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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心内科医师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共识使用率
和满意度的调查分析
张悦1，李悠悠1，王怡杨1，曹敏1，王蕾2，边育红1，赵舒武3，毕颖斐4
【摘要】目的 对比分析京津冀心内科医师对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共识的满意度，并分析影响满意
度的影响因素，为指南/共识的推广、宣传以及编写提供参考。方法 本调研检索了2016~2018年我国发
布的心内科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和共识5篇，对京津冀地区的心内科医师进行线下的自填式问卷，
收集了受访医师的基本信息及其对指南/共识的使用率和满意度。结果 共收到有效问卷627份，指南总
体使用率均达到甚至超过60%；所有类型受访医师对指南/共识满意度评分在43~51分间，满意度高达
66.15%~78.46%。结论 大多数心内科受访医师对指南/共识的使用率和满意度较高，同时提示中西医循
证证据方法学的研究以及指南/共识在西医医院和基层医院中的推广和普及工作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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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utilization rate and satisfaction of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guidelines/consensus of cardiologist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Zhang
Yue*, Li Youyou, Wang Yiyang, Cao Min, Wang Lei, Bian Yuhong, Zhao Shuwu, Bi Ying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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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cardiologists on
the guidelines/consensus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atisfac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omotion, publicity and compilation of the guidelines/consensus.
Methods This survey retrieved five integrate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guidelines and consensus on cardiology
diseases issued by my country from 2016 to 2018, and conducted offline self-filled questionnaires for cardiologist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collected the interviewed physicians' Basic information and its usage
and satisfaction with the guidelines/consensus. Results A total of 627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eived, and the
overall usage rate of the guideline reached or exceeded 60%; all types of interviewed physicians rated the guideline/
consensus satisfaction score between 43 and 51 points, and the satisfaction rate was as high as 66.15%~78.46%.
Conclusion Most of the interviewed cardiologists have a high usage rate and satisfaction with the guidelines/
consensus. At the same time, it reminds that the research on evidence-based evidence methodolog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nd the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e guidelines/consensus in western medicine hospitals
and primary hospitals need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
[Key words]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guidelines and expert
consensus; Cardiologist; Beijing-Tianjin-Hebei; Questionnaire

中西医结合是中国原创的、特有的医学体
系，京津冀是中西医结合的发祥地，近现代涌现
出一大批中医药知名专家学者、领军人才，成为
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诊疗指南和专
家共识是合理规范中西医结合临床实践的有效策
略，近20年国内出版和发表了诸多中西医临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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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指南和专家共识。随着中医药循证评价实践工
作的开展，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共识（下文简
称指南/共识）取得了长足进步。
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疾病具有确切和独特
的临床疗效，近些年，政府部门和行业学会发布
了基于循证医学证据的心血管疾病中西医临床实
践指南和专家共识，然而其在临床的使用情况及
存在的问题尚不清楚。本研究以京津冀心内科医
师为受访对象，对近3年心内科疾病中西医结合
诊疗指南/共识的使用度和满意度进行调研，了
解指南/共识在京津冀地区的使用情况和存在问
题，为中西医临床实践指南/共识的推广使用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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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针对京津冀心内科临床医师，
对2016~2018年心内科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指
南/共识的使用率和满意度进行调查。为提高问
卷调查的代表性和覆盖面，受访医师涵盖多个学
历水平、职称水平、所属医院等级和类型等。电
子检索维普网、万方和中国知网，查询2016年1
月~2018年12月中国公开发表的心内科疾病中西
医结合诊疗指南或共识，结果检索到专家共识4
篇、指南1篇。专家共识包括2016年《中国中西
医结合杂志》、《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
和《心脑血管病防治》联合发表的《慢性心力衰
竭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 [1]；2017年《中国
循环杂志》 [2]发表的《中西医结合冠状动脉旁路
移植术Ⅰ期心脏康复专家共识》；2017年《中国
全科医学》发表的，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
管病专业委员会双心学组相关专家制定的《双心
疾病中西医结合诊治专家共识》 [3]；2017年发表
于《中国高血压杂志》的《中西医结合Ⅰ期心脏
康复共识》 [4]，以上专家共识均非更新版。2018
年发表于《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的《急性心肌
梗死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为《急性心肌梗死中
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的第二版更新[5]。
1.2 问卷设计和调研方法 问卷由受访医师的基本
信息、受访医师对指南（共识）的使用情况、受
访医师对指南（共识）的满意度评价等三部分组
成，涉及题目均为单项选择题。本次调查以问卷
星网站为平台，利用微信社交软件进行问卷发放
（调查员均经过两周严格、系统的培训，且通过
预调查获得调查经验），所有医师均自愿并以匿
名方式完成问卷填写。问卷作答符合答卷要求视
为有效问卷；无效问卷排除标准为：第一部分基
本信息填写不全、总条目有效完成度低于85％、
明显随意勾选、问题填写存在逻辑性错误。
1.3 问卷的回收和统计方法 通过问卷星网站、
按照问卷排除标准，剔除回收问卷中的无效问
卷。受访者对指南/共识的使用情况分为“总是
使用”“经常使用”“使用”“偶尔使用”“从
不使用”，填写“总是使用”“经常使用”“使
用”认定为受访者对指南使用率较高；填写“偶
尔使用”“从不使用”认定为受访者对指南使用
率较低，并以此作为问卷使用率的统计标准。问
卷中满意度调查共有13个问题，将每题的选项赋
值不同分数：如“非常满意”计为5分，“比较
满意”计为4分，“一般”计为3分，“不满意”
计为2分，“很不满意”计为1分，将每题所得
分值相加计为受访医师对指南/共识的满意度分
值，指南/共识满意度总分计为65分。受访医师

对指南/共识满意认可度越高则分值越高，将13
个问题得分相加，总和计为“对指南共识质量的
满意度总体评价”。所得分数被看作连续性数值
变量与基本信息进行相关性检验。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利用SPSS 25.0软件，对
问卷所涉及量表题项计算 Cronbach's α系数以评
价问卷总体信度；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
用方差分析，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组间比较则采
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组间比
较使用卡方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问卷的信度分析 运用SPSS 25.0将数
据录入进行处理得到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Alpha Based on Standardized Items，
Cronbach's Alpha（克朗巴赫系数法）系数为0.984
（表1），克朗巴赫系数＞0.8 说明预测问卷在总
体上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
2.2 有效回收问卷一般情况 本次问卷调查共得
到635份回复，依据剔除标准剔除无效问卷8份，
有效问卷共627份，有效率为98.7%。有效回收问
卷中女性受访医师365人，占比58.2％，男性262
人，占比41.8％；受访医师的职称分布显示高级
职称占比35.88%，中级职称占比39.55%，初级和
其他占比24.56%；受访医师中超半数（61.56%）
最高学历为本科，而研究生学历的受访医师占比
为31.26%；66.35%的受访医师第一学历专业为
临床医学、29.34%为中医和中西医临床医学；
55.82%的受访医师工作年限为大于5年且小于等
于20年；55.98%受访医师来自二级医院，36.68%
受访医师来自三级医院；从医院性质结果分析，
西医医院占比最多（57.58%）、中医及中西医结
合为特色医院占比34.45%（表2）。
2.3 受访医师对指南/共识的使用率结果 表3数
据显示，受访医师对指南/共识的总体使用率为
74.48%（使用率较高人数/总人数）。具体而
言：高级职称的受访医师（77.78％）对指南/共
识使用率高于初级职称者（67.26％）；就工作年
限而言，工作时间＞30年的受访医师对指南/共
识使用率最高（84.91％）；随着受访医师学历
的升高，对指南/共识的使用率也随之升高，有
82.14％研究生学历的受访医师表示对指南/共识
使用较多；以临床医学为第一专业的受访医师对
指南/共识使用率最高，占比76.92％；从医院类
型看，就职于西医医院的受访医师对指南使用率
最高，占比78.39％；来自三级医院的心内科受访
医师对指南/共识使用率较高，占比81.74％。进
一步对数据进行卡方检验，发现不同学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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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数量
14

表2 有效回收问卷医师一般情况汇总表
医师特征
职称
高级职称（包括主任和副主任医师）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其他
最高学历
研究生（博士和硕士）
本科
专科和其他
第一专业
临床医学
中医学科及中西医临床
其他
工作年限
≤5年
＞5年且≤10年
＞10年且≤20年
＞20年且≤30年
＞30年
就职医院等级
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
其他
就职医院类型
西医医院
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特色医院
其他

数值（n，%）
225（35.88）
248（39.55）
113（18.02）
41（6.54）
196（31.26）
386（61.56）
45（7.18）
416（66.35）
184（29.35）
27（4.31）
124（19.78）
172（27.43）
178（28.39）
100（15.95）
53（8.45）
230（36.68）
351（55.98）
46（7.34）
361（57.58）
216（34.45）
50（7.97）

3 讨论

不同就职医院等级和类型的心内科医师对指南
/共识的使用率具有显著差异性（P＜0.05）。

本次调研回收问卷有效率为98.7％，提示本
次调研结果有效。有效受访医师一般特征中，不
同性别和不同职称的占比较均衡，基本不会对调
查结果产生倾向性影响。其他特征，包括最高学
历、工作年限、第一学历专业及就职医院级别和
医院性质，在本次有效受访医师中分布具有不均
衡性，调研结果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就学历水平
特征，调研结果更倾向于反映本科层次心内科医
师对指南的意见；就工作年限分析，调研反映了
临床中青年主力军医师的情况；对于就职医院性
质而言，更大程度上体现了二级医院心内科医师
对指南/共识的使用率和满意度；就受访医师的
第一学历和就职医院类型分析，受访医师主要集
中于临床医学专业和西医医院工作。截至2018年
底，我国执业医师数量达到360.7万，中医执业

表3 受访医师对指南和共识的使用率结果
医师特征
目前职称
高级职称（主任和副主任医师）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其他
工作年限
≤5年
＞5年且≤10年
＞10年且≤20年
＞20年且≤30年
＞30年
最高学历
研究生（博士和硕士）
本科
专科及其他
第一专业
临床医学
中医类及中西医临床
其他
就职医院类型
西医医院
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为特色医院
其他
就职医院等级
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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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受访医师对指南/共识的满意度结果 采用
SPSS 25.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数据符合正态分
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由表4可知，所有类
型受访医师对指南/共识满意度评分都在43~51分
间，满意度高达66.15%~78.46%。就受访医师的
特征统计结果显示，受访医师对指南/共识的满
意度，受到其职称、工作年限、第一学历专业、
就职医院类型和等级的影响（P＜0.05）；而受
访医师的最高学历特征与其对指南质量的满意度
无明显差异（P＞0.05）。

表1 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
Cronbach's Alpha
0.984

•

总人数

对指南/共识使用率较高的人数及占比（n，%）

χ2值

P值

225
248
113
41

175（77.78）
190（76.61）
76（67.26）
26（63.41）

8.310

0.081

124
172
178
100
53
196
386
45
416
184
27
361
216
50
230
351
46

85（68.55）
129（75.00）
138（77.53）
70（70.00）
45（84.91）
161（82.14）
277（71.76）
29（64.44）
320（76.92）
131（71.20）
16（59.26）
283（78.39）
162（75.00）
22（44.00）
188（81.74）
257（73.22）
22（47.83）

7.277

0.122

11.299

0.023

5.931

0.115

28.837

0.001

24.044

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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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受访医师对指南/共识满意度的描述性统计

选项
目前职称
高级职称（包括主任和副主任医师）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其他
工作年限
≤5年
＞5年且≤10年
＞10年且≤20年
＞20年且≤30年
＞30年
最高学历
研究生（博士和硕士）
本科
专科及其他
第一专业
临床医学
中医学类及中西医临床
其他
就职医院类型
西医医院
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为特色医院
其他
就职医院等级
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
其他

分值

F值

P值

49.44±6.15 6.397 0.001
50.25±6.45
49.67±5.71
44.71±6.99
48.18±6.42 2.207 0.015
49.29±5.74
50.71±5.75
49.39±8.16
49.49±5.7
48.73±7.36 2.673 0.453
50.08±5.45
48.66±7.73
49.78±6.58 7.416 0.001
49.65±5.65
43.94±4.84
50.64±5.54 11.803 0.001
48.2±7.26
46.43±5.69
48.28±7.56 8.914 0.001
50.58±4.95
47.35±7.98

（助理）医师占比维持在30%左右 [6]；国家卫生
健康委发布的《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
计公报》 [7]统计结果显示，2019年全国医院总量
为34 354所，西医医院29 415所，占比85.6％，
本次受访医师的第一学历和就职医院类型虽不够
均衡，但与目前医学毕业生专业和医院性质的整
体分布基本吻合，故本次调研结果仍具有代表意
义，能够为临床中西医结合指南/共识的推广和
使用提供数据参考。
调研结果显示不同特征心内科医师对指南/共
识的使用率均较高，表明京津冀地区对心血管疾
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共识的普及和推广工作
效果较好，对于推进心血管疾病中西医结合临床
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受访医师的职称、最高学历
以及就职医院等级特征中，对指南/共识使用率
基本呈现出正向趋势，即随职称、学历等级和工
作医院等级的增高，对指南/共识的使用率逐渐
增高，且不同学历等级和处于不同工作医院等级
就职的心内科医师对指南/共识的使用率有显著差
异性，可能与高层次医师人才拥有更多途径和机
会接触掌握前沿医学动态有关。因此，医院应更
加注重医生团体的整体化发展，举办学术会议或
讲座，提供学习平台，提高一线医生对指南/共识
的了解与学习，满足其知识需求。

与上述各类型医师对指南/共识使用率不同
的是，在职称及就职医院等级特征中，级别最高
的心内科医师反而对指南/共识的满意度最低。
提示指南/共识不能够完全满足心内科医师，特
别是高层次医生的知识需求，通常级别较高的临
床医师医学素养更高，而医师的素质、特别是循
证医学及其相关知识的继续教育，是影响临床指
南/共识满意度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尚显示中
级职称、工作年限在10~20年、就职于二级医院
的受访医师对指南/共识的满意度最高，这表明
指南/共识能对中级水平的医师和基层医院提供
较多的知识支撑。综上分析，由于不同等级或
就业医院类型的医师所面对患者的人口学特征、
患者疾病的复杂性（如是否存在并发症等）和严
重程度不同，对指南/共识内容的需求也不同。
在制定指南/共识时，应充分考虑医务人员的素
质，明确指南/共识的具体适用对象，可对指南
/共识内容进一步分层次细化、深化，尽量满足
各类型医师的知识需要。
4 小结
问卷调查数据较客观地反映了2016~2018年
心内科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共识在京津冀的
临床使用率和满意度现状。一方面表现为指南/共
识的推广和普及工作得到了极大提升，且指南/共
识的编写质量及其对临床工作的规范性指导取得
了一定的进步。另一方面，针对指南/共识制定
的建议：进一步加强中西医循证证据方法学的研
究，创造出适用于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循证证据方
法学，提升指南/共识的可靠性、安全性、减少
争议性；应更积极、更全面加强指南/共识在西
医医院和基层医院中的推广和普及工作，全面促
进心血管疾病中西医结合临床实践工作的合理化
和标准化，使中西医结合医学更好地服务于心血
管疾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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