和
治疗等如会诊、检验 /检查、评估 /措施、治疗、药物、营养、活
动、安全、甚至患者与家属教育及出院计划非常明确。这就保
证充分尊重了病人的知情权。

而且 ,在临床路径过程中 ,病人预先知道所要接受的服
务 ,对住院天数及住院期间的诊断、治疗和护理等心中有数。
知道自己应该怎样与医务人员配合 ,在配合中自己要做些什
么等 ,而不是等病人遇到了问题 ,医务人员再向病人解释 ,这
样能够有效地减少病人的焦虑 ,充分调动病人的积极性 ,促使
病人主动参与到医疗护理中 ,尊重病人的自主权。
2. 4　有利于“公正原则”的实现

医学伦理学的“公正原则 ”,是指按照社会确定的公正原
则对卫生资源的分配 ,包括宏观分配和微观分配 ,人们坚持
“基本权利完全平等 ”的公正原则 ,使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
健 ;坚持“非基本权利比例平等 ”的公正原则 ,对非基本卫生
保健实行合理差别等。[ 14 ]

现代医学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医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改进 ,
一方面 ,对人们疾病的诊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对于某一种疾
病 ,现代医学科技可以提供很多手段 ,医学科技在这方面的成
就是空前的 ;另一方面 ,从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人们的卫生保健
需求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科学知识的普及 ,也使人们对
健康与长寿的期望大大提高 ,相对于人们的卫生保健需求 ,卫
生资源总是有限的。在这种背景下 ,卫生资源分配很容易出
现不合理、不公正。

目前 ,由于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卫生体制尚未完善起来 ,
我国卫生保健已经出现严重不公平。“2000年 ,世界卫生组
织对 191个会员国的卫生系统分三个方面进行了绩效评估。
在卫生负担公平性方面 ,中国被排列在第 188位 ,即倒数第四
位 ,仅比巴西、缅甸、塞拉里昂稍强 ,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
家。”[ 15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适
应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 ,不同程度地将医疗卫生服务推向
市场 :一方面 ,由于作为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医疗机构通过

公平竞争、降低服务价格的良性机制尚未建立和完善起来 ,医
疗机构受到利益驱动 ,总是想方设法增加收入 ;另一方面 ,由
于医疗保障体制尚未建立和完善起来 ,作为医疗服务的接受
方———广大公众接受医疗服务的经济能力有限 ,加上政府的
卫生预算支出不足 ,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在改革开放初
期 ,政府预算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为 36% ;到 1990年 ,
下降到 25% ;到 2000年 ,下降到 14. 9% ⋯⋯与此同时 ,社会
支出的份额 (公费医疗经费 )也从 44%下降到 24. 5%。反过
来 ,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节节攀升。1980年 ,居民个人
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 23% ;到 2000年 ,已高达
60. 6% ”[ 16 ]

,而公众收入的差距在逐渐拉大 ,“来自国家税务
总局的消息说 ,目前我国基尼系数约为 0. 39,进入了国际公
认的收入分配警戒线”。[ 17 ]

在这种情况下 ,要达到社会公正 ,实现“公正原则 ”的目
标 ,需要我们一方面 ,通过增加政府投入、改革医疗保障制度
等措施增加公众医疗服务的支付能力。另一方面 ,通过改革 ,
使医疗机构通过理性竞争、降低服务价格。临床路径服务模
式引入成本医疗原理 ,强调医疗资源的节约 ,对各种疾病均有
严格的疾病康复时间界定 ,对医疗费用实行限额控制 ,规定某
一疾病最高医疗服务价格和最低医疗服务价格 ,才能有效地
规范医疗市场 ,有利于“公正 ”伦理原则的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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