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荐 项目名称 项目分类 单位 省份

十佳项目 高血压一体化健康照护系统 技术方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

十佳项目
基于二维码和互联网技术构建慢性疾病（糖尿

病）管理系统
技术方案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

十佳项目 智能输液泵在住院患者中的应用 技术方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

十佳项目 得药领——门诊患者用药交代信息交互平台 开发测试项目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

十佳项目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化手术室药房 开发测试项目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江苏

十佳项目
基于一站式服务模式的出院带药新流程体系的

开发应用
推广应用项目 浙江省人民医院 浙江

十佳项目 静配输液效期管理系统 推广应用项目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

十佳项目 慢病患者移动药学服务平台的开发及应用 推广应用项目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山西

十佳项目 手持终端（APP）在社区药学服务中的应用 推广应用项目 华中科技大学医院 湖北

十佳项目 智能应答在儿童用药咨询平台中的应用 推广应用项目 安徽省儿童医院 安徽

二等奖 互联网+糖尿病管理 技术方案
莱佛士医疗经营管理的北京国际(SOS)救援中心

北京

第二届全国药学服务创新大赛
预赛与评审结果

二等奖 互联网+糖尿病管理 技术方案
诊所

北京

二等奖 帕金森患者健康管理软件 技术方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

二等奖 高血压患者长期路径干预管理系统的研究 技术方案 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厦门大学附属东南医院 福建

二等奖 手术室智能麻醉药品管理系统设计 技术方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

二等奖
药品查询与用药咨询服务手机App的开发及应

用
开发测试项目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

二等奖 基于语义技术的抗菌药智能化监管系统 开发测试项目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湖北

二等奖
“药”知道——门诊患者药事服务全流程互

联网+优化方案
开发测试项目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

二等奖
基于临床决策支持技术开发高血压病用药合理

性分析软件
开发测试项目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

二等奖 用药教育系列产品推广应用 推广应用项目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福建

二等奖
基于信息化技术管控重点监控药品适应症临床

药学服务实践
推广应用项目 武汉市中心医院 湖北

二等奖 大数据下的安全用药智能辅助决策系统 推广应用项目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

三等奖 多种药物输液患者用药干预 技术方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北京

三等奖 手术室的麻醉药品管理 技术方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

三等奖 基于互联网+的双向转诊患者药学服务 技术方案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浙江

三等奖 基于手机APP的药学服务系统的研发与应用 开发测试项目 苏州科技城医院 江苏

三等奖
乐之健康-基于移动互联网平台的患者用药指

导软件开发
开发测试项目 山西大医院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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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双系统一次审方在PIVAS的应用 开发测试项目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

三等奖 临床药学工作软件 推广应用项目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

三等奖 工人自动追溯绩效考核系统 推广应用项目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

三等奖 基于医疗大数据的药效服务平台-药先知 推广应用项目 药智（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

优秀奖 闭环式手术室麻醉药品智能精准管理体系 技术方案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甘肃

优秀奖 慢糖日记 技术方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

优秀奖 手术室麻醉药品管理 技术方案 天津市眼科医院 天津

优秀奖
血液科EPOCH化疗方案三种药物混合输注的

药学干预与流程改进
技术方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

优秀奖 稳压相伴，智惠人生 技术方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

优秀奖 自助取药查询一体机 技术方案 天津市眼科医院 天津

优秀奖 以互联网为依托的癫痫患儿个体化药学服务 技术方案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

优秀奖 掌上智能用药系统的研发与设计 技术方案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福建

优秀奖 手术室麻醉药品管理优化途径 技术方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新疆

优秀奖
住院患者药物不良事件警示指标体系的建立与

应用
技术方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北京

优秀奖 院后一站式药学服务平台 技术方案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湖南

优秀奖 基于微信公众号的患者用药教育推送 技术方案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广东

优秀奖 基于微信药学服务平台的高血压管理应用研究 技术方案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

优秀奖
出院带药患者远程用药指导服务微信公众号建

设
技术方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

优秀奖 互联网+药师圈（YSQ） 技术方案 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

优秀奖 基于药学服务的糖尿病大数据及诊疗平台建设 技术方案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

优秀奖 门诊药房发药流程的优化 技术方案 天津市眼科医院 天津

优秀奖 患者用药咨询自助查询系统 技术方案 天津市眼科医院 天津

优秀奖 发药交代助手 技术方案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

优秀奖 药事质控巡查服务系统 技术方案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

优秀奖 “正确用药”app调研与开发 技术方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西院 北京

优秀奖 药师综合服务创新模式 技术方案 解放军309医院 北京

优秀奖 处方审核的交流 技术方案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北京中医药
优秀奖 中成药联合用药智能评价系统的构建 开发测试项目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北京中医药
大学中药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北京

优秀奖 临床药师抗感染会诊注册研究数据库的建立 开发测试项目 贵州省人民医院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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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 医院不良反应主动监测系统的构建 开发测试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新疆

优秀奖
药品可变式货位码的设计及其在药房管理中的

应用
开发测试项目 安徽省立医院 安徽

优秀奖 批号追溯信息化在特殊管理药品中的应用 开发测试项目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陕西

优秀奖 中药饮片信息管理平台项目 开发测试项目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

优秀奖
构建合理用药信息化网络，保障患者静脉用药

安全
开发测试项目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陕西

优秀奖 联网化住院药房取药 开发测试项目 天津市眼科医院 天津

优秀奖 药库自动化 开发测试项目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

优秀奖 砭石艾灸治疗仪 开发测试项目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

优秀奖 解痉润目饮治疗干眼和视疲劳的效果分析 开发测试项目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

优秀奖
医院药品验收药检单及冷链运输记录管理信息

化
推广应用项目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辽宁

优秀奖 基于信息化建设的手术药房管理实践 推广应用项目 安徽省立医院 安徽

优秀奖 基于微信平台的脑卒中患者的慢病管理 推广应用项目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

优秀奖 自动排班系统 推广应用项目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

优秀奖 PIVAS用药干预信息交互平台 推广应用项目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天津

优秀奖
基于条码化和PDA移动药房APP的病区药品闭

环管理流程建设及应用
推广应用项目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西

优秀奖 智慧医疗-打造癌痛管理新模式 推广应用项目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福建

优秀奖
依托《住院药房药品调剂服务管理系统》建设

零沟通成本的扁平化药房
推广应用项目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北京

优秀奖 门诊药房信息化改革为用药安全保驾护航 推广应用项目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山东

优秀奖 线上药师服务平台 推广应用项目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

优秀奖 单剂量分包系统的用药安全管理 推广应用项目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湖北

优秀奖
临床医师麻醉药品及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签字

样电子信息化
推广应用项目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

优秀奖
平稳、达标 - 高血压患者社区药学服务平台的

应用
推广应用项目 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 湖北

优秀奖 PIVAS单品种集中调配技术 推广应用项目 武汉市第五医院 湖北

优秀奖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新型药学服务模式的研究

与应用
推广应用项目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

优秀奖 双氯芬酸钠脂质体滴眼液的制备 推广应用项目 河北省眼科医院 河北

优秀奖 床旁药师药学服务模式 推广应用项目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吉林

优秀奖 基于“互联网+”的药品供应链体系的建设 推广应用项目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山东

优秀奖
基于移动办公设备的药品调剂及药事管理解决

方案
推广应用项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