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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华人医师协会第二届年会

患者安全与医疗质量分论坛

守护生命，建立一支专业、高效、响应快速的院内急救团队

9月 21 日 | 山东·青岛·香格里拉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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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世界华人医师协会 -患者安全和质量改善委员会（PSQI-WACD) 

使命
 
通过教育、咨询、创新及研究多条途径，增強患者安全，改善医疗质量
 
 
愿景
 
致力于对患者零伤害和提供最佳的医疗服务

目标

• 建立医疗健康领域患者安全和质量保障的文化
• 优化医疗机构的质量保证体系
• 落实可行的患者安全措施
• 实施医疗机构的质量保障标准 

 
我们将竭诚与中国医师协会和世界其它医疗健康专业组织积极合作，为达到上述目标 
做出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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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致辞

建立院内高效科学的急救系统

现代医学的进步，延长了人的预期寿命，同时也增加了慢性疾病的发生。这就造

成了住院患者增加，患者住院时间延长以及需要院内抢救的患者数量增加。为

了挽救生命，提高院内抢救成功率，很多国家都建立起了一套科学的院内医疗急救系统。

这个系统的中心内容包括建立快速反应团队和针对性的预警抢救机制。 它重点突出了，

将预警机制，专业抢救团队和必备抢救设备及药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即时反映

和符合最新专业的标准抢救。研究证明，建立一个有效的院内急救系统可以降低三分之

一院内患者死亡率。在国际上，是否有一个科学高效的院内急救系统也是衡量现代医院

必不可少的标准之一。

徐龙 医学博士

 美国 Evasion 医疗健康集团专聘认证医师
 美西医科大学临床副教授
中美互眹医院管理公司患者安全高级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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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论坛开幕式
.................................................................................
• 主持人：吴畏、王平

降低可预防性病人死亡势在必行
.................................................................................
13:30-13:55

 张晓燕 医学博士

 美国音罗登司医疗集团玛丽亚医学中心
 加州南湾麻醉医师集团资深合伙人

 世界华人医师协会患者安全与质量管理委员会 
 主任委员

安全对医疗质量有着足轻重的影响 , 而医疗质量首要问题是要降
低医疗差错。

1999 年 , 美国医学研究院 (IOM, Institution of Medicine) 向全世界
疾呼 “人皆犯错 , 建设一个更安全的医疗保健系统”。呼吁减少医
疗差错，“重塑健康系统的未来”！

然而 18 年来的努力 , 结果并不乐观。流行病学资料显示：
1. 医疗差错在美国死亡因素中已位于第三位，仅次于心脏病和

癌症；（Johns Hopkins, 2016);
2. 住院病人死亡总数中，10% 死于可以预防的医疗差错；
3. 每年有近 20 万住院病人死于医疗差错，在世界范围内接近

3 百万。这一数据是基于参加资料统计的国家，因此全球范
围的死亡率可能还会高与这个数据。

医疗差错是可以预防的不良医疗事件（A medical error is a 
preventable adverse effect of care)。如：错误的病人、手术、部位；
用药错误、院内摔伤、术中起火等等。可以预防的医疗差错还被
定义为可以避免的、不可辩解的和不可原谅的。由于这些医疗差
错造成患者的终身伤害甚至死亡，他们幸存于车祸和癌症，却死
于医疗差错，是完全不可容忍的。

因此将医疗差错造成患者死亡降为零的目标势在必行。即然是可
以预防的，因此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实现这一目标可付诸的行动方案是：
• 领导层的教育、理念和政策的保障
• 临床实践的团队，系统措施、指南与具体流程和细则；
• 科学技术的支持，如有效的监测和及时的警示装置；急救系

统工程和设备
• 实现质量保证的监测指标

建立科学高效的院内急救系统
.................................................................................
13:45-13:55

 徐龙 医学博士

  美国 Evasion 医疗健康集团专聘认证医师
  美西医科大学临床副教授

     中美互眹医院管理公司患者安全高级副总裁

现代医学的进步，延长了人的预期寿命，同时也增加了慢性疾病
的发生。这导致了住院患者，患者住院时间以及需要抢救的患者
数量大幅增加。所以， 为了挽救生命，保障患者安全。提高医疗
质量， 很多国家都建立起了成熟的院内医疗急救系统。大量的研
究和实践已经证明，有效的院内应急急救系统可以降低院内患者
重症率和死亡率。是否有一个科学的院内急救系统是现代医院必
不可少的标准之一。 
 
循证医学已经告诉我们，只有实现将专业团队，临床指南，抢救
设备及科学流程的有机结合，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医院内病人的抢救每天都在发生。在院内急救方面，近年来，国
内同行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痛心事
例的发生，也还缺乏标准化的急救流程。为此，我们希望通过世
界医师会的平台，加强宣传，将国外一些成熟的经验和标准介绍
到国内，务求切实提高患者安全水平和促进医疗质量提高。

中国患者安全工作思考
.................................................................................
13:55-14:20

 肖明朝 主任医师 硕士生导师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 
  重庆市男科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重庆市性医学会副主任委员

现代产房认证计划产科安全与质量管理
.................................................................................
14:20-14:45

 张运宏

   Christine Hospital Alton Memorial Hospital,  
   St Louis,MO



5患者安全与质量管理委员会论坛 山东·青岛·香格里拉酒店

中国临床知情同意制度的异化与求解
.................................................................................
14:45-15:10

 王岳 法学博士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助理，博士生导师
   世界华人医师协会患者安全与医疗质量委员会 
   副秘书长

患者安全和医疗质量概述
.................................................................................
15:10-15:35

 袁仁杰 教授

   北加州大学医学院副院长
   医疗管理及预防医学教授
   中美互联医院管理股份公司董事长

该讲座着重于以实际的经验，全面介绍美国医院质量管理的成功
模式和经验，讲座一开始给医疗质量定位，介绍医疗价值的概念
而引出质量管理的价值。紧接着，讲者从质量管理的结构、过程、
结果详细阐述医疗质量管理内容和体系，并将介绍重要的理念和
管理方法，是帮助医院建立全面、综合、高效的医疗质量管理和
患者安全的必须和实用的讲座。

领导致辞及颁奖典礼
.................................................................................
15:35-16:00

•	 张雁灵会长致辞
•	 石丽英理事长致辞
•	 颁发委员会委员证书

中国药师在安全用药中的地位与作用
.................................................................................
16:00-16:25

 王育琴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 , 硕士生导师 
   首都医科大学化学生物学药学院临床药学系副主任

  陆芸

    Hennepin County Medical Cneter 心血管抗凝 
    专业临床药师

       明尼苏达大学药学院临床副教授

台湾医院文化中的患者安全文化
.................................................................................
16:25-16:50

 樊宗 MPH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医患关系协调办公室 
  兼质量控制办公室主任

   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专业委员会委员

医院医疗质量提高的工作总结
.................................................................................
16:50-17:15
 

  钱敏

  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医务部主任，院长助理 
  主任医师 

   重庆市医务管理专委会委员

会议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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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报展示

美国质量控制团队简介
张晓燕 医师
美国晋洛登医疗公司玛丽亚医疗中心加州托伦斯

中美肿瘤医院
袁仁杰
中美互联医院管理股份公司董事长

美国医院院内急救系统介绍
徐龙
Riverside University Health System

小儿腹部手术的疼痛管理
李飞，陈兰等
重庆市涪陵医院麻醉科

如果早些来，效果会更好
李莉莉，薛飞
重庆市涪陵医院麻醉科

急性疼痛管理对医疗质量的影响
张微，薛飞
重庆市涪陵医院麻醉科 

美国杭凝进展与回顾
张伶俐 主任药师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无痛分娩中国行－现代产房认证 －病 人 安 全 与 临 床 质 控
胡灵群 团队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Feinberg School of Medicine, Evanston, IL 60208

药师干预对患者住院及转归指标的系统性评价与 meta 分析
覃思蓓 扶宇 张昕怡 聂小燕 # 李俊蕾 梁广楷 路敏 崔一民 史录文
北京大学药学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