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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追踪管理系统应用于消毒供应室外来器械
管理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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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信息化追踪管理系统应用于消毒供应室外来器械管理中的效果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8 年
2 月至 2020 年 8 月医院消毒供应室清洗处理的 1200 件外来器械作为研究对象袁 其中 2018 年 2 月至 2019 年 6
月采用传统方式进行质量管理者作为对照组袁共 600 件物品遥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8 月 600 件外来器械采用信
息化追踪管理系统进行集中处理者作为观察组遥 计录两组清洗合格率渊目测法尧5 倍放大镜法尧ATP 生物荧光检测
法冤尧损坏率尧包装合格率尧湿包率尧发放合格率尧手工作业时间尧发放错误后纠错时间遥 结果 观察组采用目测法尧
5 倍放大镜法尧ATP 生物荧光检测法物品清洗合格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观察组器
械损坏率为 0.17%渊1/600冤袁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1.12%渊7/600冤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观察组包装合格率为
95.00%渊570/600冤袁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91.00%渊546/600冤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观察组湿包率明显低于对
照组袁发放合格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观察组手工作业时间平均渊1.58依0.41冤h袁明显短
于对照组的渊6.74依1.25冤h袁发放错误后纠错时间平均渊0.82依0.11冤h袁明显短于对照组的渊2.69依0.35冤h袁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渊P约0.05冤遥 结论 信息化追踪管理系统应用于消毒供应室外来器械管理中可显著提升器械清洗质量袁降低器
械损坏率袁提高器械包装合格率和发放合格率袁同时该方法还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袁具有较高应用
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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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the information tracking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man鄄
agement of the foreign equipment in the disinfection supply room

W A NG Jianping DUAN Meiqin WA NG Hong
Disinfection Supply Center袁Hangzhou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袁Hangzhou 310007袁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 information tracking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foreign equipment in the disinfection supply room. Methods A total of 1袁200 foreign instruments cleaned in the disin鄄
fection supply room of the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8 to August 2020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Among them袁 the
instruments with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quality management from February 2018 to June 2019 were enrolled as the
research control group袁 with a total of 600 items. From July 2019 to August 2020袁 600 foreign devices centrally pro鄄
cessed using the information tracking management system were enrolled as the research observation group. Two sets of
cleaning pass rates渊visual inspection method袁 five times magnifying glass method袁 ATP biofluorescence detection
method冤袁 damage rate袁 packaging pass rate袁 wet package rate袁 delivery pass rate袁 manual work time袁 and error cor鄄
rection time after delivery were recorded. Results The qualified cleaning rate of item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by visu鄄
al inspection袁 five times magnifying glass袁 and ATP fluorescence detection metho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袁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渊P<0.05冤. The equipment damag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0.17%
渊1/600冤袁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渊7/600冤 in the control group 1.12%袁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渊P<0.05冤. The pack鄄
ing pass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00%渊570/600冤袁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91.00% 渊546/
600冤 in the control group袁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渊P<0.05冤. The wet pack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鄄
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袁and the distribution pass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袁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渊P<0.05冤. The average manual work tim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渊1.58依0.41冤 h袁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渊6.74依1.25冤h in the control group袁 and the error correction time after issu鄄
ing errors was 渊0.82依0.11冤h袁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渊2.69依0.35冤h in the control group袁with signif鄄
icant difference渊P<0.05冤.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based tracking management system to the manage鄄
ment of foreign equipment in the disinfection suppl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leaning quality of equipment袁 re鄄
duce the rate of equipment damage袁 and increase the qualification rate of equipment packaging and distribution. At the
same time袁 this method can also help to find problems and deal with them in time. It has a high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s] Information tracking management system; Disinfection supply room; Foreign equipment; ATP biofluores鄄
cenc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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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多数医院还存在部分外来器械袁主要是
通过租赁方式使用医疗器械袁 该器械具有可重复利
用尧价格昂贵尧种类繁多尧使用次数少及结构复杂等特

点袁所以外来器械多数为临时使用[1]遥 医院消毒供应室
负责对手术尧治疗使用器械进行消毒尧清洗尧包装及发
放等袁对临床手术及治疗起着关键作用曰一旦管理不
当则会危及患者生命安全袁并给医院造成损失[2]遥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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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观察组 采用信息化追踪管理系统进行集中处

理袁具体如下院淤回收和清洗遥 去污区工作人员负责扫
描外来器械条形码袁信息追溯系统则会根据条形码自
动识别外来器械名称尧种类及数量等信息袁工作人员

则根据系统里相关数据清点器械遥 采用目测法和 5 倍
放大镜法分别检测外来器械是否存在损坏等情况袁如
有损坏则需追究下送人员责任曰无存在明显血迹或污

年国家原卫生部要求加强医院消毒供应中心的管理袁

迹等则需先进行预清洗遥 将外来器械放入清洗篮筐

对外来器械等复用器械要开展追溯式管理袁做到科学

中袁并扫描篮筐条形码袁根据外来器械信息合理选择

化和信息化管理[3]遥有研究[4-5]显示袁应用信息追溯系统
可做到实时监控和追踪相关信息袁出现问题时能够尽
快查找原因和及时处理袁提高医疗质量和工作效率袁
避免差错发生袁保障医疗安全遥 国内研究[6]显示袁应用
信息追溯系统于消毒供应室中可实现无纸化信息传
递袁从而提升工作效率遥 本研究为探讨信息化追踪管
理系统应用于消毒供应室外来器械管理中的效果袁现
报道如下遥

清洗程序曰 清洗时清洗机自动记录外来器械清洗时
间尧温度及消毒等情况袁同时将相关数据传输至电脑

上以便于检查和追踪遥 于配包和包装遥 工作人员通过
扫描自身条形码等登陆系统袁并通过系统自动显示清

洗器械包的名称等信息袁工作人员通过目测法和 5 倍
放大镜法判断外来器械清洗质量和功能状况袁如清洗
不到位则需返回重新清洗袁如损坏则追究相应责任人遥
盂灭菌遥 灭菌区工作人员通过扫描条形码登陆系统袁

并进入灭菌程序袁根据外来器械合理选择灭菌设备和
1 资料与方法

程序袁如外来器械扫描错误则可重新更正袁灭菌外出

1.1 一般资料

后打印带有锅次和锅号等信息的标签袁并张贴于器械

2020 年 8 月消毒供应室清洗处理的 1200 件外来器

系统袁进入发放程序后先扫描领取科室条形码袁再点

回顾性分析浙江省杭州市中医院 2018 年 2 月至

械作为研究对象袁其中 2018 年 2 月至 2019 年 6 月采

用传统方式进行质量管理者作为对照组袁共 600 件物
品袁器械工具及植入物 400 件尧动力工具 200 件曰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8 月 600 件外来器械采用信息化追

包上遥 榆发放遥 发放区工作人员通过扫描条形码登陆

击外来器械条形码袁最后点击发放完成袁整个过程全
程由系统进行记录遥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记录两组清洗合格率渊目测法尧5 倍放大镜法尧ATP

踪管理系统进行集中处理者作为观察组袁器械工具及

生物荧光检测法冤尧损坏率尧包装合格率尧湿包率尧发放

方式和种类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具有

法院采用肉眼检测外来器械表面和齿纹等袁如无污渍尧

植入物 415 件尧动力工具 185 件遥 两组外来器械使用
可比性遥

合格率尧手工作业时间尧发放错误后纠错时间遥 淤目测
水垢尧锈迹且表面光洁尧功能完好则判定为合格曰任一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采用传统方式进行质量管理袁具体如下院

淤回收和清洗遥 由去污处工作人员负责对外来器械进
行手工清点袁并记录外来器械件数尧种类及规格尧回收

人员姓名和联系方式等遥 对污染严重的外来器械要进
行手工清洗袁然后再按照相关要求装载后进入清洗消
毒机遥 于配包和包装遥 由消毒供应室 2 名工作人员以

目测法和 5 倍放大镜法判断外来器械清洗质量和功

能状况袁待核对后再进行配包袁配包时对特殊尖端器

项无法达到者则判定为不合格[7]遥 于5 倍放大镜法院采

用带有光源的放大镜观察外来器械表面是否光洁尧是
否存在水垢或血迹等袁如均不存在则判定为合格袁否
则为不合格 [8]遥 盂ATP 生物荧光检测院采用 ATP 手持
仪随机检测袁根据说明书判断[9]遥 榆包装合格院外来器
械数量准确且功能完好袁清洗质量合格袁包装方法正

确等遥虞湿包院经灭菌后冷却 30 min袁肉眼可见外包装
上存在潮湿等情况遥 愚发放合格院严格按照相关要求
发放外来器械遥 发放时存在封口不严或过期或多发或

械可配上硅胶保护套袁并置于器械盒中曰待双人确认

漏发为不合格袁否则为合格遥

无误后再进行包装袁并记录器械相关信息遥盂灭菌遥灭

1.4 统计学方法

菌区工作人员负责外来器械的灭菌工作袁并记录灭菌
时使用的锅号尧锅次及灭菌时间等信息遥榆发放遥由发
放区工作人员负责发放袁并记录发放时间和接收人员

资料以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t 检
验曰计数资料以[n渊%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字2 检验袁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姓名等遥
144

采用 SPSS 23.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袁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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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两组采用不同检查方式时外来器械清洗合格率比较
观察组采用目测法尧5 倍放大镜法尧ATP 生物荧
光检测法下物品清洗合格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袁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1遥
表 1 两组采用不同检查方式时外来器械清洗合格率比较[n渊%冤]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字2 值

目测法

5 倍放大镜法

ATP 生物荧光检测法

600渊100.00冤

598渊99.67冤

597渊99.50冤

n

600

594渊99.00冤

600

6.030
0.014

P值

591渊98.50冤

587渊97.83冤

4.496

6.335

0.034

0.012

2.2 两组外来器械损坏尧合格尧湿包及发放合格率比较
观察组器械损坏率为 0.17%渊1/600冤袁明显低于对
照组的 1.12%渊7/600冤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
观察组包装合格率为 95.00%渊570/600冤袁明显高于对
照组的 91.00%渊546/600冤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
观察组湿包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袁发放合格率明显高于
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2遥
表 2 两组外来器械损坏尧包装合格尧湿包及发放合格率比较[n渊%冤]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字2 值
P值

n

600
600

损坏

包装合格

湿包

7渊1.12冤

546渊91.00冤

4渊0.67冤

4.530

7.373

4.013

1渊0.17冤
0.033

570渊95.00冤
0.007

发放合格

观察组
t值

0.045

0.045

P值

发放错误后纠错时间

600

1.58依0.41

0.82依0.11

96.079
0.000

终影响消毒灭菌效果而给临床诊疗工作造成影响[15]遥

信息化追踪管理系统可直接与医院消毒供应室清洗
消毒机等对接袁从而可实时尧动态监测外来器械清洗
程度和清洗时间等袁并全程记录清洗过程[16-17]遥工作人

员进入信息化追踪管理系统可查询外来器械消毒相
关信息袁做到清洗尧消毒各环节的全程监控袁一旦发现
问题则可及时采取措施改进袁确保外来器械清洗质量遥
外来器械多数为纤细精巧且价格昂贵的器械袁因此运

成袁如发生疏忽则极易导致器械受损[18]遥 本研究结果

600渊100.00冤

手工作业时间
6.74依1.25

成保护层袁进而影响消毒灭菌介质与微生物的接触袁最

4.013

0

n

600

毒灭菌效果袁外来器械使用后如未彻底清洗尧消毒灭
菌袁则残留于外来器械上的有机物可于微生物表面形

送和清洗等过程均可能会造成器械损坏袁而外来器械

表 3 两组手工作业时间和发放错误后纠错时间比较渊x依s袁h冤
对照组

毒供应室外来器械清洗质量遥 清洗质量会直接影响消

596渊99.33冤

2.3 两组手工作业时间和发放错误后纠错时间比较
观察组手工作业时间平均渊1.58依0.41冤 h袁发放错
误后纠错时间平均渊0.82依0.11冤 h袁均明显短于对照组
的 渊6.74依1.25冤 h尧渊2.69依0.35冤 h袁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
0.05冤遥 见表 3遥
组别

事后处理袁难以及时查找原因制订防范对策[13]遥 随着
信息化技术的发展袁信息化追踪管理系统的建立和完
善可推进消毒供应室管理流程的改进和完善袁使医院
消毒供应室工作更加规范尧标准及科学袁全面保障外
来器械消毒管理质量遥 信息化追踪管理系统不仅注重
结果袁还十分重视过程管理袁从过程加强控制袁最终注
重结果袁相比传统管理方式来说袁信息化追踪管理系
统是一种便利且科学的管理方法[14]遥
本研究结果表明袁信息化追踪管理系统可提升消

2.69依0.35
124.852
0.000

3 讨论
信息化追踪管理系统应用于消毒供应室外来器
械管理中可促进外来器械管理信息化和数字化袁从而
提升外来器械管理质量袁确保临床医疗安全[10]遥 既往
主要采用手工方式进行登记以记录外来器械相关信
息袁受人为因素等影响袁记录信息存在字迹不清和缺
项或厂家混淆等情况袁从而影响问题的追踪[12]遥 既往
传统管理模式多数凭工作人员经验判断袁因此易受人
为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差错发生曰且问题出现后多数为

使用过程中经历的环节多袁且各个过程需多人合作完
表明袁应用信息化追踪管理系统可降低外来器械损坏

率袁信息化追踪管理系统可通过扫描条形码全程记录
各过程人员的相关数据袁一旦发现损坏可及时查找原
因和追究相应责任人袁所有信息化追踪管理系统的应
用可有助于工作人员不断提升自我能力和责任心袁以
认真尧负责的态度积极面对袁避免外来器械在各环节
中受损遥 信息化追踪管理系统的应用可通过扫描网篮
条形码弹出器械图谱等情况袁并显示器械数量和名称
等袁有助于工作人员按照器械图谱配包袁提高包装合

格率和发放合格率[19]遥 信息化追踪管理系统的应用可
使图片更加清晰尧直观袁可实现快速核对和装配等袁缩
短工作时间袁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曰同时还可避免
因工作人员经验不足或疲惫等而发生差错[20]遥 信息化

追踪管理系统可做到全程实时监控袁如出现干燥时间
不够等则可及时找出原因袁避免出现湿包进而影响发
放环节曰此外袁该系统的应用可追踪发放过程袁如器械
包信息存在不完整等不予以发放袁如出现发放错误则
可及时召回袁确保发放准确性和合理性[21]遥
综上所述袁信息化追踪管理系统应用于消毒供应
室外来器械管理中可提高工作质量袁减少差错的发生曰
此外袁该系统的应用可实现消毒供应室信息化管理袁

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曰信息的追溯可增强工作人员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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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心袁确保工作质量袁为临床提供安全尧高质量的医疗
器械袁从而确保患者生命安全遥

[11] 李少英袁王玉玲袁李碧坚.优化信息追溯系统在外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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