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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药学管理对提高全程化药学服务质量的意义研究
管世超
吉林省松江河林区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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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研究加强药学管理对提高全程化药学服务质量的价值意义。方法：本次将我院(吉
林省松江河林区医院)于2019年1月—2020年1月的1200份处方作为研究的对象,均在药学服务工作开展
过程中,加强药学管理措施,设为观察组；另取前期未加强药学管理的1200份处方作为对照组,进一步对
两组药学服务质量情况进行比较。结果：(1)观察组处方不合格率为3.75%,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7.33%,两
组之间的数据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2)在处方盘点平均时间、取药等待平均时间方面,观察组
均明显短于对照组；在药学服务质量评分方面,观察组则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之间的数据存在显著统计
学差异(P＜0.05)。结论：在临床药学服务工作开展过程中,通过加强药学管理,可提高全程化药学服务质
量；因此,值得采纳及应用。
[关键词] 药学管理；全程化药学服务质量；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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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ignificance of Strengthening Pharmaceutical Manageme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tegrated Pharmaceutical Care
Shichao Guan
Songjianghe Forest District Hospital of Jilin Province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value significance of strengthening pharmaceutical manageme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tegrated pharmaceutical care. Methods: 1200 prescriptions in our hospital
(Songjianghe Forest District Hospital, Jilin Province)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0 were us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is tim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pharmacy services, pharmacy management measures were
strengthened and set as observation group; another 1,200 prescriptions that did not strengthen pharmaceutical
management in the previous period were taken as the control group to further compare the quality of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1) The unqualified rate of the outpatient prescrip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3.75%,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27.33%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2)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terms of average prescription inventory time and average waiting
time for taking medicines. In terms of pharmacy service quality score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are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the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pharmacy services, strengthening pharmacy
management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tegrated pharmaceutical care; therefore, it deserves to be adopted and
applied.
[Key words] pharmaceutical management; integrated pharmaceutical care; value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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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和方法

表 1 两组处方用药不合格率比较[n（%）]

1.1一般资料。本次将我院在2019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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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份数
（份）

信息记录缺
乏规范性

处方数书写
不规范

未使用专用
处方

开具不合格
处方

不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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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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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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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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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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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方面,两组比较无明显差异(P

—

表 2 两组全程化药学服务质量指标情况比较（X+S）

＞0.05),有可比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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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具体措施内容如下：

t

(1)药学服务路径优化。在全程化药
学服务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需优化药学

P

服务路径,贯彻“以患者为中心”的药学

处方盘点平均时间

取药等待平均时间

药学服务质量评分

（d）

（min）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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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药学服务质量得到持续改进。本次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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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冷却系统所致的磁共振故障分析及维修策略探究
王喆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磁共振
DOI:10.32629/bmtr.v2i3.1668
[摘 要] 磁共振是一项重要的成像技术。本文从冷却系统的角度分析了磁共振故障的原因,介绍了磁共
振设备中冷却系统的配置和运行过程,冷却系统日常运行中常见故障的实例和解决方案。
[关键词] 冷却系统；磁共振；故障分析；维修
中图分类号：O482.53+2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f Magnetic Resonance Faults Caused by Cooling System and Research on
Maintenance Strategy
Zhe Wang
Huludao Central Hospital
[Abstract] Magnetic resonance is an important imaging techniqu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ause of magnetic
resonance fa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oling system, introduces the configuration and operation process
of the cooling system in the magnetic resonance equipment, and puts forward examples and solutions of
common failures in the daily operation of the cooling system.
[Key words] cooling system; magnetic resonance; fault analysis;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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