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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提出。

本文件由安徽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待定）：XXX、XXX、XXX、XXX
本文件起草人（待定）：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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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药房评价体系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智慧药房评价体系的总体框架，并规定了智慧药房评价的一级指标、二级

指标，同时给出了二级指标的评价要素说明和评分办法。

本文件适用于医疗机构智慧药房（不含中药房）建设状况和运行成效的综合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6468 物联网 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编制通则

DB/T 3790-2021 智慧药房建设指南

DB/T 3791-2021 智慧药房验收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36468、DB/T 3790-2021、DB/T 3791-202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

文件。

3.1

智慧药房 intelligent pharmacy
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利用各类数据资源辅助科学决策,结

合人工智能技术和智能控制系统，对药品的请领、储存、调配、核对、发放、使用等流程进

行可追溯和精细化管理，为患者提供处方审核、药品调剂、药物重整、用药交待、用药提醒、

用药随访等药学服务,实现工作任务、场所环境等智能化管理的药房。

3.2
智慧药房评价体系

对智慧药房建设状态和运行成效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

4 总体框架

智慧药房评价体系总体框架见图 1，共包含 5 个一级指标、14 个二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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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总体框架

5 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

5.1 业务信息化指标

智慧药房各项业务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智慧管理的广度和深度的指标。

业务信息化评价指标包括信息系统建设指标、信息系统应用指标、数据资源运用和挖掘

的指标。

5.2 设备自动化指标

智慧药房关键环节运用自动化设备开展药学服务的指标。

设备自动化评价指标包括自动化设备的配置指标、自动化设备先进性指标和自动化设备

使用率指标。

5.3 环境智能化指标

智慧药房环境要素运用物联网技术进行调控的指标。

环境智能化评价指标包括环境要素控制系统指标、环境对药品适宜性指标和环境对人的

适宜性指标。

5.4 安全体系化指标

智慧药房运用智能安全技术进行防护的指标。

安全体系化评价指标包括生命财产安全指标、信息安全指标、应急预案等。

5.5 满意度指标

医务人员和患者对智慧药房的应用和服务效果进行主观评价的指标。

满意度评价指标包括医务人员满意度指标和患者满意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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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二级指标评价要素及评分办法

二级指标评价要素说明和评分办法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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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二级指标评价要素及评分办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评价要素说明 评分办法

业务信息

化

（25%）

信息系统建设

（10%）

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系统：药房管理系统、处方

审核系统、发药管理系统、数据交互系统。

宜具有处方点评系统、互联网处方和配送系统、

医院药品供应链管理等系统。

1、系统建设率 100%，得 10分；

2、系统建设率 80%-99%，得 8-9分；

3、系统建设率 50%~79%，得 5-7分；

4、系统建设率小于50%，得0-4分。

信息系统应用

（10%）

药品的请领、调拨、储存、审核、调配、核对、

发放、使用等环节运用信息系统进行智慧化管理

的广度和深度。

1、系统应用率 100%，得 10分；

2、系统应用率 80%-99%，得 8-9分；

3、系统应用率 50%~80%，得 5-7分；

4、系统应用率小于 50%，得 0-4分。

数据资源运用

和挖掘

（5%）

智慧药房数据在医院局域网的交换和共享，智慧

药房数据在广域网交换和共享，与药学服务相关

的所有数据的采集和利用，以及数据的深度挖掘。

1、实现局域网交换和共享，得 1分；

2、实现广域网交换和共享，得 1 分；

3、开展相关数据的采集和利用，得 1 分；

4、开展数据的深度挖掘和运用，得 2 分。

设备自动

化

（25%）

自动化设备配

置

（10%）

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设备：矩形包装智能发药设

备、麻精药品智能管理设备、处方绑定装置及自

动发筐设备、单剂量分包设备、冷链设备等关键

环节自动化设备。

宜包括智能异形包装药品调配设备、药品自动拆

零设备、自动针剂药品调剂设备、处方调剂准确

性核对设备、智能传输设备、智能分配窗口排队

叫号设备、智能二级库、智能配送机器人、智能

自助发药设备、智能货架等。

1、设备配备率 100%，得 10分；

2、设备配备率 80%-99%，得 8-9分；

3、设备配备率 50%~79%，得 5-7分；

4、设备配备率小于50%，得0-4分。

自动化设备先

进性

（10%）

投入使用的所有自动化设备各自的功能和性能、

质量可靠性与同时期、同地域同类设备相比较。

1、功能和性能最先进，得 9-10分；

2、功能和性能较先进，得 5-8分；

3、功能和性能先进，得 1-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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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设备使

用率（5%）

投入使用的所有自动化设备每台设备使用的频

率、工作的效率、代替人工的程度和应用效益。

自动发药设备及软件的故障率,设备维修响应时

间。

1、正常使用率 90-100%，得 4-5分；

2、正常使用率 50-89%，得 2-3分；

3、正常使用率不足 50%，得 1分。

环境智能

化

（20%）

环境要素控制

系统设置

（10%）

使用物联网技术，采用空调系统、新风系统对温

度、相对湿度等进行智能化管控；

宜具备配电、照度、噪声、压差、强制排水、含

尘浓度的智能监控。

1、系统建设率 100%，得 10分；

2、系统建设率 80%-99%，得 8-9分；

3、系统建设率 50%~79%，得 5-7分；

4、系统建设率小于50%，得0-4分。

环境对药品适

宜性（5%）

针对不同药品的存放条件，存放环境防止药品发

生变质、污染、损坏、丢失等的能力和水平。

1、药品无变质、污染，得 5分；

2、药品出现 1%以下的变质、污染等，得

1-4分；

3、药品出现 1%以上的变质、污染等，得

0分。

环境对人的适

宜性（5%）

人员在智慧药房中工作的整洁性、舒适性、便利

性，符合人体工程学要求。

1、环境对人的适宜性最好，得 4-5分；

2、环境对人的适宜性较好，得 2-3分；

3、环境对人的适宜性一般，得 1分。

安全体系

化

（20%）

生命财产安全

（8%）

生命财产安全防护系统建设包括但不限于：消防

系统、用电安全、安防系统。

1、系统建设全面，防护有效，得 6-8分；

2、系统建设较全面，防护基本有效，得

3-5分；

3、系统建设一般，得 1-2分。

信息安全

（8%）

信息安全建设包括但不限于：网络安全、数据安

全、系统安全、等级保护。

1、信息安全系统建设全面，得 6-8分；

2、信息安全系统建设较全面，得 3-5分；

3、信息安全系统建设一般，得 1-2分。

应急预案

（4%）

应急预案应包括但不限于：值班人员突发生病应

急预案、药品质量安全应急预案、软硬件系统故

障应急预案、停电应急预案、火灾和水灾应急预

1、应急预案制定全面，得 4分；

2、应急预案制定较全面，得 2-3分；

3、应急预案制定一般，得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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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满意度

（10%）

医务人员满意

度（5%）

医务人员对智慧药房提供服务的安全性、技术性、

便捷性、准确性的评价。

1、开展满意度调查，满意度达 80%以上，

得 4-5分；

2、开展满意度调查，满意度达 60-79%以

上，得 2-3分；

3、开展满意度调查，满意度 60%以下，

得 0-1分。

患者满意度

（5%）

患者对智慧药房提供服务的安全性、技术性、便

捷性、准确性的评价。

1、开展满意度调查，满意度达 80%以上，

得 4-5分；

2、开展满意度调查，满意度达 60-79%以

上，得 2-3分；

3、开展满意度调查，满意度 60%以下，

得 0-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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