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生儿科的质量控制新生儿科的质量控制新生儿科的质量控制新生儿科的质量控制

与评价标准与评价标准与评价标准与评价标准

陈陈陈陈 超超超超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卫生部新生儿疾病重点实验室卫生部新生儿疾病重点实验室卫生部新生儿疾病重点实验室卫生部新生儿疾病重点实验室



中国新生儿医学已经取得快速发展中国新生儿医学已经取得快速发展中国新生儿医学已经取得快速发展中国新生儿医学已经取得快速发展

普遍建立普遍建立普遍建立普遍建立NICU，，，，床位越来越多床位越来越多床位越来越多床位越来越多

病人多病人多病人多病人多、、、、床位快速扩张床位快速扩张床位快速扩张床位快速扩张，，，，200张张张张、、、、300张张张张

医师医师医师医师、、、、护士不够护士不够护士不够护士不够，，，，仪器不够仪器不够仪器不够仪器不够、、、、病房面积不够病房面积不够病房面积不够病房面积不够

但数量扩张已越来越困难但数量扩张已越来越困难但数量扩张已越来越困难但数量扩张已越来越困难

背背背背景景景景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现在现在现在现在，，，，应该重视质量应该重视质量应该重视质量应该重视质量！！！！

质量持续改进质量持续改进质量持续改进质量持续改进

统一标准统一标准统一标准统一标准、、、、标准化标准化标准化标准化、、、、信息化信息化信息化信息化



如何使质量标准化如何使质量标准化如何使质量标准化如何使质量标准化

不同医院不同医院不同医院不同医院

不同级别医院不同级别医院不同级别医院不同级别医院

不同性质医院不同性质医院不同性质医院不同性质医院

不同地区医院不同地区医院不同地区医院不同地区医院

新生儿疾病严重程度不同新生儿疾病严重程度不同新生儿疾病严重程度不同新生儿疾病严重程度不同



质量标准质量标准质量标准质量标准

1、、、、质量控制标准质量控制标准质量控制标准质量控制标准

（（（（1）））） NICU设置标准设置标准设置标准设置标准：：：：抓基础抓基础抓基础抓基础

（（（（2））））质量管理标准质量管理标准质量管理标准质量管理标准：：：：抓管理抓管理抓管理抓管理，，，，重视过程重视过程重视过程重视过程

2、、、、质量评价标准质量评价标准质量评价标准质量评价标准

评价治疗结果评价治疗结果评价治疗结果评价治疗结果

抓结果抓结果抓结果抓结果，，，，反馈促进质量改进反馈促进质量改进反馈促进质量改进反馈促进质量改进



一一一一、、、、新生儿新生儿新生儿新生儿ICU设置的质量标准设置的质量标准设置的质量标准设置的质量标准

1、、、、是一个是一个是一个是一个NICU建设的硬件质量标准要求建设的硬件质量标准要求建设的硬件质量标准要求建设的硬件质量标准要求

2、、、、是保证是保证是保证是保证NICU医疗质量和病人安全的基本标准医疗质量和病人安全的基本标准医疗质量和病人安全的基本标准医疗质量和病人安全的基本标准

3、、、、也是卫生行政部门检查也是卫生行政部门检查也是卫生行政部门检查也是卫生行政部门检查NICU质量的标准依据质量的标准依据质量的标准依据质量的标准依据



新生儿病房建设标准新生儿病房建设标准新生儿病房建设标准新生儿病房建设标准

一个地区一个地区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城市需要多少新生儿床位和城市需要多少新生儿床位和城市需要多少新生儿床位和城市需要多少新生儿床位和NICU？？？？

1、、、、按每年每出生按每年每出生按每年每出生按每年每出生1000个新生儿至少配置个新生儿至少配置个新生儿至少配置个新生儿至少配置

ⅠⅠⅠⅠ级新生儿病房床位级新生儿病房床位级新生儿病房床位级新生儿病房床位3-4张张张张

ⅡⅡⅡⅡ级新生儿病房床位级新生儿病房床位级新生儿病房床位级新生儿病房床位2-2.5张张张张

ⅢⅢⅢⅢ级新生儿病房床位数床位级新生儿病房床位数床位级新生儿病房床位数床位级新生儿病房床位数床位1张张张张

10张张张张NICU/1万新生儿万新生儿万新生儿万新生儿



新生儿病房建设标准新生儿病房建设标准新生儿病房建设标准新生儿病房建设标准

2、、、、每每每每100万人口需要一个万人口需要一个万人口需要一个万人口需要一个NICU

一般一个一般一个一般一个一般一个NICU设设设设30-50张床位比较好张床位比较好张床位比较好张床位比较好



（（（（一一一一））））新生儿病房建设的质量控制标准新生儿病房建设的质量控制标准新生儿病房建设的质量控制标准新生儿病房建设的质量控制标准

将新生儿病房分级管理将新生儿病房分级管理将新生儿病房分级管理将新生儿病房分级管理

一般分为三级一般分为三级一般分为三级一般分为三级，，，，也有分为四级也有分为四级也有分为四级也有分为四级

每级再分为不同等次每级再分为不同等次每级再分为不同等次每级再分为不同等次

中国医师协会正在制定中国新生儿病房分级管理中国医师协会正在制定中国新生儿病房分级管理中国医师协会正在制定中国新生儿病房分级管理中国医师协会正在制定中国新生儿病房分级管理

分为三级六等分为三级六等分为三级六等分为三级六等



一级新生儿病房：新生儿基础护理病房

具备下列能力和条件具备下列能力和条件具备下列能力和条件具备下列能力和条件：：：：

1. 新生儿复苏新生儿复苏新生儿复苏新生儿复苏

2. 健康新生儿评估及生后护理健康新生儿评估及生后护理健康新生儿评估及生后护理健康新生儿评估及生后护理

3. 生命体征平稳的轻度外观畸形或有高危因素的足生命体征平稳的轻度外观畸形或有高危因素的足生命体征平稳的轻度外观畸形或有高危因素的足生命体征平稳的轻度外观畸形或有高危因素的足

月新生儿月新生儿月新生儿月新生儿*的护理和医学观察的护理和医学观察的护理和医学观察的护理和医学观察

4. 需要转运的病理新生儿离院前稳定病情需要转运的病理新生儿离院前稳定病情需要转运的病理新生儿离院前稳定病情需要转运的病理新生儿离院前稳定病情



二级新生儿病房二级新生儿病房二级新生儿病房二级新生儿病房：：：：新生儿特别护理病房新生儿特别护理病房新生儿特别护理病房新生儿特别护理病房

A等等等等：：：：具备一级的能力和条件及下列能力和条件具备一级的能力和条件及下列能力和条件具备一级的能力和条件及下列能力和条件具备一级的能力和条件及下列能力和条件：：：：

1. 生命体征稳定的出生体重生命体征稳定的出生体重生命体征稳定的出生体重生命体征稳定的出生体重≥2000克的新生儿或胎龄克的新生儿或胎龄克的新生儿或胎龄克的新生儿或胎龄

≥35周的早产儿的医疗护理周的早产儿的医疗护理周的早产儿的医疗护理周的早产儿的医疗护理

2. 生命体征稳定的病理新生儿生命体征稳定的病理新生儿生命体征稳定的病理新生儿生命体征稳定的病理新生儿**的内科医疗护理和光的内科医疗护理和光的内科医疗护理和光的内科医疗护理和光

疗护理疗护理疗护理疗护理

3. 上级新生儿病房治疗后恢复期婴儿的医疗护理上级新生儿病房治疗后恢复期婴儿的医疗护理上级新生儿病房治疗后恢复期婴儿的医疗护理上级新生儿病房治疗后恢复期婴儿的医疗护理

4. 头颅头颅头颅头颅B超床边检测超床边检测超床边检测超床边检测



二级新生儿病房二级新生儿病房二级新生儿病房二级新生儿病房：：：：新生儿特别护理病房新生儿特别护理病房新生儿特别护理病房新生儿特别护理病房

B等等等等：：：：具备二级具备二级具备二级具备二级A等的能力和条件及下列能力和条件等的能力和条件及下列能力和条件等的能力和条件及下列能力和条件等的能力和条件及下列能力和条件：：：：

1. 出生体重出生体重出生体重出生体重≥1500克的低体重新生儿或胎龄克的低体重新生儿或胎龄克的低体重新生儿或胎龄克的低体重新生儿或胎龄≥32周的周的周的周的
早产儿的医疗护理早产儿的医疗护理早产儿的医疗护理早产儿的医疗护理

2. 生命体征异常但预计不可能生命体征异常但预计不可能生命体征异常但预计不可能生命体征异常但预计不可能（（（（改为不会改为不会改为不会改为不会））））发展到脏发展到脏发展到脏发展到脏

器功能衰竭的病理新生儿器功能衰竭的病理新生儿器功能衰竭的病理新生儿器功能衰竭的病理新生儿***的医疗护理的医疗护理的医疗护理的医疗护理

3. 不超过不超过不超过不超过72小时的连续呼气道正压通气小时的连续呼气道正压通气小时的连续呼气道正压通气小时的连续呼气道正压通气（（（（CPAP））））或或或或
不超过不超过不超过不超过24小时的短时间机械通气小时的短时间机械通气小时的短时间机械通气小时的短时间机械通气

4. 实施脐动脉置管和血液置换术等特殊诊疗护理技术实施脐动脉置管和血液置换术等特殊诊疗护理技术实施脐动脉置管和血液置换术等特殊诊疗护理技术实施脐动脉置管和血液置换术等特殊诊疗护理技术



三级新生儿病房三级新生儿病房三级新生儿病房三级新生儿病房：：：：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

基本要求基本要求基本要求基本要求：：：：具备一具备一具备一具备一、、、、二级能力和条件及下列条件二级能力和条件及下列条件二级能力和条件及下列条件二级能力和条件及下列条件：：：：

1.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心率心率心率心率、、、、血压血压血压血压、、、、凝血凝血凝血凝血、、、、电解质电解质电解质电解质、、、、血气等重要生血气等重要生血气等重要生血气等重要生

理功能持续监测理功能持续监测理功能持续监测理功能持续监测

2.长时间辅助通气长时间辅助通气长时间辅助通气长时间辅助通气

3.主要病原学诊断主要病原学诊断主要病原学诊断主要病原学诊断

4.计算机计算机计算机计算机x线体层摄影术线体层摄影术线体层摄影术线体层摄影术（（（（CT）、）、）、）、磁共振磁共振磁共振磁共振（（（（MRI）、）、）、）、

超声心动图等高级影像检查超声心动图等高级影像检查超声心动图等高级影像检查超声心动图等高级影像检查。。。。本级分为三等本级分为三等本级分为三等本级分为三等：：：：



三级新生儿病房三级新生儿病房三级新生儿病房三级新生儿病房：：：：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

A等等等等：：：：具备下列特殊以下能力和条件具备下列特殊以下能力和条件具备下列特殊以下能力和条件具备下列特殊以下能力和条件：：：：

1. 出生体重出生体重出生体重出生体重≥1000克的低体重新生儿或胎龄克的低体重新生儿或胎龄克的低体重新生儿或胎龄克的低体重新生儿或胎龄≥28周周周周

的早产儿的医疗护理的早产儿的医疗护理的早产儿的医疗护理的早产儿的医疗护理

2. 严重脓毒症和各种脏器功能衰竭内科医疗护理严重脓毒症和各种脏器功能衰竭内科医疗护理严重脓毒症和各种脏器功能衰竭内科医疗护理严重脓毒症和各种脏器功能衰竭内科医疗护理

3. 持久提供常规机械通气持久提供常规机械通气持久提供常规机械通气持久提供常规机械通气

4. 实施唇裂修补术实施唇裂修补术实施唇裂修补术实施唇裂修补术、、、、体表轻度畸形矫治等小型手术体表轻度畸形矫治等小型手术体表轻度畸形矫治等小型手术体表轻度畸形矫治等小型手术



三级新生儿病房三级新生儿病房三级新生儿病房三级新生儿病房：：：：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

B等等等等：：：：具备三级具备三级具备三级具备三级A等能力和条件及下列条件等能力和条件及下列条件等能力和条件及下列条件等能力和条件及下列条件：：：：

1. 出生体重出生体重出生体重出生体重<1000克的低体重新生儿或胎龄克的低体重新生儿或胎龄克的低体重新生儿或胎龄克的低体重新生儿或胎龄<28周的周的周的周的

早产儿的全面医疗护理早产儿的全面医疗护理早产儿的全面医疗护理早产儿的全面医疗护理

2. 高频通气和高频通气和高频通气和高频通气和NO吸入治疗吸入治疗吸入治疗吸入治疗

3. 儿科各专业的诊断治疗儿科各专业的诊断治疗儿科各专业的诊断治疗儿科各专业的诊断治疗，，，，包括包括包括包括：：：：有创循环监护有创循环监护有创循环监护有创循环监护、、、、脑脑脑脑

电监护电监护电监护电监护、、、、亚低温治疗亚低温治疗亚低温治疗亚低温治疗、、、、支气管镜支气管镜支气管镜支气管镜、、、、连续血液净化连续血液净化连续血液净化连续血液净化、、、、

早产儿眼病治疗等早产儿眼病治疗等早产儿眼病治疗等早产儿眼病治疗等

4. 实施中实施中实施中实施中、、、、大型外科手术大型外科手术大型外科手术大型外科手术**** 



三级新生儿病房三级新生儿病房三级新生儿病房三级新生儿病房：：：：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

C等等等等：：：：具备三级具备三级具备三级具备三级A、、、、B等新生儿病房的能力和条件及等新生儿病房的能力和条件及等新生儿病房的能力和条件及等新生儿病房的能力和条件及

下列特殊能力和条件下列特殊能力和条件下列特殊能力和条件下列特殊能力和条件：：：：

1. 实施体外循环支持的严重先天性心脏病修补术实施体外循环支持的严重先天性心脏病修补术实施体外循环支持的严重先天性心脏病修补术实施体外循环支持的严重先天性心脏病修补术

2. 实施体外膜肺氧合实施体外膜肺氧合实施体外膜肺氧合实施体外膜肺氧合（（（（ECMO））））治疗治疗治疗治疗



（（（（一一一一））））环境布局环境布局环境布局环境布局

1. 有独立有独立有独立有独立NICU病室病室病室病室，，，，环境整洁环境整洁环境整洁环境整洁

2. 有感染隔离室有感染隔离室有感染隔离室有感染隔离室,感染病人及时隔离感染病人及时隔离感染病人及时隔离感染病人及时隔离

3. 床位空间床位空间床位空间床位空间:每床占室内面积每床占室内面积每床占室内面积每床占室内面积≥10 m2

4. 抢救床占抢救床占抢救床占抢救床占2/3，，，，恢复床占恢复床占恢复床占恢复床占1/3 



（（（（二二二二））））仪器设备仪器设备仪器设备仪器设备

1. NICU病人都有监护病人都有监护病人都有监护病人都有监护，，，，监护仪监护仪监护仪监护仪:床比达到床比达到床比达到床比达到1:1

2. 呼吸机和呼吸机和呼吸机和呼吸机和CPAP:床位比床位比床位比床位比≥0.5:1

3. 输液泵与床位比输液泵与床位比输液泵与床位比输液泵与床位比≥1-2:1 



（（（（三三三三））））人员配备人员配备人员配备人员配备

1、、、、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床位比床位比床位比床位比≥0.5:1

2、、、、护士护士护士护士:床位比床位比床位比床位比≥1:1（（（（2-3：：：：1））））

3、、、、医护人员定期培训医护人员定期培训医护人员定期培训医护人员定期培训，，，，定期开展业务学习定期开展业务学习定期开展业务学习定期开展业务学习



（（（（四四四四））））诊断技术诊断技术诊断技术诊断技术

开展床旁开展床旁开展床旁开展床旁X线线线线、、、、床旁床旁床旁床旁B超超超超、、、、床旁心超床旁心超床旁心超床旁心超、、、、床旁血糖床旁血糖床旁血糖床旁血糖、、、、

床旁胆红素床旁胆红素床旁胆红素床旁胆红素、、、、ROP筛查等检查技术筛查等检查技术筛查等检查技术筛查等检查技术



（（（（五五五五））））治疗技术治疗技术治疗技术治疗技术

开展气管插管开展气管插管开展气管插管开展气管插管（（（（新生儿医生新生儿医生新生儿医生新生儿医生））））

空氧混合吸氧空氧混合吸氧空氧混合吸氧空氧混合吸氧、、、、

CPAP、、、、常频呼吸机常频呼吸机常频呼吸机常频呼吸机、、、、高频呼吸机高频呼吸机高频呼吸机高频呼吸机

吸入一氧化氮吸入一氧化氮吸入一氧化氮吸入一氧化氮

换血换血换血换血、、、、胸腔穿刺引流胸腔穿刺引流胸腔穿刺引流胸腔穿刺引流、、、、PICC



二二二二、、、、新生儿科管理制度的质量控制标准新生儿科管理制度的质量控制标准新生儿科管理制度的质量控制标准新生儿科管理制度的质量控制标准

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各项规章制度

国际医院管理国际医院管理国际医院管理国际医院管理JCI

卫生行政部门检查卫生行政部门检查卫生行政部门检查卫生行政部门检查

逐步完善逐步完善逐步完善逐步完善、、、、逐步改进逐步改进逐步改进逐步改进



医疗制度医疗制度医疗制度医疗制度

1、、、、NICU有独立值班有独立值班有独立值班有独立值班，，，，有总住院有总住院有总住院有总住院、、、、一线和二线值班一线和二线值班一线和二线值班一线和二线值班

2、、、、有完善的交接班有完善的交接班有完善的交接班有完善的交接班、、、、三级查房制度三级查房制度三级查房制度三级查房制度

3、、、、有完善的诊疗常规有完善的诊疗常规有完善的诊疗常规有完善的诊疗常规

4、、、、危重病例记录危重病例记录危重病例记录危重病例记录、、、、疑难病例讨论记录疑难病例讨论记录疑难病例讨论记录疑难病例讨论记录



严格执行查对制度严格执行查对制度严格执行查对制度严格执行查对制度，，，，准确识别患儿的身份准确识别患儿的身份准确识别患儿的身份准确识别患儿的身份

1、、、、对就诊患儿施行唯一标识管理对就诊患儿施行唯一标识管理对就诊患儿施行唯一标识管理对就诊患儿施行唯一标识管理

2、、、、严格执行严格执行严格执行严格执行“查对查对查对查对”制度制度制度制度，，，，至少同时使用姓名至少同时使用姓名至少同时使用姓名至少同时使用姓名、、、、性别等性别等性别等性别等2项项目项项目项项目项项目

核对患儿身份核对患儿身份核对患儿身份核对患儿身份，，，，确保对正确的患儿实施正确的操作确保对正确的患儿实施正确的操作确保对正确的患儿实施正确的操作确保对正确的患儿实施正确的操作。。。。不准仅不准仅不准仅不准仅

使用病人房间号使用病人房间号使用病人房间号使用病人房间号、、、、床号或特定区域代码床号或特定区域代码床号或特定区域代码床号或特定区域代码。。。。

3、、、、实施有创诊疗活动前实施有创诊疗活动前实施有创诊疗活动前实施有创诊疗活动前，，，，实施医师必须亲自向患儿监护人或实施医师必须亲自向患儿监护人或实施医师必须亲自向患儿监护人或实施医师必须亲自向患儿监护人或

近亲告知近亲告知近亲告知近亲告知

4、、、、完善关键流程完善关键流程完善关键流程完善关键流程（（（（急诊急诊急诊急诊、、、、病房病房病房病房、、、、手术室手术室手术室手术室、、、、ICU、、、、新生儿室之间新生儿室之间新生儿室之间新生儿室之间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的患儿识别措施的患儿识别措施的患儿识别措施的患儿识别措施，，，，建全转科交接登记制度建全转科交接登记制度建全转科交接登记制度建全转科交接登记制度。。。。

5、、、、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腕带腕带腕带腕带”作为识别患儿身份的标识作为识别患儿身份的标识作为识别患儿身份的标识作为识别患儿身份的标识，，，，重点是重点是重点是重点是ICU、、、、新生儿新生儿新生儿新生儿

室室室室、、、、手术室手术室手术室手术室、、、、急诊室等部门急诊室等部门急诊室等部门急诊室等部门，，，，以及意识不清以及意识不清以及意识不清以及意识不清、、、、抢救抢救抢救抢救、、、、输血输血输血输血、、、、

不同语种语言交流障碍不同语种语言交流障碍不同语种语言交流障碍不同语种语言交流障碍、、、、无近监护人或近亲陪伴的患儿无近监护人或近亲陪伴的患儿无近监护人或近亲陪伴的患儿无近监护人或近亲陪伴的患儿



病案质量病案质量病案质量病案质量

1、、、、甲级病史甲级病史甲级病史甲级病史≥90%，，，，无丙级病史无丙级病史无丙级病史无丙级病史

2、、、、抽查抽查抽查抽查NICU病史病史病史病史，，，，检查是否规范检查是否规范检查是否规范检查是否规范、、、、完整完整完整完整



建立临床建立临床建立临床建立临床““““危急值危急值危急值危急值””””报告制度报告制度报告制度报告制度

1、、、、根据医院实际情况确定根据医院实际情况确定根据医院实际情况确定根据医院实际情况确定“危急值危急值危急值危急值”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2、、、、有临床有临床有临床有临床“危急值危急值危急值危急值”报告制度与可执行的工作流程报告制度与可执行的工作流程报告制度与可执行的工作流程报告制度与可执行的工作流程



七、患儿跌伤、坠床、烫伤和呕吐物吸入窒息等意
外事件发生

1、、、、对高危患儿有跌伤对高危患儿有跌伤对高危患儿有跌伤对高危患儿有跌伤、、、、坠床坠床坠床坠床、、、、烫伤和呕吐物吸入窒烫伤和呕吐物吸入窒烫伤和呕吐物吸入窒烫伤和呕吐物吸入窒

息风险评估息风险评估息风险评估息风险评估，，，，要主动告知跌伤要主动告知跌伤要主动告知跌伤要主动告知跌伤、、、、坠床坠床坠床坠床、、、、烫伤和呕烫伤和呕烫伤和呕烫伤和呕

吐物吸入窒息危险吐物吸入窒息危险吐物吸入窒息危险吐物吸入窒息危险，，，，采取措施防止意外事件的发采取措施防止意外事件的发采取措施防止意外事件的发采取措施防止意外事件的发

生生生生。。。。

2、、、、有跌伤有跌伤有跌伤有跌伤、、、、坠床坠床坠床坠床、、、、烫伤和呕吐物吸入窒息等意外事烫伤和呕吐物吸入窒息等意外事烫伤和呕吐物吸入窒息等意外事烫伤和呕吐物吸入窒息等意外事

件报告制度件报告制度件报告制度件报告制度、、、、处理预案与可执行的工作流程处理预案与可执行的工作流程处理预案与可执行的工作流程处理预案与可执行的工作流程。。。。



报告医疗安全报告医疗安全报告医疗安全报告医疗安全（（（（不良不良不良不良））））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一一一一））））有主动报告医疗安全有主动报告医疗安全有主动报告医疗安全有主动报告医疗安全（（（（不良不良不良不良））））事件与隐患缺陷的制度事件与隐患缺陷的制度事件与隐患缺陷的制度事件与隐患缺陷的制度

与可执行的工作流程与可执行的工作流程与可执行的工作流程与可执行的工作流程。。。。

（（（（二二二二））））有激励措施鼓励医务人员参加有激励措施鼓励医务人员参加有激励措施鼓励医务人员参加有激励措施鼓励医务人员参加《《《《医疗安全医疗安全医疗安全医疗安全（（（（不良不良不良不良））））事事事事

件报告系统件报告系统件报告系统件报告系统》》》》网上自愿报告活动网上自愿报告活动网上自愿报告活动网上自愿报告活动。。。。

（（（（三三三三））））将安全信息与医院实际情况相结合将安全信息与医院实际情况相结合将安全信息与医院实际情况相结合将安全信息与医院实际情况相结合，，，，从医院管理体系从医院管理体系从医院管理体系从医院管理体系

、、、、运行机制与规章制度上进行有针对性的持续改进运行机制与规章制度上进行有针对性的持续改进运行机制与规章制度上进行有针对性的持续改进运行机制与规章制度上进行有针对性的持续改进。。。。对重对重对重对重

大不安全事件要有根本原因分析大不安全事件要有根本原因分析大不安全事件要有根本原因分析大不安全事件要有根本原因分析。。。。



规范特殊药物的管理规范特殊药物的管理规范特殊药物的管理规范特殊药物的管理，，，，提高用药安全提高用药安全提高用药安全提高用药安全

（（（（一一一一））））高浓度电解质高浓度电解质高浓度电解质高浓度电解质、、、、听似听似听似听似、、、、看似的药品有严格的看似的药品有严格的看似的药品有严格的看似的药品有严格的

贮存要求贮存要求贮存要求贮存要求，，，，并严格执行麻醉药品并严格执行麻醉药品并严格执行麻醉药品并严格执行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精神药品精神药品精神药品、、、、放放放放

射性药品射性药品射性药品射性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及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医疗用毒性药品及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医疗用毒性药品及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医疗用毒性药品及药品类易制毒化学

品等特殊管理药品的使用与管理规章制度品等特殊管理药品的使用与管理规章制度品等特殊管理药品的使用与管理规章制度品等特殊管理药品的使用与管理规章制度。。。。

（（（（二二二二））））处方或用药医嘱在转抄和执行时有严格的核处方或用药医嘱在转抄和执行时有严格的核处方或用药医嘱在转抄和执行时有严格的核处方或用药医嘱在转抄和执行时有严格的核

对程序对程序对程序对程序，，，，并由转抄和执行者签名确认并由转抄和执行者签名确认并由转抄和执行者签名确认并由转抄和执行者签名确认。。。。



严格执行手卫生规范严格执行手卫生规范严格执行手卫生规范严格执行手卫生规范

（（（（一一一一））））按照手卫生规范按照手卫生规范按照手卫生规范按照手卫生规范，，，，正确配置有效正确配置有效正确配置有效正确配置有效、、、、便捷的手便捷的手便捷的手便捷的手

卫生设备和设施卫生设备和设施卫生设备和设施卫生设备和设施，，，，为执行手卫生提供必需的保障为执行手卫生提供必需的保障为执行手卫生提供必需的保障为执行手卫生提供必需的保障

与监管措施与监管措施与监管措施与监管措施。。。。

（（（（二二二二））））医护人员在临床诊疗活动中应严格遵循手卫医护人员在临床诊疗活动中应严格遵循手卫医护人员在临床诊疗活动中应严格遵循手卫医护人员在临床诊疗活动中应严格遵循手卫

生生生生“六步法六步法六步法六步法”程序洗手程序洗手程序洗手程序洗手。。。。



三三三三、、、、新生儿科的质量评价标准新生儿科的质量评价标准新生儿科的质量评价标准新生儿科的质量评价标准

主要是治疗结果的质量标准主要是治疗结果的质量标准主要是治疗结果的质量标准主要是治疗结果的质量标准

最终要看结果如何最终要看结果如何最终要看结果如何最终要看结果如何

必须客观评价治疗结果必须客观评价治疗结果必须客观评价治疗结果必须客观评价治疗结果

卫生行政部门较少查结果卫生行政部门较少查结果卫生行政部门较少查结果卫生行政部门较少查结果

结果检查比较困难结果检查比较困难结果检查比较困难结果检查比较困难，，，，因为不同医院很难统一标准因为不同医院很难统一标准因为不同医院很难统一标准因为不同医院很难统一标准

我们应该建立一套可操作性我们应该建立一套可操作性我们应该建立一套可操作性我们应该建立一套可操作性、、、、能反映实际的标准能反映实际的标准能反映实际的标准能反映实际的标准



（（（（一一一一））））住院病死率住院病死率住院病死率住院病死率

1、、、、住院新生儿总病死率住院新生儿总病死率住院新生儿总病死率住院新生儿总病死率（（（（%））））

住院新生儿死亡总数住院新生儿死亡总数住院新生儿死亡总数住院新生儿死亡总数/出院新生儿总数出院新生儿总数出院新生儿总数出院新生儿总数

如何标准化如何标准化如何标准化如何标准化？？？？

放弃放弃放弃放弃、、、、自动出院自动出院自动出院自动出院、、、、入院后很快死亡入院后很快死亡入院后很快死亡入院后很快死亡

但住院病死率不敏感但住院病死率不敏感但住院病死率不敏感但住院病死率不敏感，，，，影响因素多影响因素多影响因素多影响因素多





住院病死率住院病死率住院病死率住院病死率

2、、、、住院早产儿病死率住院早产儿病死率住院早产儿病死率住院早产儿病死率

住院早产儿死亡数住院早产儿死亡数住院早产儿死亡数住院早产儿死亡数/出院早产儿总数出院早产儿总数出院早产儿总数出院早产儿总数

3、、、、住院极低出生体重儿住院极低出生体重儿住院极低出生体重儿住院极低出生体重儿（（（（VLBW））））病死率病死率病死率病死率

住院住院住院住院VLBW死亡数死亡数死亡数死亡数/出院出院出院出院VLBW总数总数总数总数

4、、、、住院超低出生体重儿住院超低出生体重儿住院超低出生体重儿住院超低出生体重儿（（（（ELBW））））病死率病死率病死率病死率

住院住院住院住院ELBW死亡数死亡数死亡数死亡数/出院出院出院出院ELBW总数总数总数总数



死亡原因评价死亡原因评价死亡原因评价死亡原因评价

落后地区落后地区落后地区落后地区：：：：窒息窒息窒息窒息、、、、呼吸呼吸呼吸呼吸、、、、感染感染感染感染、、、、早产儿早产儿早产儿早产儿、、、、先天畸形先天畸形先天畸形先天畸形

中中中中 国国国国：：：：呼吸呼吸呼吸呼吸、、、、窒息窒息窒息窒息、、、、早产儿早产儿早产儿早产儿、、、、先天畸形先天畸形先天畸形先天畸形、、、、感染感染感染感染

上海地区上海地区上海地区上海地区：：：：早产儿早产儿早产儿早产儿、、、、先天畸形先天畸形先天畸形先天畸形、、、、感染感染感染感染、、、、窒息窒息窒息窒息、、、、呼吸呼吸呼吸呼吸

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先天畸形先天畸形先天畸形先天畸形、、、、早产儿早产儿早产儿早产儿、、、、呼吸呼吸呼吸呼吸、、、、感染感染感染感染、、、、窒息窒息窒息窒息



建立新生儿死亡原因监测建立新生儿死亡原因监测建立新生儿死亡原因监测建立新生儿死亡原因监测

由于我国地区差别非常明显由于我国地区差别非常明显由于我国地区差别非常明显由于我国地区差别非常明显

每个省每个省每个省每个省、、、、市市市市、、、、地区都应建立新生儿死亡原因监测地区都应建立新生儿死亡原因监测地区都应建立新生儿死亡原因监测地区都应建立新生儿死亡原因监测

每年动态分析新生儿死亡原因每年动态分析新生儿死亡原因每年动态分析新生儿死亡原因每年动态分析新生儿死亡原因

针对新生儿死亡原因针对新生儿死亡原因针对新生儿死亡原因针对新生儿死亡原因，，，，采取相应措施采取相应措施采取相应措施采取相应措施

以改善新生儿存活率以改善新生儿存活率以改善新生儿存活率以改善新生儿存活率

如复苏培训如复苏培训如复苏培训如复苏培训、、、、呼吸管理呼吸管理呼吸管理呼吸管理、、、、NEC预防预防预防预防



（（（（二二二二））））并发症发生率并发症发生率并发症发生率并发症发生率

1、、、、气漏发生率气漏发生率气漏发生率气漏发生率

2、、、、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发生率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发生率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发生率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发生率

3、、、、胆红素脑病发生率胆红素脑病发生率胆红素脑病发生率胆红素脑病发生率



（（（（三三三三））））早产儿并发症发生率早产儿并发症发生率早产儿并发症发生率早产儿并发症发生率

反映早产儿救治水平反映早产儿救治水平反映早产儿救治水平反映早产儿救治水平、、、、管理能力管理能力管理能力管理能力

要选择比较敏感要选择比较敏感要选择比较敏感要选择比较敏感、、、、比较重要的并发症比较重要的并发症比较重要的并发症比较重要的并发症

1、、、、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

VLBW早产儿早产儿早产儿早产儿，，，，NEC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5-10%

2、、、、早产儿视网膜病早产儿视网膜病早产儿视网膜病早产儿视网膜病（（（（ROP））））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

﹤﹤﹤﹤2000克早产儿克早产儿克早产儿克早产儿ROP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10-15%



早产儿并发症发生率早产儿并发症发生率早产儿并发症发生率早产儿并发症发生率

3、、、、早产儿颅内出血发生率早产儿颅内出血发生率早产儿颅内出血发生率早产儿颅内出血发生率

VLBW 10-20%，，，，ELBW 20-30%

4、、、、脑白质损伤发生率脑白质损伤发生率脑白质损伤发生率脑白质损伤发生率

在在在在VLBW早产儿发生率早产儿发生率早产儿发生率早产儿发生率20-30%

5、、、、早产儿后遗症发生率早产儿后遗症发生率早产儿后遗症发生率早产儿后遗症发生率



（（（（四四四四））））重要疾病的诊治水平重要疾病的诊治水平重要疾病的诊治水平重要疾病的诊治水平

更加细化更加细化更加细化更加细化、、、、具体化具体化具体化具体化

反映新生儿诊治能力和水平反映新生儿诊治能力和水平反映新生儿诊治能力和水平反映新生儿诊治能力和水平

选择标准选择标准选择标准选择标准：：：：

发病率较高发病率较高发病率较高发病率较高、、、、比较重要比较重要比较重要比较重要、、、、需要较高的诊治技术需要较高的诊治技术需要较高的诊治技术需要较高的诊治技术



重要疾病的诊治水平重要疾病的诊治水平重要疾病的诊治水平重要疾病的诊治水平

1、、、、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2、、、、新生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新生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新生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新生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3、、、、新生儿持续肺动脉高压新生儿持续肺动脉高压新生儿持续肺动脉高压新生儿持续肺动脉高压

4、、、、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

5、、、、新生儿重症黄疸新生儿重症黄疸新生儿重症黄疸新生儿重症黄疸（（（（溶血病溶血病溶血病溶血病））））

6、、、、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重要疾病的诊治水平重要疾病的诊治水平重要疾病的诊治水平重要疾病的诊治水平：：：：外科疾病外科疾病外科疾病外科疾病

1、、、、先天性膈疝先天性膈疝先天性膈疝先天性膈疝

2、、、、先天性巨结肠先天性巨结肠先天性巨结肠先天性巨结肠

3、、、、先天性食道闭锁先天性食道闭锁先天性食道闭锁先天性食道闭锁

4、、、、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



（（（（五五五五））））主要治疗技术的效果主要治疗技术的效果主要治疗技术的效果主要治疗技术的效果

1、、、、无创呼吸支持无创呼吸支持无创呼吸支持无创呼吸支持

2、、、、机械通气机械通气机械通气机械通气

3、、、、吸入一氧化氮吸入一氧化氮吸入一氧化氮吸入一氧化氮

4、、、、肺表面活性物质肺表面活性物质肺表面活性物质肺表面活性物质

5、、、、体外膜肺体外膜肺体外膜肺体外膜肺

6、、、、亚低温亚低温亚低温亚低温



（（（（六六六六））））院内感染发生率院内感染发生率院内感染发生率院内感染发生率

1、、、、院内感染总体发生率院内感染总体发生率院内感染总体发生率院内感染总体发生率

2、、、、NICU院感发生率院感发生率院感发生率院感发生率

3、、、、II级新生儿病房院感发生率级新生儿病房院感发生率级新生儿病房院感发生率级新生儿病房院感发生率

4、、、、不同部位院感发生率不同部位院感发生率不同部位院感发生率不同部位院感发生率：：：：

血流感染血流感染血流感染血流感染、、、、呼吸道感染呼吸道感染呼吸道感染呼吸道感染、、、、尿路感染尿路感染尿路感染尿路感染、、、、中枢感染中枢感染中枢感染中枢感染

皮肤感染皮肤感染皮肤感染皮肤感染、、、、口腔感染口腔感染口腔感染口腔感染



（（（（七七七七））））病人意外事件发生率病人意外事件发生率病人意外事件发生率病人意外事件发生率

1、、、、窒息窒息窒息窒息

2、、、、烫伤烫伤烫伤烫伤

3、、、、坠落坠落坠落坠落

4、、、、扎伤扎伤扎伤扎伤



意义意义意义意义

结果评价优点结果评价优点结果评价优点结果评价优点：：：：

最为直观最为直观最为直观最为直观、、、、直接反馈直接反馈直接反馈直接反馈，，，，作用比较大作用比较大作用比较大作用比较大

缺点缺点缺点缺点：：：：很难统一很难统一很难统一很难统一

专业性很强专业性很强专业性很强专业性很强



质量指标的分析和连续监测质量指标的分析和连续监测质量指标的分析和连续监测质量指标的分析和连续监测

1、、、、数据的采集数据的采集数据的采集数据的采集

2、、、、数据的标准化数据的标准化数据的标准化数据的标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