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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医院的管

理和运营不断现代化和信息化。本院在 2012 年率

先试运行检验试剂网上采购。网上采购虽然给我

们订购试剂提供了方便，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大批量配送的试剂送到医院后，仅靠医院管理人

员人工清点、验收，效率十分低下，而且难免会

有错漏出现，造成管理上的不便。试剂物流配送

的追溯只到送达医院为止，无法满足医院对试剂

使用监管的要求。本文就二维码技术在试剂信息

化追溯管理中的应用做进一步探讨。

二维码技术在试剂信息化管理中应用
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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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目的：探索二维码技术在试剂信息化管理中的应用。方法：通过二维码在验收、储存、

追溯等环节的使用，了解二维码技术在信息化管理中的作用。结果：二维码技术提高了

验收的效率，优化了储备结构，完善了院内的试剂追溯。结论：使用二维码技术，可对

医疗试剂进行高效、精确度追溯管理，并大幅提升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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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wo-dimensional code technology in the reag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ethods: 
By the use the two-dimensional code in the acceptance, storage, traceability links,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the two-dimensional 
bar code technology i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Results: The two-dimensional code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acceptance,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store, improve the traceability of reagents. Conclusions: Using the two-dimensional 
code technology, medical reagent efficiency, accuracy of retrospective management,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upervision, reduce regulatory costs.

Key words: two-dimensional barcode,   information, acceptance,   store,   retrospective,   management

文章编号：1006-6586(2013)08-0060-03     中图分类号：R446      文献标识码：B

收稿日期：

2013-02-25

基金项目：

本课题为上海理工

大学上海医疗器械

职教集团 2012 年

度医学工程学与

医学装备管理课

题；课题批准号：

SZJ12005Y

1. 二维码技术的简介

二维码 ，又称二维条码，最早发明于日本， 它是用某种特定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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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方向上）分布的黑白相间的图形记录数据符

号信息的。二维码是在一个矩形空间通过黑、白

像素在矩阵中的不同分布进行编码。在矩阵相应

元素位置上，用点（方点、圆点或其他形状）的

出现表示二进制“1” ，点的不出现表示二进制

的“0”， 点的排列组合确定了矩阵式二维条码所

代表的意义。有代表性的行排式二维条码有：QR 

Code 、Code 49、PDF417 等。

二维码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高密度编码，信息容量大：可容纳多达

1850 个大写字母或 2710 个数字或 1108 个字节或

500 多个汉字。

（2）编码范围广：该条码可以把图片、声音、

文字、签字、指纹等可以数字化的信息进行编码。

（3）容错能力强，具有纠错功能：这使得二

维条码因穿孔、污损等引起局部损坏时，照样可

以正确得到识读，损毁面积达 50% 仍可恢复信息。

（4）译码可靠性高：它比普通条码译码错误

率百万分之二要低得多，误码率不超过千万分之一。

（5）可引入加密措施：保密性、防伪性好。

（6）成本低，易制作，持久耐用。

（7）条码符号形状、尺寸大小比例可变。

（8）二维条码可以使用激光或 CCD 阅读器

识读。

图1. 二维码示意图

2. 二维码在医院试剂信息化管理中的应用

2.1 优化验收流程

现在本院检验科每周从试剂供应商处采购两

批试剂，每批包括生化试剂 30 多种；免疫试剂

20 多种；临检试剂 7~8 种，试剂品种总量三百余项。

如此多的试剂都是依靠职能部门管理人员，逐一

核对和清点验收。每次清点都要耗费管理人员半

小时以上的时间。

如果在试剂包装处贴上二维码就能高效、轻

松地完成清点工作。二维码拥有较高的数据储存

量，最大数据含量是 1850 个字符。还可以把图片、

声音、文字等进行数字化编码，用条码表示出

来。可以把每盒试剂的名称、批号、序列号、厂

家、有效日期、是否需冷藏等重要信息编入二维

码。由于二维码是根据序列号转化而来，具有唯

一性，清点过程只需要标识二维码就可以完成。

如此一来，上百件试剂在 1~2min 内就能清

点完成，而且译码可靠性高，键盘输入错误误码

率为三百分之一，利用光学字符识别技术的误码

率为万分之一，普通条码译码错误率百万分之二

左右，而二维条码误码率不超过千万分之一。

2.2 优化试剂储备

试剂经验收后发送到临床科室，即计入使用

科室成本支出。试剂管理科室对试剂的实际使用

情况失去了直接的监管。有些试剂在临床储藏时

间过长，超过使用效期，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在试剂包装上贴上二维码标签，在临床医生

使用前，打开软件对即将拆封使用的试剂进行扫

描，扫描过后的试剂就认定为已经使用了，未经

临床扫描的试剂为入库未使用试剂。管理人员可

以从系统中了解试剂的使用情况，可以根据使用

情况调整试剂的库存，提醒临床医技人员尽快使

用效期临近的试剂，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管理人员每个季度或者每年对试剂使用情况

做一个统计汇总，可以对下次采购预算提供参

考指导。总的来说，二维码的使用可以达到以下

几个效果：第一，实时动态监控储备消耗，由消

耗指导储备，使得库存处于动态平衡，以此来达

到“零库存”。第二，使用效期监管；优先使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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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期临近的试剂，减少不必要的损耗，降低成本。

第三，试剂使用情况电子统计，对资金和储备量

进行调整，优化储备结构。常规和平价检测用的

试剂应当多储备 ；高价和二、三线检验试剂可适

当少储备。事实上，试剂储备中高效率、快周转、

低成本、高效益，四者是需要一同权衡的。

2.3 试剂的追溯

物流配送公司的追溯到医院就结束了，但对

于医院来说试剂到达医院追溯过程只过了一半，

理想的目标是需要追溯到试剂用于哪个临床标本。

二维码因其唯一性，它可以实现对医疗试剂整个

供应链的追溯。由于它的大数据容量，可以从制

造商到医疗服务全过程，对产品进行明确记录；

可以对临床使用试剂情况用电子方式进行记录；

可以对产品效期进行监测；可以对需特殊储藏的

试剂进行预警提醒。二维码的使用可以提高我们

的管理质量，也为我们的检验质量提供保障。

3. 二维码在医院信息化管理中的展望

二维码的大容量、编码范围广、防伪性好、

易识别等特点，可以用二维码编制一个全国乃至

全球通用的唯一标识，这样可使各部门相对应的

数据库数据能够相互关联并指向同一个产品。这

不仅解决了管理部门在信息交换过程中信息不一

致的问题，更有利于实现特定的管理目的。尤其

可以满足政府在纵向管理情况下，对数据全程检

索的需要。

举例来说，如果药监部门发现某个试剂存在

失效问题，可以通过在医院记录该试剂使用的二

维码，关联在不同数据库中相同的二维码，很快

调查出在进口、销售、物流、结算、医保等各部门，

处理该产品的所有信息。使用二维码，各部门管

理系统都不需要更改，便可对医疗试剂产品上市

后的整个过程进行高效、精确度追溯管理，并大

幅提升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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