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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差错管理在献血者个人信息和血袋信息录入过程中的应用。方法：抽选 2012 年 11 月—2013 年 10 月

我们血站献血人员 9618 例，回顾性分析血站工作人员对两组献血人员进行信息资料录入过程中发生的错误率；同时，将 2013 年

11 月—2014 年 10 月实施差错管理后的献血人员 10172 例作为实验组，比对两组献血人员信息录入的错误发生率。结果：实验组

人员错误发生率和对照组相比，差异明显，统计学意义突出（P＜0.05）。结论：根据献血者信息资料和血袋信息资料录入过程中

出现的错误，给予针对性差错管理措施，可充分发挥差错管理相关作用，减少错误发生率，意义重大，值得推广。 
【关键词】差错管理；血站；质量管理 
【Abstract】Purpose：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error management in donor’s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recording process of 

information on blood bags. Methods: 9618 cases of blood donors in our blood bank from November 2007 to October 2008 were  selected 
as the object.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error rate in the recording process of data entry of the donors of the two groups; Meanwhile, 
10,172 donors from November 2008 to October 2009 when error management was implemented were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error rate in information input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rror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of blood donors and blood bags 
error message appears during data entry, giving specific error management measures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errors which is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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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orthy of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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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血站开展血液采集工作期间，经常由于各种因素

的存在，出现各种问题，如：血站内部管理不到位、血站工作

人员不负责任等，间接影响血液管理质量[1]。因此，必须采取

针对性措施加强血站管理规范化，从而减少血站错误发生率。

对此，我站实施差错管理系列措施，尽最大限度降低错误发生

率，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抽选 2012 年 11 月— 2013 年 10 月我们血站献血人员 9618

例，其中，男性人员 7270 例，女性人员 2348 例，年龄 18～55
周岁，平均（45.5±0.5）岁；初次献血人员 7437 例，多次献

血人员 2181 例；同时，将 2013 年 11 月—2014 年 10 月实施差

错管理后的献血人员 10172 例作为实验组，男性人员 7767 例，

女性人员 2405 例，年龄 18～55 周岁，平均（50.6±0.6）岁； 
初次献血人员 6917 例，多次献血人员 3255 例。两组人员资料 
表 1 两组献血人员信息录入错误发生率比对  

不存在明显性差异，可比较（P＞0.05）。 
1.2 方法   

回顾性分析血站工作人员对两组献血人员进行信息资料

录入过程中发生的错误率，探讨分析差错管理在血站质量管理

规范中的应用效果。 
1.3 观察项目   

观察两组献血人员血站管理错误发生总率。 
1.4 统计学方法   

借助 SPSS18.0 软件对本文相应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利

用%对结果中相关计数资料进行表示，在本文中对计数资料进

行 x2检验，若结果显示 P＜0.05，则说明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结果显示，质量体系建立前后均出现不同程度错误，建立

前错误发生率和建立后相比，存在明显性差异，统计学意义突

出（P＜0.05）。详细数据见表 1。

时间段 质量体系建立 采血总人次 信息录入有误情况（人次） 错误率（%） 

姓名 电话号码 身份证号码 采血量 合计 

2012 年 11月 

 

前 9618 12 6 1 8 27 0.28 

2013 年 11月 

 

后 10172 0 2 0 1 3 0.03 

3   讨  论 

3.1 血站管理存在问题 
3.1.1 人员配置不足   

目前，诸多血站均将献血模式进行转变，即有偿献血转变

为无偿献血，然而，该模式的转变均需增多工作人员来充实相

关岗位，但由于调入卫生人员较少，无法达到相应质量管理标

准，再加上此类工作人员素质相对较低，高级职工缺少等因素

的存在，严重影响血站质量管理，给血站留下诸多安全隐患[2]；

另外，大多数采血人员多为临时招聘工作人员，流动性较大，

即便针对性培训相关知识，也无法避免在献血者信息资料和血

袋信息资料录入过程中错误的发生。 

3.1.2 管理体系缺失   
目前，大多数血站工作人员自身素质低，和血站管理体系

不完整密切相关，包括：血站领导人员不重视献血工作，不明

确录入资料造成影响，工作责任心不强，无法书写自身管理部

门文件，又或者是相应文件衔接不上等，致使血站质量管理体

系只是单纯性的趋于形式，增加献血者信息资料和血袋信息资

料录入错误发生率。 
3.1.3 无偿献血工作问题   

一般来说，有偿献血向无偿献血的转变，需要较长一段时

间，若此过程中献血宣传力度不足，献血量无法满足临床需求

等，极有可能影响临床患者的日常用血，危害生命健康。另外，

献血人员不了解献血重要性、无法从心理上接受该献血工作、

血站建设结构不合理等因素的存在，也是导致差错出现的主要

原因。 
3.2 差错管理的应用 
3.2.1 差错管理   

差错管理是指偏离现有管理规范、应用现存标准或相应规

范的事件，极有可能影响到相关制品的安全性，或导致该制品

违反卫生规范等管理模式。 
3.2.2 差错管理措施 
3.2.2.1 信息收集   

为便于日常工作中快速寻找错误原因，血站质量管理领导

人员应充分掌握其信息，该差错信息可能和血站管理、工作人

员操作等密切相关，包括：①献血过程。由于血站工作人员经

验不足，无法完全分析献血人员身体素质，致使适合献血人员

被淘汰，献血人员资料记录错误等；②操作不当。采血过程不

当、血液检测不当等，致使血液血型、检测结果不正确；③采

血设备保养不合理等因素的存在，也导致血液检测结果不正

确；④环境污染。现如今的采血机构大多为街头流动车，由于

人员较多、环境复杂，再加上采血后不及时封闭等因素的存在，

致使血液严重污染，影响安全性。总之，血站质量差错的发生

贯穿于采血、供血整个过程，必须认真分析才能总结出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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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错信息，从而借助针对性措施改进。 
3.2.2.2 人员管理   

血站工作人员是差错管理的关键性因素。毕竟实施该差错

管理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工作人员自身因素，可根据血站管

理规范或相应工作人员要求等制定相关规范，领导人员共同探

讨如何提高工作人员对自身工作认知度、提高工作人员自身价

值观，尽量减少工作人员流动，尤其是临时招聘工作人员，可

适当提高该工作人员薪酬，或为工作人员提供住宿、伙食补助

等帮助，从而留住人才队伍；并按时更新工作人员血站知识，

让其充分认识血液安全性对临床患者的意义；加强员工培训、

考核，确保每位员工每年不少于 75 学时岗位培训，特别工作

人员操作技术培训，可结合医院实际情况实施模拟活动，促使

每位工作人员都能积极、主动的进行学习，并且，该模拟过程

中还应鼓励工作人员出现错误，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工作人员自

主寻找错误积极性，从而找出解决方案。通过这样的培训，不

但能提高工作人员主动参与性，还可在提高相关知识的同时，

减少献血者信息资料和血袋信息资料录入错误发生率；血站领

导还需认真评价工作人员工作能力，针对无法胜任该工作人

员，可停止工作，让其进行针对性培训或转移工作岗位，让可

胜任人员执行该工作。此过程需格外注意的是，工作人员自身

态度由各种因素共同组成，要有针对性开展培训、教育等相应

工作，情况允许时可和工作人员薪酬紧密结合，进而充分调动

其工作积极性；另外，还应设计血站工作流程。需从自身血站

实际情况及相关血液采集规定等出发，制定工作流程，以便从

根本上实现控制工作质量目标[3]。  
3.2.2.3 实施全面的质量管理   

全面性的质量管理是指将质量管理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的管理模式，血站管理则是将提高采血、供血质量，确保献血

人员为临床患者提供满意血液为目标。因此，要想开展血站全

面性质量管理，必须建立质量体系相关的差错管理制度和信息

录入标准操作规程，从而促进血站质量管理安全性。然而，要

想完全阻止质量问题，并不切合实际，日常工作中很难实现，

即质量管理期间也需采用差错管理，原因：①充分考虑现如今

设备技术、工作环境等，加强工作人员培训力度，提高工作人

员工作积极性，让每位血站工作人员都和献血人员建立良好关

系；同时，还可实施针对性的奖励机制[4]。针对善于发现、解

决日常问题的工作人员适当奖励，并适当展示差错纠正过程和

方法，让所有人员共同学习。需重点强调的是，不可惩罚出现

差错工作人员，以免适得其反；②将解决差错问题作为工作出

发点和落脚点，建立统一管理模式，按时或不定时的寻访各个

临床科室，以便充分掌握差错资料，通过现场分析进行纠正。

当然，要想确保该模式的顺利进行，需确保群众基础好，只有

这样才能快速查询并解决差错。 
3.2.2.4 构建差错管理文化   

所谓的差错管理文化是血站文化的组成部分，是血站所有

工作人员对差错的认知度。那么，该如何构建血站差错管理文

化，可从这样几点着手：①整合血站工作人员思想，让所有工

作人员充分认识管理文化重要性，从心理上接受该文化的构

建；②差错管理文化不仅只是单纯的体现在血站工作人员相应

文件报告中，还体现在工作人员日常行为中，因此，需确保文

化管理贯穿工作人员整个过程[5]；③为工作人员提供差错交流

平台。血站领导人员可利用现有空间、时间开展差错交流活动，

让每位工作人员诉说自身工作存在问题，让大家共同讨论解决

方法，以便在解决相应问题的同时，提高工作人员积极性；④

日常工作过程中，领导人员禁忌惩罚差错人员，这样会增加工

作人员压力。同时，处理差错时还需尽最大限度减少专业术语，

将惩罚和差错分开，注重解决问题的方法；⑤差错管理文化的

构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血站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参与，

因此，这就需要血站工作人员充分认识差错管理文化重要性，

积极参与该文化构建过程中，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较为完整的管

理体系，推动血站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总之，血站差错管理文

化的构建不能单纯性停留于口头构建，还是将其落实到底，进

而构建出真正的血站差错管理文化[6]。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差错管理实施前后献血者信息资料和

血袋信息资料录入错误发生率差异明显，未实施前发生率为

0.28%，实施后错误发生率为 0.03%，统计学意义突出（P<0.05）。
说明：通过信息收集、人员管理、全面化质量管理实施及差错

管理文化构建等管理措施的实施，不但能增强血站工作人员责

任心，提高工作人员自身素质，实现血站质量的规范化管理，

还可减少献血者信息资料和血袋信息资料录入错误发生率，符

合程玲[7]研究报告。 
综上，根据献血者信息资料和血袋信息资料录入过程中出

现的错误，给予针对性差错管理措施，可充分发挥差错管理相

关作用，减少错误发生率，意义重大，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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