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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手术室用药错误防范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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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手术室在药品的使用及管理全过程中存在用药错误风险。手术室用药错误类型包括处
方/医嘱开具错误、处方/医嘱传递错误、调剂错误、标签错误、配制错误、给药技术错误、监测错误、药
品储存错误和基数药品设置错误等。用药错误的风险因素主要存在于手术室处方开具与传递、药品
调剂和分发、给药与监测及药品管理等环节中。手术室用药错误的防范策略包括技术策略（强制和约
束策略，实施自动化和计算机化、制定标准化标识和流程、建立审核项目清单）和管理策略（推荐手术
药房管理模式、加大临床药学支持力度、手术室内药品分区存放、合理配置人力资源、规范药品养护管
理、倡导安全用药文化、加强基于岗位胜任力的专业技能培训等）。本指导原则适用于参与手术室药
品使用和管理的所有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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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risks of medication error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drug use and management
in the operating room. The types of medication errors in operating room include prescription issuing/doctor′s
order giving error, prescription/doctor′s order delivery error, drug dispensing error, labeling error, prepara‑
tion error, drug application technology error, drug monitoring error, drug storage error, essential drug setting
error, etc. The risk factors of medication errors in the operation room mainly exist in the links of prescription
issuing and delivery, drug dispensing and distribution, drug administration and monitoring, drug manage‑
ment, etc. The prevention strategies of medication errors in operating room include technical strategies
(mandatory and constraint strategies, implementation of automation and computerization, development of
standardized identifiers and processes, establishment of audit project lists)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recommending the management mode of operation pharmacy, increasing the support of clinical pharmacy,
storing drugs in different areas in operation room, allocating human resources reasonably, standardizing
management of drug maintenance, advocating safe drug use culture, and strengthening professional skills
training based on post competency). This guideline is applicable to all personnel involved in the use and
management of drugs in the operating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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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是医师对患者进行特殊诊疗和施行手
术的场所，包括中心手术室和日间手术室

，是医

［1-2］

疗机构的重要技术部门。手术患者围术期的用药
要经历多个科室和多个团队的管理，进入手术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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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通常是由麻醉医师直接负责处方开具、药品配制

理，识别和防范手术室用药可能出现的错误，合理

及给药，核对人员相对缺乏，在紧急情况下存在发

用 药 国 际 网 络（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Rational

生用药错误的风险；
另外手术过程中使用的药物多

Use of Drugs，INRUD）中国中心组临床安全用药组、

为高警示药品，用药错误一旦发生极有可能导致严

中国药理学会药源性疾病学专业委员会和药物不

重不良后果。Nanji 等 的前瞻性观察性研究结果

良反应杂志社组织医学、药学、护理、麻醉学等专业

显示，美国一家大型医疗机构在 2013 年 11 月至

［10］
的专家，以《中国用药错误管理专家共识》
为依

2014 年 6 月开展的 277 台手术、
3 671 次围术期用药

据，由专业药师从药物警戒的角度对手术室用药错

中共发生用药错误 153 次（4.1%），大约每 2 台手术

误进行分类，分析各环节错误影响因素并制定相应

或每 20 次用药中就会发生 1 次用药错误，
其中 99 次

措施，
历经数次论证，
制定了本指导原则。

［3］

（64.7%）导致患者伤害但未危及生命，3 次（2.0%）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参与手术室药品使用和管

危及患者生命。回顾性研究报道的用药错误发生

理的所有人员。

率远低于前瞻性研究，这可能与医务人员不愿意主

1 定义

动上报用药错误有关。Webster 等对新西兰 2 家医

手术室用药错误是指从患者进入手术室到手

院 10 806 次手术麻醉期间用药的回顾性调查结果

术结束离开的时间段内药品使用全过程以及手术

显示，在回收的 7 794 份调查问卷中报告用药错误

室药品管理全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可以防范的用药

81 例，用药错误发生率为 0.75%。另有研究显示，

错误，这些错误可导致患者发生潜在的或直接的

围术期用药错误发生率在南非约为 0.36% ，而在

损害。

日本约为 0.18% 。2011 年 Zhang 等 对中国医科

2 手术室用药错误环节和类型

［4］

［5］

［6］

［7］

大 学 附 属 盛 京 医 院 麻 醉 医 师 进 行 问 卷 调 查 ，在
24 380次麻醉用药的调查问卷中回收问卷16 496份，
共上报用药错误 179 例，用药错误发生率为 1.09%。
手术室用药错误防范是医疗机构亟需解决的重要
问题。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中华医学会

手术室用药错误环节和类型归纳如表 1。

3 手术室用药错误的风险因素

手术室用药主要包括处方开具与传递、药品调

剂和分发、给药与监测及药品管理等 4 个具体环
节。各环节共有的风险因素包括药学知识匮乏、用

麻醉学分会和国家麻醉质控中心等联合发布的《围

药安全意识差、工作负荷过大导致人员疲劳、紧急

术期用药安全专家共识（2018）》对促进围术期用药

情况下人员心理压力大、医务人员之间沟通不足、

安全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但该共识更侧重于麻醉

缺乏标准化流程、环境因素（光线、噪音等）、手术过

用药安全方面。为加强手术室用药环节的科学管

程中用药多为高警示药品、药品种类繁多等［11‑12］。

［9］

表 1 手术室用药错误环节和类型
错误环节

类型

内容

技术环节 处方开具与传递 处方/医嘱开具错误 ①麻醉医师或手术医师开具处方/医嘱错误，包括药品、剂型选择不当、剂量或浓度错误、
溶媒选择不当等；②手术室用药缺少药师审核或药师审核时未能发现错误；③上级麻
醉医师未对下级麻醉医师所用药品进行审核或审核时未能发现错误
处方/医嘱传递错误 ①手术过程中麻醉医师或手术医师口头用药医嘱传递错误；
②麻醉医师交接班疏失导致
药品信息传递错误；③手术后患者转运至麻醉复苏室或麻醉重症监护病房时处方/医
嘱药品信息传递错误
药品调剂与分发 调剂错误

①药学部门在为手术室调剂药品时出现错误；
②麻醉科护士为手术间补充基数药品时出
现调剂错误；③麻醉医师或护士在手术过程中取用药品时出现错误（包括从麻醉药柜
里取药错误和配制好的药品后从麻醉托盘中取用错误）

标签错误

①手术过程中麻醉医师或护士在注射器标签上标注药品名称、浓度及用法用量等信息时
出现写错、书写不清或未书写现象；
②输液管路未粘贴标签或者标签粘贴错误

配制错误
给药与监测

给药技术错误

监测错误
管理环节 药品管理

药品储存错误
基数药品设置错误

①麻醉医师或护士在给药时未能正确配制药品（包括分装、溶解、稀释、混合等）；②配制
药品时违反无菌操作规程
①患者身份识别错误；②未能将医嘱药品提供给患者；③给药途径错误；④给药速率错
误；⑤给药顺序错误；⑥未按规定的给药间隔或时机给药；⑦剂量计算错误；⑧输液管
路错误；
⑨连续给药时未及时冲洗输液管路
未对手术过程中的用药错误、
不良反应、
药品质量事件进行监测或未进行干预处理及上报

①手术室包括手术间内的药品未设置专门或相对集中的区域/设备储存；②药品未按照
规定的储存条件储存；
③药品储存时未按规定粘贴标识
手术室基数药品品种和数量与备案表不符或备案表药品设置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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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开具与传递环节特有的风险因素包括：
（1）医

置专用的空安瓿回收容器，药品配制完成后，空安

师未详细了解患者的既往病史、过敏史、用药史等

瓿应放入专用容器，以备患者发生药物不良反应或

关键信息，导致术中医嘱不适当；
（2）医院信息系统

疑似用药错误事件时查对［9］。

设计不完善，病区与手术室信息不能完全共享，医

4.1.1.3

师用药时无法正确快速地获取患者的个人信息，例

的药品均应准确标识、粘贴标签，标签上标注药品

如患者的禁忌症、过敏史等，不能辅助临床决策

名称、规格和浓度及日期（准确到小时），说明书及

；

［13］

规范注射器和输液管路的标识

配制好

（3）口头用药医嘱未经上级麻醉医师审核或者麻醉

相关指南中提及配制后时间限制的药品应标注失

科护士核对；
（4）在麻醉交接班和转运患者至麻醉

效时间。术中需多种药品持续输注时，为避免连

复苏室或麻醉重症监护病房时交接的麻醉医师未

接错误，应将预印制标签贴在输液管路连接口处。

注意核对用药信息。药品调剂和分发环节特有的

4.1.1.4

风险因素包括：
（1）无符合要求的专柜、设备；
（2）易

安全性，手术室内所有计量单位和浓度均应该标准

混淆药品摆放不当、标识不清；
（3）特殊管理药品储

化，以避免不同制剂之间的混淆。对于成人患者使

存不当、标识不清；
（4）手术过程中多为口头医嘱，

用的高警示药品，其输注浓度应标准化为一个单一

先用药再记录医嘱

。给药与监测环节特有的危

浓度，
并且此浓度适用于至少 90% 的病例。当高警

险因素包括：
（1）药品用法用量特殊，药品剂型复

示药品需要 1 个以上标准浓度时，在表达与传递药

杂，容易导致剂量换算错误或者用药操作不当；

品信息应使用统一的术语（2 倍含量、4 倍含量）和

［14］

标准化手术室药品浓度

为达到最大的

（2）整个手术用药过程主要由麻醉医师负责，
包括处

醒目标识以辨别和区分不同浓度的制剂［20-22］。对

方开具、
药品配制和给药，
缺少其他人员的监督和核

于经静脉使用的药品可使用载药注射器，可减少

对；
（3）新设备应用不熟练；
（4）设备老化或未定期保

麻醉医师使用过程中错误稀释和污染的风险，以

养维护，易出现误差和故障

。管理环节特有的

及抽药后粘贴标签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载药注射

风险因素包括：
（1）手术室用药的相关制度不健全或

器可以由药品制造商、静脉用药调配中心或手术

执行不严；
（2）医务人员用药安全知识培训力度不

药房配制［23］。

够；
（3）医院药品质量管理部门未在监督检查、督导

4.1.1.5

整改等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4）手术室内医务人员岗

前，要保证患者身份、药物种类、剂量、给药时间和

位较多，
责任分工不明确，
例如未设置专人或专岗负

给药途径完全正确。所有给药过程需由双人核对。

责手术室药品的保管、
使用和请领分发等

连续给药时需注意合理的给药顺序、给药间隔、给

［15-16］

。

［17-18］

规范手术室给药流程

在给予患者药品

4 手术室用药错误的防范策略

药速度，给药后及时冲洗管路，并密切监测患者生

4.1

命体征的变化。

技术策略

4.1.1
4.1.1.1

4.1.1.6

强制和约束策略

规范麻醉医师交接班流程

麻醉医师交

医师开具处

接班时（同一台手术麻醉过程中麻醉医师的交接班

方时应综合考虑患者一般情况（性别、体重等）、既

或者患者转运至麻醉复苏室或麻醉重症监护病房

往史及脏器功能状态、用药史和过敏史等；麻醉过

时与值班医师的交接班），麻醉医师必须确保接班

程中应注意给药剂量、给药途径、药物起效时间、患

人员对患者信息、相关用药史、所用药物的适应证、

者反应以及药物相互作用等因素，并详细记录术中

潜在并发症等认识无误。患者转运至麻醉复苏室

相关情况。具体防范措施参见《处方环节用药错误

或麻醉重症监护病房时，医师应对患者信息、术中

防范指导原则》 。手术室用药种类繁多，药品之

用药、不良反应、使用的输液管路、输液泵药品配制

间易发生相互作用，应进行药物相互作用的理论及

及使用剂量等进行仔细交接［9］。

实践培训，
减少其发生率。

4.1.1.7

规范麻醉医师处方的开具

［19］

4.1.1.2

加强药品设备保养

应对手术室药品储

应该对

存装置进行定期养护，对智能静脉输液泵等给药装

手术间常用药物给出标准的配制方法，以降低多人

置定期校验，对麻醉机定期维护保养，加强麻醉机

管理患者时出现的用药错误风险。药品配制过程

的故障检测及自动报警功能。

必须经过双人核对，配制完成后应整洁有序地放置

4.1.2

在无菌托盘里，避免过早配制。每一次手术均应设

4.1.2.1

规范手术室内药品的配制流程

实施自动化和计算机化
推荐使用智能麻醉药品管理系统

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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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药品管理系统可与医院信息系统无缝对接，可

严格执行三查七对原则，使用任何药物前，均应查

将患者信息导入智能麻醉药品管理系统，麻醉医师

对瓶签、药品质量、浓度、剂量、有效期、用药途径及

事先将患者的用药方案输入系统或直接通过智能

时机，并检查包装是否完好，无疑问时方可使用；
配

药柜选取药品，在手术后系统自动汇编患者麻醉记

制完成后空安瓿应放入专用容器以备核对。
（3）医

录并自动计费，实现术中医嘱的无纸化操作，并可

嘱开具-复核流程：开具处方前应核实患者的适应

自动生成智能药柜药品申领单

证、过敏史、用药史等关键信息，开具后应由上级麻

。

［24］

4.1.2.2 使用计算机辅助医嘱审核 推荐使用具
有预警功能的药物决策辅助系统，该系统与计算
机、扬声器和触摸屏相连，利用智能语音识别技术，
可听取麻醉医师的口语信息进行听觉验证，对手术
室用药进行实时审核，拦截不合理医嘱。医嘱经医
师修改确认后方可执行［25］。
4.1.2.3 实行条形码管理 推荐患者使用腕带条
形码识别；推荐使用药品条形码技术，手术间应配
备条形码阅读器以正确识别药品，实时记录用药过
程，便于追溯。扫码后将以视觉方式显示药品（或
语音播报药品名称）从而再次进行电子确认。
4.1.2.4 推荐使用智能静脉给药系统 静脉持续
输注药物时使用智能静脉输液泵，能精确测定和控
制输液速度、输液量，同时对气泡、空液、漏液、心率
异常和输液管路阻塞等异常情况进行报警，必要时
能自动切断输液通路。
4.1.2.5 推荐使用智能药柜 麻醉药品、第一类精
神药品推荐使用智能麻醉药品柜，其他药品推荐使
用智能药柜，具体参见《智能药柜应用环节用药错
［26］
误识别与防范指导原则》
。
4.1.2.6 推荐使用药品冷链温湿度监控系统 建
议对手术室药品使用冷链温湿度监控系统，保证药
品的运输和储存符合要求。
4.1.3 制定标准化标识和流程
4.1.3.1 规范药品标识管理［27］ （1）特殊管理药
品、高警示药品、易混淆药品等应有明晰的警示标
识；
需冷藏、避光的药品、近效期药品设置标识进行
提示。
（2）手术室应配备所有药品的预印制标签，标
明药品名称、药效强度、浓度、溶媒体积和浓度、失
效时间等。
（3）手术室应配备输液管路标识，标识内
容包括连接终点（动脉、外周静脉、中心静脉等）、管
路作用（补液、给药、测压）和用药信息。
4.1.3.2 制定标准化流程 （1）口头用药医嘱流
程：巡回护士执行口头医嘱前需再次重复一遍医嘱
（清晰说出药名、剂量、用法），双方核查后方可执
行，手术结束后立即督促手术医师补写医嘱（应用
时间、药名、剂量、用法）。
（2）手术室药品配制流程：

醉医师（或其他高级职称医师）审核处方的合理性。
（4）残余药品处理流程：手术室未使用完的麻醉药
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注射液和镇痛泵中的剩余药
液，应及时由医师、药师或护士在视频监控下双人
进行倾泻入下水道等处置，并在“麻醉药品和第一
类精神药品剩余药液处理登记本”上逐条记录［28］。
（5）基数药品目录审核与备案流程：根据手术室用
药特点，制定备用药品基数，经麻醉科主任、手术室
护士长签字审核后上报药剂科、护理部和医务处备
案存档。
（6）用药错误报告流程：应鼓励相关责任人
及时上报用药错误，并由专人负责审核报告的准确
性。医疗机构应完善用药错误上报平台，简化上报
流程，评估考察上报的时效性。
（7）患者转运流程：
手术室护士依据手术申请单打印患者交接信息标
签，转运人员持患者交接信息标签，通过腕带、病历
与病房护士及患者或家属共同核对并签字。患者
接入手术室（术前准备间或手术间）后，根据术前交
接记录严格交接。
4.1.4

建立审核项目清单和复核系统 （1）建立手

术室用药交接清单：包括患者情况（患者信息、术中
药品使用情况、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现输液管路中
药品使用情况、输液泵药品配制及使用剂量）、患者
的麻醉情况（麻醉方式、术中输液、输血及用药、用
药前后生命体征变化、镇痛装置情况）、手术情况
（手术名称、部位、时间和术中出血量）、动静脉通道
通畅情况等。
（2）建立手术室专业设备养护清单：主
要包括设备摆放位置是否正确、保养责任人、使用
记录、维修巡检记录。
（3）建立手术室药品种类和数
量清单：可根据医疗机构的具体情况制定。
（4）建立
药品摆放位置目录清单：药品按药理作用分类定位
摆放，
不允许混放。
4.2

管理策略
［10］
在《中国用药错误管理专家共识》
中，对于建

立用药安全相关法规及管理组织、倡导健康的用
药安全文化等方面已有多项管理策略，在此基础
上，针对手术室用药的实际工作特点，提出如下管
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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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手术药房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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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药房的建立

糊或有涂改，责任人应立即报药学部门处理；对有

可以减少传统的手术室用药模式带来的用药错误

效期 6 个月内的药品，应注意及时更换。对具有潜

隐患。手术药房负责手术室药品的请领、调配和管

在致命性的挥发性麻醉药需要进行严格的安全保

理，实行专用药箱、药车与基数管理模式以规范手

存，空瓶应盖好瓶盖、妥善放置在专用废物盒中，避

术室用药，保证术间用药的及时供应，规范手术室

免再次使用或填充其他液体［19］。

麻醉药品的领用，使麻醉药品的“五专”
（专人负责、

4.2.6

专柜加锁、专用处方、专用账册、专册登记）管理和

错误自愿上报的氛围，出现药品储存错误或药品质

“闭环式管理”更加规范。对于不具备建立手术药

量事件应积极上报；
（2）建立用药错误管理制度，利

倡导安全用药文化 （1）培育非惩罚性用药

房条件的医疗机构，推荐建设麻醉专科护理队伍，

用 PDCA (plan-do-check-action）循 环 的 工 作 模 式 ，

在手术室内专设药品存储区域，由麻醉科护士统

持续改善从而降低手术室用药错误的发生率［30］；

一对手术室内所有药品实行基数管理。基数药品

（3）建立由手术室、药剂科、医院药事和药物治疗

的品种和数量由麻醉科提出申请清单，药学部门

学委员会组成的三级管理制度，对手术室药品定

审批。建议择期手术患者使用的药品仅由手术药
房或指定的药房供应，不允许外带药品进入手术
室使用。
4.2.2

加大临床药学支持力度

由药学部门向手

术室提供药品使用的资料，如高警示药品的危害，
需要特殊储存条件的药品和易混淆药品列表，以及
药物配制后失效时间限制。根据本院情况建立手
术室专科用药目录及处方集，以便随时查阅。药师
对手术室用药医嘱进行审核，对用药提供指导和动
态监测，定期对手术室用药进行回顾性分析与点
［29］
评，依据《超说明书用药专家共识》
，规范手术室
内的超说明书用药行为。
4.2.3

手术室内药品分区存放

手术室应设置手

术药房或专门或相对集中的区域定位储存药品，
按药品的种类进行分区，易混淆药品必须分开储
存和摆放。对于一品多规的药品，应显著标识，分
开摆放。手术间内麻醉药柜和工作台的药品摆放
应整洁有序，且依据药理学特性分区摆放，不同给
药途径的药品分开摆放，急救药与常规用药分开
摆放，全麻用药与局麻药分开摆放；医疗用毒性药

期进行自查和督查。
4.2.7

加强基于岗位胜任力的专业技能培训

手

术室内人员流动性大，岗位类别多，需对医务人员
实施限权管理，手术医师、麻醉医师、药师、护士均
须接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抗菌药物应用
的岗前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可获得相应的处方
权与调剂权；
要求手术室人员熟练掌握标准操作流
程和岗位职责，并定期进行考核。对于更新的药品
信息要及时在院内办公系统通报并组织相关知识
培训，
避免用药错误的发生。
5 典型案例
纽约 1 例 11 岁男童因脚踝感染接受外科手
术，手术过程中因血压飙升造成心搏骤停，经过抢
救后患儿的心脏恢复跳动但氧合指数和血压水平
无法稳定，后转入儿科重症监护室，术后第 2 天患
儿死亡。经调查发现，麻醉医师为术后止吐给患
儿开具了昂丹司琼注射液 1 ml，从抢救车内取药
时 误 将 1 ml 昂 丹 司 琼 拿 成 1 ml 肾 上 腺 素 ，昂 丹
司 琼 无 需 稀 释 ，但 肾 上 腺 素 在 给 药 前 需 要 稀 释

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易燃易爆药品分开存

100 倍。由于麻醉医师不小心拿错了药品，使用了

放，单独贮存［9］。

100 倍浓度的肾上腺素从而导致患儿死亡［31］。错

4.2.4

合理配置人力资源

手术室应进行合理的

误原因分析：
（1）昂丹司琼和肾上腺素瓶身相似，

人力资源配置，保证药品在手术过程中使用的各环

为易混淆药品，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错误。
（2）麻

节能进行有效核对，在管理环节能落实各项制度，

醉医师负责药品的管理及使用，没有执行严格的

避免因工作负荷量大引起用药错误。

核对制度，在紧急情况下造成疏失。防范措施：

4.2.5

应指定专人或专岗负

（1）对包装相似、看似、听似、一品多规等易混淆药

责手术室药品的请领、保管、养护、盘点、检查等工

品应有明晰的警示标识，并应分开摆放，减少由于

作。有条件建立手术药房的医院由手术药房药师

摆放不合理出现的取药错误，提高手术室用药的

负责药房、手术间、麻醉科的药品管理；
无条件者则

准确性。
（2）对手术间药品实行条形码管理，取药

指定专人专岗负责，定期由药学人员对药品养护情

时经扫描药品最小包装上的条形码进行品名、规

况进行督查。发现药品有污染、变色、过期、瓶签模

格的确认。

规范药品养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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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由于手术室用药的特殊性，用药错误防范尤为
重要。通过建立健全手术室用药安全的各项制度，
强化岗位人员对标准流程的执行，拟定手术室、麻
醉科专科用药目录，借助自动化/信息化的手段探
索建立手术室用药医嘱的审核模式等措施，最大限

[6]

[7]

度地减少或避免手术室用药错误的发生。各医疗
机构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本指导原则的基础
上制定更符合本医院特点的手术室用药错误识别

[8]

与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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