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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构建由消毒供应中心集中配包的信息化管理模式袁探讨该模式在眼科手术器械管理中的应用价值遥
方法 2019 年 10 月起在我院消毒供应中心建立信息化集中配包的管理模式袁比较该管理模式实施前渊2019 年
6要7 月冤和实施后渊2019 年 11要12 月冤的术前准备时间尧医护满意度尧配包差错率及器械周转量变化情况遥 结果
信息化集中配包管理模式实施后袁白内障手术和玻璃体切除手术的术前准备时间分别为渊8.81依1.67冤min尧渊19.06依
2.21冤min袁实施前分别为渊20.63依2.46冤min尧渊33.53依3.93冤min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t=28.975尧25.011袁均 P约0.05冤曰实施
后医护满意度分别为渊4.60依0.50冤分尧渊4.78依0.49冤分袁实施前分别为渊2.70依0.66冤分尧渊1.91依0.64冤分袁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渊t=-9.970尧-18.679袁均 P约0.05冤曰实施后的配包差错率由 2.81%降至 0.24%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字2=137.585袁P约
0.05冤袁实施后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柄的周转量由 100.00%降至 82.95%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字2=16.398袁P约0.05冤袁
实施后白内障器械包的周转量由 100.00% 降至 80.88%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字2=14.374袁P约0.05冤遥 结论 运用全
程信息追溯的集中配包模式真正实现了眼科器械包的闭环管理袁能有效保障眼科手术器械的集中尧高效尧精准管
理袁提高眼科临床工作效率尧医疗质量尧医护满意度和医疗资源的利用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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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struct a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odel of centralized distribution model by the disinfec鄄
tion supply center and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this model in the management of ophthalmic surgical instru鄄
ments. Methods An information-based centralize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model in our hospital忆s disinfection supply
center was established in October 2019. The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 time, the satisfaction of medical care, distribution
error rate, and changes in equipment turnover of the management model before implementation (June to July 2019) and
after implementation (November to December 2019)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forma鄄
tion-based centralize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model, the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 time for cataract surgery and vit鄄
rectomy was (8.81依1.67)min and (19.06依2.21)min.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formation-based centralized dis鄄
tribution management model,the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 time for cataract surgery and vitrectomy was (20.63依2.46)min and
(33.53依3.93)min,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28.975, 25.011, both P约0.05). After the implementa鄄
tion, the medical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4.60依0.50), (4.78依0.49)points.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the medical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2.70依0.66)points and (1.91依0.64)point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t=-9.970,
-18.679, both P<0.05).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the distribution error rate dropped from 2.81% to 0.24%, and the dif鄄
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字2 =137.585, P约0.05).The turnover of the cataract phacoemulsification handle de鄄
creased from 100.00% to 82.95%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字2=16.398, P约
0.05).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the turnover of cataract kits decreased from 100.00% to 80.88%,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字2=14.374, P约0.05). Conclusion The centralized distribution model of full-process information
traceability truly realizes the closed-loop management of ophthalmic equipment packages, which can effectively guaran鄄
tee the centralized, efficient and precise management of ophthalmic surgical instrument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medical quality of ophthalmology clinical work, medical care satisfaction, and medical resources utilization rate.
[Key words] Informatization; Centralized distribution model; Ophthalmic instruments;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 Medical
quality; Medical resources;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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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健康是人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是涉及民生

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1]遥 近年来袁随着我国
人口老龄化尧生活方式转变尧工作强度增大尧过敏源增

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袁各种眼病罹患率逐年增加袁眼
[2]

纸质化配包模式渊2019 年 6要7 月冤袁期间手术量为

6821 台遥 试验组采用信息化集中配包模式渊2019 年
11要12 月冤袁期间手术量为 6206 台遥

信息化集中配包系统设于信息化追溯系统中袁其

科市场增长较快 遥 研究表明全球眼科手术量预计将

突破了传统的纸质化配包管理模式袁进一步改进和优

CAGR冤发展袁从 2017 年的 2430 万件袁增加到 2022 年

查询手术信息尧统计手术信息尧生成配包清单尧查看库

[3]

以 4.3%的年复合成长率渊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袁
超过 3000 万件的规模 遥 眼科是个精细的学科袁眼科
[4]

手术器械以显微器械为主袁具有种类繁多尧价格昂贵尧
结构精密尧专业性强等特点

袁由于眼科手术量大尧连

[5-6]

台手术多尧转台快 袁使得传统纸质化配包模式的弊端
[7]

日益凸显袁给眼科手术器械规范化的管理带来挑战袁
遥每日

[8-9]

探索新的眼科数字化管理模式已是大势所趋

供需矛盾的有效解决及器械供应流程的优化逐渐成

为眼科手术器械有效管理的重要影响因素 遥 本研究
[10]

构建了一种全新的由消毒供应中心集中配包的信息
化管理模式袁它是在传统纸质化配包管理模式的基础

上进行深化及改进袁突出集中尧高效尧精准为特征的眼
科手术器械包全程追溯闭环管理袁比较分析信息化集
中配包模式对眼科术前准备时间尧医护满意度尧配包
差错率及器械周转量的影响袁旨在为眼科手术器械的
安全化和有效化管理提供参考袁现报道如下遥

化眼科手术器械包的全程追溯闭环管理袁该系统包括
存尧扫码配包发放尧统计缺包量尧数据回传追溯等模
块袁可通过开启不同的界面设置系统终端袁具体流程
见图 1袁淤查询手术信息院配包人员只需登入信息化
追溯系统袁打开配包界面袁系统即可自动查询并读取

次日手术排班结果遥 于统计手术信息院接收到手术排
班结果后袁 配包人员按手术医生或手术房间进行筛

选袁 配包系统即可自动统计并导出相应的手术信
息袁同时罗列出同种手术名称的数量遥 盂生成配包清

单院将统计后的手术数量进行汇总袁根据医院信息系

统渊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袁HIS冤上眼科手术标准
化术式与无菌手术器械包的配包方案袁自动生成配包
清单袁即该名手术医生或该手术房间所需无菌手术器

械包的名称和数量遥 榆查看库存院根据次日的临床实
际所需配包量袁配包人员查看消毒供应中心二级库内

各类无菌器械包的库存量是否充足遥 虞配包扫码发
放院若库存充足袁配包人员则根据配包清单袁将所需手

1 资料与方法

术物品按规定装载于转运车内并运送至指定的手术

1.1 一般资料

间曰配包人员登录器械包发放界面袁手持扫码枪逐个

采用随机抽样法袁于 2019 年 6要7 月尧11要12 月

扫描无菌手术器械包上的条码袁核对无菌器械包的名

选取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手术室医护人员

称尧数量尧规格尧灭菌日期尧编号尧发放时间等信息袁确

标准院工作不满 3 年的医护人员曰病尧产假医护人员曰

系统统计并导出缺包清单遥 消毒供应中心需根据缺包

进行研究遥纳入标准院工作年满 3 年的医护人员遥排除
进修尧规培医护人员曰巡回护士遥 本研究共纳入 32 名
护士和 20 名医生遥 32 名护士中袁男 3 名袁女 29 名袁年

龄 24耀40 岁袁平均渊32.3依4.5冤岁曰工作经验 3耀18 年袁平
均渊9.7依5.2冤年曰学历院本科 28 名袁硕士 4 名曰职称院护
士 2 名袁护师 26 名袁主管护师 4 名曰我院临床岗位等

级院N1 级渊初级冤14 名袁N2 级渊中级冤14 名袁N3 级渊高
级冤4 名遥 20 名医生中袁男 12 名袁女 8 名袁年龄 29耀52

岁袁平均渊36.5依5.2冤岁曰工作经验 3耀25 年袁平均渊10.5依

6.1冤年曰学历院硕士 12 名袁博士 8 名曰职称院住院医师
3 名袁主治医师 5 名袁副主任医师 8 名袁主任医师 4名遥

所有医护人员均了解本研究的方法及目的袁自愿签署

认无误后提交录入系统遥 愚统计缺包量院若库存不足袁
清单袁加快缺包器械的回收尧清洗尧消毒尧包装尧灭菌等

流程袁分别于 10:00尧11:30尧13:30 和 15:00 分时段补充

缺包至手术间袁以满足临床需求遥 舆数据回传追溯院手
术麻醉系统记录所使用的无菌器械包扫码数据袁回传
至信息追溯系统中袁并能实时更新发放至手术间无菌
器械包的数量遥 无菌手术器械包在供应链中处于流动
状态袁该系统对所有器械包进行条码命名袁由信息追
溯管理系统全程闭环追溯器械包的清洗尧打包尧灭菌尧

配包发放尧使用和回收的全过程遥 野器械回收尧清洗尧打
包尧灭菌尧配包发放冶追溯记录由消毒供应中心完成曰
野器械包使用冶追溯记录由手术中心执行遥
1.3 评价方法

知情同意书袁并积极配合完成此次研究遥
1.2 方法

我院是一所三甲眼科医院袁于 2019 年 10 月起应

用自行研制的信息化集中配包系统遥 对照组采用传统

收集信息化集中配包模式实施前渊2019 年 6要7 月冤

和实施后渊2019 年 11要12 月冤的相关数据遥 评价指标
包括院淤术前准备时间院指从查看手术通知单起至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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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信息化集中配包模式实施前后术前准备时间比较
信息化集中配包管理模式实施后袁N3尧N2尧N1 级
护士于白内障手术术前的准备时间分别为渊7.50依
1.92冤min尧渊8.21依1.67冤min尧渊9.79依1.05冤min袁实施前的

术前准备时间分别为渊17.75依1.26冤min尧渊20.36依2.56冤min尧
渊21.71依1.90冤min袁两组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t=9.944尧
19.080尧19.671袁P约0.05冤曰实施后袁N3尧N2尧N1 级护士于玻

璃体切除手术术前的准备时间分别为渊17.25依2.22冤min尧
渊18.50依2.14冤min尧渊20.14依1.83冤min袁实施前的术前准备

时间分别为渊29.50依2.52冤min尧渊32.64依3.90冤min尧渊35.57依
3.13冤min袁两组比较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t=6.078尧
14.560尧23.654袁P约0.05冤曰护士等级越高袁术前准备时

间越短袁N3 级护士的术前准备时间明显短于 N1 和

图 1 集中配包系统流程图

中所需耗材准备完毕遥 由研究人员在护士不知情的情

N2 级护士渊均 P约0.05冤遥 见表 1遥

2.2 信息化集中配包模式实施前后医护满意度比较

况下袁观察并记录 N1尧N2尧N3 级护士于白内障手术和

玻璃体切除手术术前的准备时间曰于医护满意度院护士

分分别为渊4.60依0.50冤分尧渊4.78依0.49冤分袁高于实施前

满意度指护士对目前本科室实施传统纸质化配包模

的渊2.70依0.66冤分尧渊1.91依0.64冤分袁两组比较袁差异有统

式或信息化集中配包模式的评价袁医生满意度指医生

信息化集中配包管理模式实施后袁医护满意度得

计学意义渊t=-9.970尧-18.679袁均 P约0.05冤遥 见表 2遥

对目前本科室实施传统纸质化配包模式或信息化集
中配包模式对眼科手术进程影响的评价渊如院术前准

备是否充分尧是否影响开台/术中接台冤袁评价分为 5个
级度袁依次为野极度不满意尧不满意尧不确定尧基本满

意尧非常满意冶袁计为 1耀5 分 [11-12]曰盂配包差错率院指配
包人员选择不匹配或过期的眼科手术器械包袁配包差

错率=配包错误发生件数/配包总件数伊100%曰榆器械
周转量院指用于临床实际使用器械包的数量袁以白内

表 2 信息化集中配包模式实施前后医护满意度比较渊x依s袁分冤
时间
实施前

医生满意度渊n=20冤

护士满意度渊n=32冤

2.70依0.66

1.91依0.64

-9.970

-18.679

4.60依0.50

实施后
t值

4.78依0.49

约0.001

P值

约0.001

2.3 信息化集中配包模式实施前后配包差错率比较
信息化集中配包管理模式实施前后袁配包差错率

障超声乳化手柄尧白内障器械包为例遥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EpiData 3.1 建立数据库进行平行双录入袁

同时建立核查文件袁进行计算机逻辑核查遥采用 SPSS

25.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遥 本研究计量资料采用
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经 Shapiro-W ilk 检验呈正态

分别为 2.81%渊192/6821冤和 0.24%渊15/6206冤袁两组比

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字2=137.585袁P约0.05冤遥 见表 3遥
表 3 信息化集中配包模式实施前后配包差错率比较[n渊%冤]
时间

分布袁组间方差经 Levene 检验证实方差齐袁信息化集

实施前

中配包模式实施前后的差异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袁计

字2 值

数资料采用 字2 检验袁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配包总件数

配包错误数

6821

192渊2.81冤

6206

实施后

15渊0.24冤
137.585
约0.001

P值

表 1 信息化集中配包模式实施前后术前准备时间比较渊x依s,min冤
白内障手术术前准备时间

护士等级

n

N3

4

17.75依1.26

7.50依1.92

14

21.71依1.90

9.79依1.05

N2

14

合计

32

N1

F值
P值

182

实施前

20.36依2.56
20.63依2.46
5.371
0.010

实施后

t值

9.944

玻璃体切除手术术前准备时间
P值

29.50依2.52

17.25依2.22

约0.001

35.57依3.13

20.14依1.83

19.080

约0.001

8.81依1.67

28.975

约0.001

5.912

实施后

0.002

8.21依1.67

19.671

实施前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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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4依3.90
33.53依3.93
5.668
0.008

t值

6.078

P值

0.009

18.50依2.14

14.560

约0.001

19.06依2.21

25.011

约0.001

4.168
0.026

23.654

约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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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信息化集中配包模式实施前后器械周转量比较
信息化集中配包管理模式实施前后袁白内障超声

乳化手柄的总件数均为 88 件袁白内障器械包的总包

数均为 68 包遥 实施前后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柄的周转
量分别为 100.00%渊88/88冤尧82.95%渊73/88冤袁两组比较袁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字2=16.398袁P约0.05冤曰实施前后
白内障器械包的周转率分别为 100.00%渊68/68冤尧80.88%

渊55/68冤袁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字2 =14.374袁
P约0.05冤遥 见表 4遥

下降至 0.24%渊P约0.001冤袁表明信息化集中配包模式

可提高手术质量遥 传统的纸质化配包模式袁手术室库
管员根据手工书写的纸质版器械需求单进行配包袁书
写字迹欠清晰尧人工统计错误等情况均易导致与手术
不匹配的错包发放至手术间曰信息无法追溯尧信息层
级传递滞后等情况易导致过期的器械包发放至手术
间遥 一旦不匹配的错包或过期的器械包发放至手术
间袁器械护士需重新更换器械包袁消毒供应中心需重
新高压灭菌器械袁这将额外增加人员的工作负荷且高
压灭菌也是对精密器械的额外损伤曰甚至部分器械护

表 4 信息化集中配包模式实施前后器械周转量比较[n渊%冤]

士人工核对不仔细袁未发现配包差错袁直接将过期的

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柄

白内障器械包

器械包应用于患者袁增加医源性感染的风险遥 而信息

88渊100.00冤

68渊100.00冤

化集中配包模式自动统计生成配包清单袁并通过网络

14.374

体化的管理网络袁使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共享器械包

时间
实施前
实施后
字 值
2

渊n=88冤

73渊82.95冤
16.398

渊n=68冤

55渊80.88冤

数据共享袁建立起一个覆盖手术室和消毒供应中心一

约0.001

的实时信息[17]袁实现了眼科手术器械的实时追踪及定

约0.001

P值

位袁及时提醒尧预警临期的器械包袁降低配包差错率袁
3 讨论

达到精准尧高效配包袁进而提高手术质量遥

3.1 信息化集中配包模式可提高临床工作效率和医护

3.3 信息化集中配包模式可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率

满意度
临床人力资源是卫生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合理地配置和使用是保证临床医护事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因素[13]遥 本研究以眼科临床最常见两种手术的

术前准备时间作为评价指标之一袁术前准备时间是反

映眼科临床工作效率的良好指标[14]袁经表 1 和表 2 分
析发现袁实施信息化集中配包模式后袁白内障手术和

玻璃体切除手术术前的准备时间均低于实施前渊均

信息化重整医疗资源可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18]遥

经表 4 分析发现袁信息化集中配包模式实施后白内障
超声乳化手柄和白内障器械的周转量均低于实施前

渊均 P约0.001冤袁表明信息化集中配包模式可提高眼科

器械的利用率遥 传统的纸质化配包模式袁需手术室库
管员定期人工核实器械包的数量袁但难以统计每件器

械包的使用次数[19]遥 信息化集中配包模式通过闭环追
溯的管理模式可动态控制器械周转速度袁显示每套器

P约0.05冤袁医护的满意度均高于实施前渊均 P约0.001冤袁

械包的使用次数和周转量袁根据临床实际手术情况适

表明信息化集中配包模式可提高临床工作效率和医

当减少器械包周转量袁空余器械包定期维护做备用袁

护满意度遥 传统的纸质化配包模式袁术前器械护士需

这将增加器械资源的有效利用袁降低手术室的运营成

查询手术通知单并手工填写纸质版器械需求单袁再携
器械需求单至无菌库房自行寻找相应的眼科手术器

本[20]袁同时也为精密昂贵的眼科手术器械的日常维护
和保养提供参考依据遥 此外袁传统的纸质化配包模式袁

械包袁导致术前准备时间过长袁减慢眼科手术进程袁降

消毒供应中心仅负责眼科器械的清洗尧包装尧灭菌等

低医护满意度袁增加医护矛盾遥 而信息化集中配包模

工作袁大面积的无菌包储存区仅作中转站袁眼科无菌

式充分发挥了计算机的便捷性袁易懂易执行袁自动生

器械包灭菌完毕后转运至由手术间改建的无菌库房

成配包清单袁避免了人工抄写统计耗时耗力且可能发

储存袁导致医院资源布局不合理遥 而信息化集中配包

生错误等情况袁提高了临床工作效率袁缩短术间衔接

模式下器械包可置于消毒供应中心的无菌包储存区袁

时间袁加快手术进程袁进而提高了医护的满意度遥 表 1

还提示护士等级越高袁术前准备时间越短袁提示医院
应加强高水平临床医护队伍的建设与培养袁进一步提
升临床医护队伍的知识尧态度尧执行力[15]遥

间资源的合理配置遥
综上所述袁信息化集中配包模式的开发和应用可
有效解决眼科手术器械在临床管理过程中面临的难

3.2 信息化集中配包模式可提高手术质量

题遥 该模式通过充分利用信息化管理平台袁真正实现

配包准确性是眼科手术器械包配包过程中手术

质量体现的主要因素之一 遥 经表 3 分析发现袁实施
[16]

手术室无菌包库房空置袁新增一间手术间袁实现了空

信息化集中配包模式后使得配包差错率由原先的 2.81%

眼科器械的科学化尧规范化尧高效化尧精细化管理袁且
该信息化管理模式可有效开发人力尧物力和空间资源袁
提高临床工作效率尧手术质量尧医护满意度和医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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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利用率袁进一步加强眼科医院信息化管理水平袁
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遥

志袁2017袁16渊9冤院887-892.
[11] 朱亚丽袁敖莉袁孙岚袁等.晨间护理工作流程再造对 ICU

医护满意度的影响[J].护理实践与研究袁2013袁10渊15冤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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