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2 年药学服务经典案例评选结果 

药学服务十佳案例获得者(按名次排序) 

序号 选手 单  位 案例名称 导师 

1 陈慧 中日友好医院 “普及知识，助力基层”，构建系统性药学服务科普丛书 刘丽宏 

2 白雪 贵州省人民医院 基于临床问题的药学科研模式的建立——从一例药物不良反应到 NSFC 立项 谢娟 

3 罗卉 江西省儿童医院 互联网让儿科药学服务触手可及 卢庆红 

4 罗芝英 湘雅二医院 4P 医学模式下的肿瘤患者全病程管理 刘文辉 

5 
黄亮 
王其琼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儿童罕见病多学科诊疗中的药学服务模式探索 张伶俐 

6 石璐 苏州市立医院 基于群体药代动力学模型的危重症患者中利奈唑胺的剂量优化：一项前瞻性干预研究 周琴 

7 苏甦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整合式”老年多重用药管理模式的建立与临床应用研究 闫素英 

8 苗文娟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创新药学服务在血友病诊疗中的价值 章萍 

9 郭珩 武汉市第一医院 药妈妈团队助力女性“怀—生—养—育”全程化药学服务 胡松 

10 梁俊 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基于个体化治疗药物监测平台的精神科药学服务 夏清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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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服务推广案例获得者(按名次排序) 

序号 选手 单  位 案例名称 导师 

1 徐涛 宁波市第一医院 基于 SWOT-AHP 模型构建全流程抗肿瘤药物管理体系 朱素燕 

2 周建国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总医院 非糖尿病性全肠外营养（TPN）患者高血糖发生预测模型的构建及应用 任建业 

3 周旋 宁波市第一医院 数字化策略提升药物临床试验效率，实现“质量+体量”双突破 林珠 

4 毕重文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基于 TDM 平台的急性中毒快速诊断服务流程的建立与优化 李正翔 

5 严思敏 南京鼓楼医院 药联体内药学服务同质化模式构建 葛卫红 

6 李冬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同济医院 

“五四三二一”网格化合理用药管理体系实践与探索 刘东 

7 梅洪梁 南京鼓楼医院 MDT 模式下临床药师参与妊娠合并宫颈癌患者的药物治疗管理探索 葛卫红 

8 曹文静 湘潭市中心医院 破局 DRG，临床药师可以做什么？ 刘湘 

9 刘岳金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
院 

基于 QFD 优化医院药学服务模式降低感染风险 叶岩荣 

10 侯敏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基于“循证＋SPO 模型”构建超说明书用药全程化管理模式——以抗肿瘤药
物为例 

刘耀 

11 蒋欢欢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泌尿外科围手术期患者标准化药学监护服务 张爱国 

12 杜丽芬 武汉市第四医院 药有所为，推进咳喘药学服务门诊走深走实 宋红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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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选手 单  位 案例名称 导师 

13 许世伟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基于 HIS 系统和随机森林模型的新型口服抗凝药出血预警管理系统的构建与
应用研究 

蔡本志 

14 李璐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DRG 背景下基于药物经济学的药物治疗方案选择 梁卉 

15 叶珍珍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合理用药科普教育规范化体系的构建与成效 魏理 

16 彭菲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构建区域药学服务规范，助力住院患者药学管理 吴建龙 

17 陈萌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药学部与检验科共建 TDM 平台的探索和实践 戴海斌 

 

药学服务示范案例获得者(按姓氏笔划排序) 

序号 选手 单位 案例名称 导师 

1 丁楠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吸入药物个体化指导门诊” 服务社区患者 王卓 

2 于晓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
院 

他山之石，助力 AMS 
——集束化管理模式在抗菌药物管理工作中的实践及持续改进效果分析 

安卓玲 

3 于新鹏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基于“互联网+”模式下药学科普规范及质控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探讨 徐保利 

4 王倩 济南市中心医院 精益管理助力医院抗菌药物使用强度达标 张翔 



序号 选手 单位 案例名称 导师 

5 邓嘉玉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探索药物治疗路径 迎接 DRG 时代 宋燕青 

6 申庆荣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居家药学服务的探索与实践 陈晓宇 

7 付曼曼 东北国际医院 “上医治未病”，依托处方前置审核，抗菌药物管理“药”前置 马艳 

8 宁晓  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 上山下乡、致力帮扶之提升基层合理用药水平 林意菊 

9 刘冬玲 聊城市人民医院 提升抢救车药品管理规范率 孙国栋 

10 刘思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构建母乳喂养决策辅助工具，助力提高新生儿纯母乳喂养率 吴建华 

11 李志玲 上海市儿童医院 疫情防控之下的儿童安全用药科普实践 孙华君 

12 李黎 贵州省人民医院 
临床药师参与一例罕见凝血因子 XI 缺陷的骨髓炎合并 VTE 患儿的抗凝药物
治疗及管理 

谢娟 

13 杨璐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处方前置审核软件“药品规则库”精细化管理 钱妍 

14 汪硕闻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基于治疗药物监测技术的肺癌患者严重不良反应的药学监护 范国荣 

15 陈立 福建省立医院 筑牢药品安全防线 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庄婕 

16 陈慢慢 江西省人民医院 以 TDM 和 mNGS 为导向优化颅内感染治疗的病例分析 胡建新 

17 范玉婷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挖掘临床药师网格协调职能 提升医院基本药物管理能力 周后凤 



序号 选手 单位 案例名称 导师 

18 林瑶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药师带回家——延伸式药学服务模式探索 冯斌 

19 果茵茵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运用质控手段促进抗菌药物管理体系构建与药学实践 周素琴 

20 侯佳 威海市立医院 一例耐碳青霉烯类铜绿假单胞菌感染患者的治疗方案优化 李进峰 

21 贾雪冬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基于调剂药师服务延伸的老年患者药学服务体系构建 杜书章 

22 高羽 
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妇女
儿童医院（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
医院） 

全市医疗机构计划生育技术中的同质化药学服务 梁华 

23 高洁 厦门市中医院 中药饮片处方标准用名及调剂给付规范的探索与研究 陈雪梅 

24 郭仙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深耕一线 多措并举 提升营养管理 黄品芳 

25 谢栋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专病管家”——重塑互联网慢病管理新模式 李正翔 

 

药学服务优秀案例获得者(按姓氏笔划排序) 

序号 选手 单位 案例名称 导师 

1 于军海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基于患者感知视角的门急诊药学服务实践 闫美兴 

2 王超 海南省人民医院 “思与辨”一例颅内感染合并肺部感染的药学服务 吴琼诗 



序号 选手 单位 案例名称 导师 

3 韦坤璇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科普打造新时代用药教育新体系——一例电话用药咨询案例引发的思考与实
践 

黄振光 

4 尹菊美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建设智慧化药房新模式，构筑精细化服务心桥梁 王学昌 

5 孔晶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临床药师参与 1 例骨折术后患者水肿原因的探寻与药学监护 杨建文 

6 田宜玄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1 例化疗后粒细胞缺乏伴发热患者抗感染治疗 解沛涛 

7 包素素 乐清市人民医院 一例临床药师参与的死亡案例解密 赵乐萍 

8 邢琦 解放军第九四二医院 血上加“栓”——1 例 PCI 术后消化道出血患者的病例分析 葛文佳 

9 乔丽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实施精细岗位管理 培养卓越药师队伍 杜书章 

10 刘西哲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一例小儿急性骨髓炎并发败血症的病例分析 刘国强 

11 刘秀珍 安徽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基于 AMS 策略视角下抗微生物药物合理使用的药学服务模式建设与实践 刘建军 

12 刘洋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层层迷雾 药师如何破解发热之谜 苏长海 

13 刘娟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癫痫患者卡马西平的个体化治疗与精准用药管理 杜智敏 

14 齐文玉 河南省人民医院 我院 PIVAS 退药全流程管理实践                                                                                                                             方凤琴 

15 孙加琳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住院患者静脉输液率降低“六步法” 李静 



序号 选手 单位 案例名称 导师 

16 
苏远 
刘珍珍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长沙
医院（长沙市第一医院） 

智慧药房引领药学服务新模式 何鸽飞 

17 李友佳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多学科内血糖管理中的药学服务实践 张抗怀 

18 李美月 甘肃省人民医院 
药经助力，省钱省力——基于循证及药物经济学的晚期肝癌药物治疗方案优
化探索 

葛斌 

19 杨世磊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在医院药学中的应用实践 董得时 

20 杨雪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PDCA 循环在降低我院抗菌药物使用强度中的实践 李頔 

21 吴文利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药”关注青少年用药、“药”助力个体化用药 
——1 例青少年线粒体糖尿病合并胰岛素过敏患者的药学服务 

王健 

22 吴佳妮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一例粒缺伴发热患儿合并多部位感染的病例分析 白慧 

23 余静洁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从 beside 到 beside——基于专科药房的闭环式药学服务模式 张抗怀 

24 宋俊丽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临床药师参与一例糖尿病足患者的综合治疗案例 段金菊 

25 张玮 阳煤集团总医院 基于知识与数据双驱动的全覆盖药学科普体系构建，助力药学服务 任建业 

26 张柏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 信息化赋能中药调剂煎制 提升中药质量安全 赵生俊 

27 张星星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 借助医联体——助力慢性心衰患者院内外全程化管理 于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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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选手 单位 案例名称 导师 

28 张倩影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通过临床药师参与药源性低钾血症探讨临床药师在 MDT 中的作用 张爱国 

29 陈张勇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高质量发展，“药”有所为——临床需求导向的药学会诊实践 饶跃峰 

30 陈勉维 深圳市人民医院 以人为基，全流程多措并举提升合理用药水平 谢守霞 

31 陈恒石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互联网+”背景下药学科普模式的实践和思考 蒋磊 

32 陈琳 
海口市人民医院（海南省人民
医院） 

晚期肝癌患者使用仑伐替尼与瑞戈非尼药学监护一例 覃业语 

33 林杰茹 清远市人民医院 RBRVS 在住院药房绩效工作量核算中的应用研究 常惠礼 

34 林蕾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三明市第一
医院 

临床药师参与 1 例颅内静脉窦血栓取栓溶栓后的抗凝治疗实践 许鲁宁 

35 金砚杰 吉林省肿瘤医院 智能药品核对系统在门诊药房工作中的应用 李玫 

36 周梦园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创新妇幼医院高警示药品标签管理 王穗琼 

37 郑巧玲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基于 CHPS 构建我院合理用药监测管理平台的实践探索 张峻 

38 赵李妮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预激伴房颤，药师探一探——1 例预激伴房颤患者的药学服务 方草 

39 胡睿 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 AI 技术个性化用药交待系统 石丽娅 

40 柳絮 吉林省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 探索临床药师在静脉血栓栓塞症防治体系建设中的工作模式 刘东梅 



序号 选手 单位 案例名称 导师 

41 贾家丽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临床药师参与 1 例脑膜瘤术后肺部感染患者全程化管理 欧阳爱军 

42 高乾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以患者为中心，促进疼痛 PCIA 规范化诊疗 杨彩艳 

43 郭思逊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滥用药物筛查助力昏迷患者救治 海鑫 

44 郭静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药学服务是一种守护，朝朝暮暮 
以一例肝硬化患者为例初探全程化药学服务 

赵春阳 

45 黄承龙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应用智能药柜构建医院麻精药品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实践 黄振光 

46 游蓝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 药师助力尘肺病患者缓解“会呼吸的痛” 黄琳 

47 谢佳蓉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合理用药添利器，前置审方巧落地——流程化前置审方的实施与精进 张鸿燕 

48 谢悦良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医—药携手 多学科合作”抗菌药物管理新湘雅模式 左笑丛 

 

闲看云卷云舒
Highl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