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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基于互联网医药模式的门诊药学服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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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洋洋，徐珽，金朝辉，王世燕，龙光利，郑明琳，郭毅，樊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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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   樊萍，女，本科，副主任药师，研究方向：医院药学，电  话：18980601077，E-mail:825370320@qq.com 

摘要   目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院果断实施互联网医药模式的门诊药学服务，确保慢病患者足不出户即可获取长

期用药处方方案的药品。方法：分析我院 2 月 1 日—7 日实施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以来，对门诊处方调剂、药品配

送、回访患者的满意度等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实施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后，药师日服务人次、处方调剂

张数和调剂药品条目数、物流配送数等相关数据均呈持续增加。节约回访患者因开药取药来院往返路途时间、在院停

留时间及所需车旅费、餐费等分别约 1120.36 h、602.97 h 及 17894.04 元，广泛获得患者的好评和认可。结论：在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该模式的实施既使慢病患者用药持续性得到保障，同时也减少患者潜在交叉感染的风险，构筑药学

人抗击疫情的全新门诊药学服务新模式。 

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互联网医药模式；门诊药学服务；慢性病长期用药；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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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discussion of outpatient pharmaceutical care based on medical 

network model during 2019 novel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GAO Yang-yang, XU Ting, JIN Zhao-hui，WANG Shi-yan, LONG Guang-li, ZHENG Ming-lin, GUO Yi, FAN Ping  

( Department of Pharmacy，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Sichuan Chengdu 61004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2019 novel coronavirus disease epidemics struck suddenly, our hospital decisively implemented 

outpatient pharmaceutical care that based on medical network distribution model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medica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METHOD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outpatient pharmaceutical care of medical 

network distribu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1 to February 7, relevant data such as prescription dispensing, drug 

distribu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by telephone follow-up were analyzed and counted. RESULT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outpatient pharmaceutical care of medical network distribution, it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d such as the 

number of daily pharmacists, the number of prescriptions and prescriptions, and the number of logistics and distribution. It 

saves the time for follow-up patients who return to the hospital by prescribing medicine and the time spent in the hospital ,the 

required travel expenses and meals, which are about 1120.36 h, 602.97 h, and 17,894.04 yuan. It is widely praised and 

recognized by patients. CONCLUSIO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model not only ensured the continuity of medication for 

chronically ill patients, but also reduced the risk of potential cross-infection of patients during 2019 novel coronavirus disease 

outbreak, building a new model of outpatient pharmacy services to combat the epidemic eventually.  

Key words  COVID-19; Medical network model; Outpatient pharmaceutical care; Chronic medication; Satisfaction  

 

自 2019 年 12 月，我国湖北省武汉市陆续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以来，我

国多个地区相继报告了确诊和疑似病例，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紧急启动重大突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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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2 月 11 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WHO）将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命名为 Coronavirus Disease(COVID-19)[1]。目前发现新冠肺炎感染主要为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

播，可经人与人传播，人群普遍易感 [2-4]。医院既是防疫控疫的第一“战”场，也是疫情传播的高风

险场所。Markwell H 等[5]研究发现，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流行期间可通过减少医院人流量及暴露机

会，从而减少院内交叉感染的风险。同时该举措已在多种传染病流行期间被广泛采纳 [6-7]。对于需要

长期使用固定药物控制和治疗慢性疾病的患者，如何解决该部分患者在疫情期间的继续用药问题，是

药学人员亟需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为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8 年发布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26 号）》（以下简称

《意见》）的文件中，要求在发展“互联网+”医疗服务方面，医疗机构可以运用互联网技术提供安全

适宜的医疗服务，允许在线开展部分慢性病复诊。医师掌握患者病历资料后，允许在线开具部分慢性

病处方；在《意见》完善“互联网+”药品供应保障服务方面中也提到：对线上开具慢性病处方，经

药师审核后，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可委托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配送。同时，我国医药卫生体制

的改革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医院药学的发展方向 [8]，要求从“以药品为中心”逐步转型为“以患者为中

心”的药学服务模式。 

基于以上现状，我院在疫情期运用智慧药学的思维，通过信息化及物流等技术，构建起“医生在

互联网开具处方后、经药师调剂以及物流配送”的互联网医药门诊药品调剂配送药学服务模式（以下

简称“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确保慢性病患者在新冠疫情期的用药持续得到保证，有效促进药

学服务模式转型，提升门诊药学服务质效，助力遏制疫情传播和蔓延。  

1  资料与方法 

1.1 问卷调查 

1.1.1问卷设计 

通过检索 PUBMED、CNKI、万方、Scifinder 等数据库查阅国内外药品配送相关药学服务的相

关文献，采用定性和定量调查相结合，自行设计调查问卷。 

1.1.2 调查对象及方法 

（1）现场问卷调查:采取简单随机抽样法对 2 月 1 日~7 日我院门诊患者，进行问卷星的方式对医

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接受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 315 份。调查内容包括患者的基本人口学特征，

对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模式的接受程度，来医院往返路途时间、在院开药取药时间和路途费用等。 

（2）电话随访: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的法对 2 月 1 日~7 日采用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模式的患者进

行电话随访，对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的模式满意度进行调查，共发放 322 份。调查内容包括随访患

者的基本人口学特征，对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模式的满意度及认可度，实施该模式后节约来院往返

路途时间、在院开药取药时间和路途费用等。 

1.2 构建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模式 

基于文献分析和问卷调查研究，本项目采用 B/S、C/S 结构，运用智慧药学的思维，整合信息化

及物流等技术，短时限内构建了互联网医药门诊药品调剂配送药学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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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流程（图 1） 

 

图 1 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流程图 

Fig. 1  The flow chart of outpatient clinical services based on internet medicine model  

1.3.1 互联网医院在线处方开具 

慢性病长期用药患者通过我院微信公众号或 App 在我院互联网医院实现在线问诊，医师开具电

子处方。 

1.3.2 在线处方审核辅助系统 

依据《医疗机构处方审核规范》等相关法规要求，运用处方审核辅助系统辅助药师对处方合法

性、规范性和适宜性进行审核，审核不合理的处方，可采用线上和医师实时沟通，请医师确认或重新

开具。必要时可对超说明书禁忌证、药物配伍禁忌、用药超量、超处方权限等严重不合理处方进行拦

截[9]。 

1.3.3 药师调配核对 

依照《处方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药师按照操作规程准确调配处方药品，正确书写药袋或粘贴

电子用法用量打印标签，核对患者信息和药品信息等。 

1.3.4 药师核发药品与物流人员揽件 

药师核对药品信息、患者信息及物流信息，并与委托物流公司全程规范交接药品。  

1.3.5 药品配送 

由物流人员将揽件药品配送至患者指定地址，明确在途配送时限。患者凭两种以上的方式核对收

取；若有冷链药品时，物流人员需出示药品在途温度记录单（需在药品规定的贮存温度范围内），患

者确认后签收药品。 

1.3.6 在线用药咨询 

患者可在线向药师咨询用药相关问题，提供全程在线门诊药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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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线用药科普宣传 

为公众提供新冠肺炎的传播途径、临床表现、防护措施，指导其正确洗手、咳嗽礼仪、医学观察

和居家隔离等多形式的用药科普药学服务，消除公众恐慌情绪。 

1.5 相关资质及销售药品品种范围 

1.5.1 相关资质 

依据《处方管理办法》、《医疗机构处方审核规范》、《医疗机构药学服务规范》[10]等相关管理

规定，对处方调剂的药学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资质审核。 

对委托物流配送企业应进行资质审查并备案，根据《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11]索取相关资质文

件，并按要求签订委托运输协议。 

1.5.2  销售药品品种范围应符合要求 

通过互联网销售药品，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

行）》等有关规定，我院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模式初期上线药品品规约占门诊药房所有品规数的

70.01%。 

1.6 数据统计分析 

采用双录入法将数据录入 Excel，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描述数据的特征和分布规律。计数资料

以率(%)表示，满意度＝[(满意例数) /总例数]×100％。 

2  结果 

2.1 门诊患者问卷调查结果 

2.1.1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对门诊患者开展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的问卷调查，采用现场随机扫码问卷星的方式回收问卷，

共发放 315 份，回收率 100%，问卷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详见表 1。本次调查患者中，男性 149 人

（47.30%），女性 166 人（52.70%）；年龄以 21~30 岁者最多（占 33.33%），其次是 31~40 岁（占

30.48%）。患者来院所需时长（单程）主要在 60 分钟以下（占 66.67%），来院开药、购药所需停留

时间主要在 30 分钟~2 小时（占 65.40%），来院就诊所需车旅费、餐费等合并费用主要在 50~500 元

（占 68.89%）。结果显示，患者来院需花费时间和费用，给患者的就医带来不便。  

2.1.2 患者对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接受程度高 

表 2 显示，患者更愿意采用互联网医院通过在线向医师问诊开药，药品直达配送到家的模式（占

67.62%），同时也非常愿意及愿意（占 91.42%）和愿意推荐（占 93.65%）在药物治疗方案已定的情

况下，采取互联网医师线上开处方后，药品直达配送到家的服务。同时对于冷链药品，86.03%的患者

愿意选择通过医药网配到家的服务模式。通过本次问卷调查，表明患者对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接受

程度高，大多数患者愿意采用该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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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问卷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n = 315) 

Tab. 1  The basic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dents (n = 315) 

基本情况 人数（人）/比例（%） 

1.性别  

男 149（47.30%） 

女 166（52.70%） 

2.年龄  

≤20 岁 9（2.86%） 

21-30 岁 105（33.33%） 

31-40 岁 96（30.48%） 

41-50 岁 65（20.63%） 

51-60 岁 28（8.89%） 

61-70 岁 7（2.22%） 

＞70 5（1.59%） 

3.来院所需时长（单程）  

≤30 分钟 96（30.48%） 

30-60 分钟 114（36.19%） 

1-2 小时 49（15.56%） 

3-5 小时 32（10.16%） 

半天-1 天 21（6.67%） 

＞1 天 3（0.95%） 

4.每次来院开药、购药所需时间  

≤30 分钟 72(22.86%) 

30-60 分钟 104(33.02%) 

1-2 小时 102(32.38%) 

3-5 小时 24(7.62%) 

半天-1 天 12(3.81%) 

＞1 天 1(0.32%) 

5.来院就诊所需车费、餐费等（不包括挂号、诊疗、药品费用等） 

≤50 元 62（19.68%） 

50-100 元 101（32.06%） 

101-500 元 116（36.83%） 

501-1000 元 18（5.71%） 

＞1000 元 1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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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患者对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接受情况表( n =315) 

Tab. 2 The acceptance about medical network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that patients( n = 315) 

项目 具体内容 人数（人）/比例（%） 

1.您更愿意采取以下哪种方式开药和取药 

自己来医院找医师看病开药，并

且自己去药房取药 
101(32.06%) 

 

互联网医院医师问诊开药，药品

直达配送到家 
213(67.62%) 

 
其他 

1(0.32%) 

2.若您药物治疗方案已定，您是否愿意采用互联网医师线上开处方

后，药品直达配送到家 

非常愿意 

223(70.79%) 

 
愿意 

65(20.63%) 

 
一般 

18(5.71%) 

 
不愿意 

9(2.86%) 

 
非常不愿意 

0(0) 

3.您是否愿意将上题所提到的开药取药模式推荐给病友 非常愿意 218(69.21%) 

 
愿意 

77(24.44%) 

 
一般 

10(3.17%) 

 
不愿意 

10(3.17%) 

 
非常不愿意 

0(0) 

4.对于冷链药品，您是否愿意选择配送到家的模式 非常愿意 199(63.17%) 

 
愿意 

72(22.86%) 

 
一般 

28(8.89%) 

 
不愿意 

16(5.08%) 

 
非常不愿意 

0(0) 

2.2 构建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模式 

运用智慧药学的思维，整合信息化及物流等技术，构建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模式。图 2 为构建

的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模式示意图，慢病患者通过我院微信公众号或 App 在我院互联网医院实现

在线问诊，医师开具电子处方；药师在线审核处方，处方审核通过后患者缴费，药师调配药品并与第

三方物流公司交接；药品由物流公司配送到家，患者凭相应凭证核对接收药品，并对用药相关问题进

行线上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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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示意图 

Fig. 2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outpatient clinical services based on internet medicine model  

2.3 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实施后相关数据持续上升 

自 2020 年 2 月 1 日慢性病长期用药患者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上线以来，日服务人次、处方调

剂张数和调剂药品条目数、物流配送数等相关数据持续增加。截止到 2 月 7 日，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

务上药师日服务人次总数约 1491 人次，处方调剂张数共计约 1970 张（调剂药品条目数约 4374

条），物流配送单数共计约 1457 单，其中冷链药品的调剂和配送笔数共计 41 笔。医药网配门诊药学

服务实施后处方调剂数和药品配送人次数等相关数据持续上升。 

 

图 3  2 月 1 日—7 日实施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后处方调剂相关数据  

Fig. 3  The data related to prescription dispensing after outpatient clinical services based on internet medicine model from February 1 to February 7  

2.4 回访患者调查结果 

2.4.1 回访对象基本情况 

采用电话回访的形式，简单随机抽样调查 2 月 1 日~7 日 322 名采用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患者

对该模式的满意度等相关情况。表 3 显示，本次调查患者中男性 139 人（43.17%），女性 183 人

（56.83%）；年龄以 41-50 岁者最多（占 27.02%），其次是 31-40 岁（占 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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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节约患者来院的开药取药时间和费用 

表 3 结果也显示，统计回访患者在采取该模式的运行初期，患者来院单程所需时长主要在 30 分

钟~2 小时（占 66.46%），节约患者来院往返路途时间约 1120.36 小时；来院开药、购药所需时间主

要在 1~5 小时（占 64.59%），节约在院因开药、取药等停留的时间约 602.97 小时；共节约回访患者

约 1723.33 小时。同时，也调查回访患者来院就诊所需车旅费、餐费等合并费用主要在≤50 元（占

77.64%），节约费用约 17894.04 元。 

2.4.3 回访患者对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满意度高 

表 4 结果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特殊时期，回访患者对该模式的满意度较高（非常满意占

95.96%，满意占 4.04%），并且患者希望在疫情结束期后，仍将继续采用该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模

式。同时患者也非常愿意将该药品网配送药到家模式推荐给其他病友（占 100%），93.17%的患者非

常愿意冷链药品的配送也采用该模式。 

表3 电话回访对象基本情况 (n = 322) 

Tab. 3  The basic informations of patients by telephone follow-up (n = 322) 

基本情况 人数（人）/比例（%） 

1.性别  

男 139（43.17%） 

女 183（56.83%） 

2.年龄  

≤20 岁              1（0.30%） 

21-30 岁 22（6.83%） 

31-40 岁 72（22.36%） 

41-50 岁 87（27.02%） 

51-60 岁  50（15.53%） 

61-70 岁 45（13.98%） 

≥70 岁 45（13.98%） 

3.来院所需时长（单程）  

≤30 分钟 40（12.42%） 

30-60 分钟 105（32.61%） 

1-2 小时 109（33.85%） 

3-5 小时 54（16.77%） 

半天-1 天 14（4.35%） 

＞1 天 0（0） 

4.来院开药、购药所需时间 

≤30 分钟 28（8.70%） 

30-60 分钟 72（22.36%） 

1-2 小时 116（36.02%） 

3-5 小时 92（28.57%） 

半天-1 天 13（4.04%） 

＞1 天 1（0.31%） 

5.来院就诊所需车费、餐费等（不包括挂号、诊疗、药品费用等） 

≤50 250（7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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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人数（人）/比例（%） 

50-100 46（14.29%） 

101-500 18（5.59%） 

501-1000 4（1.24%） 

＞1000 4（1.24%） 

表4 回访患者对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接受情况表( n =322) 

Tab. 4 The acceptance about medical network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of telephone follow-up patients  ( n = 322) 

项目 具体内容 
人数（人）/比例

（%） 

1.疫情期间，您对我们这种

药品配送到家的模式是否

满意？ 

非常满意 309(95.96%) 

 满意 13(4.04%) 

 一般 0(0) 

 不满意 0(0) 

 非常不满意 0(0) 

2.疫情期间，您是否愿意将

这种药品配送到家的模式

推荐给其他病友 

非常愿意 322（100%) 

 愿意 0(0) 

 一般 0(0) 

 不愿意 0(0) 

 非常不愿意 0(0) 

3.疫情期间，对于冷链药

品，您是否愿意选择这种

配送到家的模式 

非常愿意 300(93.17%) 

 愿意 22(6.83%) 

 一般 0(0) 

 不愿意 0(0) 

 非常不愿意 0(0) 

3讨论 

3.1 构建新冠肺炎疫情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新模式 

为有效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和蔓延，全国各地紧急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我

院多部门联动，运用智慧药学的思维，整合信息化及物流等技术，基于互联网医药模式下，果断构建

并实施我院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模式。确保患者在疫情期间，足不出户，轻轻动动指尖，就能享受

药品直接配送到家的贴心服务，既保障患者药品治疗方案的连续性，又尽可能减少患者来院途中及来

院后可能存在的潜在感染风险。构筑药学人抗击疫情的全新药学服务新模式，提升药师服务能力，进

一步促进药学服务转型，以期提供更加贴近患者、贴近社会的药学服务。  

3.2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模式初期运行成效显著 

我院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自 2 月 1 日实施以来，截止到 2 月 7 日，药师调剂日服务人次、处方

调剂数、物流配送数等相关数据持续增加，且持续上升的趋势明显。同时通过对患者的回访调查，该

模式的实施节约了患者来院途中和在院的时间和费用等，特别是在新冠肺炎感疫情期，得到了患者的

一致认可和好评（满意度达 100%）。该模式初期运行成效显著，实现为患者提供高效、便捷的门诊

药学服务，不断提升“以患者为中心”的就医体验。 

3.3该药学服务新模式存在不足及改进计划 

3.3.1 提升医药网配模式系统智能化 

目前，我院医药网配模式系统还不够智能化，如现有系统操作界面不够简便、智能。随着人工智

能的发展，不断升级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系统。以实现流程从患者，医生，药师，物流人员四者间

的闭环管理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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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加强医药物流人员的专业化管理 

医药物流不同于普通物流，现物流人员从揽件到运输流程欠规范、物流人员意识不到位等，需有

药学专业背景人员进行指导及管理。 

3.3.3 完善医药网配药学服务数据库建设 

该服务模式瓶颈之一是核心智库数据的完善丰富，如处方审核辅助系统数据，用药交代与指导数

据，特殊人群的个体化用药交代与指导数据等。丰富的数据库，能为药师在线药学服务提供强大的技

术支撑，实现在线药学服务专业、智能、快捷。 

3.3.4 拓展医药网配药学服务产品 

随着医药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以及物流技术发展，医药在线服务需求呈井喷态势，现门诊医药网

配药学服务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需不断拓展在线门诊药学服务形式和服务内容；为患者及公众提供

可及性强、形式多样的门诊药学服务。 

3.3.5 建立完善医药网配药学服务质量标准 

各级医疗机构基于互联网与物流技术的发展竞相推出形式多样的医药网配药学服务产品，但现医

药网配药学服务全流程质量标准仍未统一。急需规范执行标准，以确保患者获取安全有效的互联网+

门诊药学服务。 

4  小结 

岁末春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因其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潜伏期较长、且潜伏期

具有传染性等特点，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及重视，WHO 也将新冠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期，我院实行医药网配门诊药学服务，患者通过医院微信公

众号或医院 APP，实现互联网医院处方开具、药师调剂以及物流配送到家服务模式，尽可能减少患者

来院途中及来院后可能存在的潜在感染风险。提升患者就医体验，广泛获得患者的好评和认可。促进

药学服务模式的转型，为药学人在抗击疫情中提供新思维，也为医疗机构同行探索基于“互联网＋”

药学服务模式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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