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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临床诊断是整个医疗服务的首要环节 ,没有正确的诊断就没有有效的治疗。实践中很多医疗纠纷就发生
在诊断过程中。文章通过探讨和分析临床诊断过程中发生医疗纠纷的原因及其防范措施 ,以期减少医疗纠纷 ,提高诊断
水平和医疗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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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正确的诊断 ,就没有有效的治
疗”,这是临床医师都熟知的一句格言。
但实践中有许多医疗纠纷就发生在临床
诊断的过程中 ,这大大影响了以后的治疗
和整个医疗服务的质量。究其原因往往
是多方面的 ,但其中很多纠纷都是可以避
免的。因此 ,本文主要对诊断过程中引起
医疗纠纷的几种原因进行探讨和分析 ,并
提出相关的防范措施 ,以期能够减少医疗
纠纷 ,提高诊断水平和医疗服务质量。
1 　诊断中发生医疗纠纷的几种原因
111 　由于误诊、漏诊引起的
　　误诊是指错误诊断和延误诊断 ,包括
把有病诊断为无病 (即漏诊) 、把无病诊断
为有病及把甲病诊断为乙病等几种情况。
据文献统计 ,在目前具有现代化检查手段
的条件下 ,临床总体误诊率在 30 %左右 ,

复杂疑难病症误诊率更高 [1 ] 。有人对 171

例医疗纠纷进行研究发现 ,在医疗事故
中 ,因误诊导致的医疗事故占到第 4

位[4 ] 。诊断医师临床误诊的原因主要是
由技术水平不高和责任心不强引起的。
比如知识匮乏 ,临床经验不足 ,对病情“表
里”不分 ,过分依赖辅助检查 ,思维方法偏
执 ,采集病史、体格检查草率 ,遗漏重要症
状与体征 ,工作粗疏 ,不遵守诊疗常规及
医院的规章制度 ,在根据不足时妄下错误
诊断等等。这些因素导致的误诊、漏诊 ,

不管有没有造成患者的人身损害后果 ,一
旦被患者知道就会引发医疗纠纷。
112 　由于医师诊断用药引起的
　　执业医师法中规定 ,医师应当使用经
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使用的药品、消毒药剂
和医疗器械。医师诊断处方开药时应当
遵循合理、合法、有效、节约的原则 ,不得
滥用、滥开药物 ,造成病人的负担过重和
不必要的医药资源浪费。可是在临床实
践中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 ,医师能开贵重
的药物不开便宜而且疗效好的 ;有时甚至
开些与本病没有关系的药物 ;接受医药代
表的回扣专门开某种厂家的药物 ;利用病
人公费医疗搭车开药或者没有征得病人
及家属的同意就开不属于医保报销范围
的药物等等。病人及其家属法律意识不
断增强 ,经常会查询自己所用的药物是什
么 ,治什么以及多少价钱等 ,以上原因也

很容易引起医疗纠纷。
113 　由于诊断时书写病历引起的
　　病历是医务人员记载一个病人的病
情、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医疗实践记录 ,同
时也是重要的法律证据之一。因此规范
的书写病历是每个临床医师的基本功。
病历所记载的主诉、病史、体征、辅助检查
以及其他资料是医师对病人的最后诊断
是否是有依据的最好证明。在实践中 ,很
多医师诊断时不注重对病历的书写 ,主要
表现是 ,病历记录不完整 ,缺项漏项 ;记录
不及时 ;记录前后不一致 ;记录修改不符
合规定 ;有些医师没有在规定的时间补记
病历等等。而患者及其家属一旦出现不
良的后果就以此为理由与医院发生医疗
纠纷并要求赔偿。
114 　由于高科技设备辅助检查引起的
　　随着高档医疗设备和精密仪器不断
用于临床 ,一些疾病更容易被发现和诊
断 ,大大提高了诊断的水平。但先进的检
查设备固然对某些疾病的早期诊断和及
时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在应用过
程中它又带来了一些不可忽视的新的误
诊因素[3 ] 。在医院的工作中 ,经常出现这
样的现象 :当病人就诊时 ,医师采用大撒
网的方法 ,不加选择地应用各种检查 ,凡
是所在医院有的设备都用 ,最常见的是先
B 超、后 CT 然后再核磁共振检查。给病
人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有时候还会因
为仪器质量的问题或者检查人员的不负
责、不仔细、技术不过关而产生误诊 ,给病
人造成人身损害 ,从而引起医疗纠纷。
115 　由于诊断时语言沟通不良引起的
　　医师进行诊断是整个医疗服务的第
一个环节。诊断医师是最先和病人及其
家属接触的 ,良好的语言沟通往往能使病
人感到温暖。医师在进行问诊、采集病史
时要注意语言不能生硬、缺乏同情心 ,否
则会引起医疗纠纷。如有些医师问诊时
不讲究方法 ,态度不和蔼 ,缺乏耐心“你又
怎么了 ?”“你到底哪疼 ?”“你以前是不是
神经病 ?”“我说你是什么病就是什么病 ,

你知道什么 !”等等言语 ,时有出现。根据
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对全国 326 所医院医
疗纠纷发生因素的一项调查显示 : 有
4915 %的医疗纠纷主要是由于“语言上的

粗暴”引起的[4 ] 。这里主要是指语言表达
的不准确、交代病情不客观、随便评价其
他单位或人员的诊断等而引起医疗纠纷。
116 　由于侵犯病人权利引起的
　　病人来医院就诊 ,享有各项法律赋予
的权利。但很多医师往往只注重生命健
康权 ,而在诊断过程中侵犯病人其他一些
如隐私权、知情权、名誉权、肖像权等同样
重要的权利 ,从而发生医疗纠纷。如有的
医师把爱滋病、梅毒等疾病的诊断结果告
诉他人 ;诊断医师应当明确告知病人的病
情、诊断结果及预后等没有告诉或者告知
不详细 ;医师在对病人进行检查时有人旁
观等等。因此 ,医师在诊断时不仅要尊重
病人的生命健康权 ,还要尊重其他各项权
利 ,这样才能避免和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2 　防范措施
211 　努力学习各种知识 ,提高诊断水平
　　实践证明 ,相当一部分误诊引起的医
疗纠纷是因为医师的诊断技术技能不过
硬而引起的。对疾病的早期症状、临床表
现不了解 ,不能及时作出诊断 ;对少见的
疾病缺乏知识 ,不了解诊断方法和疾病发
展过程 ,不能正确预测病情的发展变化等
等。因此 ,医务人员医学理论水平高低 ,

实践经验多少 , 直接关系误诊率之高
低[5 ] ,并体现临床诊断技术的水平。所
以 ,医师必须努力学习各种知识 ,提高诊
断水平。首先 ,要不断的学习并更新医学
知识 ,掌握最新的信息和技术 ,这样才能
对各个新病种、新问题作出正确诊断 ;其
次 ,医师还必须学习相关的法学、心理、伦
理等人文医学知识 ,才能有良好的沟通技
巧 ,提高综合分析能力 ,从而避免误诊 ,得
出正确诊断 ;再次 ,还必须在实践中进行
学习并应用所学的知识 ,不断丰富临床诊
断经验 ,才能做到诊断的“准”、“稳”。这
不仅是减少医疗纠纷 ,保护医患双方合法
权益有效的方法 ,也是提高诊断技术水
平 ,保证医疗质量的根本措施。
212 　加强医德医风的教育 ,增强责任心
　　高尚的职业道德、良好的工作作风 ,

是衡量一个合格医务工作者的起码标准 ,

也是防范医疗纠纷的关键所在。亲密、友
好、和谐的医患关系是医患双方相互理解
和信任的基础。在诊断过程中 ,医师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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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患者的理解和信任 ,才能使患者真
实详细的反映病情 ,积极配合医师 ,遵守医
嘱 ,从而更准确的进行诊断 ,并在此基础上
治疗 ,最终恢复健康。因此 ,必须树立“一
切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 ,想病人之所想 ,

急病人之所急 ;要遵循有利、无伤、知情同
意等各项医学伦理原则 ;要改善对患者的
服务态度 ,增强责任心 ,应谨慎、细致、耐
心 ;要强化廉洁的服务观念 ,抵制和纠正不
正之风 ,并建立健全医德医风的监督网络。
213 　强化依法诊断的法律意识
　　强化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 ,促进其依
法诊断 ,不仅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的需
要 ,更是尊重患者的各项权利 ,减少医疗
纠纷的重要保障。因此 ,采取各种形式广
泛深入的进行医学法律法规和法制观念
的教育是必要的、迫切的。事实上 ,对于
法律法规及上级行政部门和医院制定的
一系列医疗规章制度不严格遵守 ,已成为
引发医疗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 ,必须引起
医院和各级医务人员的高度重视 [6 ] 。临
床医师在诊断过程中要做到严格遵照各
项规章制度和诊疗操作规范。医师接诊
要及时 ;问诊要仔细 ,态度要和蔼 ;记录书

写病历要全面、客观、真实、准确 ;体检要
认真负责 ,诊断结论要有科学依据 ,前后
相符 ;告知患者病情要详尽真实 ,不能随
意夸大 ;处方开药要遵循节约、有效、合理
的原则 ;当对某一个病情不能确诊时 ,不
能使用模糊的语言 ,使患者疑虑 ,为病人
诊断疾病时应遵守各级医师职责 ,不能确
诊的疾病应及时向上级医师报告等等。
214 　培养创造性的临床诊断思维
　　医师不但要有广而深的医学基础理论
和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 ,还应具备敏锐的思
维能力 ,既有科学的思维指导 ,又有逻辑思
维的判断。诊断思维一旦发生异常 ,就会导
致误诊 ,造成不良后果[7] 。医师长期孤立地
研究某一系统的疾病 ,每天接触的全是自己
比较熟悉的专科疾病 ,思维方法容易僵化、
臆断或产生惰性 ,因此 ,要培养一种创造性
的临床诊断思维方法。首先 ,要求医师要掌
握多学科综合的知识。“一个空洞的头脑是
不能进行思维的”[8] ;其次 ,要坚持用全面
的、系统的、动态的思维方法来观察和分析
每一个疾病 ;再次 ,要正确运用临床经验进
行诊断 ,既以其作为诊断思路的导向 ,但又
不能完全拘泥、依赖于临床经验。总之 ,用
发展的、辩证的、创造性的思维方法 ,从各种

疾病的病理生理的复杂演变中把握认识疾
病的本质 ,不断减少误诊的发生 ,从而提高
诊断水平和医疗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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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传递函数模型和 ARIMA 模型对我国城市卫生技术人员的预测结果

年份

(1)

实测值

(2)

传递函数
预测值

(3)

传递函数
预测残差

(4) = (2) - (3)

传递函数预测
相对误差 ( %)
(5) = (4) / (2)

ARIMA 预测值

(6)

ARIMA
预测残差

(7) = (2) - (6)

ARIMA 预测
相对误差 ( %)
(8) = (7) / (2)

1983 1573912 2 2 2 2 2 2
1984 1641535 2 2 2 1573912 67623 4. 12
1985 1677260 1662034 15226 0. 91 1699190 - 21930 - 1. 31
1986 1773895 1711050 62845 3. 54 1707719 66176 3. 73
1987 1882304 1863770 18534 0. 98 1856285 26019 1. 38
1988 2028179 1992704 35475 1. 75 1974732 53447 2. 64
1989 2121295 2105281 16014 0. 75 2152550 - 31255 - 1. 47
1990 2185285 2190002 - 4717 - 0. 22 2200685 - 15400 - 0. 70
1991 2263600 2289894 - 26294 - 1. 16 2239842 23758 1. 05
1992 2362700 2360311 2389 0. 10 2330371 32329 1. 37
1993 2433400 2469790 - 36390 - 1. 50 2447192 - 13792 - 0. 57
1994 2589400 2504456 84944 3. 28 2493678 95722 3. 70
1995 2659200 2719806 - 60606 - 2. 28 2722404 - 63204 - 2. 38
1996 2722000 2725971 - 3971 - 0. 15 2718711 3289 0. 12
1997 2794500 2780742 13758 0. 49 2775543 18957 0. 68
1998 2818500 2861112 - 42612 - 1. 51 2856313 - 37813 - 1. 34
1999 2829500 2842752 - 13252 - 0. 47 2838962 - 9462 - 0. 33
2000 2834800 2822113 12687 0. 45 2838878 - 4078 - 0. 14
2001 2871700 2876069 - 4369 - 0. 15 2839319 32381 1. 13
2002 2923866 2843171
2003 2975482 2846456
2004 3029223 2849257
2005 3083985 285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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