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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分析仪器的双向通讯；实现 LIS和HIS的无缝连接 ；尽 

可能解析分析仪器(或LAS)反馈的信息；使用LIS实时监控 

检测标本；使用 LIS实现检测后标本管理。大多数实验室信 

息化实施先于自动化，完善的LIS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实验室 

的工作效率。实验室可以建设一套完备的LIS，为进一步实 

现自动化做好准备。 

对大多数实验室来说，LIS比LAS更为重要。当然，LAS 

的应用也可以促进 LIS的建设。LAs的应用给临床实验室 

的工作模式带来变革，推动实验室向信息化、网络化、自动 

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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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我院引入全自动智能采血管理系统，代替 

传统的采血流程，使用自助取号、备管、语音呼叫患者姓名的 

方式，使采血工作更简单。该系统将医院信息系统(HIS)和 

实验室信息系统(LIS)有机相连⋯，不仅发挥各自更大效益， 

也方便了工作量统计和物资管理，实现了医院采血全过程的 

智能化管理，全面提升了医院管理和自动化水平。 

1 全 自动智能采血管理系统的性能 

全自动智能采血管理系统由患者自助登记智能排队一 

体化系统、采血工作与备管叫号多重任务中央调度系统、智 

能选管贴标系统、智能试管分装自动运送系统、多功能一体 

化采血桌(包含请求式自动试管运送到位、空盒自动回收、标 

本自动收集、对患者显号叫号等功能)、采血工位综合管理系 

统、HIS／LIS接 口模块、后台管理系统组成。 

1．1 患者自助登记智能排队一体化系统 门诊患者可自助 

采血登记，先挂号(获得一个唯一性就诊号)就诊后，由门诊 

医生开具电子申请单，交费后获取检验指引单(带条形码)， 

凭借指引单到取号机上扫描条形码登记取号，等候抽血。持 

有特殊检验项目的患者与仪器之间可进行互动式预约(如需 

做糖耐量试验的患者，可输入服糖时间，到时间可优先采血) 

登记。可对患者采血时间进行合理性判断，如采样超过规定 

的时间段或需要事先与执行部门预约或非本窗口定义采样 

的标本类型项目时，如果需要执行，系统将给出相应的提示 

信息，以方便导医和患者灵活处理。 

1．2 采血工作与备管叫号多重任务中央调度系统 备管完 

成，采血人员按动绿色呼叫键，依次呼叫已登记的待采血患 

者，扫描患者取号条码，核对通过，再扫描试管托盘中备管信 

息条码，双重审核通过，实现对患者及采血管相对采血工位 

通信作者：吴元健 ，主任技师，E—mail：szwuyuanjian@163．corn。 

的调度。 

1．3 智能选管贴标系统 实现针对患者的精准、高效、零差 

错的采血管分配、标签打印及自动粘贴，避免该环节的医患 

纠纷，提高检验流程的总体效率。可容纳8×100支试管，添 

加试管时可连同包装盒一起放进试管仓。 

1．4 智能试管分装自动运送系统 把备好的试管通过试管 

托盘，由自动机械传送装置准确传送到采血工位，一人一盒， 

可以免除人工运送采血管，避免取管区的混乱状况。把采血 

工位使用过的空试管托盘，由另外一道自动机械传送装置准 

确传送回出管处。把采集好的标本通过自动机械传送装置 

送达标本接收处。标本接收中心接收标本并分离后送不同 

的检验部门，相应部门根据条码扫描出样本的相关信息，并 

进行样本检测。 

1．5 多功能一体化采血桌 可提供6个采血位，采血工作 

人员请求式自动试管运送到位，把使用过的试管托盘空盒子 

自动运送回收到智能选管贴标系统中。采血后标本通过 自 

动传送装置自动收集在一处，集成患者排队号码显示叫号功 

能。采血桌设计合理，给采血人员操作时充分的腿部空间。 

1．6 采血工位综合管理系统 对采血患者通过用设备读取 

凭证信息的方式智能确认患者的身份；可以确认患者采血时 

间，并把确认的时间上传到 HIS／LIS系统中。 

1．7 HIS、LIS接口模块 使以上各系统都能与医院HIS、LIS 

进行信息交互。 

1．8 后台管理系统 系统一旦出现出现故障，可切换到备 

用模式，继续为患者提供采血服务。能够处理突发事件，如 

患者过号、重新备管、重新贴标等异常事件。 

2 全自动智能采血管理系统的应用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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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智能采血管理系统把传统繁杂的采血流程简化， 

极大地提升采血精准性和作业效率，实现了精准、高效、零误 

差的医院智能采血管理。全自动智能采血管理系统的使用 

成为医院信息化建设、实验室自动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为临 

床实验室标准化管理提供良好保障。 

2．1 优化采血流程，提高患者满意度 全自动智能采血管 

理系统的引入改善了患者的采血就诊环境，使患者能在舒适 

的环境中井然有序地进行采血 ，无需站立排队，缓解就医的 

烦躁心情。所备的高度标准化的采血试管和提供的取报告 

凭证，使检测项目、取报告时间、地点等信息一目了然，提高 

了患者的满意度。 

2．2 减少采血人员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改善实验室检 

验流程 采血人员从人工核对患者信息和项目、手工打印条 

码、选择采血管、手工粘贴条码等繁琐的采血前准备工作中 

解脱出来，更加专注于采血作业本身，避免错误发生，同时也 

大大缩短了患者采血的等候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由于该 

系统生成的条码清楚规则，粘贴位置统一，不会发生人工粘 

贴导致的不规整，方便检验人员的核收工作，并贯穿整个实 

验室的作业流程，控制标本质量更加严格，实现对分析前标 

本的质量控制 ，改善了实验室检验流程。 

2．3 检验申请流程实现无纸化 全自动智能采血管理系统 

的引入，从检验申请、标本管理到检验结果的传输等，均可实 

现无纸化 J，不需要手写或打印的申请单跟随标本：具有双 

向通讯的全自动化检验仪器，可以直接上架，无需人工干预， 

减少了差错，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仪器利用率。 

2．4 保护患者隐私，体现人性化服务 门诊患者采集完标 

本后，会得到一张带条码的取单凭证，上面清楚地告知了该 

报告单的取单时间和地点，患者可通过扫描取单凭证自由查 

询和打印检验报告，既方便了患者，又体现出医院对患者隐 

私权的尊重。 

2．5 全面提升医院管理水平 全 自动智能采血管理系统象 

一 座信息桥梁，将 HIS和LIS系统有机地融为一体，使其发 

挥更大的效能，提升医院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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