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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构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区麻醉药品智能管控体系并评估其实施效果。 方法

在引入智能药柜的基础上开发相关软件建立与智能药柜和医院信息系统对接的麻醉药品智能管控系
统，
构成麻醉药品智能管控体系。在管控系统中建立病区远程麻醉药品基数数据库（基数库），
根据取
用病区基数药品还是住院药房药品设计 2 条麻醉药品批号锁定闭环通路。基于智能药柜功能系统建

立麻醉药品智能化管理流程，
分别在处方开具、处方审核、药品调配和帐册登记等环节进行流程重塑。
比较管控体系实施前、后流程重塑环节的工作效率。

结果

成功构建了麻醉药品智能管控体系。

全院所有病区均部署了基数库，实现了全院级远程管理。2 条批号锁定闭环通路有效管控了麻醉药
品的先进先出，
并解决了麻醉药品批号追溯难的问题，
实现了麻醉药品从入库到患者应用全流程的批
号闭环追踪和实时统计、准确查询的精细化管控。智能化管理流程的建立避免了医师处方开具环节
和药品调配环节的手工操作程序，简化了药师处方审核程序，提高了处方开具、审核和药品调配的准
确率。管控体系实施后医师开具医嘱/处方、护士处理问题处方、药师审核处方、调配药品和药房盘
点、
专册登记等各项工作的耗时均明显少于管控体系实施前（均 P<0.001），
工作效率明显提高。 结论
通过构建医院病区麻醉药品智能管控体系，初步实现了全院麻醉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的全程闭环式可追溯管理，
并明显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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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struct an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 for narcotic drugs in the wards
of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and evaluate its implementation effect. Methods Based on the intro⁃
duction of intelligent medicine cabinet, relevant software was developed to establish an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 for narcotic drugs, which connected with the intelligent medicine cabinet and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and then formed an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 for narcotic drugs. In the control system, a remote data⁃
base for essential narcotic drugs (essential drug database) in the wards was established and 2 closed⁃loop
pathways for locking the batch number of narcotic drugs were designed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 choice was
essential drugs in the ward or drugs in the inpatient pharmacy. Based on the functional system of intelligent
medicine cabinet, an intelligent management process for narcotic drugs was established, and process remodeling was carried out in prescribing, prescription checking, drugs dispensing and distributing, and account
registration, etc. The work efficiencies in remodeled processe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trol system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 for narcotic drugs was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The essential drug database was deployed in all wards of the hospital and the remote manage⁃
ment in the whole hospital was realized. Two closed⁃loop pathways that could lock the drug batch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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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ly controlled the first⁃in⁃first⁃out of narcotic drugs and solved the problem in batch number tracing
of narcotic drugs. Thus the fine control of closed⁃loop batch number tracing, real⁃time counting, and accurate
searching of narcotic drugs in the whole process from entering the drug storage to being used in patients was
realized. Becaus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lligent management process, the manual procedures of doctors
in prescribing and drug dispensing and distribution were avoided and the prescription checking procedure of
pharmacist were simplified, thus the accuracy in prescribing, prescription checking, and drug dispensing
and distribution was improved. The time consumptions for doctors in issuing orders and prescribing, nurses
in handling problematic prescriptions, pharmacists in prescription checking and drug dispensing and distri⁃
bution, and pharmacy inventory and booklet registration etc.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trol system than before (all P<0.001), and the work efficiency was obviously improved. Conclusion
By constructing th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system for narcotic drugs in the hospital wards, the full⁃process
closed⁃loop traceable management for narcotic drugs with traceable sources and whereabouts and accountability in the whole hospital has been preliminarily realized, and the work efficiency has been obviously
improved.
【Key words】 Narcotic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afety management; Automation
DOI: 10.3760/cma.j.cn114015⁃20210204⁃00154

麻醉药品是我国依法依规实行特殊管理的药
品，麻醉药品的日常管理工作十分重要，任何一个
环节出现问题，均可能引发药品滥用或流入非法渠
道

。我国虽然不断加大对麻醉药品管制的力

［1⁃2］

度，但以往手写处方、人工取药的管理模式不仅效
率低，而且基数药品管理难，调剂风险大，批号追溯

架，以减少维护工作量和提高产品可拓展性。麻醉

药品智能管控系统、智能药柜和 HIS 构成麻醉药品
智能管控体系，
三者之间可以进行数据交换。
1.1.2

建立病区远程基数麻醉药品数据库

北京

大学第三医院共有 60 个病区，其中 47 个病区备有
基数麻醉药品，每个病区因药品使用频率不同，会

难，从而存在较高的管控风险 。医疗信息化和自

存在同一品种有不同批号的情况。传统模式下护

动化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智能药柜的问世，为

士在给患者执行医嘱时需要逐一查看基数药品中

麻醉药品的规范和精准管理提供了有力条件。北

的每个药品，再选择有效期最近的药品。病区基数

［3］

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剂科住院药房负责全院 60 个病

区麻醉药品的调剂与管理，2019 年 5 月购入深圳诺

药品能否保证先进先出，可控性不强。因此，在麻
醉药品智能管控系统中建立了病区远程基数麻醉

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诺博公司）的智能药柜（智能

药品数据库（基数库）。基数库部署在住院药房智

药品管控柜⁃M2300 和智能药品毒麻柜⁃A3010）后，

能药柜终端设备以及医院所有病区护士站指定的

药剂科即牵头组建项目团队，联合医院信息管理与

终端设备上，各病区基数麻醉药品的所有信息均储

大数据中心以及诺博公司构建病区麻醉药品智能

存在基数库中。没有设置基数麻醉药品的病区也

管控体系，并初步探讨了该体系的实施效果。现报

需要安装此基数库程序，用于麻醉药品处方的打

道如下。

印。各病区护士站只有权限使用本科室的基数库

1

进行麻醉药品处方打印，护士长有权限进行本科室

方法

1.1
1.1.1

病区麻醉药品智能管控体系构建
建立麻醉药品智能管控系统

基数麻醉药品信息维护和盘点审核。住院药房管
智能管控系

理员有权限在可视化监管看板上或者病区基数库

统为智能管控体系的核心环节，通过开发相关软

管控平台上进行后台监控，各科室终端设备的操作

件 ，建 立 与 智 能 药 柜 和 医 院 信 息 系 统（Hospital

数据和行为记录自动存储到服务器上，方便住院药

Information System, HIS）对接的管控平台，实现全
院各病区麻醉药品的全程闭环式可追溯管理。该

系统的关键技术内容：
（1）采用 B/S 软件架构，以提

高产品兼容性和可扩展性。
（2）通过规范操作流程
与特定或指定的终端设备进行数据交换。
（3）通过
后台软件监控功能将用户的操作自动保存到储存
服务器，方便用户复盘查看操作记录、进行信息维
护。
（4）前端采用 vue 框架，后台采用 springboot 框

房管理员复盘查看操作记录、检查信息运行状况和
进行信息维护。
1.1.3

设计麻醉药品批号锁定闭环通路

护士执

行麻醉药品医嘱时可从病区基数药品中取药，也可

从住院药房取药，据此设计了 2 条麻醉药品批号锁
定闭环通路。如果选择使用病区基数药品，麻醉药

品智能管控系统会锁定基数库中有效期最近的批
号并显示在处方上，护士依据处方上锁定的批号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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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性和安全性大大加强。

用后，护士用处方和与之对应的空安瓿/废贴到住

解决麻醉药品批号追溯难的问题是麻醉药品

院药房换取基数药品，药师核对后发药，发药信息

智能管控体系的突出优势之一。传统模式下，麻醉

自动回传到基数库中，进行基数药品信息的补充，

药品的批号追溯需要翻阅大量处方，或者翻阅专

实现批号的闭环锁定。如果选择使用住院药房的

册登记本中手工记录的患者用药信息，造成批号

药品，麻醉药品智能管控系统会锁定住院药房麻醉

追溯难的问题。建立病区远程基数库是实现批号

药品智能药柜中有效期最近的批号并显示在处方

追溯的基础，使得病区基数麻醉药品信息（品种、

上，护士取药时，药师按照系统中或者处方上的批

数量、批号、有效期）在智能管控系统中呈现并得

号（两者一致）发放药品；护士执行医嘱后，将空安
瓿/废贴交还住院药房，
实现批号的闭环锁定。
1.2

以应用。根据取药地点不同设计的 2 条批号锁定

闭环通路一方面有效管控了住院药房麻醉药品和

建立麻醉药品智能化管理流程

病区基数麻醉药品的先进先出，另一方面使得药

在对既往麻醉药品管理流程进行梳理和了解

品批号追溯变得十分方便。只要在智能管控系统

麻醉药品应用各相关部门需求的基础上，基于智能

中输入药品批号，即可直接查寻到使用该批号药

药柜功能系统建立麻醉药品智能化管理流程，分别

品患者的所有信息（包括患者姓名、性别、年龄、病

在处方开具、处方审核、药品调配和专用帐册登记

历号、科别、诊断、规格、用法用量、处方医师、请领

等环节进行流程重塑，将智能化技术应用于麻醉药

单号、处方编号、空安瓿/废贴回收等），用信息化、

品使用与管理的全过程。

智能化技术实现麻醉药品从入库到最后患者应用

1.3

麻醉药品智能管控体系实施前后工作效率比较

全流程的批号闭环追踪，实现实时统计、准确查询

在病区麻醉药品智能管控体系实施前的2020年

的精细化管控。

6 月，预先选择肿瘤放疗科、肿瘤化疗与放射病科、
普通外科、运动医学科 4 个麻醉药品使用率较高的

科室，
随机选择医师开具麻醉药品医嘱/处方 100 张、
护士处理问题处方（需要往返病区和住院药房）
20 次、药 师 审 核 处 方 100 张、药 师 调 剂 药 品 处 方
100 张、药房盘点麻醉药品和专用帐册登记各 30 次

计时，作为传统模式下的工作效率。在全院正式上
线麻醉药品智能管控体系后的 2020 年 12 月，选择

相同科室再次进行相同工作的计时，作为智能模式
下的工作效率。对传统模式和智能模式下的工作
效率进行比较。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计
量资料数据以 xˉ ± s 表示，传统模式与智能模式下工
作效率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P<0.05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1

结果
麻醉药品智能管控体系的构建

经过将近 1 年的研发，麻醉药品智能管控体系

构建成功，于 2020 年 7 月开始上线，至 11 月完成全

院 60 个病区的基数库部署，麻醉药品使用和管理

2.2
2.2.1

麻醉药品智能化管理流程的建立
处方开具环节

传统模式下医师在 HIS 中

开具麻醉药品医嘱后，还需要手写麻醉药品专用处
方，易出现错误（如漏项、书写不规范等），处方修改
率高。智能模式下医师开具医嘱后，麻醉药品智能
管控系统接收 HIS 领药单，护士选择取药途径，锁

定批号后即可打印出麻醉药品处方，提高了处方的
正确率。
2.2.2

药师审核处方环节

传统模式下审核环节

药师需要审核的内容多达 16 项（患者姓名、性别、
年龄、身份证号码、科别、病案号、处方日期、领药

人、诊断适宜性、药物名称、规格、数量、用法用量、
批号、残余量、医师签字盖章），稍有疏忽即可能成
为麻醉药品用药错误或管控的安全隐患。智能模
式下通过麻醉药品智能管控系统自动抓取 HIS 中

患者信息和医嘱信息，填充在处方模板上，保证信
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药师对麻醉药品处方只需要

审核 3 项（诊断适宜性、用法用量、医师签字盖章），
从而节约了药师审方时间。
2.2.3

药品调配环节

传统模式下调配麻醉药品

为手工开放式取药模式，即药师用住院药房统一的

相关人员通过培训掌握了智能管控体系使用方法，

密码打开存放麻醉药品的保险柜，按照医师处方上

初步实现了全院各病区麻醉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

的药品名称和批号取出药品，对一品多规和看似听

追、责任可究的全程闭环式可追溯管理，使得病区

似麻醉药品容易发生调剂错误，而且共用密码安全

基数麻醉药品的管理更加科学规范，麻醉药品可追

性差，一旦出现问题难以追溯发药人。智能模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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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完全封闭的智能药柜取代传统保险柜，利用指

理容易产生漏洞，例如医师超越权限开处方［5］、电

纹打开智能药柜，指示灯闪亮处为取药位置（根据

子医嘱与处方不符［5，7］、剂量错误［7］、药品保险柜不

麻醉药品智能管控系统从 HIS 中自动抓取的医嘱

能做到双人开锁［5］、麻醉药品在开放式柜台发药［9］、

信息进行智能指引），精准定位功能只能使对应药

手写处方和专用帐册登记药品去向难以追溯［9］、共

品的盒盖自动弹开，保证品种准确，重力传感器实

用药品保险柜密码责任难以追溯［9］等。这些错误

时记录取用数量，自动核对处方数量，发生错误立

与漏洞难免被少数不法分子利用，导致医院用于治

即提示报警，
保证数量准确。

疗的麻醉药品外流到社会，成为毒品［10⁃12］。严格的

2.2.4

传统模式下专用帐册

管理和繁琐的程序又可能成为临床工作的负担，影

登记环节需要药师手工进行麻醉药品的各种报表

响患者治疗。我国有关癌症疼痛控制三阶梯治疗

专用帐册登记环节

影响因素的调查结果显示，有 5.56%~21.33% 的患

登记，容易发生登记错误或漏登，且不易追溯。智
能模式下由麻醉药品智能管控系统自动进行数据

者因为麻醉药品管理因素而使疼痛治疗受到限

收集、统计、检索和分析，完全取代手工，为管理人

制［13⁃14］。

员提供数据分析及决策支持，
节约时间，
提高效率。
2.3

病区麻醉药品智能管控体系通过麻醉药品智

能管控系统、智能药柜与 HIS 之间数据交换，以及

麻醉药品智能管控体系实施前后工作效率比较
传统模式和智能模式下医师开具麻醉药品医

设置全院级病区远程基数库、锁定批号的功能，使

嘱/处方、护士处理问题处方、药师审核处方、药师

信息传递各个节点均可查询，实现处方、空安瓿、患

调剂药品、药房盘点和专用帐册登记的平均耗时比

者使用批号的一一对应，使医嘱信息与药物使用信

较见表 1。与传统模式相比，智能模式各项工作的

息实现闭环管理；通过智能药柜指纹开锁，锁定医

耗 时 均 明 显 减 少 ，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均 P<

嘱药品和批号发药，减少了调剂错误，防止了共用

0.001）。
3

密码导致的管理漏洞。病区麻醉药品智能管控体

讨论

系的智能模式既实现了麻醉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

麻醉药品在临床疼痛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但

追、责任可究的全程闭环式可追溯管控，减少了管

又可能成为毒品导致滥用者成瘾，危害社会。我国

理漏洞，提高了麻醉药品的安全性，又避免了多项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 要求，麻醉药品

手工操作，明显节约了临床医师、护士和药师的时

［1］

购入、储存、发放、调配、使用实行批号管理和追踪，

间，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化了管理程序，使疼痛患者

使用和储存需采用“五专、双人双锁、三铁一器”的

麻醉药品治疗更加可及。

管控模式。因此，麻醉药品的医嘱、处方开具、处方

应用智能药柜管理麻醉药品已有报道［15⁃16］，但

审核、药品调剂、空安瓿回收与销毁、专用帐册、专

尚未达到全院级远程化管理。本研究中构建的麻

册登记、盘点等，都有一整套严格的程序要求。这

醉药品智能管控体系，其创新性在于全院级病区远

些程序在传统模式下大多为开放性手工完成。手

程基数库、批号锁定功能以及远程监管。药房可以

工操作容易发生错误，例如处方书写错误

、批号

通过可视化监管看板及系统管控平台实时监控全

、空安瓿未回收或回收批号

院各病区基数麻醉药品的品种、数量和有效期，实

［4-5］

错误或记录不规范

［6‑7］

不符［5⁃7］、专用帐册登记数量与使用数量不符［4］、专

现动态与静态远程监管。

用帐册漏登记 等，甚至发生调剂差错（将硫酸吗

加强麻醉药品管理是医疗机构一项极其重要

啡缓释片调剂成盐酸羟考酮缓释片） 。开放性管

的工作。全院级病区麻醉药品智能管控体系已初

［4］

［8］

表 1 病区麻醉药品管控体系实施前后各项工作耗时比较（xˉ ± s）

Tab 1 Time consuming comparison of various work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trol system for narcotic drugs in the ward
医师开具处方

管理
模式
传统模式
智能模式

t值

P值
注

处方数
（张）

耗时
（s/张）

100

94±9

100

32.041

<0.001

4±1

护士处理问题处方

审核处方

处方数
耗时
处方数
（张） （min/次） （张）
20
20

12±2
16.286

<0.001

0

100
100

调剂药品

耗时
（s/张）

处方数
（张）

耗时
（s/张）

13.8±2.9

100

97±4

3.4±0.5

12.695

<0.001

100

31±5

28.937

<0.001

传统模式和智能模式分别指病区麻醉药品管控体系实施前、后的麻醉药品管理模式

药房盘点

专用帐册登记

次数

耗时
（min/次）

次数

耗时
（s/次）

30

15±2

30

606±96

30

18.745

<0.001

6±1

30

19.976

<0.00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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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建立，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进一步
提高麻醉药品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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