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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医改，机遇与挑战并存。在医药分开的大趋势下，传统的药学服务模式正在

被颠覆。站在移动互联网引爆时代变革的风口，我们应当肩负起变革的推动者、引领者

的使命；任何行业的颠覆者都是来自“行外人”，我们应积极与那些“行外人”融合，

开拓视野、创新服务。

为给广大药学人员搭建信息化科技成果展示平台、药学服务创新与实践平台、信息

药师培养与成长的交流平台，中国医促会药学信息化分会组织筹办了 “2016华夏药学·

创新论坛暨全国药学服务创新大赛”，会议邀请国内外医药专家、医院管理者、健康

产业权威专家、资深投资人，以及移动互联网知名人士等出席，共同就互联网医疗、

智慧药学以及大数据等热点话题展开深入研讨。我们期望，通过全国药学服务创新大

赛，融合多方资源，搭建互联网时代下的创新平台，发掘极具潜力的创新项目，开创

极具价值的创新服务，促进药学服务健康发展。

欢迎您参加本届论坛，祝您参会愉快！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药学信息化分会

2016年3月

欢迎词

中药房全流程药学服务与管理系统

古   今    解放军总医院

项目实现了智能化运行管理资源，一是实现快速通道，军人及特殊人群优先原

则，优先分发优先取药；二是实现窗口功能多样化，集收方、取药及合理用药

咨询于一体；三是实现窗口和等候区即时跟踪调配进程、查询取药位置的功能；

四是实现患者24小时不间断取药。

系统主要包括智能审方、处方分发、处方调剂、叫号取药、实时查询、智能

库管、在岗管理、工作报表等流程模块。以及开发了智能预配发架和转运车、

智能存取柜、实时查询机等高效、实用的工具。

医院中药饮片调剂、煎煮过程信息化管理

李培红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项目实现了中药饮片调剂、煎煮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包括库房管理信息化、

门诊药房预调配、调剂智能化配发，以及中药代煎全过程动态管理。

中药取回自煎全面采用小包装饮片，根据处方数据分析结果设定单剂量包装；

利用移动终端电子请领，完成各门诊药房的领药计划，再通过电子拣选完成

出库；预约患者取药时间和取药窗口，中药房智能配发系统将处方分类分组处理，

全面实现了饮片的预调配。患者的候药时间有效缩短50%以上。

中药代煎从收方、审方、煎药方案的制定，到调剂、泡药、煎药、包装、发药，

全过程纳入信息化控制系统，实现了质量控制与追溯。

 

PIVAS信息自动化系统

李正翔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PIVAS信息自动化系统引进并消化吸收了PIVAS无线追踪技术，自主开发并在

国内率先使用了自动分检系统，改造后的工作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提高了准确性，确保配置质量和患者用药安全。

加强了全流程信息监控，可实时了解药品配置状态和过程，并可与患者个人

信息对接，做到从处方开具到患者使用各环节信息化的无缝管理。 

提高效率，将原来需多人完成的分拣工作，缩减为1-2人，有效减小了人力 

成本。

移动医疗在血栓疾病中的应用实践

张进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项目主要服务边远山区长期服用华法林的患者，通过APP开展网上抗凝门诊服

务。药师通过网络为患者提供华法林剂量调整及确定下次INR监测时间，并已

开发实现患者服药提醒及查血功能，目前已有200多位患者学会了对华法林进

行自我管理。

同时，开创了O2O抗凝管理模式，在院内设线下药师抗凝咨询门诊，挂号费20元。

创办了苜蓿草抗凝俱乐部（QQ群，328832207），定期组织药师医师讲座及患者

分享抗凝经验。目前累计服务了500多位患者，回答患者问题近10000次。

基于HIS的临床药学服务平台建设

姜   玲    安徽省立医院

临床药学服务平台构建了处方审核、处方点评、临床药师、药物警戒、药学咨

询、个体化药学、数据管理、绩效管理等医院药学主要专业服务与管理的八个

模块。

平台优化了临床药学服务各个环节的流程，强化了药师专业职责，实现了将临

床药学具体工作标准化控制；针对特定药物、特定患者、特定疾病的安全用药

进行预警，并实现了与HIS、LIS、PACS、EMR等信息系统的交互，方便查

看病人临床信息，促进药师与医师间互动；所有功能实现了PC端和移动终端同

步共享，初步建立了基于HIS的 B/S 模式的智能化临床药学服务平台。

    推广项目

移动式药品调剂核对记录系统的构建和应用

卢   旺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首创了用影像记录调配和核发过程的系统，记录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可追溯

性，有效地解决了临床护士对所调配和核发的药品持有疑义时的困扰。同时，

实现药品发放由传统模式向下送模式转变，并根据药品时效性要求高低有效

进行调剂核发分流，有利于解决药师与护士工作高峰时间的冲突。另外，制定

了系列与该记录系统相匹配的工作流程和制度，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

本项目所述系match统还具有良好的可拓展性。借助于当前日渐成熟的图像

识别、OCR、机器学习及异常检测技术使其在药房发挥更大的作用。该方案

可以实现在无PIVAS的条件下有效保证药品下送到临床病区。

    技术方案

药当家——合理用药能力培训与水平进阶交互平台

刘   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药当家——合理用药能力培训与水平进阶交互平台”APP旨在建立一款合理

用药能力网络培训系统，包括大众版和专业版，表现形式为成长类游戏。该

APP模拟真实用药场景，玩家通过角色扮演参与游戏。游戏中虚拟患者会提出

生活中常见的用药问题，玩家通过解决实际用药问题，并完成游戏所设定的任

务而获得进阶。此程序兼聚成长性、趣味性、实战性等于一体，寓教于乐，充

分调动用户的学习兴趣，引导公众合理用药理念，并使专业药师获得职业发展

和专业成就感。

智能药盒在社区患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

解   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家居智能药盒系统以社区卫生服务为核心，以药盒终端和慢性病专业医疗服务

系统为支持，实现了慢性病预防保健、医疗服务、随访追踪，为我国慢病患者

开创了一项行之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

项目实现了多项药学服务功能，如：药物精准投放；提示、监督患者用药；记

录患者用药情况、用药感受、不良反应；追踪、回访慢性病患者，提供专业的

用药、生活方式指导；建立医疗机构对慢性病患者用药的闭环管理；记录、评

估患者健康状况，以及建立慢性病患者健康档案。



Huaxia Pharmaceutical Innovation Forum
暨全国药学服务创新大赛 | 3.24－－3.26／北京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中国医促会）成立于1987年，由国家民政部注册，

国家卫生计生委（原国家卫生部）监督管理。中国医促会是全国从事医疗和保健工作者

自愿组成并依法登记成立的学术性、专业性、非营利性法人社团；是党和政府联系医疗

卫生领域和保健工作者以及相关企事业单位的纽带和桥梁；是促进国家医疗事业发展和

国际间交流的重要社会力量。

药学信息化分会成立于2015年6月，是中国医促会下属二级分会。“互联网+”给医

药健康产业带来变革和机遇，作为药学人员，我们亟需开拓视野、创新服务，积极利用

互联网思维为保障大众

合理用药做贡献。药学

信息化分会的成立，旨

在为广大药学人员搭建

信息化科技成果展示平

台、药学服务创新与实

践平台、信息药师培养

与成长的服务平台。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药学信息化分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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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房全流程药学服务与管理系统

古   今    解放军总医院

项目实现了智能化运行管理资源，一是实现快速通道，军人及特殊人群优先原

则，优先分发优先取药；二是实现窗口功能多样化，集收方、取药及合理用药

咨询于一体；三是实现窗口和等候区即时跟踪调配进程、查询取药位置的功能；

四是实现患者24小时不间断取药。

系统主要包括智能审方、处方分发、处方调剂、叫号取药、实时查询、智能

库管、在岗管理、工作报表等流程模块。以及开发了智能预配发架和转运车、

智能存取柜、实时查询机等高效、实用的工具。

医院中药饮片调剂、煎煮过程信息化管理

李培红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项目实现了中药饮片调剂、煎煮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包括库房管理信息化、

门诊药房预调配、调剂智能化配发，以及中药代煎全过程动态管理。

中药取回自煎全面采用小包装饮片，根据处方数据分析结果设定单剂量包装；

利用移动终端电子请领，完成各门诊药房的领药计划，再通过电子拣选完成

出库；预约患者取药时间和取药窗口，中药房智能配发系统将处方分类分组处理，

全面实现了饮片的预调配。患者的候药时间有效缩短50%以上。

中药代煎从收方、审方、煎药方案的制定，到调剂、泡药、煎药、包装、发药，

全过程纳入信息化控制系统，实现了质量控制与追溯。

 

PIVAS信息自动化系统

李正翔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PIVAS信息自动化系统引进并消化吸收了PIVAS无线追踪技术，自主开发并在

国内率先使用了自动分检系统，改造后的工作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提高了准确性，确保配置质量和患者用药安全。

加强了全流程信息监控，可实时了解药品配置状态和过程，并可与患者个人

信息对接，做到从处方开具到患者使用各环节信息化的无缝管理。 

提高效率，将原来需多人完成的分拣工作，缩减为1-2人，有效减小了人力 

成本。

移动医疗在血栓疾病中的应用实践

张进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项目主要服务边远山区长期服用华法林的患者，通过APP开展网上抗凝门诊服

务。药师通过网络为患者提供华法林剂量调整及确定下次INR监测时间，并已

开发实现患者服药提醒及查血功能，目前已有200多位患者学会了对华法林进

行自我管理。

同时，开创了O2O抗凝管理模式，在院内设线下药师抗凝咨询门诊，挂号费20元。

创办了苜蓿草抗凝俱乐部（QQ群，328832207），定期组织药师医师讲座及患者

分享抗凝经验。目前累计服务了500多位患者，回答患者问题近10000次。

药学信息化分会部分委员合影

基于HIS的临床药学服务平台建设

姜   玲    安徽省立医院

临床药学服务平台构建了处方审核、处方点评、临床药师、药物警戒、药学咨

询、个体化药学、数据管理、绩效管理等医院药学主要专业服务与管理的八个

模块。

平台优化了临床药学服务各个环节的流程，强化了药师专业职责，实现了将临

床药学具体工作标准化控制；针对特定药物、特定患者、特定疾病的安全用药

进行预警，并实现了与HIS、LIS、PACS、EMR等信息系统的交互，方便查

看病人临床信息，促进药师与医师间互动；所有功能实现了PC端和移动终端同

步共享，初步建立了基于HIS的 B/S 模式的智能化临床药学服务平台。

    推广项目

移动式药品调剂核对记录系统的构建和应用

卢   旺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首创了用影像记录调配和核发过程的系统，记录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可追溯

性，有效地解决了临床护士对所调配和核发的药品持有疑义时的困扰。同时，

实现药品发放由传统模式向下送模式转变，并根据药品时效性要求高低有效

进行调剂核发分流，有利于解决药师与护士工作高峰时间的冲突。另外，制定

了系列与该记录系统相匹配的工作流程和制度，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

本项目所述系match统还具有良好的可拓展性。借助于当前日渐成熟的图像

识别、OCR、机器学习及异常检测技术使其在药房发挥更大的作用。该方案

可以实现在无PIVAS的条件下有效保证药品下送到临床病区。

    技术方案

药当家——合理用药能力培训与水平进阶交互平台

刘   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药当家——合理用药能力培训与水平进阶交互平台”APP旨在建立一款合理

用药能力网络培训系统，包括大众版和专业版，表现形式为成长类游戏。该

APP模拟真实用药场景，玩家通过角色扮演参与游戏。游戏中虚拟患者会提出

生活中常见的用药问题，玩家通过解决实际用药问题，并完成游戏所设定的任

务而获得进阶。此程序兼聚成长性、趣味性、实战性等于一体，寓教于乐，充

分调动用户的学习兴趣，引导公众合理用药理念，并使专业药师获得职业发展

和专业成就感。

智能药盒在社区患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

解   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家居智能药盒系统以社区卫生服务为核心，以药盒终端和慢性病专业医疗服务

系统为支持，实现了慢性病预防保健、医疗服务、随访追踪，为我国慢病患者

开创了一项行之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

项目实现了多项药学服务功能，如：药物精准投放；提示、监督患者用药；记

录患者用药情况、用药感受、不良反应；追踪、回访慢性病患者，提供专业的

用药、生活方式指导；建立医疗机构对慢性病患者用药的闭环管理；记录、评

估患者健康状况，以及建立慢性病患者健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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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讲坛：信息与未来

时      间：3月25日 上午

地      点：BICC 二层BC厅

学术主席：王家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

会议时间：2016年3月24日-26日

会议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北京北辰五洲大酒店）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

主办单位：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承办单位：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药学信息化分会

会议主题：药学服务，信息引领未来

会议内容

主题论坛：智慧药学、大数据、互联网医疗等相关话题；

创新大赛：药学服务的新思维、新方法、新发明、新技术分享与展示。

会议网址：www.huaxia-pha.0rg

08:30-09:00 开幕式

09:0-09:35 医院用药数据挖掘与利用 

 李大魁     北京协和医院教授

09:35-10:10 从精准外科走向精准医学 

 董家鸿     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

10:10-10:45 洞悉医药电商大数据，打造互联网医药生态圈 

 魏   凯     京东医药健康事业部总经理

10:45-11:20 互联网+时代的医疗服务格局重构 

 赵   红     健康界传媒创始人

11:20-11:55 从“阿尔法狗”到智能医疗 

 秦曾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学院博士

11:55-12:25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卫星会

 诺华眼科：从药物创新到大数据指导药物应用 

 刘   昕     诺华制药医学总监

3月24日 全天 注册报到

 晚上 药学信息化分会第一届第三次委员（扩大）会议

3月25日 上午 2016华夏药学创新论坛开幕

 下午 分论坛：大数据、智慧药学、互联网医疗

3月26日 上午 2016全国药学服务创新大赛

 下午 离会

中药房全流程药学服务与管理系统

古   今    解放军总医院

项目实现了智能化运行管理资源，一是实现快速通道，军人及特殊人群优先原

则，优先分发优先取药；二是实现窗口功能多样化，集收方、取药及合理用药

咨询于一体；三是实现窗口和等候区即时跟踪调配进程、查询取药位置的功能；

四是实现患者24小时不间断取药。

系统主要包括智能审方、处方分发、处方调剂、叫号取药、实时查询、智能

库管、在岗管理、工作报表等流程模块。以及开发了智能预配发架和转运车、

智能存取柜、实时查询机等高效、实用的工具。

医院中药饮片调剂、煎煮过程信息化管理

李培红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项目实现了中药饮片调剂、煎煮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包括库房管理信息化、

门诊药房预调配、调剂智能化配发，以及中药代煎全过程动态管理。

中药取回自煎全面采用小包装饮片，根据处方数据分析结果设定单剂量包装；

利用移动终端电子请领，完成各门诊药房的领药计划，再通过电子拣选完成

出库；预约患者取药时间和取药窗口，中药房智能配发系统将处方分类分组处理，

全面实现了饮片的预调配。患者的候药时间有效缩短50%以上。

中药代煎从收方、审方、煎药方案的制定，到调剂、泡药、煎药、包装、发药，

全过程纳入信息化控制系统，实现了质量控制与追溯。

 

PIVAS信息自动化系统

李正翔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PIVAS信息自动化系统引进并消化吸收了PIVAS无线追踪技术，自主开发并在

国内率先使用了自动分检系统，改造后的工作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提高了准确性，确保配置质量和患者用药安全。

加强了全流程信息监控，可实时了解药品配置状态和过程，并可与患者个人

信息对接，做到从处方开具到患者使用各环节信息化的无缝管理。 

提高效率，将原来需多人完成的分拣工作，缩减为1-2人，有效减小了人力 

成本。

移动医疗在血栓疾病中的应用实践

张进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项目主要服务边远山区长期服用华法林的患者，通过APP开展网上抗凝门诊服

务。药师通过网络为患者提供华法林剂量调整及确定下次INR监测时间，并已

开发实现患者服药提醒及查血功能，目前已有200多位患者学会了对华法林进

行自我管理。

同时，开创了O2O抗凝管理模式，在院内设线下药师抗凝咨询门诊，挂号费20元。

创办了苜蓿草抗凝俱乐部（QQ群，328832207），定期组织药师医师讲座及患者

分享抗凝经验。目前累计服务了500多位患者，回答患者问题近100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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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概况

会议日程概览

基于HIS的临床药学服务平台建设

姜   玲    安徽省立医院

临床药学服务平台构建了处方审核、处方点评、临床药师、药物警戒、药学咨

询、个体化药学、数据管理、绩效管理等医院药学主要专业服务与管理的八个

模块。

平台优化了临床药学服务各个环节的流程，强化了药师专业职责，实现了将临

床药学具体工作标准化控制；针对特定药物、特定患者、特定疾病的安全用药

进行预警，并实现了与HIS、LIS、PACS、EMR等信息系统的交互，方便查

看病人临床信息，促进药师与医师间互动；所有功能实现了PC端和移动终端同

步共享，初步建立了基于HIS的 B/S 模式的智能化临床药学服务平台。

    推广项目

移动式药品调剂核对记录系统的构建和应用

卢   旺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首创了用影像记录调配和核发过程的系统，记录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可追溯

性，有效地解决了临床护士对所调配和核发的药品持有疑义时的困扰。同时，

实现药品发放由传统模式向下送模式转变，并根据药品时效性要求高低有效

进行调剂核发分流，有利于解决药师与护士工作高峰时间的冲突。另外，制定

了系列与该记录系统相匹配的工作流程和制度，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

本项目所述系match统还具有良好的可拓展性。借助于当前日渐成熟的图像

识别、OCR、机器学习及异常检测技术使其在药房发挥更大的作用。该方案

可以实现在无PIVAS的条件下有效保证药品下送到临床病区。

    技术方案

药当家——合理用药能力培训与水平进阶交互平台

刘   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药当家——合理用药能力培训与水平进阶交互平台”APP旨在建立一款合理

用药能力网络培训系统，包括大众版和专业版，表现形式为成长类游戏。该

APP模拟真实用药场景，玩家通过角色扮演参与游戏。游戏中虚拟患者会提出

生活中常见的用药问题，玩家通过解决实际用药问题，并完成游戏所设定的任

务而获得进阶。此程序兼聚成长性、趣味性、实战性等于一体，寓教于乐，充

分调动用户的学习兴趣，引导公众合理用药理念，并使专业药师获得职业发展

和专业成就感。

智能药盒在社区患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

解   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家居智能药盒系统以社区卫生服务为核心，以药盒终端和慢性病专业医疗服务

系统为支持，实现了慢性病预防保健、医疗服务、随访追踪，为我国慢病患者

开创了一项行之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

项目实现了多项药学服务功能，如：药物精准投放；提示、监督患者用药；记

录患者用药情况、用药感受、不良反应；追踪、回访慢性病患者，提供专业的

用药、生活方式指导；建立医疗机构对慢性病患者用药的闭环管理；记录、评

估患者健康状况，以及建立慢性病患者健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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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锐：互联网+医疗势不可挡

时      间：3月25日 下午

地      点：BICC 二层201CD

学术主席：冯端浩    解放军第309医院体检中心

13:30-14:05 大数据时代医院信息化建设之机遇与挑战 

 刘   帆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助理兼CIO

14:05-14:40 大数据如何助力新型患者 

 孙   喆     医渡云创始人

14:40-15:15 互联网+专病药学服务 

 张   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专病管理药师

15:15-15:45 武田（中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再议合理选用PPls 

 孙忠实     海军总医院教授

15:45-16:20 互联网保险+医疗的思考和尝试 

 任   彬     保险极客创始人

16:20-16:55 跨界在移动医疗的风口浪尖 

 郭瑞娟     嘉里健康集团创始人

16:55-17:30 关于大数据在医学应用的思考 

 李学民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博士

13:30-13:55 拥抱互联网 创新发展新路径 

 张   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原副院长

13:55-14:20 解放医生生产力：让每个医生拥有自己的云病房 

 张遇升     杏树林创始人

14:20-14:45 《十年磨一剑》——如何利用互联网打造金牌科室 

 于   刚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助理

14:45-15:10 移动医疗环境下的品牌构建 

 吴   刚     好大夫在线副总裁

15:10-15:40 辉瑞投资有限公司卫星会

 欧美药物追溯体系现状和思考 

 丁庆明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5:40-16:05 药师工具及移动药事服务探索 

 施   慧     药师360创始人

16:05-16:30 互联网+药学服务实践 

  冀连梅     北京和睦家康复医院药房主任

16:30-16:55 移动医疗应以患者为中心而非以医生医院为中心 

  岳建雄     e陪诊创始人

16:55-17:20 移动医疗在血栓性疾病中的管理实践 

 张进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药理学博士

大数据时代：创新驱动发展

中药房全流程药学服务与管理系统

古   今    解放军总医院

项目实现了智能化运行管理资源，一是实现快速通道，军人及特殊人群优先原

则，优先分发优先取药；二是实现窗口功能多样化，集收方、取药及合理用药

咨询于一体；三是实现窗口和等候区即时跟踪调配进程、查询取药位置的功能；

四是实现患者24小时不间断取药。

系统主要包括智能审方、处方分发、处方调剂、叫号取药、实时查询、智能

库管、在岗管理、工作报表等流程模块。以及开发了智能预配发架和转运车、

智能存取柜、实时查询机等高效、实用的工具。

医院中药饮片调剂、煎煮过程信息化管理

李培红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项目实现了中药饮片调剂、煎煮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包括库房管理信息化、

门诊药房预调配、调剂智能化配发，以及中药代煎全过程动态管理。

中药取回自煎全面采用小包装饮片，根据处方数据分析结果设定单剂量包装；

利用移动终端电子请领，完成各门诊药房的领药计划，再通过电子拣选完成

出库；预约患者取药时间和取药窗口，中药房智能配发系统将处方分类分组处理，

全面实现了饮片的预调配。患者的候药时间有效缩短50%以上。

中药代煎从收方、审方、煎药方案的制定，到调剂、泡药、煎药、包装、发药，

全过程纳入信息化控制系统，实现了质量控制与追溯。

 

PIVAS信息自动化系统

李正翔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PIVAS信息自动化系统引进并消化吸收了PIVAS无线追踪技术，自主开发并在

国内率先使用了自动分检系统，改造后的工作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提高了准确性，确保配置质量和患者用药安全。

加强了全流程信息监控，可实时了解药品配置状态和过程，并可与患者个人

信息对接，做到从处方开具到患者使用各环节信息化的无缝管理。 

提高效率，将原来需多人完成的分拣工作，缩减为1-2人，有效减小了人力 

成本。

移动医疗在血栓疾病中的应用实践

张进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项目主要服务边远山区长期服用华法林的患者，通过APP开展网上抗凝门诊服

务。药师通过网络为患者提供华法林剂量调整及确定下次INR监测时间，并已

开发实现患者服药提醒及查血功能，目前已有200多位患者学会了对华法林进

行自我管理。

同时，开创了O2O抗凝管理模式，在院内设线下药师抗凝咨询门诊，挂号费20元。

创办了苜蓿草抗凝俱乐部（QQ群，328832207），定期组织药师医师讲座及患者

分享抗凝经验。目前累计服务了500多位患者，回答患者问题近100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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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3月25日 下午

地      点：BICC 二层201AB

学术主席：刘皈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304）药剂药理科

基于HIS的临床药学服务平台建设

姜   玲    安徽省立医院

临床药学服务平台构建了处方审核、处方点评、临床药师、药物警戒、药学咨

询、个体化药学、数据管理、绩效管理等医院药学主要专业服务与管理的八个

模块。

平台优化了临床药学服务各个环节的流程，强化了药师专业职责，实现了将临

床药学具体工作标准化控制；针对特定药物、特定患者、特定疾病的安全用药

进行预警，并实现了与HIS、LIS、PACS、EMR等信息系统的交互，方便查

看病人临床信息，促进药师与医师间互动；所有功能实现了PC端和移动终端同

步共享，初步建立了基于HIS的 B/S 模式的智能化临床药学服务平台。

    推广项目

移动式药品调剂核对记录系统的构建和应用

卢   旺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首创了用影像记录调配和核发过程的系统，记录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可追溯

性，有效地解决了临床护士对所调配和核发的药品持有疑义时的困扰。同时，

实现药品发放由传统模式向下送模式转变，并根据药品时效性要求高低有效

进行调剂核发分流，有利于解决药师与护士工作高峰时间的冲突。另外，制定

了系列与该记录系统相匹配的工作流程和制度，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

本项目所述系match统还具有良好的可拓展性。借助于当前日渐成熟的图像

识别、OCR、机器学习及异常检测技术使其在药房发挥更大的作用。该方案

可以实现在无PIVAS的条件下有效保证药品下送到临床病区。

    技术方案

药当家——合理用药能力培训与水平进阶交互平台

刘   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药当家——合理用药能力培训与水平进阶交互平台”APP旨在建立一款合理

用药能力网络培训系统，包括大众版和专业版，表现形式为成长类游戏。该

APP模拟真实用药场景，玩家通过角色扮演参与游戏。游戏中虚拟患者会提出

生活中常见的用药问题，玩家通过解决实际用药问题，并完成游戏所设定的任

务而获得进阶。此程序兼聚成长性、趣味性、实战性等于一体，寓教于乐，充

分调动用户的学习兴趣，引导公众合理用药理念，并使专业药师获得职业发展

和专业成就感。

智能药盒在社区患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

解   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家居智能药盒系统以社区卫生服务为核心，以药盒终端和慢性病专业医疗服务

系统为支持，实现了慢性病预防保健、医疗服务、随访追踪，为我国慢病患者

开创了一项行之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

项目实现了多项药学服务功能，如：药物精准投放；提示、监督患者用药；记

录患者用药情况、用药感受、不良反应；追踪、回访慢性病患者，提供专业的

用药、生活方式指导；建立医疗机构对慢性病患者用药的闭环管理；记录、评

估患者健康状况，以及建立慢性病患者健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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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4:00 精准医疗中的药学服务 

 林    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药学部主任

14:00-14:30 信息化技术在医疗机构特殊药品管理中的应用 

 刘皈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304）

                 药剂药理科主任 

14:30-15:00 临床用药风险防控的信息化实践 

 郭代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教授 

15:00-15:30 药学信息的设计，利用与传播 

 刘    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主任药师 

15:30-16:00 华润医药集团卫星会

 医药物流与医疗供应链的创新融合 

 葛    路     华润医药集团副总经理兼首席信息官

16:00-16:30 推进药学服务信息平台建设，打造药学专业高效优质服务 

 姜    玲     安徽省立医院药剂科主任

16:30-17:00 互联网+康复药学在中医药疾病治疗中的信息化服务 

 杜广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药剂科主任

17:00-17:30 我为什么不要体制内的“铁饭碗”？

 ——新医改形势下的医院药师价值探讨 

 吕良忠 杭州逸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首席知识官

  （原浙江省人民医院药剂科）

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药学服务发展的必由之路。以患者为中心的药学服务，

需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近年来，互联网正以连接一切的傲娇之态席卷全行业，世界

几乎触手可得，互联网+药学服务的创新模式，值得期待与探索。为此，中国医疗保健

国际交流促进会发起了全国药学服务创新大赛，搭建创新服务项目交流平台，促进药学

人员积极开展实践创新活动。

全国40多家单位参与了本次活动，共有71个项目进入预选，其中有21个创新技术

方案、19项开发测试项目，以及30项推广普及项目展开公开评审。各项目有在专业技术

方面创新，有在系统管理方面创新，还有在探索互联网+药学服务模式。经大赛评委会

公开、公正选拔，最终遴选出十强进入决赛。评委委员一致表示，本届创新大赛参选

项目质量很高，对药学服务岗位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中药房全流程药学服务与管理系统

古   今    解放军总医院

项目实现了智能化运行管理资源，一是实现快速通道，军人及特殊人群优先原

则，优先分发优先取药；二是实现窗口功能多样化，集收方、取药及合理用药

咨询于一体；三是实现窗口和等候区即时跟踪调配进程、查询取药位置的功能；

四是实现患者24小时不间断取药。

系统主要包括智能审方、处方分发、处方调剂、叫号取药、实时查询、智能

库管、在岗管理、工作报表等流程模块。以及开发了智能预配发架和转运车、

智能存取柜、实时查询机等高效、实用的工具。

医院中药饮片调剂、煎煮过程信息化管理

李培红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项目实现了中药饮片调剂、煎煮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包括库房管理信息化、

门诊药房预调配、调剂智能化配发，以及中药代煎全过程动态管理。

中药取回自煎全面采用小包装饮片，根据处方数据分析结果设定单剂量包装；

利用移动终端电子请领，完成各门诊药房的领药计划，再通过电子拣选完成

出库；预约患者取药时间和取药窗口，中药房智能配发系统将处方分类分组处理，

全面实现了饮片的预调配。患者的候药时间有效缩短50%以上。

中药代煎从收方、审方、煎药方案的制定，到调剂、泡药、煎药、包装、发药，

全过程纳入信息化控制系统，实现了质量控制与追溯。

 

PIVAS信息自动化系统

李正翔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PIVAS信息自动化系统引进并消化吸收了PIVAS无线追踪技术，自主开发并在

国内率先使用了自动分检系统，改造后的工作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提高了准确性，确保配置质量和患者用药安全。

加强了全流程信息监控，可实时了解药品配置状态和过程，并可与患者个人

信息对接，做到从处方开具到患者使用各环节信息化的无缝管理。 

提高效率，将原来需多人完成的分拣工作，缩减为1-2人，有效减小了人力 

成本。

移动医疗在血栓疾病中的应用实践

张进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项目主要服务边远山区长期服用华法林的患者，通过APP开展网上抗凝门诊服

务。药师通过网络为患者提供华法林剂量调整及确定下次INR监测时间，并已

开发实现患者服药提醒及查血功能，目前已有200多位患者学会了对华法林进

行自我管理。

同时，开创了O2O抗凝管理模式，在院内设线下药师抗凝咨询门诊，挂号费20元。

创办了苜蓿草抗凝俱乐部（QQ群，328832207），定期组织药师医师讲座及患者

分享抗凝经验。目前累计服务了500多位患者，回答患者问题近100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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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3月25日 下午

地      点：BICC 三层305AB

学术主席：林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药学部

评委会主席：李大魁    北京协和医院

  王家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

主   持   人： 刘皈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304）

              药剂药理科

先锋药师：智慧药学探索之旅

创新大赛活动日程

基于HIS的临床药学服务平台建设

姜   玲    安徽省立医院

临床药学服务平台构建了处方审核、处方点评、临床药师、药物警戒、药学咨

询、个体化药学、数据管理、绩效管理等医院药学主要专业服务与管理的八个

模块。

平台优化了临床药学服务各个环节的流程，强化了药师专业职责，实现了将临

床药学具体工作标准化控制；针对特定药物、特定患者、特定疾病的安全用药

进行预警，并实现了与HIS、LIS、PACS、EMR等信息系统的交互，方便查

看病人临床信息，促进药师与医师间互动；所有功能实现了PC端和移动终端同

步共享，初步建立了基于HIS的 B/S 模式的智能化临床药学服务平台。

    推广项目

移动式药品调剂核对记录系统的构建和应用

卢   旺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首创了用影像记录调配和核发过程的系统，记录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可追溯

性，有效地解决了临床护士对所调配和核发的药品持有疑义时的困扰。同时，

实现药品发放由传统模式向下送模式转变，并根据药品时效性要求高低有效

进行调剂核发分流，有利于解决药师与护士工作高峰时间的冲突。另外，制定

了系列与该记录系统相匹配的工作流程和制度，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

本项目所述系match统还具有良好的可拓展性。借助于当前日渐成熟的图像

识别、OCR、机器学习及异常检测技术使其在药房发挥更大的作用。该方案

可以实现在无PIVAS的条件下有效保证药品下送到临床病区。

    技术方案

药当家——合理用药能力培训与水平进阶交互平台

刘   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药当家——合理用药能力培训与水平进阶交互平台”APP旨在建立一款合理

用药能力网络培训系统，包括大众版和专业版，表现形式为成长类游戏。该

APP模拟真实用药场景，玩家通过角色扮演参与游戏。游戏中虚拟患者会提出

生活中常见的用药问题，玩家通过解决实际用药问题，并完成游戏所设定的任

务而获得进阶。此程序兼聚成长性、趣味性、实战性等于一体，寓教于乐，充

分调动用户的学习兴趣，引导公众合理用药理念，并使专业药师获得职业发展

和专业成就感。

智能药盒在社区患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

解   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家居智能药盒系统以社区卫生服务为核心，以药盒终端和慢性病专业医疗服务

系统为支持，实现了慢性病预防保健、医疗服务、随访追踪，为我国慢病患者

开创了一项行之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

项目实现了多项药学服务功能，如：药物精准投放；提示、监督患者用药；记

录患者用药情况、用药感受、不良反应；追踪、回访慢性病患者，提供专业的

用药、生活方式指导；建立医疗机构对慢性病患者用药的闭环管理；记录、评

估患者健康状况，以及建立慢性病患者健康档案。

创新大赛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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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5-08:45 大赛开幕式  

08:45-09:35 2016全国药学服务创新项目十强路演（1-5）  

 技术方案：智能药盒在社区患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 

 解    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推广项目：移动医疗在血栓疾病中的应用实践 

 张进华     福建省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推广项目：PIVAs信息自动化系统 

 宗承智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推广项目：医院中药饮片调剂、煎煮过程信息化管理 

 高善荣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推广项目：移动式药品调剂核对记录系统的构建和应用 

 卢    旺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09:35-09:45 点评与互动Ⅰ  

09:45-10:35 2016全国药学服务创新项目十强（6-10）  

 开发项目：抗癌助手 

 朱志翔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技术方案：药当家—合理用药能力培训与水平进阶交互平台  

 陈    倩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开发项目：智能化患者用药教育app的调研与开发 

 叶倩倩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开发项目：基于HIS的临床药学服务平台建设 

 刘琳琳     安徽省立医院

 推广项目：中药房全流程药学服务与管理系统 

 古    今     解放军总医院

10:35-10:45 点评与互动Ⅱ  

10:45-11:45 互动论坛：创新服务，提升药师价值  

11:45-12:10 颁奖与闭幕  

创新大赛活动日程 十佳项目简介（无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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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房全流程药学服务与管理系统

古   今    解放军总医院

项目实现了智能化运行管理资源，一是实现快速通道，军人及特殊人群优先原

则，优先分发优先取药；二是实现窗口功能多样化，集收方、取药及合理用药

咨询于一体；三是实现窗口和等候区即时跟踪调配进程、查询取药位置的功能；

四是实现患者24小时不间断取药。

系统主要包括智能审方、处方分发、处方调剂、叫号取药、实时查询、智能

库管、在岗管理、工作报表等流程模块。以及开发了智能预配发架和转运车、

智能存取柜、实时查询机等高效、实用的工具。

医院中药饮片调剂、煎煮过程信息化管理

李培红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项目实现了中药饮片调剂、煎煮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包括库房管理信息化、

门诊药房预调配、调剂智能化配发，以及中药代煎全过程动态管理。

中药取回自煎全面采用小包装饮片，根据处方数据分析结果设定单剂量包装；

利用移动终端电子请领，完成各门诊药房的领药计划，再通过电子拣选完成

出库；预约患者取药时间和取药窗口，中药房智能配发系统将处方分类分组处理，

全面实现了饮片的预调配。患者的候药时间有效缩短50%以上。

中药代煎从收方、审方、煎药方案的制定，到调剂、泡药、煎药、包装、发药，

全过程纳入信息化控制系统，实现了质量控制与追溯。

 

PIVAS信息自动化系统

李正翔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PIVAS信息自动化系统引进并消化吸收了PIVAS无线追踪技术，自主开发并在

国内率先使用了自动分检系统，改造后的工作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提高了准确性，确保配置质量和患者用药安全。

加强了全流程信息监控，可实时了解药品配置状态和过程，并可与患者个人

信息对接，做到从处方开具到患者使用各环节信息化的无缝管理。 

提高效率，将原来需多人完成的分拣工作，缩减为1-2人，有效减小了人力 

成本。

移动医疗在血栓疾病中的应用实践

张进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项目主要服务边远山区长期服用华法林的患者，通过APP开展网上抗凝门诊服

务。药师通过网络为患者提供华法林剂量调整及确定下次INR监测时间，并已

开发实现患者服药提醒及查血功能，目前已有200多位患者学会了对华法林进

行自我管理。

同时，开创了O2O抗凝管理模式，在院内设线下药师抗凝咨询门诊，挂号费20元。

创办了苜蓿草抗凝俱乐部（QQ群，328832207），定期组织药师医师讲座及患者

分享抗凝经验。目前累计服务了500多位患者，回答患者问题近100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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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HIS的临床药学服务平台建设

姜   玲    安徽省立医院

临床药学服务平台构建了处方审核、处方点评、临床药师、药物警戒、药学咨

询、个体化药学、数据管理、绩效管理等医院药学主要专业服务与管理的八个

模块。

平台优化了临床药学服务各个环节的流程，强化了药师专业职责，实现了将临

床药学具体工作标准化控制；针对特定药物、特定患者、特定疾病的安全用药

进行预警，并实现了与HIS、LIS、PACS、EMR等信息系统的交互，方便查

看病人临床信息，促进药师与医师间互动；所有功能实现了PC端和移动终端同

步共享，初步建立了基于HIS的 B/S 模式的智能化临床药学服务平台。

    推广项目

移动式药品调剂核对记录系统的构建和应用

卢   旺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首创了用影像记录调配和核发过程的系统，记录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可追溯

性，有效地解决了临床护士对所调配和核发的药品持有疑义时的困扰。同时，

实现药品发放由传统模式向下送模式转变，并根据药品时效性要求高低有效

进行调剂核发分流，有利于解决药师与护士工作高峰时间的冲突。另外，制定

了系列与该记录系统相匹配的工作流程和制度，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

本项目所述系match统还具有良好的可拓展性。借助于当前日渐成熟的图像

识别、OCR、机器学习及异常检测技术使其在药房发挥更大的作用。该方案

可以实现在无PIVAS的条件下有效保证药品下送到临床病区。

    技术方案

药当家——合理用药能力培训与水平进阶交互平台

刘   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药当家——合理用药能力培训与水平进阶交互平台”APP旨在建立一款合理

用药能力网络培训系统，包括大众版和专业版，表现形式为成长类游戏。该

APP模拟真实用药场景，玩家通过角色扮演参与游戏。游戏中虚拟患者会提出

生活中常见的用药问题，玩家通过解决实际用药问题，并完成游戏所设定的任

务而获得进阶。此程序兼聚成长性、趣味性、实战性等于一体，寓教于乐，充

分调动用户的学习兴趣，引导公众合理用药理念，并使专业药师获得职业发展

和专业成就感。

智能药盒在社区患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

解   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家居智能药盒系统以社区卫生服务为核心，以药盒终端和慢性病专业医疗服务

系统为支持，实现了慢性病预防保健、医疗服务、随访追踪，为我国慢病患者

开创了一项行之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

项目实现了多项药学服务功能，如：药物精准投放；提示、监督患者用药；记

录患者用药情况、用药感受、不良反应；追踪、回访慢性病患者，提供专业的

用药、生活方式指导；建立医疗机构对慢性病患者用药的闭环管理；记录、评

估患者健康状况，以及建立慢性病患者健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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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项目

智能化患者用药教育app的调研与开发

肖   坚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用药管家”致力于建立全国首家B2C用药管理平台，打造湘雅名片。利用移

动互联网对患者进行个性化精准用药管理。

智能用药提醒：基于临床诊疗指南、药物代谢动力学参数，结合患者个体信息，

设计最合理的多药联用方案，并以语音播报方式提醒患者合理用药。

自动获取处方：可与HIS系统对接，实时获取处方，实现处方无纸化。可采用

OCR技术自动识别打印的电子处方，实现处方的自动录入。

通俗易懂的用药教育：设计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用药教育数据库，以通俗易

懂的方式为患者提供用法用量、不良反应、注意事项等用药教育。

抗癌助手

朱志翔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抗癌助手（kangaizs）是以微信公众号为基础，利用图

文、视频以及在线互动等形式，为肿瘤患者提供专业药

学服务的平台。项目从多维度对患者进行用药教育，包

括图文、语音、视频等，提高用户的接受度，同时利用

互联网及时与患者互动，提升用户的体验。

 

长按二维码或
微信中搜索kangaizs

中药房全流程药学服务与管理系统

古   今    解放军总医院

项目实现了智能化运行管理资源，一是实现快速通道，军人及特殊人群优先原

则，优先分发优先取药；二是实现窗口功能多样化，集收方、取药及合理用药

咨询于一体；三是实现窗口和等候区即时跟踪调配进程、查询取药位置的功能；

四是实现患者24小时不间断取药。

系统主要包括智能审方、处方分发、处方调剂、叫号取药、实时查询、智能

库管、在岗管理、工作报表等流程模块。以及开发了智能预配发架和转运车、

智能存取柜、实时查询机等高效、实用的工具。

医院中药饮片调剂、煎煮过程信息化管理

李培红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项目实现了中药饮片调剂、煎煮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包括库房管理信息化、

门诊药房预调配、调剂智能化配发，以及中药代煎全过程动态管理。

中药取回自煎全面采用小包装饮片，根据处方数据分析结果设定单剂量包装；

利用移动终端电子请领，完成各门诊药房的领药计划，再通过电子拣选完成

出库；预约患者取药时间和取药窗口，中药房智能配发系统将处方分类分组处理，

全面实现了饮片的预调配。患者的候药时间有效缩短50%以上。

中药代煎从收方、审方、煎药方案的制定，到调剂、泡药、煎药、包装、发药，

全过程纳入信息化控制系统，实现了质量控制与追溯。

 

PIVAS信息自动化系统

李正翔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PIVAS信息自动化系统引进并消化吸收了PIVAS无线追踪技术，自主开发并在

国内率先使用了自动分检系统，改造后的工作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提高了准确性，确保配置质量和患者用药安全。

加强了全流程信息监控，可实时了解药品配置状态和过程，并可与患者个人

信息对接，做到从处方开具到患者使用各环节信息化的无缝管理。 

提高效率，将原来需多人完成的分拣工作，缩减为1-2人，有效减小了人力 

成本。

移动医疗在血栓疾病中的应用实践

张进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项目主要服务边远山区长期服用华法林的患者，通过APP开展网上抗凝门诊服

务。药师通过网络为患者提供华法林剂量调整及确定下次INR监测时间，并已

开发实现患者服药提醒及查血功能，目前已有200多位患者学会了对华法林进

行自我管理。

同时，开创了O2O抗凝管理模式，在院内设线下药师抗凝咨询门诊，挂号费20元。

创办了苜蓿草抗凝俱乐部（QQ群，328832207），定期组织药师医师讲座及患者

分享抗凝经验。目前累计服务了500多位患者，回答患者问题近100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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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HIS的临床药学服务平台建设

姜   玲    安徽省立医院

临床药学服务平台构建了处方审核、处方点评、临床药师、药物警戒、药学咨

询、个体化药学、数据管理、绩效管理等医院药学主要专业服务与管理的八个

模块。

平台优化了临床药学服务各个环节的流程，强化了药师专业职责，实现了将临

床药学具体工作标准化控制；针对特定药物、特定患者、特定疾病的安全用药

进行预警，并实现了与HIS、LIS、PACS、EMR等信息系统的交互，方便查

看病人临床信息，促进药师与医师间互动；所有功能实现了PC端和移动终端同

步共享，初步建立了基于HIS的 B/S 模式的智能化临床药学服务平台。

    推广项目

移动式药品调剂核对记录系统的构建和应用

卢   旺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首创了用影像记录调配和核发过程的系统，记录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可追溯

性，有效地解决了临床护士对所调配和核发的药品持有疑义时的困扰。同时，

实现药品发放由传统模式向下送模式转变，并根据药品时效性要求高低有效

进行调剂核发分流，有利于解决药师与护士工作高峰时间的冲突。另外，制定

了系列与该记录系统相匹配的工作流程和制度，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

本项目所述系match统还具有良好的可拓展性。借助于当前日渐成熟的图像

识别、OCR、机器学习及异常检测技术使其在药房发挥更大的作用。该方案

可以实现在无PIVAS的条件下有效保证药品下送到临床病区。

    技术方案

药当家——合理用药能力培训与水平进阶交互平台

刘   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药当家——合理用药能力培训与水平进阶交互平台”APP旨在建立一款合理

用药能力网络培训系统，包括大众版和专业版，表现形式为成长类游戏。该

APP模拟真实用药场景，玩家通过角色扮演参与游戏。游戏中虚拟患者会提出

生活中常见的用药问题，玩家通过解决实际用药问题，并完成游戏所设定的任

务而获得进阶。此程序兼聚成长性、趣味性、实战性等于一体，寓教于乐，充

分调动用户的学习兴趣，引导公众合理用药理念，并使专业药师获得职业发展

和专业成就感。

智能药盒在社区患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

解   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家居智能药盒系统以社区卫生服务为核心，以药盒终端和慢性病专业医疗服务

系统为支持，实现了慢性病预防保健、医疗服务、随访追踪，为我国慢病患者

开创了一项行之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

项目实现了多项药学服务功能，如：药物精准投放；提示、监督患者用药；记

录患者用药情况、用药感受、不良反应；追踪、回访慢性病患者，提供专业的

用药、生活方式指导；建立医疗机构对慢性病患者用药的闭环管理；记录、评

估患者健康状况，以及建立慢性病患者健康档案。

十佳项目简介（无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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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房全流程药学服务与管理系统

古   今    解放军总医院

项目实现了智能化运行管理资源，一是实现快速通道，军人及特殊人群优先原

则，优先分发优先取药；二是实现窗口功能多样化，集收方、取药及合理用药

咨询于一体；三是实现窗口和等候区即时跟踪调配进程、查询取药位置的功能；

四是实现患者24小时不间断取药。

系统主要包括智能审方、处方分发、处方调剂、叫号取药、实时查询、智能

库管、在岗管理、工作报表等流程模块。以及开发了智能预配发架和转运车、

智能存取柜、实时查询机等高效、实用的工具。

医院中药饮片调剂、煎煮过程信息化管理

李培红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项目实现了中药饮片调剂、煎煮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包括库房管理信息化、

门诊药房预调配、调剂智能化配发，以及中药代煎全过程动态管理。

中药取回自煎全面采用小包装饮片，根据处方数据分析结果设定单剂量包装；

利用移动终端电子请领，完成各门诊药房的领药计划，再通过电子拣选完成

出库；预约患者取药时间和取药窗口，中药房智能配发系统将处方分类分组处理，

全面实现了饮片的预调配。患者的候药时间有效缩短50%以上。

中药代煎从收方、审方、煎药方案的制定，到调剂、泡药、煎药、包装、发药，

全过程纳入信息化控制系统，实现了质量控制与追溯。

 

PIVAS信息自动化系统

李正翔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PIVAS信息自动化系统引进并消化吸收了PIVAS无线追踪技术，自主开发并在

国内率先使用了自动分检系统，改造后的工作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提高了准确性，确保配置质量和患者用药安全。

加强了全流程信息监控，可实时了解药品配置状态和过程，并可与患者个人

信息对接，做到从处方开具到患者使用各环节信息化的无缝管理。 

提高效率，将原来需多人完成的分拣工作，缩减为1-2人，有效减小了人力 

成本。

移动医疗在血栓疾病中的应用实践

张进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项目主要服务边远山区长期服用华法林的患者，通过APP开展网上抗凝门诊服

务。药师通过网络为患者提供华法林剂量调整及确定下次INR监测时间，并已

开发实现患者服药提醒及查血功能，目前已有200多位患者学会了对华法林进

行自我管理。

同时，开创了O2O抗凝管理模式，在院内设线下药师抗凝咨询门诊，挂号费20元。

创办了苜蓿草抗凝俱乐部（QQ群，328832207），定期组织药师医师讲座及患者

分享抗凝经验。目前累计服务了500多位患者，回答患者问题近100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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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HIS的临床药学服务平台建设

姜   玲    安徽省立医院

临床药学服务平台构建了处方审核、处方点评、临床药师、药物警戒、药学咨

询、个体化药学、数据管理、绩效管理等医院药学主要专业服务与管理的八个

模块。

平台优化了临床药学服务各个环节的流程，强化了药师专业职责，实现了将临

床药学具体工作标准化控制；针对特定药物、特定患者、特定疾病的安全用药

进行预警，并实现了与HIS、LIS、PACS、EMR等信息系统的交互，方便查

看病人临床信息，促进药师与医师间互动；所有功能实现了PC端和移动终端同

步共享，初步建立了基于HIS的 B/S 模式的智能化临床药学服务平台。

    推广项目

移动式药品调剂核对记录系统的构建和应用

卢   旺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首创了用影像记录调配和核发过程的系统，记录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可追溯

性，有效地解决了临床护士对所调配和核发的药品持有疑义时的困扰。同时，

实现药品发放由传统模式向下送模式转变，并根据药品时效性要求高低有效

进行调剂核发分流，有利于解决药师与护士工作高峰时间的冲突。另外，制定

了系列与该记录系统相匹配的工作流程和制度，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

本项目所述系match统还具有良好的可拓展性。借助于当前日渐成熟的图像

识别、OCR、机器学习及异常检测技术使其在药房发挥更大的作用。该方案

可以实现在无PIVAS的条件下有效保证药品下送到临床病区。

    技术方案

药当家——合理用药能力培训与水平进阶交互平台

刘   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药当家——合理用药能力培训与水平进阶交互平台”APP旨在建立一款合理

用药能力网络培训系统，包括大众版和专业版，表现形式为成长类游戏。该

APP模拟真实用药场景，玩家通过角色扮演参与游戏。游戏中虚拟患者会提出

生活中常见的用药问题，玩家通过解决实际用药问题，并完成游戏所设定的任

务而获得进阶。此程序兼聚成长性、趣味性、实战性等于一体，寓教于乐，充

分调动用户的学习兴趣，引导公众合理用药理念，并使专业药师获得职业发展

和专业成就感。

智能药盒在社区患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

解   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家居智能药盒系统以社区卫生服务为核心，以药盒终端和慢性病专业医疗服务

系统为支持，实现了慢性病预防保健、医疗服务、随访追踪，为我国慢病患者

开创了一项行之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

项目实现了多项药学服务功能，如：药物精准投放；提示、监督患者用药；记

录患者用药情况、用药感受、不良反应；追踪、回访慢性病患者，提供专业的

用药、生活方式指导；建立医疗机构对慢性病患者用药的闭环管理；记录、评

估患者健康状况，以及建立慢性病患者健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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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项目名录（10项，无序排列） 优胜项目名录（10项，无序排列）

中药房全流程药学服务与管理系统

古   今    解放军总医院

项目实现了智能化运行管理资源，一是实现快速通道，军人及特殊人群优先原

则，优先分发优先取药；二是实现窗口功能多样化，集收方、取药及合理用药

咨询于一体；三是实现窗口和等候区即时跟踪调配进程、查询取药位置的功能；

四是实现患者24小时不间断取药。

系统主要包括智能审方、处方分发、处方调剂、叫号取药、实时查询、智能

库管、在岗管理、工作报表等流程模块。以及开发了智能预配发架和转运车、

智能存取柜、实时查询机等高效、实用的工具。

医院中药饮片调剂、煎煮过程信息化管理

李培红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项目实现了中药饮片调剂、煎煮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包括库房管理信息化、

门诊药房预调配、调剂智能化配发，以及中药代煎全过程动态管理。

中药取回自煎全面采用小包装饮片，根据处方数据分析结果设定单剂量包装；

利用移动终端电子请领，完成各门诊药房的领药计划，再通过电子拣选完成

出库；预约患者取药时间和取药窗口，中药房智能配发系统将处方分类分组处理，

全面实现了饮片的预调配。患者的候药时间有效缩短50%以上。

中药代煎从收方、审方、煎药方案的制定，到调剂、泡药、煎药、包装、发药，

全过程纳入信息化控制系统，实现了质量控制与追溯。

 

PIVAS信息自动化系统

李正翔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PIVAS信息自动化系统引进并消化吸收了PIVAS无线追踪技术，自主开发并在

国内率先使用了自动分检系统，改造后的工作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提高了准确性，确保配置质量和患者用药安全。

加强了全流程信息监控，可实时了解药品配置状态和过程，并可与患者个人

信息对接，做到从处方开具到患者使用各环节信息化的无缝管理。 

提高效率，将原来需多人完成的分拣工作，缩减为1-2人，有效减小了人力 

成本。

移动医疗在血栓疾病中的应用实践

张进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项目主要服务边远山区长期服用华法林的患者，通过APP开展网上抗凝门诊服

务。药师通过网络为患者提供华法林剂量调整及确定下次INR监测时间，并已

开发实现患者服药提醒及查血功能，目前已有200多位患者学会了对华法林进

行自我管理。

同时，开创了O2O抗凝管理模式，在院内设线下药师抗凝咨询门诊，挂号费20元。

创办了苜蓿草抗凝俱乐部（QQ群，328832207），定期组织药师医师讲座及患者

分享抗凝经验。目前累计服务了500多位患者，回答患者问题近10000次。

技术方案
1 “仁药讯音”语音用药查询App的研究 

 肖   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2 基于智能信息系统对个体化静脉药物合理应用提示的研究 

 李红娜     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厦门大学附属东南医院

3 以临床数据工厂为核心的临床药学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的构建 

 姚   铭     长春一汽总医院

4 以信息化推动基于患者健康素养的用药指导多级多维体系的

 开发测试项目 

 张国兵     浙江省人民医院

开发项目
5 药源性肾损害图谱软件推广应用项目 

 崔晓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

推广项目
6 TPN配置管理系统研发及在危重患者救治中的应用 

 任建业     山西省阳泉煤业集团总医院

7 互联网+外购药管理 

 邵志宇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8 静脉药物配置中心——绩效管理系统 

 邵志宇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9 静脉药物配置中心——批次管理系统 

 邵志宇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 医院冷链药品管理信息化体系建设—药品质量与用药安全把控 

 王   丽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

技术方案

1  抗微生物药物知多少 

 杨   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2  可携药的闹铃指环 

 张程亮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3  药·知乎—药学信息交互服务平台开发测试项目 

 李   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开发项目
4  基于互联网+的专病药师服务模式 

 张   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5 慢病用药管理移动服务平台推广应用项目 

 吴   晖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推广项目
6 证据的合理用药信息系统的建设和优化 

 苏   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7 驾照式合理用药管理系统 

 唐   敏     重庆西南医院

8  门诊药房药品调配新方法（佩戴式AppleTouch技术） 

 刘皈阳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9  药事管理专家 

 张   鑫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10  中西药联用禁忌查询软件 

 王宏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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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HIS的临床药学服务平台建设

姜   玲    安徽省立医院

临床药学服务平台构建了处方审核、处方点评、临床药师、药物警戒、药学咨

询、个体化药学、数据管理、绩效管理等医院药学主要专业服务与管理的八个

模块。

平台优化了临床药学服务各个环节的流程，强化了药师专业职责，实现了将临

床药学具体工作标准化控制；针对特定药物、特定患者、特定疾病的安全用药

进行预警，并实现了与HIS、LIS、PACS、EMR等信息系统的交互，方便查

看病人临床信息，促进药师与医师间互动；所有功能实现了PC端和移动终端同

步共享，初步建立了基于HIS的 B/S 模式的智能化临床药学服务平台。

    推广项目

移动式药品调剂核对记录系统的构建和应用

卢   旺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首创了用影像记录调配和核发过程的系统，记录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可追溯

性，有效地解决了临床护士对所调配和核发的药品持有疑义时的困扰。同时，

实现药品发放由传统模式向下送模式转变，并根据药品时效性要求高低有效

进行调剂核发分流，有利于解决药师与护士工作高峰时间的冲突。另外，制定

了系列与该记录系统相匹配的工作流程和制度，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

本项目所述系match统还具有良好的可拓展性。借助于当前日渐成熟的图像

识别、OCR、机器学习及异常检测技术使其在药房发挥更大的作用。该方案

可以实现在无PIVAS的条件下有效保证药品下送到临床病区。

    技术方案

药当家——合理用药能力培训与水平进阶交互平台

刘   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药当家——合理用药能力培训与水平进阶交互平台”APP旨在建立一款合理

用药能力网络培训系统，包括大众版和专业版，表现形式为成长类游戏。该

APP模拟真实用药场景，玩家通过角色扮演参与游戏。游戏中虚拟患者会提出

生活中常见的用药问题，玩家通过解决实际用药问题，并完成游戏所设定的任

务而获得进阶。此程序兼聚成长性、趣味性、实战性等于一体，寓教于乐，充

分调动用户的学习兴趣，引导公众合理用药理念，并使专业药师获得职业发展

和专业成就感。

智能药盒在社区患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

解   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家居智能药盒系统以社区卫生服务为核心，以药盒终端和慢性病专业医疗服务

系统为支持，实现了慢性病预防保健、医疗服务、随访追踪，为我国慢病患者

开创了一项行之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

项目实现了多项药学服务功能，如：药物精准投放；提示、监督患者用药；记

录患者用药情况、用药感受、不良反应；追踪、回访慢性病患者，提供专业的

用药、生活方式指导；建立医疗机构对慢性病患者用药的闭环管理；记录、评

估患者健康状况，以及建立慢性病患者健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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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房全流程药学服务与管理系统

古   今    解放军总医院

项目实现了智能化运行管理资源，一是实现快速通道，军人及特殊人群优先原

则，优先分发优先取药；二是实现窗口功能多样化，集收方、取药及合理用药

咨询于一体；三是实现窗口和等候区即时跟踪调配进程、查询取药位置的功能；

四是实现患者24小时不间断取药。

系统主要包括智能审方、处方分发、处方调剂、叫号取药、实时查询、智能

库管、在岗管理、工作报表等流程模块。以及开发了智能预配发架和转运车、

智能存取柜、实时查询机等高效、实用的工具。

医院中药饮片调剂、煎煮过程信息化管理

李培红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项目实现了中药饮片调剂、煎煮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包括库房管理信息化、

门诊药房预调配、调剂智能化配发，以及中药代煎全过程动态管理。

中药取回自煎全面采用小包装饮片，根据处方数据分析结果设定单剂量包装；

利用移动终端电子请领，完成各门诊药房的领药计划，再通过电子拣选完成

出库；预约患者取药时间和取药窗口，中药房智能配发系统将处方分类分组处理，

全面实现了饮片的预调配。患者的候药时间有效缩短50%以上。

中药代煎从收方、审方、煎药方案的制定，到调剂、泡药、煎药、包装、发药，

全过程纳入信息化控制系统，实现了质量控制与追溯。

 

PIVAS信息自动化系统

李正翔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PIVAS信息自动化系统引进并消化吸收了PIVAS无线追踪技术，自主开发并在

国内率先使用了自动分检系统，改造后的工作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提高了准确性，确保配置质量和患者用药安全。

加强了全流程信息监控，可实时了解药品配置状态和过程，并可与患者个人

信息对接，做到从处方开具到患者使用各环节信息化的无缝管理。 

提高效率，将原来需多人完成的分拣工作，缩减为1-2人，有效减小了人力 

成本。

移动医疗在血栓疾病中的应用实践

张进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项目主要服务边远山区长期服用华法林的患者，通过APP开展网上抗凝门诊服

务。药师通过网络为患者提供华法林剂量调整及确定下次INR监测时间，并已

开发实现患者服药提醒及查血功能，目前已有200多位患者学会了对华法林进

行自我管理。

同时，开创了O2O抗凝管理模式，在院内设线下药师抗凝咨询门诊，挂号费20元。

创办了苜蓿草抗凝俱乐部（QQ群，328832207），定期组织药师医师讲座及患者

分享抗凝经验。目前累计服务了500多位患者，回答患者问题近100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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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项目

1 创建省医药师服务网站 

 赵   飞     河南省人民医院

2 儿科药学信息服务系统手机客户端的开发与应用 

 徐   咏     徐州市儿童医院

3 腹膜透析病人的药学信息化服务 

 胡   琰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4 互联网+医院药学服务 

 李功华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5 基于“麦克CRM”重建医院ADR收集模式 

 梅康康     安徽省儿童医院

6 基于大处方集架构下的辅助合理用药管理 

 黄玉鑫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7 基于医院内网的循证药学信息服务区的建立与应用 

 杨毅恒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技术方案

1 “好药店”网站及APP 

 陈   倩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 处方拍照——给予患者详细的用药指导

 石   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3 点帐照相器 

 王   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4 患者智能化药学咨询服务平台 

 林佩珍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5 基于互联网+理念的患者自发呈报药品不良反应APP设计开发 

 张程亮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6 基于微信公众号的患者用药查询及用药指导 

 王延东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7 输液计时器防漏器 

 陈顺达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8 糖尿病健康教育游戏设计与开发 

 宋智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9 微信药学服务平台的构建及应用研究 

 李飞龙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 药学综合服务平台APP 

 翟延峰、姚重阳     河南省人民医院

11 医学大数据下的中药药师临床实践  

 苏琼华     河南省人民医院

12 智能门诊导诊的药学服务模块设计 

 盛   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开发项目

8 基于云平台的糖尿病慢病管理的诊疗与自我管理平台的构建与实施 

 唐   敏     重庆西南医院

9 临床药师管理与工作平台信息化建设 

 钟海利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 万古霉素药物利用评价标准的建立及其应用研究 

 任建业     山西省阳泉煤业集团总医院

11 新媒体在药学服务中的实践拓展 

 虞   勋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 肿瘤患者不良反应动态评估系统的建设 

 王可可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3 自媒体推广原创视频《十万个用药常识》 

 李璐璐     河南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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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HIS的临床药学服务平台建设

姜   玲    安徽省立医院

临床药学服务平台构建了处方审核、处方点评、临床药师、药物警戒、药学咨

询、个体化药学、数据管理、绩效管理等医院药学主要专业服务与管理的八个

模块。

平台优化了临床药学服务各个环节的流程，强化了药师专业职责，实现了将临

床药学具体工作标准化控制；针对特定药物、特定患者、特定疾病的安全用药

进行预警，并实现了与HIS、LIS、PACS、EMR等信息系统的交互，方便查

看病人临床信息，促进药师与医师间互动；所有功能实现了PC端和移动终端同

步共享，初步建立了基于HIS的 B/S 模式的智能化临床药学服务平台。

    推广项目

移动式药品调剂核对记录系统的构建和应用

卢   旺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首创了用影像记录调配和核发过程的系统，记录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可追溯

性，有效地解决了临床护士对所调配和核发的药品持有疑义时的困扰。同时，

实现药品发放由传统模式向下送模式转变，并根据药品时效性要求高低有效

进行调剂核发分流，有利于解决药师与护士工作高峰时间的冲突。另外，制定

了系列与该记录系统相匹配的工作流程和制度，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

本项目所述系match统还具有良好的可拓展性。借助于当前日渐成熟的图像

识别、OCR、机器学习及异常检测技术使其在药房发挥更大的作用。该方案

可以实现在无PIVAS的条件下有效保证药品下送到临床病区。

    技术方案

药当家——合理用药能力培训与水平进阶交互平台

刘   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药当家——合理用药能力培训与水平进阶交互平台”APP旨在建立一款合理

用药能力网络培训系统，包括大众版和专业版，表现形式为成长类游戏。该

APP模拟真实用药场景，玩家通过角色扮演参与游戏。游戏中虚拟患者会提出

生活中常见的用药问题，玩家通过解决实际用药问题，并完成游戏所设定的任

务而获得进阶。此程序兼聚成长性、趣味性、实战性等于一体，寓教于乐，充

分调动用户的学习兴趣，引导公众合理用药理念，并使专业药师获得职业发展

和专业成就感。

智能药盒在社区患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

解   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家居智能药盒系统以社区卫生服务为核心，以药盒终端和慢性病专业医疗服务

系统为支持，实现了慢性病预防保健、医疗服务、随访追踪，为我国慢病患者

开创了一项行之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

项目实现了多项药学服务功能，如：药物精准投放；提示、监督患者用药；记

录患者用药情况、用药感受、不良反应；追踪、回访慢性病患者，提供专业的

用药、生活方式指导；建立医疗机构对慢性病患者用药的闭环管理；记录、评

估患者健康状况，以及建立慢性病患者健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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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项目名录-Ⅲ（16项，按项目名称排列）

中药房全流程药学服务与管理系统

古   今    解放军总医院

项目实现了智能化运行管理资源，一是实现快速通道，军人及特殊人群优先原

则，优先分发优先取药；二是实现窗口功能多样化，集收方、取药及合理用药

咨询于一体；三是实现窗口和等候区即时跟踪调配进程、查询取药位置的功能；

四是实现患者24小时不间断取药。

系统主要包括智能审方、处方分发、处方调剂、叫号取药、实时查询、智能

库管、在岗管理、工作报表等流程模块。以及开发了智能预配发架和转运车、

智能存取柜、实时查询机等高效、实用的工具。

医院中药饮片调剂、煎煮过程信息化管理

李培红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项目实现了中药饮片调剂、煎煮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包括库房管理信息化、

门诊药房预调配、调剂智能化配发，以及中药代煎全过程动态管理。

中药取回自煎全面采用小包装饮片，根据处方数据分析结果设定单剂量包装；

利用移动终端电子请领，完成各门诊药房的领药计划，再通过电子拣选完成

出库；预约患者取药时间和取药窗口，中药房智能配发系统将处方分类分组处理，

全面实现了饮片的预调配。患者的候药时间有效缩短50%以上。

中药代煎从收方、审方、煎药方案的制定，到调剂、泡药、煎药、包装、发药，

全过程纳入信息化控制系统，实现了质量控制与追溯。

 

PIVAS信息自动化系统

李正翔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PIVAS信息自动化系统引进并消化吸收了PIVAS无线追踪技术，自主开发并在

国内率先使用了自动分检系统，改造后的工作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提高了准确性，确保配置质量和患者用药安全。

加强了全流程信息监控，可实时了解药品配置状态和过程，并可与患者个人

信息对接，做到从处方开具到患者使用各环节信息化的无缝管理。 

提高效率，将原来需多人完成的分拣工作，缩减为1-2人，有效减小了人力 

成本。

移动医疗在血栓疾病中的应用实践

张进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项目主要服务边远山区长期服用华法林的患者，通过APP开展网上抗凝门诊服

务。药师通过网络为患者提供华法林剂量调整及确定下次INR监测时间，并已

开发实现患者服药提醒及查血功能，目前已有200多位患者学会了对华法林进

行自我管理。

同时，开创了O2O抗凝管理模式，在院内设线下药师抗凝咨询门诊，挂号费20元。

创办了苜蓿草抗凝俱乐部（QQ群，328832207），定期组织药师医师讲座及患者

分享抗凝经验。目前累计服务了500多位患者，回答患者问题近10000次。

推广项目

1 辅助用药精细化管理与创新

 王   丽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

2 互联网+药学服务实践探索 

 李   达     北京国际SOS

3 临床药师信息沟通平台的建立 

 李善学     河北省眼科医院

4 门诊患者使用腹膜透析液流程再造 

 李桂茹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5 全面应用物联网+智能药品管控系统的设计与实践 

 张雪伟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6 新型药品调剂服务系统 

 王   芳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7 新医改背景下药学服务创新与实践 

 王   丽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

8 药房小发明—取药专用小推车 

 张   伟     河南省人民医院

开发项目

1 创建省医药师服务网站 

 赵   飞     河南省人民医院

2 儿科药学信息服务系统手机客户端的开发与应用 

 徐   咏     徐州市儿童医院

3 腹膜透析病人的药学信息化服务 

 胡   琰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4 互联网+医院药学服务 

 李功华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5 基于“麦克CRM”重建医院ADR收集模式 

 梅康康     安徽省儿童医院

6 基于大处方集架构下的辅助合理用药管理 

 黄玉鑫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7 基于医院内网的循证药学信息服务区的建立与应用 

 杨毅恒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开发项目

8 基于云平台的糖尿病慢病管理的诊疗与自我管理平台的构建与实施 

 唐   敏     重庆西南医院

9 临床药师管理与工作平台信息化建设 

 钟海利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 万古霉素药物利用评价标准的建立及其应用研究 

 任建业     山西省阳泉煤业集团总医院

11 新媒体在药学服务中的实践拓展 

 虞   勋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 肿瘤患者不良反应动态评估系统的建设 

 王可可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3 自媒体推广原创视频《十万个用药常识》 

 李璐璐     河南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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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项目名录-Ⅱ（13项，按项目名称排列）

基于HIS的临床药学服务平台建设

姜   玲    安徽省立医院

临床药学服务平台构建了处方审核、处方点评、临床药师、药物警戒、药学咨

询、个体化药学、数据管理、绩效管理等医院药学主要专业服务与管理的八个

模块。

平台优化了临床药学服务各个环节的流程，强化了药师专业职责，实现了将临

床药学具体工作标准化控制；针对特定药物、特定患者、特定疾病的安全用药

进行预警，并实现了与HIS、LIS、PACS、EMR等信息系统的交互，方便查

看病人临床信息，促进药师与医师间互动；所有功能实现了PC端和移动终端同

步共享，初步建立了基于HIS的 B/S 模式的智能化临床药学服务平台。

    推广项目

移动式药品调剂核对记录系统的构建和应用

卢   旺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首创了用影像记录调配和核发过程的系统，记录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可追溯

性，有效地解决了临床护士对所调配和核发的药品持有疑义时的困扰。同时，

实现药品发放由传统模式向下送模式转变，并根据药品时效性要求高低有效

进行调剂核发分流，有利于解决药师与护士工作高峰时间的冲突。另外，制定

了系列与该记录系统相匹配的工作流程和制度，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

本项目所述系match统还具有良好的可拓展性。借助于当前日渐成熟的图像

识别、OCR、机器学习及异常检测技术使其在药房发挥更大的作用。该方案

可以实现在无PIVAS的条件下有效保证药品下送到临床病区。

    技术方案

药当家——合理用药能力培训与水平进阶交互平台

刘   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药当家——合理用药能力培训与水平进阶交互平台”APP旨在建立一款合理

用药能力网络培训系统，包括大众版和专业版，表现形式为成长类游戏。该

APP模拟真实用药场景，玩家通过角色扮演参与游戏。游戏中虚拟患者会提出

生活中常见的用药问题，玩家通过解决实际用药问题，并完成游戏所设定的任

务而获得进阶。此程序兼聚成长性、趣味性、实战性等于一体，寓教于乐，充

分调动用户的学习兴趣，引导公众合理用药理念，并使专业药师获得职业发展

和专业成就感。

智能药盒在社区患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

解   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家居智能药盒系统以社区卫生服务为核心，以药盒终端和慢性病专业医疗服务

系统为支持，实现了慢性病预防保健、医疗服务、随访追踪，为我国慢病患者

开创了一项行之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

项目实现了多项药学服务功能，如：药物精准投放；提示、监督患者用药；记

录患者用药情况、用药感受、不良反应；追踪、回访慢性病患者，提供专业的

用药、生活方式指导；建立医疗机构对慢性病患者用药的闭环管理；记录、评

估患者健康状况，以及建立慢性病患者健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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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项目名录-Ⅲ（16项，按项目名称排列）

中药房全流程药学服务与管理系统

古   今    解放军总医院

项目实现了智能化运行管理资源，一是实现快速通道，军人及特殊人群优先原

则，优先分发优先取药；二是实现窗口功能多样化，集收方、取药及合理用药

咨询于一体；三是实现窗口和等候区即时跟踪调配进程、查询取药位置的功能；

四是实现患者24小时不间断取药。

系统主要包括智能审方、处方分发、处方调剂、叫号取药、实时查询、智能

库管、在岗管理、工作报表等流程模块。以及开发了智能预配发架和转运车、

智能存取柜、实时查询机等高效、实用的工具。

医院中药饮片调剂、煎煮过程信息化管理

李培红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项目实现了中药饮片调剂、煎煮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包括库房管理信息化、

门诊药房预调配、调剂智能化配发，以及中药代煎全过程动态管理。

中药取回自煎全面采用小包装饮片，根据处方数据分析结果设定单剂量包装；

利用移动终端电子请领，完成各门诊药房的领药计划，再通过电子拣选完成

出库；预约患者取药时间和取药窗口，中药房智能配发系统将处方分类分组处理，

全面实现了饮片的预调配。患者的候药时间有效缩短50%以上。

中药代煎从收方、审方、煎药方案的制定，到调剂、泡药、煎药、包装、发药，

全过程纳入信息化控制系统，实现了质量控制与追溯。

 

PIVAS信息自动化系统

李正翔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PIVAS信息自动化系统引进并消化吸收了PIVAS无线追踪技术，自主开发并在

国内率先使用了自动分检系统，改造后的工作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提高了准确性，确保配置质量和患者用药安全。

加强了全流程信息监控，可实时了解药品配置状态和过程，并可与患者个人

信息对接，做到从处方开具到患者使用各环节信息化的无缝管理。 

提高效率，将原来需多人完成的分拣工作，缩减为1-2人，有效减小了人力 

成本。

移动医疗在血栓疾病中的应用实践

张进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项目主要服务边远山区长期服用华法林的患者，通过APP开展网上抗凝门诊服

务。药师通过网络为患者提供华法林剂量调整及确定下次INR监测时间，并已

开发实现患者服药提醒及查血功能，目前已有200多位患者学会了对华法林进

行自我管理。

同时，开创了O2O抗凝管理模式，在院内设线下药师抗凝咨询门诊，挂号费20元。

创办了苜蓿草抗凝俱乐部（QQ群，328832207），定期组织药师医师讲座及患者

分享抗凝经验。目前累计服务了500多位患者，回答患者问题近10000次。

推广项目

9 药品物流信息化 

 王   丽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

10 药师门诊—为患者安全合理用药保驾护航 

 王   丽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

11 医院全方位药学服务新措施 

 李瑞敏     河南省人民医院

12 医院药品物流管理系统 

 冯端浩     解放军第三0九医院

13 医院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管理委员会信息化——新药遴选项目 

 周林光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14 依托QQ媒介进行抗凝服务 

 梁   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5 用药咨询记录软件 

 王宏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16 运用HFMEA手法提高药学部危化品储运的安全性 

 张美玲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辉瑞投资有限公司

武田（中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瑞霖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勃林格殷格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雅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

鸣   谢（无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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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HIS的临床药学服务平台建设

姜   玲    安徽省立医院

临床药学服务平台构建了处方审核、处方点评、临床药师、药物警戒、药学咨

询、个体化药学、数据管理、绩效管理等医院药学主要专业服务与管理的八个

模块。

平台优化了临床药学服务各个环节的流程，强化了药师专业职责，实现了将临

床药学具体工作标准化控制；针对特定药物、特定患者、特定疾病的安全用药

进行预警，并实现了与HIS、LIS、PACS、EMR等信息系统的交互，方便查

看病人临床信息，促进药师与医师间互动；所有功能实现了PC端和移动终端同

步共享，初步建立了基于HIS的 B/S 模式的智能化临床药学服务平台。

    推广项目

移动式药品调剂核对记录系统的构建和应用

卢   旺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首创了用影像记录调配和核发过程的系统，记录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可追溯

性，有效地解决了临床护士对所调配和核发的药品持有疑义时的困扰。同时，

实现药品发放由传统模式向下送模式转变，并根据药品时效性要求高低有效

进行调剂核发分流，有利于解决药师与护士工作高峰时间的冲突。另外，制定

了系列与该记录系统相匹配的工作流程和制度，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

本项目所述系match统还具有良好的可拓展性。借助于当前日渐成熟的图像

识别、OCR、机器学习及异常检测技术使其在药房发挥更大的作用。该方案

可以实现在无PIVAS的条件下有效保证药品下送到临床病区。

    技术方案

药当家——合理用药能力培训与水平进阶交互平台

刘   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药当家——合理用药能力培训与水平进阶交互平台”APP旨在建立一款合理

用药能力网络培训系统，包括大众版和专业版，表现形式为成长类游戏。该

APP模拟真实用药场景，玩家通过角色扮演参与游戏。游戏中虚拟患者会提出

生活中常见的用药问题，玩家通过解决实际用药问题，并完成游戏所设定的任

务而获得进阶。此程序兼聚成长性、趣味性、实战性等于一体，寓教于乐，充

分调动用户的学习兴趣，引导公众合理用药理念，并使专业药师获得职业发展

和专业成就感。

智能药盒在社区患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

解   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家居智能药盒系统以社区卫生服务为核心，以药盒终端和慢性病专业医疗服务

系统为支持，实现了慢性病预防保健、医疗服务、随访追踪，为我国慢病患者

开创了一项行之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

项目实现了多项药学服务功能，如：药物精准投放；提示、监督患者用药；记

录患者用药情况、用药感受、不良反应；追踪、回访慢性病患者，提供专业的

用药、生活方式指导；建立医疗机构对慢性病患者用药的闭环管理；记录、评

估患者健康状况，以及建立慢性病患者健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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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房全流程药学服务与管理系统

古   今    解放军总医院

项目实现了智能化运行管理资源，一是实现快速通道，军人及特殊人群优先原

则，优先分发优先取药；二是实现窗口功能多样化，集收方、取药及合理用药

咨询于一体；三是实现窗口和等候区即时跟踪调配进程、查询取药位置的功能；

四是实现患者24小时不间断取药。

系统主要包括智能审方、处方分发、处方调剂、叫号取药、实时查询、智能

库管、在岗管理、工作报表等流程模块。以及开发了智能预配发架和转运车、

智能存取柜、实时查询机等高效、实用的工具。

医院中药饮片调剂、煎煮过程信息化管理

李培红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项目实现了中药饮片调剂、煎煮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包括库房管理信息化、

门诊药房预调配、调剂智能化配发，以及中药代煎全过程动态管理。

中药取回自煎全面采用小包装饮片，根据处方数据分析结果设定单剂量包装；

利用移动终端电子请领，完成各门诊药房的领药计划，再通过电子拣选完成

出库；预约患者取药时间和取药窗口，中药房智能配发系统将处方分类分组处理，

全面实现了饮片的预调配。患者的候药时间有效缩短50%以上。

中药代煎从收方、审方、煎药方案的制定，到调剂、泡药、煎药、包装、发药，

全过程纳入信息化控制系统，实现了质量控制与追溯。

 

PIVAS信息自动化系统

李正翔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PIVAS信息自动化系统引进并消化吸收了PIVAS无线追踪技术，自主开发并在

国内率先使用了自动分检系统，改造后的工作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提高了准确性，确保配置质量和患者用药安全。

加强了全流程信息监控，可实时了解药品配置状态和过程，并可与患者个人

信息对接，做到从处方开具到患者使用各环节信息化的无缝管理。 

提高效率，将原来需多人完成的分拣工作，缩减为1-2人，有效减小了人力 

成本。

移动医疗在血栓疾病中的应用实践

张进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项目主要服务边远山区长期服用华法林的患者，通过APP开展网上抗凝门诊服

务。药师通过网络为患者提供华法林剂量调整及确定下次INR监测时间，并已

开发实现患者服药提醒及查血功能，目前已有200多位患者学会了对华法林进

行自我管理。

同时，开创了O2O抗凝管理模式，在院内设线下药师抗凝咨询门诊，挂号费20元。

创办了苜蓿草抗凝俱乐部（QQ群，328832207），定期组织药师医师讲座及患者

分享抗凝经验。目前累计服务了500多位患者，回答患者问题近10000次。

华夏药学  创新论坛
 Huaxia Pharmacy  Innovation Forum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CPAM

基于HIS的临床药学服务平台建设

姜   玲    安徽省立医院

临床药学服务平台构建了处方审核、处方点评、临床药师、药物警戒、药学咨

询、个体化药学、数据管理、绩效管理等医院药学主要专业服务与管理的八个

模块。

平台优化了临床药学服务各个环节的流程，强化了药师专业职责，实现了将临

床药学具体工作标准化控制；针对特定药物、特定患者、特定疾病的安全用药

进行预警，并实现了与HIS、LIS、PACS、EMR等信息系统的交互，方便查

看病人临床信息，促进药师与医师间互动；所有功能实现了PC端和移动终端同

步共享，初步建立了基于HIS的 B/S 模式的智能化临床药学服务平台。

    推广项目

移动式药品调剂核对记录系统的构建和应用

卢   旺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首创了用影像记录调配和核发过程的系统，记录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可追溯

性，有效地解决了临床护士对所调配和核发的药品持有疑义时的困扰。同时，

实现药品发放由传统模式向下送模式转变，并根据药品时效性要求高低有效

进行调剂核发分流，有利于解决药师与护士工作高峰时间的冲突。另外，制定

了系列与该记录系统相匹配的工作流程和制度，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

本项目所述系match统还具有良好的可拓展性。借助于当前日渐成熟的图像

识别、OCR、机器学习及异常检测技术使其在药房发挥更大的作用。该方案

可以实现在无PIVAS的条件下有效保证药品下送到临床病区。

    技术方案

药当家——合理用药能力培训与水平进阶交互平台

刘   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药当家——合理用药能力培训与水平进阶交互平台”APP旨在建立一款合理

用药能力网络培训系统，包括大众版和专业版，表现形式为成长类游戏。该

APP模拟真实用药场景，玩家通过角色扮演参与游戏。游戏中虚拟患者会提出

生活中常见的用药问题，玩家通过解决实际用药问题，并完成游戏所设定的任

务而获得进阶。此程序兼聚成长性、趣味性、实战性等于一体，寓教于乐，充

分调动用户的学习兴趣，引导公众合理用药理念，并使专业药师获得职业发展

和专业成就感。

智能药盒在社区患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

解   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家居智能药盒系统以社区卫生服务为核心，以药盒终端和慢性病专业医疗服务

系统为支持，实现了慢性病预防保健、医疗服务、随访追踪，为我国慢病患者

开创了一项行之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

项目实现了多项药学服务功能，如：药物精准投放；提示、监督患者用药；记

录患者用药情况、用药感受、不良反应；追踪、回访慢性病患者，提供专业的

用药、生活方式指导；建立医疗机构对慢性病患者用药的闭环管理；记录、评

估患者健康状况，以及建立慢性病患者健康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