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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楚雄州人民医院胸痛中心建设

的目标、方法、任务



       政府主导，科技先行，以人为本，
创新理念，建设有彝州特色、普惠
群众、辐射周边的楚雄胸痛中心网
络，为彝州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作
出应有的贡献。

1.1目标：



“三个结合”
Ø高端前沿医疗科学技术和当地的具体

医疗实践有机结合

Ø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优势医疗资源和

基层医疗需求无缝结合

Ø宏观的医疗科学发展方向和彝州地区

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

1.2方法：



ü使我州基层医疗水平在胸痛中心建设的带动下迅

速提高。

ü使我州的急性胸痛救治水平快速提高。

ü“逐级培训”模式的实施，使急性胸痛防控阵地

前移至基层、社区，在客观上促进我州社会管理

理念提高。对在经济社会欠发达地区开展先进医

疗模式进行有益探索。

ü我院胸痛中心建设，对推动彝州双向转诊医疗模

式的改革，建设基层胸中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2任务：



二、楚雄州人民医院胸痛中心
的建设成果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楚雄州医院胸痛中心顺利地通过

了中国胸痛中心认证工作委员会的专家现场认证。2016年

4月8日，在广州举行的第七批“中国胸痛中心认证单位”

授牌仪式上，葛均波院士亲自为我院授牌，标志着我院正

式成为了中国国家级胸痛中心的正式成员。

广州授牌



建设成果之一：
            ——ACS救治理念发生了重大转变

院内、等待→ → →网络、主动、担当、奉献

“急诊救命”
观念深入人心

深入基层
防控阵地前移



建设成果之二：大力开展急诊PCI手术，有效改善患者预后
            2016年全年，我院共开展急诊PCI手术272例，手
术例数是前3年总和的两倍，而到了2017年1-5月，我院
共开展急诊PCI手术140例，较去年同期明显增长，表
明“急诊救命”的观念已逐步深入人心。



建设成果之三：病例数增加，平均住院日缩短

                 时间                                      
   指标名称

2015年 2016年 环比

心肌梗死例数 356 778 54.24%

平均住院日 9.75 8.80 -10.79%

       2016年与2015年相比，急性心肌梗死病例数增长54.24%，而平均
住院日下降10.79%，显著的一升一降，体现的是机制创新后对社会优
质医疗的合理利用和配置，改善的是急诊患者的预后，减轻的是社会
的疾病负担。







建设成果之四：DtoB时间明显缩短
    根据第二届中国胸痛中心质控大会公布的数
据，楚雄州人民医院胸痛中心2016年平均D-
to-B时间为66.45分钟，最短D-to-B时间为17
分钟，平均DtoB时间及急诊PCI手术即刻血管
再通率分别位居全国164家国家级胸痛中心的
第17位和16位，说明我院急诊手术流程及急诊
PCI手术质量均处于全国胸痛中心的前列。



平均DtoB时间居全国第17位



急诊PCI手术即刻血管再通率居全国第16位





建设成果之五：初步建成了区域协作救治平台

       目前已初步建成以楚
雄州医院胸痛中心为核心、
以12家基层网络医院为四
肢的覆盖全州、辐射周边
的区域协作救治平台，带
动了区域内基层医院跨越
式发展。州县两级“双向
转诊，双向激励”的模式
形成，符合国家医改的方
向。



“州-县-乡”三级急性胸痛救急联动网络



乡镇卫生院对急性胸痛患者的
早期心电图检查

       通过基层胸痛中心建

设，目前我州县乡两级医

院已广泛开展对急性心肌

梗死的早期心电图检查和

双抗治疗，五家县级医院

开展了溶栓治疗，两家县

级医院建成了CCU病房，

大幅度提高了基层医院的

诊疗水平。



县级医院的CCU病房



建设成果之六：创建了“州-县-乡（村）”层级培
训模式

       以州医院为核心，“州-县-乡（村）”层级培
训模式使培训范围几何级数放大，使星星之火
成燎原之势，使心血管疾病的防控阵地真正前
移至基层“第一线”，在区域内上下联动，科普、
防控、救治体系真正深入到基层第一线。



州级医院培训县级医院



县级医院培训乡镇卫生院



2016年楚雄州医院胸痛中心接受基层医院
转诊患者例数统计

网络医院名称 转诊患者例数

元谋县医院 28
南华县医院 26
大姚县医院 26
南华县中医院 21
牟定县医院 26
牟定县中医院 17
双柏县医院 25
楚雄市医院 18
姚安县医院 10
姚安县中医院 15
禄丰县医院 18

合计 230

网络医院名称 转诊患者例数

元谋县医院 47
双柏县医院 30
禄丰县医院 22
南华县医院 18
大姚县医院 15
牟定县医院 10
姚安县医院 8
楚雄市医院 5
永仁县医院 3
南华县中医院 2
牟定县中医院 2

合计 162

2017年1-8月楚雄州医院胸痛中心接受基层医院
转诊患者例数统计





建设成果之七：基层胸痛中心建设大发展

     根据统计数据，截止2017
年8月，我州九县一市的所有

县级人民医院均下发了基层

胸痛中心成立文件，标志着

基层胸痛中心建设工程已在

彝州大地全面推进，我州胸

痛急救网络节点建设走上了

标准化、正规化的“快车道”，
迈出了申请国家基层胸痛中

心认证的“第一步”。

医院名称 胸痛中心成立日期

禄丰县人民医院 2016年12月01日

元谋县人民医院 2016年12月26日

大姚县人民医院 2016年12月26日

永仁县人民医院 2017年01月26日

双柏县人民医院 2017年02月16日

姚安县人民医院 2017年02月28日

南华县人民医院 2017年03月01日

牟定县中医院 2017年03月24日

武定县人民医院 2017年04月20日

楚雄市人民医院 2017年08月05日



2017年7月20日元谋县医院基层胸痛中心接受国家级专家现场评审认证



建设成果之八：胸痛中心影响力扩大，彝州
人民的胸痛急救自救意识大幅提高
    典型病例 患者男性，43岁，2016年1月29日
10:30搬动重物感胸闷不适，12:30患者自行到我院
就诊，在挂号过程中，患者看到我院门诊大屏幕
上播放的《生死竞速》，感到自己的症状与屏幕
上讲的越看越像，于12：40到胸痛门诊，12:42急
诊心电图检查确诊为“STEMI（下壁）”，立即
一键启动导管室行急诊PCI。冠脉造影示：RCA
完全闭塞，PCI成功。术后随访恢复良好。 

就诊途中观看宣传片

症状相似、立即就诊

一键启动导管室、PCI成功，术后恢复良好



三、楚雄州人民医院胸痛中心的
建设历程经验总结



1.政府主导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健康中国”的号召，
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和正确指导下，我州胸痛
中心的建设工程正沿着长远的宏伟目标积极稳妥地向前推
进和发展。
        根据国家的大政方针并结合我州的医疗形势，2016年
底，决定在全州范围内开展“中国基层胸痛中心”的建设
项目。项目的总体思路是：“集中建设，分批申报”。即
在楚雄州所有基层综合医院都集中建设基层胸痛中心，力
争在3年内建成一批技术先进、管理规范、运转高效、通
过国家认证的基层胸痛中心。建成以楚雄州医院胸痛中心
为核心，覆盖我州所有县市的急性胸痛区域协同救治网络。
2016年11月我州召开了建设启动会，2017年1月举办了骨
干培训班，并多次召开项目推进会。



楚雄州政府及州卫计委领导

出席2016年11月22日楚雄州

基层胸痛中心暨卒中中心建

设启动会议

楚雄州卫计委专门下达文件，推
进我州基层胸痛中心建设工作



2017年1月12日楚雄州基层胸痛中心和卒中中心骨干培训班



2.建设区域联合救治平台，带动全州基层医院发
展       我院与州内九县一市的基层医院签署了协同救治急性胸
痛及培训协议，建设区域联合救治平台，初步形成了急性胸
痛区域性救治网络。目前，与我院签署协议的网络医院已达
12家。



3.狠抓教育培训，形成思想共识，稳步提高从业
人员技术水平
   我院首创了以州医院胸痛中心为核心，我们巡
回培训基层医院，反复培训基层医院骨干，基层
医院骨干巡回培训乡镇（村医）的“州-县-乡
（村）”层级培训模式，充分调动了基层积
极性，使培训范围几何级数放大，使心血管疾病
的防控阵地真正前移至基层“第一线”，在区域
内上下联动，科普、防控、救治体系真正深入到
基层，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
路。这一模式得到国家胸痛中心认证专家的高度
认可。



3.狠抓教育培训，形成思想共识，稳步提
高从业人员技术水平

第一轮
   介 绍 胸 痛
中 心 概 念 ，
强调STEMI
的处置流程，
形 成 广 泛 共
识。

第二轮
     在 第 一 轮 培
训 的 基 础 上 ，
强 化 其 他 急 性
致 命 性 胸 痛 的
处 置 流 程 ， 贯
彻 标 准 化 救 治
指南和规范。

第三轮
      在 第 二 轮 培
训的基础上，总
结胸痛中心建设
的成功经验，加
以推广应用，规
范基层胸痛中心
建设。

各轮培训重点



院外培训——对网络基层医疗机构的培训

南华县医院培训 牟定县医院培训 双柏县医院培训

大姚县医院培训 禄丰县医院培训 楚雄市医院培训



社区培训——为社区人群提供ACS早期诊断和自救的培训

胸痛中心到北浦小学组织的培训

胸痛中心到烟草公司组织的培训

胸痛中心到东城派出所组织的培训



4.互联网+ 医疗全覆盖

          我们建立了4个大型
微信平台群，入群医护
人员近1000人，涵盖了
我州所有州、县、乡、
村的心血管医生。微信
平台专门发布医学内容，
积极互动，及时指导基
层医生（甚至最偏远山
区的乡村医生）正确处
置病人，帮助他们提高
医疗技术。



“州-县-乡”三级急性胸痛救急联动网络



6. 强化院内“绿色通道”建设，优化标准
救治流程

        我院在建设过程中，以《中国胸痛中心认证标准》

为规范，结合我院临床实践，建立了一系列标准化管

理制度及工作流程，强化了院内“绿色通道”建设，

优化了标准救治流程，并形成了7×24小时、365天

“全天候”的常态化运行体系。



建立健全各种制度：

       标准处置流程图上墙

《胸痛中心工作手册（口袋版）》



6.创立值班介入组长入院手续“一键办理”

        对于收住入院行急

诊介入手术的患者，由

值班介入组组长直接使

用紧急入院权限建立入

院账号，暂不收取住院

费用，简化了中间环节，

节约了救治时间。



四、楚雄州基层胸痛中心建设项目
的阶段性进展情况



        4.1项目背景
     据初步统计，2016年楚雄州医院胸痛中心STEMI患者的

平均总缺血时间（平均S-to-B）为816.1分钟，从症状发生到

首次医疗接触的平均时间（平均S-to-FMC）为357.04分钟，

占平均缺血时间的44%，对于转运PCI的患者，其转出医院的

入门-出门平均时间（平均Di-to- Do）为201.31分钟，占平

均缺血时间的25%，患者就诊延误及首诊医院转出延误是延

误患者急诊抢救的第一及第二大原因。由此可见，楚雄州人

民群众就医理念落后，基层医院救治理念滞后，诊疗能力有

限，急性胸痛的防控形势十分严峻。



4.2领导重视，上级支持

       楚雄州委、州政府及州卫计委各级领导十分重

视我州基层胸痛中心的建设工作，专门下达文件，

对我州基层胸痛中心建设项目提出了长远规划和目

标，明确了具体任务，并专门召开了全州性的项目

建设启动工作会议，同时，在2017年初举办了全州

的基层胸痛中心建设骨干培训班，为我州基层胸痛

中心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楚雄州政府及州卫计
委领导出席2016年11
月22日楚雄州基层胸
痛中心暨卒中中心建
设启动会议

楚雄州卫计委专门下达文
件，推进我州基层胸痛中
心建设工作



 4.3楚雄州基层胸痛中心建设的方法和模式

        楚雄州基层胸痛中心建设采取“集中建设，分批申

报”的方式， 计划在2017底，争取全州有2-3家基层胸

痛中心达标合格，并推荐进行国家级评审认证。力争用

3年时间，在我州建成一批技术先进、管理规范、运转

高效、通过国家认证的基层胸痛中心，建成覆盖我州所

有县市的急性胸痛区域协同救治网络。提炼出胸痛中心

建设的“楚雄模式”并加以推广。



4.4目前进度

1、目前我州所有的县级医院均下发了基层胸痛中心成
立文件，基层胸痛中心建设已在彝州大地上普遍开花。
2、目前已有9家医院开始了云平台的数据库填报工作，
并开始进行网上评审材料的收集和制作工作。
3、大姚县医院已通过了国家级基层胸痛中心认证   
      元谋县医院正积极准备迎接胸痛中心认证专家的复
      审
      禄丰县医院正在积极填报完善网络评审材料





4、对基层胸痛中心建设的巡回督导培训正逐步向纵
深发展，同时，基层胸痛中心也纷纷派出人员到我
院胸痛中心参观学习，我院胸痛中心及县级基层胸
痛中心形成了双向互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
谋发展的良好态势。
5、就目前网络医院基层胸痛中心的建设进度评估，
各网络医院认识到位，准备较为充分，建设工作正
积极有序地向既定目标推进。

4.4目前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