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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痛质控中心组织架构、2015至今工作简介

及2021年胸痛质控中心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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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胸痛质控中心组织架构

• 成立时间：2015年7月，2017年3月由深圳市卫计（健）委统一管理

• 挂靠单位：深圳市人民医院

• 主任委员：董少红

• 副主委+委员：47名
• 执行秘书：1名

• 2019年11月更新：

• 主任委员：董少红

• 副主委+委员：26名
• 执行秘书：1名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2015年至今胸痛救治实践

ü第一阶段（摸底）：2015-2016年，完成“深圳市25家公立医院STEMI救治基线调查”。

ü第二阶段（推进）：2017-2019年， 大力推进深圳市胸痛中心（尤其是基层胸痛中心）建设、

认证工作，对全市30多家医院胸痛中心建设给予现场评估、指导认证。

ü第三阶段（常态化质控）：2018年至今，将全市胸痛中心单位运行情况纳入常态化质控检查、

评比，评比得分在每年深圳市心血管学会年会胸痛专场公布，自2021年起质控评分将作为深圳

市急性心梗救治定点医院拨款的主要依据。

ü重大公共事件下的积极应对：2020后：疫情下的深圳胸痛救治

ü长期公益事业：专业培训+全民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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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摸底）：2015-2016年完成“深圳市25家公
立医院STEMI救治基线调查”

质控结果将作为不断优化深圳市胸痛救治流程，完善深圳市PCI医院和非PCI
医院分级标准和STEMI救治质控体系的重要依据。

成效：
Ø 基线调查结果为优化深圳市胸痛救治流程，完善深圳市PCI医院和非PCI医院分级标准和STEMI救治质控体系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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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推进）：2017-2019年， 大力推进深圳市胸痛中心
（尤其是基层胸痛中心）建设、认证工作

成效：
Ø 每年完成各级医疗机构及社区居民培训20-30场，累计受培训人数千人，获得良好社会效益；

Ø 充分发挥深圳市6家国家级胸痛中心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发扬帮扶精神，争取在三年内创建15家以上合格的胸痛中心。

Ø 积极协助省市医政管理部门做好广东省胸痛中心管理及认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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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推进）：2018年，对全市30家医院胸痛中心建设现场
调研、推动改进、指导认证

成效：
Ø2014-2016年：6家国家级胸痛中心

Ø截止2021.6.30：32家国家及广东省胸痛中心，3家示范基地，全部三级综合医院启动建设，大部分公立二级综合医院启动建
设，个别社康中心拟尝试胸痛单元建设。

Ø急性心梗救治地图不断更新、扩大、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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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2018年后）：胸痛中心常态化质控、积极应对重大公
共事件、长期公益宣教是胸痛质控中心的工作核心

2021年胸痛质控中心工作计划
一、常态化质控：

1、根据新冠疫情控制情况决定2021年深圳市胸痛中心常态化质控检查1~2次，检查方式：现场飞检/后台抽检。

2、评比得分在深圳市心血管学会年会胸痛专场公布，和市卫健委、急救中心共商自2021年起质控评分将作为深圳

市急性心梗救治定点医院拨款的主要依据。

3、质控目标： 通过数据规范化管理推进胸痛救治体系规范化运行，并努力实现全市质控系统与医院信息系统数据

对接、查询，提高分析水平。

二、随时随地做好疫情下的深圳胸痛救治应对措施。

三、专业培训+全民宣教：形式多样化、持之以恒。

四、找问题，找差距，寻榜样，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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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痛中心质控体系的基本组成

2 3 4

市级
质控

省级
质控

全国
质控

1

院内
质控

跟别人比跟自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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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胸痛中心规范化运行的重要保障；

Ø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

Ø胸痛中心质量持续改进的源动力；

Ø全国胸痛中心质控的重要组成；

内部质控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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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质控的推进步骤

成立质控小组

明确质控内容

设定改进目标

全员培训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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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胸痛质控中心工作

完成情况

PART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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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常态化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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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胸痛中心质控标准——PCI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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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胸痛中心质控标准——基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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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胸痛质控中心飞检现场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2021.3深圳市胸痛中心质控结果

• 质控专家组进行现场质控、评分，汇总后为每一家胸痛中心单位出具书面报
告。

• 胸痛质控中心完成全市质控报告，并提交市卫健委。今年起质控评分将作为
深圳市急性心梗救治定点医院拨款的主要依据。

• 2021.3全市29家胸痛中心单位质控成绩：
类别/成绩 90-99分 80-89分 70-79分 60-69分 <60分 备注

PCI版（共
14家）

5 3 3 1 2 最高99，最
低29分

基层版（共
15家）

8 5 2 0 0 最高97，最
低7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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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卫健委关于推进全省心血管疾病防治体系建设的通知
（202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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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深圳市胸痛中心质控结果

• 质控专家组进行现场质控、评分，汇总后为每一家胸痛中心单位出具书面报
告。

• 胸痛质控中心完成全市质控报告，并提交市卫健委。今年起质控评分将作为
深圳市急性心梗救治定点医院拨款的主要依据。

• 2021.11全市31家胸痛中心单位质控成绩：
类别/成绩 90-99分 80-89分 70-79分 60-69分 <60分 备注

PCI版（共
15家）

9 5 0 1 0 最高100，
最低65.2分

基层版（共
16家）

9 4 3 0 0 最高98，最
低76.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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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上半年与下半年对比

2021.11类
别/成绩

90-99分 80-89分 70-79分 60-69分 <60分 备注

PCI版（共15
家）

9 5 0 1 0 最高100，
最低65.2分

基层版（共
16家）

9 4 3 0 0 最高98，最
低76.6分

2021.3类别
/成绩

90-99分 80-89分 70-79分 60-69分 <60分 备注

PCI版（共14
家）

5 3 3 1 2 最高99，最
低29分

基层版（共
15家）

8 5 2 0 0 最高97，最
低7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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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随时随地做好疫情下的深圳胸痛救治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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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控制背景
下的防护策略       2020.1.31

深圳市胸痛质控中心关于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
间心血管专业诊疗防护指导意
见（试行）
2020.2.5

新冠肺炎流行期间胸痛中心常
态化运行流程专家共识
2020.2.10

u疫情下全市防控指导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深圳市胸痛质控中心关于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
应期间心血管专业诊疗防护
指导意见（试行）2020.2.5

深圳市人民医院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患者发生急性心
肌梗死处理原则

2020.2.3

新冠VIII版心内科

住院流程调整
深圳市人民医院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发生急
性心肌梗死处理流程2020.2.3
溶栓执行方式

深圳市人民医院新冠应对举措

深圳东部唯一具有负压隔离病房和心内科
专属两间导管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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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新冠演练

演练7：2号专用DSA 演练8：DSA 演练9：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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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新冠STEMI患者手术

STEMI1.1 STEMI1.2 STEMI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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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至今，广州、深圳、全国疫情反复，在市、卫健委、
院三级领导下，再次启动一级响应

严格遵循新冠疫情防控原则，保障高危胸痛患者的有效救治。STEMI:230例，NSTEMI：
115例，UA：235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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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培训+全民宣教：形式多样化、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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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会：区域交流、基层培训，每周二科室固定线上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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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支援新冠疫苗接种、为心血管疾病患者提供疫苗注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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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胸痛质控中心经费使用情况

PART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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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质控中心经费拨付分配深圳市胸痛质量控制中心（挂
靠单位：深圳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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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21年7月胸痛质控中心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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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费使用情况

• 遵照 遵照深圳市财务委员会、中共深圳市委

组织部、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联合提出的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本中心

2021年度280，000元质控经费，使用

率100%，其中90%用于全市各级胸痛

救治培训和质控工作，10%用于购置和

质控中心工作相关的物件。2021年第二

次飞检总结会议费用申请医院配套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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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深圳市急性心肌梗死医疗救治定点医院专家现场评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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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痛质控中心目前困境
PART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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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胸痛中心现场质控检查总结

信息化建设全市不统一，不能自动抓取数据，无法实时真实反映各个医院现
状

以下共性问题依然存在

• 发现问题：

• 1.数据库填报饼图分布规律不合理（NSTEMI+UA<STEMI)

• 2.中低危数据填报中有部分未录入系统或保存原始资料

• 3.STEMI病例时间节点存在完整性、溯源性和逻辑性问题

• 4.ACS患者建档、归档延迟(患者接诊7天内建档，出院30天内归档）

• 5.再灌注问题上存在D-B明显延误，未施行双绕，DSA未实现24小时值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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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胸痛中心现场质控检查总结

• 改进建议：

• 1.对于急诊急性胸痛病人的登记及筛选，建议筛查应包括胸闷、胸痛（非创伤性）、气促、呼吸困难为主诉
症状的病人，避免遗漏。

• 2.质控员应落实质控监督，对于延误病例应分析讨论，提出指控改进措施。

• 3.对于数据库时效性问题，需针对数据录入员加强培训，质控员应落实质控监督及审核归档。

• 4.心肌酶学检测结果单上时间尽量能体现出抽血及出结果时间

• 5.发病时间要达到统一性

• 6.STEMI关键时间节点的完整性和溯源性要加强

• 7.导管室的手术登记表把行PPCI的STEMI用红色标记出来，以便抽查。

• 8.胸痛病例按照症状标准建档，避免遗漏，避免选择性入组

• 9.留意平台数据与原始记录需相符。

• 10.对于数据朔源性，应及时尽完整保留原始记录。

• 11.加强STEMI流程培训，针对转运病人、院前STEMI病人有急诊手术指证，应结合疫情的应行，尽量缩短
D-B时间，简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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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工作计划第四条：找问题，找差距，寻榜样，砥砺前行。

常态化胸痛中心运行，常年不懈是保障质量的根本

胸痛数据管理是难点，仍期待各家医院在保障安全前提下实

现信息一体化，减少人工负担，提升信息统计精准度

并与市卫健委、急救中心合作，争取能实现对深圳市胸痛急

救大数据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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