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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信息技术相关医疗不良事件

医疗不良事件作为一个常用词汇ꎬ 经常见诸于文

医疗不良事件ꎬ 这种不良事件会对患者或医护人员的

国每年因医疗不良事件导致患者死亡的案例约有 ４０ ~

尚无统一定义ꎬ 常见的术语有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ｅｒ￣

献研究中ꎬ 但目前国内尚无明确统一的定义 [１] ꎮ 美
４４ 万ꎬ 医疗不良事件已成为第 ３ 大死因

[２￣ ３]

ꎮ 随着医

疗信息 技 术 (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ＨＩＴ) 的
广泛应用ꎬ 利用信息技术减少医疗不良事件发生、 提
升医疗安全ꎬ 已成为医院重要策略ꎮ 调查显示ꎬ 计算

机医 嘱 录 入 系 统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ｚｅ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ｏｒｄｅｒ ｅｎｔｒｙꎬ
ＣＰＯＥ) 每年可避免 １７４０ 万例临床用药差错ꎬ 减少率
达 １２ ５％

[４]

ꎮ 条形码技术可使医嘱抄写过程及给药

过程中的差错相对减少 ４１ ４％ꎬ 同时使潜在不良事件
的发生率相对减少 ５０ ８％

[５]

ꎮ 大量信息技术的应用ꎬ

在减少医疗差错的同时ꎬ 若未经过恰当的设计、 实施
和使用ꎬ 其本身也会威胁到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ꎮ 研
究显示ꎬ １ / ６ 左 右 的 医 疗 安 全 事 故 与 ＨＩＴ 相 关

[６]

ꎮ

ＨＩＴ 相关不良事件已成为医疗安全不可忽视的威胁
之一

[ ７]

ꎮ 近年来ꎬ 人工智能应用可能对医疗安全造

成危害的事件已有报道ꎬ 例如 ＩＢＭ Ｗａｔｓｏｎ 对一位肺
癌伴严重出血患者提出了化疗和贝伐珠单克隆抗体
的治疗建议ꎬ 而贝伐珠单克隆抗体是一种可能引起
严重出血的抗癌药物 [ ８] ꎮ 人工智能用于辅助医疗决
策具有重要价值ꎬ 但其本身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不应
被忽视ꎮ

１

安全造成危害 [７] ꎮ 信息技术相关医疗不良事件目前
ｒｏｒｓ [１０￣ １１] ” “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ｒｒｏｒｓ [１２￣ １４] ” “ Ｅ￣ｉａｔｒｏｇｅｎ￣
ｉｃ [１５] ”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ａ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１６]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ｖｅｎｔｓ

[１７]

“ ｈｅａｌｔｈ

” 等ꎮ Ｂｏｒｙｃｋｉ 等[１８] 认

为信息技术引起的医疗不良事件是指在系统的设计与
开发、 实施与个性化定制、 技术运用与新工作流程的
交互过程中产生的医疗差错ꎬ 这种差错通常发生在复
杂的临床环境中ꎬ 很难通过传统软件测试方法检测出
来ꎮ 某些情况下这种不良事件可能会被用户注意到并
及时纠正ꎬ 比如医生发现用药录入错误后进行修正ꎮ
Ｗｅｉｎｅｒ 等[１５] 创造性地提出 “ Ｅ￣ｉａ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一词ꎬ 以

定义 因 ＨＩＴ 技 术 应 用 而 对 患 者 造 成 的 安 全 危 害ꎮ
Ｐａｌｍｉｅｒｉ 等[１６] 提出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ａ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的概念ꎬ
表示因技术创新融入复杂医疗系统时产生的新型医疗
差错ꎬ 警示用户应提高对此类新风险的管理意识ꎮ

２ 信息技术相关医疗不良事件研究现状
自 ２００５ 年起ꎬ 国外关于信息技术相关医疗不良事

件的研究报道显著增加[９] ꎬ 而我国信息技术相关医疗
不良事件的政策法规和文献报告极少ꎮ

美国 急 救 医 疗 研 究 所 (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Ｃａ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信息技术相关医疗不良事件的定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ＥＣＲＩ) 每年发布 « 十大医疗技术危害» 报

信息技术引起医疗不良事件的相关研究始于 ２１ 世

的安全问题ꎬ 帮助医疗机构明确医疗技术存在的潜在

告[１９] ꎬ 公布各医疗机构在使用医疗设备和系统时存在

纪初期ꎬ 随着全球医疗健康产业的现代化ꎬ 以电子健

危害ꎮ 近年 ＥＣＲＩ 发布的 “ 十大医疗技术危害” 中与

录入、 临床决策支持系统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

２０１４ 至 ２０１８ 年间ꎬ 美国医疗机构评审联合委员会

康档案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ｃｏｒｄꎬ ＥＨＲ)、 计算机医嘱

信息技术相关的内容见表 １ꎮ

ｔｅｍꎬ ＣＤＳＳ) 等为代表的 ＨＩＴ 能够显著提高医疗服务

统计了 １７０ 份与警报管理和警报疲劳有关的报告ꎬ 其

ꎮ 随着信息技术在医疗领域应用的普

的虚假警报占 ８５％ ~ ９９％ [２０] ꎬ 这种过度警报造成的医

的质量和效率ꎬ 减轻医疗行业负担ꎬ 成为医疗行业的
重要推动力

[９]

及ꎬ 研究人员发现ꎬ 信息技术的应用产生了一种新型

时间 (年)

中 １０１ 起导致患者死亡ꎬ 电子病历和医疗设备警报中
疗安全风险极大ꎬ 医务人员因大量不必要的警告而产

表 １ ２０１４ 至 ２０１９ 年美国 ＥＣＲＩ “十大医疗技术危害” 中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危害 [１９]
ＨＩＴ 相关危害

２０１４

电子病历和其他医疗信息系统数据不完整或不可靠ꎻ 忽视联网设备与系统的变更管理

２０１６

ＨＩＴ 的配置和工作流程不匹配

２０１８

医疗服务中的勒索软件和其他信息安全威胁可能会危及患者安全ꎻ 未严格使用条码扫描给药系统而使其安全优势难以发挥

２０１５

电子病历和其他医疗信息系统数据不正确或不完整ꎻ 联网医疗设备和系统保护不规范

２０１７

医疗设备软件管理设置缺陷影响患者数据安全

２０１９

黑客可利用远程访问医院信息系统ꎬ 破坏医疗保健服务

ＥＣＲＩ: 急救医疗研究所ꎻ ＨＩＴ: 医疗信息技术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２ １９７

协 和 医 学 杂 志

国内学者李瑞等 [２５] 对因身份信息识别错误导致

生倦怠ꎬ 以至于忽略了偶尔有意义的警告ꎬ 从而导致
医疗差错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加拿大学者 Ｂｅｌｌｗｏｏｄ

[２１]

对 ＨＩＴ 相关不良

事件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ꎬ 将其归纳为系统开发周
期、 知识 / 培训、 工作流、 人机交互、 政策、 用户参与

等 ９ 个方面ꎬ 并将这些因素归纳为个人、 厂商、 机构、
政府 ４ 个主题ꎬ 这些主题间存在着复杂的交叉关系ꎮ

美国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报 告 ＭＡＵＤＥ ( Ｍ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ｒｅｒ ａｎｄ Ｕｓｅｒ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Ｄｅｖｉｃ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收集了
自 １９９１ 年以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 Ｆｏｏｄ ａｎｄ

的不良事件进行了分析ꎬ 并对改善信息化诊疗流程提
出了建议ꎮ 王小平等 [２６] 介绍了护理人员因患者同名
同姓而在信息系统中错误安置床位的案例ꎬ 总结其根
本原因在于教育培训不到位ꎬ 且在制定电脑安置床位
的标准作业程序书方面存在疏漏ꎮ

３

信息技术相关医疗不良事件的类型
目前ꎬ 国内外对于信息技术相关医疗不良事件的

Ｄｒｕ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ＦＤＡ) 接收 的 医 疗 器 械 不 良 事

分类方法并无统一界定和依据ꎬ 因此ꎬ 参考国外研究

近 １０ 年信息 技 术 相 关 患 者 死 亡 的 部 分 典 型 案 例 见

统组成、 错误原因 ３ 方面进行分类ꎮ

件报告ꎬ 其中 包 含 了 大 量 ＨＩＴ 相 关 不 良 事 件 报 告ꎬ
表２

[ ２２]

ꎮ

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前 ＨＩＴ 系统引起的不良事件性

中的分类方法ꎬ 结合具体工作ꎬ 本文从表现形式、 系
３ １

按不良事件表现形式分类

根据表现形式ꎬ 将信息技术相关医疗不良事件归

质ꎬ 美国学者构建了一套 ＨＩＴ 事件识别策略ꎬ 通过使

纳为选择错误、 使用错误、 书写错误和系统错误 ４ 类

类器识别 ＭＡＵＤＥ 数据库中的 ＨＩＴ 事件ꎬ 并通过提取

３ ２

用基于结构化特征的过滤器和基于非结构化特征的分
ＭＡＵＤＥ 数据库中不良事件报告数据ꎬ 建立了 ＨＩＴ 事
件专属数据库

[７ꎬ２３￣ ２４]

ꎮ

按系统组成要素分类

在信息系统的各个关键节点中ꎬ 由于系统或用户
的原因ꎬ 均可能导致不良事件发生ꎮ 按照信息系统的

表 ２ 美国 ＭＡＵＤＥ 数据库近 １０ 年 ＨＩＴ 相关患者死亡事件

时间 (年 / 月 / 日)
２００８ / １２ / １８

( 表 ３) [２７] ꎮ

事件描述

发生原因

患者主动脉内球囊导管破裂ꎬ 血液在气动驱动线以上ꎬ 但系统无报警

系统报警消息故障

２００９ / ８ / １１

患者进行 Ｘ 线检查期间ꎬ 系统磁盘空间不足ꎬ 无法运行 Ｗｉｎｄｏｗｓ 系统ꎬ 系统多次重启期间ꎬ 患者

电脑故障

２００９ / １２ / ５

软件程序错误设置为以 １ ｍｌ / ｈ 的速率输入 １ ｍｇ / ｍｌ 吗啡ꎬ 导致患者超剂量接受药物ꎬ 大约 １ ｈ 后ꎬ

软件编程错误

２０１０ / １ / ２４

患者进行心脏监测和血氧饱和度监测ꎬ 其床边监测器的危险警报音量被关闭ꎬ 医护人员未及时发

软件故障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６

在手术过程中ꎬ 患者的血流动力学信息显示失真ꎬ 最终患者死于手术台上

应用程序异常退出

患者室颤ꎬ 监护仪报警ꎬ 护士未发现ꎬ 调查发现监护仪上的音调设置了 ５ ｓ 延迟 (默认值为 ０ ｓ)

软件控制设置错误

心肌梗死死亡

设备发出警报ꎬ 此时患者已死亡

现患者心脏病发作ꎬ 最终患者死亡

２０１５ / ３ / ２３
２０１５ / ７ / １

１ 例急诊病例因心肌梗死送达医院ꎬ 在检查室准备进行干预时系统自行关闭ꎬ 重启系统两次但未

操作系统问题

成功ꎬ 患者在转移至其他医院期间死亡

ＨＩＴ: 同表 １

表 ３ 信息技术相关医疗不良事件按表现形式分类
类型
选择错误
使用错误

描述

举例

从下拉菜单中错误选择了药物 / 配方 / 途径 / 频率等

错误选择了硬膜外注射 ０ ９％氯化钠ꎬ 而非静脉注射

矛盾

ｍｇ / ２４ ｈ

错误使用了药物 / 配方 / 给药途径 / 频率等ꎻ 处方和药品说 明 相 互

书写错误

内容出现书写错误

系统错误

系统发生提示错误、 默认时间 / 日期错误、 与辅助信息相关的错
误等

将硝酸甘油处方开为 １０ ｍｇ / ２４ ｈꎬ １ 贴片ꎬ 但药品说明是 ５０
将 １５０ μｇ 斯达力沃的日剂量写成了 ３７ ５ 片
患者入院后医生开具急查血化验ꎬ 当天已经打印急查血条码
并抽血化验ꎬ 但系统中急查血化验默认时间为次日凌晨ꎬ 次
日护士重新打印条码并重复抽血

１９８ Ｍａｒｃｈꎬ ２０２０

信息技术相关医疗不良事件

组成要素ꎬ 信息技术相关医疗不良时间可分为信息输
入、 信息传递、 信息输出、 通用技术、 用户影响因素

５ 类 ( 表 ４)
３ ３

[２８]

ꎮ

的解决方案 ( 图 １) ꎮ 结合相关研究ꎬ 笔者对信息技
术相关医疗不良事件提出如下几方面应对策略ꎮ

按事件根本原因进行分类

参考美国 ＭＡＵＤＥ 数 据 库 对 不 良 事 件 报 告 的 分

类方法ꎬ 信息技术相关医疗不良事件分为计算机问
题、 数据问题、 报警问题、 通讯问题、 人机交互问
题、 应用系统问题等ꎬ 其中每一类又可细分为多种
错误类型 ( 表 ５) ꎮ

４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ＨＩＴ Ｓａｆｅｔｙ” 模型ꎬ 用以概括 ＨＩＴ 安全事件
４ １

重视信息技术相关医疗不良事件

无论是作为 ＨＩＴ 使用方的医院ꎬ 还是作为 ＨＩＴ 提

供方的供应商ꎬ 以及作为监管方的各级行政机构ꎬ 均

应对 ＨＩＴ 相关医疗不良事件引起高度重视ꎮ 针对 ＨＩＴ
应用ꎬ 加强安全隐患管理ꎬ 采用多种技术和方法预测
可能发生的差错ꎬ 提前预防和纠正问题ꎮ 对信息技术
相关医疗不良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进行分析ꎬ 制定有

信息技术相关医疗不良事件应对策略探讨

效的解决策略ꎮ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行业的深
入ꎬ 人工智能应用更应经过领域专家的严格把控ꎬ 建

２０１６ 年ꎬ 加拿大学者 Ｂｏｒｙｃｋｉ 等

[２９]

针对信息技术

引起医疗不良事件的现状ꎬ 提出了 “ Ｃｙｃｌ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立完善的测试机制和推广模式ꎬ 才能保证医疗人工智
能应用的安全可靠ꎮ

表 ４ 信息技术相关医疗不良事件按系统组成要素分类
类型
信息输入

描述

举例

系统: 数据采集故障

窗口人员在患者建档时ꎬ 将姓名字段录入错误ꎬ 影响医保报销

用户: 数据录入或记录问题
信息传递

系统: 网络瘫痪或延迟、 软件接口问题

医嘱系统中患者的口服药医嘱未及时传入包药机系统ꎬ 导致药
品漏发

系统: 输入设备关闭、 记录不可用、 输出 / 显示误差

患者到放射科取头部 ＭＲＩ 报告单时ꎬ 自助机错误印制了其他患

通用技术

计算机系统故障、 访问问题、 软件问题、 数据缺失等

计算机故障ꎬ 导致检验结果的危急值接收失败

用户影响

人员培训、 认知负荷、 不履行职责、 职业倦怠

用户对系统的功能和操作不熟悉ꎬ 导致使用问题

信息输出

者的 ＣＴ 报告单

用户: 数据查询、 记录错误

表 ５ 信息技术相关医疗不良事件按事件根本原因分类
类型

描述

举例

计算机问题

硬件、 操作系统、 软件、 系统安全问题

系统受到恶意入侵和攻击ꎬ 导致药品和耗材的供应链破坏

数据问题

数据备份问题、 数据完整性问题

纸质和电子形式的数据共用ꎬ 导致患者部分数据缺失

报警问题

报警系统故障、 错误或警告消息无法生成

系统未设置每天药物最大剂量警示ꎬ 导致患者超量用药

通讯问题

无线通讯问题、 网络问题

网络故障造成远程操作失效、 数据丢失

应用系统问题

程序异常退出、 计算错误、 参数设置错误、 功率计算错误、 版

门诊高值系统和住院病房高值耗材系统未关联ꎬ 部分耗材未

本或升级问题、 软件安装问题等

记账

人为因素、 人机界面问题、 使用问题等

用户同时打开多个医院信息系统界面ꎬ 无意中在错误的界面

人机交互问题

进行了操作

４ ２

鼓励信息技术相关医疗不良事件上报
医疗机构应采取正向激励措施ꎬ 鼓励信息技术相关

医疗不良事件的上报ꎮ 将信息技术相关医疗不良事件纳
入上报体系ꎬ 建立 ＨＩＴ 不良事件专属数据库ꎬ 为统计分
析提供数据支持ꎬ 帮助研究人员分析 ＨＩＴ 事件之间存在
图 １ “Ｃｙｃｌ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ＨＩＴ Ｓａｆｅｔｙ” 模型
ＨＩＴ: 同表 １

的关联和共通点ꎬ 发展标准化 ＨＩＴ 事件分类体系ꎮ

４ ３

４ ３ １

建立信息技术相关医疗不良事件防范体系
系统设计方面

在设计之初即开始考虑患者安全问题ꎬ 所有涉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２ １９９

协 和 医 学 杂 志

及关键医 疗 环 节 的 程 序 设 计 都 应 经 过 临 床 专 家 确
认ꎮ 系统设计的控制、 默认值、 自动计算、 提示和
警示等均需严格遵循医疗原则ꎮ 系统的界面和操作
设计十分关键ꎬ 应确保系统的可用性、 友好性和安
全性ꎮ

４ ３ ２

[２]
[３]
[４]

系统测试方面

建立规范的软件测试机制ꎬ 对通讯网 络、 浏 览

认证ꎬ 未来还应考虑医疗安全认证ꎮ

４ ３ ３

系统实施方面

加强用户培训考核ꎮ 不仅要培训系统的新模块、

新功能ꎬ 还应培训系统的应急处理机制和信息技术相
关医疗不良事件的应对策略ꎮ

４ ３ ４

[５]
[６]
[７]

系统运维方面

加强对软硬件的可用性监测ꎬ 定期巡检ꎬ 建立从

４ ３ ５

[８]

系统安全方面

用户使用方面

重视用户反馈ꎬ 不断优化和改进ꎮ 对于用户反馈

[９]

的系统使用负担和倦怠感应高度重视ꎮ 简化重复性操
信息共享

系统的最佳操作方式、 安全隐患和应对策略都应

[１０]

在用户间共享ꎬ 建立用户之间、 用户与技术人员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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