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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U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metrology equipment. Methods: In the equipment maintenance management system, the measurement management module is added to the omnibearing management of the measurement and verification of
the hospital metrology equipment. Results: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 the
management of hospital metrological verification is standardized.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 has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hospital metering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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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运用信息化系统来加强医院计量设备的管理，提升医院计量设备管理水平。方法：在设备维修管
理系统中加入计量管理模块，包括计量初始化、计量检定日程安排、计量检定记录等，对医院计量设备
的计量检定前后进行全方位的管理。结果：通过信息化系统的应用，规范了医院计量检定管理工作。结
论：信息化系统的应用，有效提升了医院计量设备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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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设备管理是医院医疗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用计量是确保医疗设备准确有效和安全可靠的必要手
段，是医疗质量保障体系的技术基础和重要指标[1]。医学计量设备更是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管理这些
计量设备，必须要借助于信息化系统。建立新型的医学计量管理信息系统，优化计量管理流程，提高管
理效率，让原有的管理模式在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得到成功转型，是当今时代的潮流和发展趋势[2]。

2. 传统模式
计量器具的检定过程，一般分为三个步骤：计量申请、计量检定、检定完成。简单的三步，实际操
作起来却并不那么简单。现以我院的计量检定为例进行说明。

2.1. 计量检定早期
计量检定早期，医学计量设备种类和数量均比较少。每年检定周期一到，无需提交检定申请，计量
所工作人员自行来院进行检定，院里安排检定地点，通知各科室使用人员送检，待检定证书出具后进行
打包，计量工作就已完成。
这样的工作模式，看似简单易行，但却是漏洞百出。第一，受检计量设备数量比医院在用的计量设
备数量要少，计量设备的受检率达不到 100%；第二，计量检定证书信息不能确保完全准确，不能与接受
检定的计量设备一一对应起来；第三，检定证书整理不当，核对证书信息有困难。

2.2. 计量检定中期
针对上述发现的问题，经过认真思考，我们对检定管理流程做出如下改变，如图 1 所示：
1) 计量检定前，向计量所递交检定申请，协商安排下一周期检定计划。
2) 根据计量检定的具体时间，安排详细的检定日程。具体安排到一周内每天上午、下午具体送检的
科室名单及数量，通过院内 OA (医院内部信息平台)和管理员 QQ 群发送给每个科室的护士长和设备管理
员，这样既能保证计量检定人员的工作效率，又不影响临床科室的使用[3]。

Figure 1. The detailed chart of metrological verification in traditional mode
图 1. 传统模式下计量检定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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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计量检定的同时做好检定记录，并在检定后录入到 excel 表中。把录入的信息与科室资产台账
对比，一是确定各科室计量设备的受检率，避免漏检，二是与计量设备的检定证书对应起来，遇到证书
信息错误的，及时与计量所联系进行更正。
在与医院信息化系统结合的基础上，经过两个年检周期的实施，我院的计量设备受检率达到了 100%。
同时，与科室护士长及设备管理员的及时交流，也使得临床人员认识到计量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3. 转型后模式
虽然在计量工作做出调整后，计量设备的受检率达到了管理要求，但是如图 1 所示，整个检定过程
的工作显然有些繁索。在医院的这个特殊行业中，计量设备数量大，分布广，各临床科室业务繁忙，发
送检定消息时，会出现负责人未及时查看信息，送检人员由于其它事情遗忘或者耽误送检的事情发生，
或送检不完全，等等[4]。这些都会导致检定工作不能完全按照最初安排顺利地完成。待检定工作完成后，
计量设备的信息录入，与计量检定证书信息的核对，工作量也很大。这些都让我们意识到，计量管理工
作必须要与信息化系统接轨。
2015 年我院迎来了三甲复审工作，在我院运行了几年的医疗设备信息化系统，正好满足了评审人员
的要求，检查人员可以随时进入系统，查看全院所有医疗设备的在用、维修和效益管理的各种信息。由
此可见，将计量管理模块加入到医疗设备信息化系统中，使计量管理模式在信息时代得到转型，是发展
的必然趋势[5]。

3.1. 计量管理模块的建立
将计量管理搭建在医疗设备信息化系统上，设备的资产信息就可以得到共享。
首先，在计量基础设置将计量类别、检定周期、状态进行设置。计量类别可分为：加速器、X 光机、
CT、MRI、婴儿培养箱、注射泵、输液泵、监护仪、超声诊断仪、心电图机、水银血压计等[6] [7]，根
据维修管理系统上的设备台账进行上述分类。计量检定周期一般分为 6 个月和 12 个月。计量状态分为计
量申请、计量中、计量合格和计量转维修。其次，在维修系统的设备基础档案中对计量设备进行设置，
选取正确的计量类别并保存该设置。在以上全部设置完成后，点击计量设备总览就可以看到计量设备统
计表了，包括各类型计量设备的总台数，以及计量设备的总清单，一目了然。如上图 2 所示，为计量器
具的科室分布图。切换左侧部门列表，可以查看各科室的计量器具的数量及分布情况。

3.2. 计量管理流程
在信息化管理系统下，根据计量检定的过程做出如图 3 所示管理图：
1) 计量基础设置，即是对计量设备的类别、检定周期和计量状态进行初步设置，如上所述。
2) 计量初始化：将所有需要计量的器具的日期进行初始化，可以单个的设备设置初始日期也可以批
量的设置初始日期。初始化设置仅限于第一次对各科室计量设备进行初始化登记。
3) 计量器具检定日程表：在计量检定申请得到批准后，根据计量基础设置查看各临床科室计量设备
的分布情况。
4) 计量检定记录单：选择计量类型跟计量科室，点击提取待检设备，该科室中该类型的计量设备都
会被提取出来，详细记录器具检定的结果，包括本次检定时间、上次检定日期、下次检定时间(可对下次
检定时间进行调整)、证书编号、计量费用、计量机构、合格标志等，确定无误，保存单据，审核单据。
5) 计量台账：在系统中可按照时间、计量类别或者按科室、按设备查阅器具计量情况，计量状态栏
中分别显示，计量申请中、计量中、计量合格、计量转维修。针对每一种查询，都会对应有详细的分类
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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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measuring equipment department
图 2. 计量器具科室分布

Figure 3. Measurement management char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图 3. 信息化管理系统下的计量管理图

在系统中我们还设有计量器具超期异常记录表和计量器具不合格转维修记录表，以及计量器具检定
费用统计表。

3.3. 信息化系统应用
将计量设备信息进行初始化设置，系统会根据设定的计量周期自动算出下一次的计量检定日期，可
节省人工计算的时间，也可避免人工计算中出现的信息错误。计量检定应用系统中的检定日程表，结合
系统上显示的分布情况，根据各科室的要求以及以往计量检定的实际情况，提前合理安排出各临床科室
的计量设备检定时间，从而减少对临床工作的影响。临床科室也可通过系统网页版[8]，随时随地查看本
科室计量检定的具体时间和计量设备所处的计量状态。计量中表示正在进行检定，科室暂时不能取回应
用；计量合格表示检定已完成，临床科室可派工作人员取回相应设备投入使用；计量转维修，表明该计
量设备需要进行维修，维修时间的长短以及费用情况，科室也可在系统的维修模块中查询跟踪。计量检
定记录单是随检定工作同时完成的，保存好检定信息后可随时查阅该器具历次检定记录，直至该计量设
备报废。

4. 效果
运用上述信息化系统进行计量管理，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诸多的便捷。

4.1. 计量检定及时
根据系统上记录本次检定时间和下次检定时间，设置到期提醒(可设置成提前一个月提醒)，避免其它
事情耽搁，造成计量申请延误。及时进行计量申请，安排计量检定的各项事宜，保证计量工作的顺利进
DOI: 10.12677/iae.2018.6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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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另外，信息系统可随时提醒各临床科室护士长及设备管理员查看计量检定的进展情况，避免遗忘事
件的发生。

4.2. 数据记录准确
检定工作进行的同时，在计量检定记录单上实时地完成每一台计量设备的计量检定记录。送检的计
量器具数量多，出厂信息不一，器具本身的基本信息繁杂，如若等所有检定完成后再补录检定记录，一
时间内需要输入填写的数据信息过于庞大，会产生用眼疲劳，信息填写出现错误，而且还不易察觉。在
检定的同时通过计量管理系统完成计量检定记录，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上述问题，系统也会识别出最
基本的输入错误，且在系统上填写的信息一旦通过审核，就不能进行更改，保证了数据信息的准确性和
时效性，也不会造成信息丢失，这对以后的数据统计分析都是具有很大的意义的[9]。

4.3. 节约资源
通过系统进行计量设备的管理，使得临床科室使用和管理人员随时随地查看到所在科室计量设备的
使用及计量情况。在系统上安排的具体时间送检，然后在最短时间里取回已完成检定的设备使用，及时
投入使用，节约了设备资源。系统可以将设备信息一一导入/导出，在原有的设备信息上填写计量信息即
可，不用再制作各种的统计分类数据表，大大减少了管理工作量，节约了人力资源。在检定工作的过程
中，将相应数据进行录入，节约了时间资源。

4.4. 监测全生命周期
计量设备采购完成后，即是计量检定生命周期的开始。新增计量设备，在投入临床使用前，将该设
备信息录入到计量信息管理模块中，然后根据系统的提示进行周期计量检定。直至该计量设备的报废，
生命周期结束。每一台计量设备的全生命周期的计量状态均在系统的监测中。

5. 结语
运用信息化系统来管理医学计量设备，不仅减少了传统模式中的人力和时间成本，也降低了工作失
误率，而且在保证工作质量的同时，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提升了计量设备安全性，真可谓是一举多得。
不过，在信息化系统运用的过程中，应加强对系统使用人员的培训[10]，提高专业人员的素质，保证信息
录入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为医学计量管理以后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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