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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第七届医院品管圈大赛 

比赛结果的通报 

会员单位： 

为更好地推动医院运用质量管理工具，提高医院管理的

质量和水平，推荐医院品管圈优秀圈组参加“第八届全国医

院品管圈大赛”，我会于2020年9月25日至26日在成都市青白

江区人民医院举办了“四川省第七届医院品管圈大赛”。现

将大赛比赛结果通报如下： 

三甲医院组： 

一等奖 

1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同行圈 
降低肿瘤患者 PICC相关性静脉血栓发

生率 

2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 
破晓圈 

基于卡诺模型的围手术期安全-效率

模式构建 

3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净血者

圈 

延长 ICU心衰、肾衰患者血液净化滤

器使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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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1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 
连联圈 提升后疫情时代住院患者满意度 

2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温芯圈 降低腹部手术围术期低体温发生率 

3 乐山市中医医院 天使圈 
构建中医医院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响应标

准化管理模式 

4 南充市中医医院 生护圈 降低 ICU患者获得性谵妄发生率 

三等奖 

1 绵阳市中心医院 速康圈 
构建肝胆外科加速康复标准病房体

系 

2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呵护圈 
缩短 ICU重症肺炎、ARDS患者有创机

械通气时间 

3 广元市中心医院 朋友圈 
基于人文关怀理念的护理质量检查

模式构建 

4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速圈 
降低救护车急救包一次性耗材缺损

率 

5 绵阳市中心医院 NFA 圈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医院防疫物资

快速供给体系建设 

6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梧桐圈 
降低烧伤患儿创面换药操作性疼痛

感知率 

7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静心圈 延长外周静脉留置针留置时间 

8 简阳市人民医院 守梦圈 
降低清醒患者入住 ICU睡眠障碍发生

率 

9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守护圈 提高 ICU患者基础护理合格率 

10 乐山市人民医院 SS 圈 
提高非内分泌病区的胰岛素管理合

格率 

11 绵阳四 0四医院 
安“驿”

圈 
提高患者满意度 

12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柔韧圈 降低精神科封闭式病房噪音分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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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睛彩圈 降低眼科住院患者眼药漏滴率 

优秀奖 

1 简阳市人民医院 援心圈 降低急性自杀性药物中毒患者病死率 

2 都江堰市人民医院 和谐圈 缩短围手术期术前准备时间 

3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正负圈 降低 TAT过敏试验假阳性率 

4 成都市新都区中医医院 天鹅圈 提高择期手术术前准备完善率 

5 广元市中心医院 希望圈 缩短急诊卒中患者 DNT时间 

6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精简圈 降低检验报告的召回率 

7 崇州市人民医院 护牙圈 降低口腔器械材料耗损比 

8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密封圈 降低新生儿 TPN液体外渗发生率 

9 广元市中心医院 呼啦圈 降低胸部手术肺部感染率 

10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平安圈 
优化一、二级急诊剖宫产 DDI各环节   

时限，保障母婴安全品管圈 

三乙二级医院组 

一等奖 

1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医院 携手圈 提高眼科糖尿病患者术前血糖达标率 

2 德阳市旌阳区中医院 海豚圈 创新中医技术提高脐灸患者满意度 

3 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战疫圈 提高患者陪护核酸检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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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1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绵竹医院 专注圈 
基于运营管理理念下医管分工合治模

式的建立 

2 南充市第四人民医院 晨曦圈 
降低初产妇第一产程非药物镇痛「分娩

疼痛指数」 

3 成都市新津区人民医院 真心圈 
提高院外糖尿病患者自我注射胰岛素

的规范率 

4 广汉市人民医院 
三位一体

圈 
提高手术安全核查规范执行率 

三等奖 

1 南充市第四人民医院 齐心圈 
提高初产妇剖宫产术后 24h 内肛门排

气率 

2 广汉市人民医院 同心圈 
提高食管癌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执

行率 

3 广汉市人民医院 温馨圈 
缩短 STEMI患者 door-in and door-out 

时间 

4 江油市第二人民医院 急速圈 
缩短 STEMI 患者急诊 PCI的 D-to-B时

间 

5 绵阳市骨科医院 助行圈 提高骨折患者功能锻炼依从性 

6 邻水县人民医院 呵护圈 降低产妇乳房胀痛发生率 

7 宜宾市江安县人民医院 护心圈 降低住院患者非计划拔管发生风险率 

8 中江县人民医院 同泽圈 降低住院病人陪护率 

9 
成都市青白江区精神病 

防治院 
娱乐圈 提高精神障碍患者工娱治疗参与率 

10 长宁县中医医院 连心圈 提高术后器械交接正确率 

11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绵竹医院 专注圈 构建全院精细化床位资源配置模式 

12 江油市第二人民医院 
太极

+12:13 圈
降低吞咽障碍患者吸入性肺炎发生率 

13 什邡市人民医院 管爱圈 
护理干预降低脑卒中后肺部感染发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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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 

1 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同镇卫生院 青樱圈 提高基层医院医务人员手卫生执行率 

2 彭州市人民医院 星火圈 
降低Ⅰ类切口围手术期预防性抗菌药

物不合理使用率 

3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医院集团 

城厢第一医院 
温馨圈 提高基层医院护理文书书写合格率 

4 金堂县妇幼保健院 安心圈 降低护士给药错误发生率 

5 江油市第二人民医院 骨力圈 提高出院患者健康教育知晓率 

6 成都市双流区妇幼保健院 更新圈 提高更年期门诊就诊率 

7 成都市龙泉驿区妇幼保健院 回声圈 提高产科超声新项目图像质量合格率 

8 成都市双流区妇幼保健院 抗菌圈 降低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 

9 金堂县妇幼保健院 满意圈 提高病人就诊满意率 

10 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医院 舒肠圈 提高动脉采血穿刺成功率 

11 古蔺县人民医院 护童圈 降低留置针非计划拔管率 

12 彭州市濛阳镇卫生院 呵肤圈 
减少住院患者使用电极片发生皮肤过

敏率 

13 雅安市雨城区人民医院 颐养圈 提高医养中心老人活动参与率 

14 
成都市双流区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空港医院 
七心圈 手供一体降低器械配件遗失成果汇报 

 四川省医院协会 

  2020年9月28日 

四川省医院协会  2020年 9月 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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