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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生物·技术·

失效模式和效果分析用于术中放疗
风险管理模式初探
张毅斌季晓频程东峰钱文静刘咏梅金冶宁

赵胜光沈文同

【摘要】

目的分析移动式直线加速器Ｍｏｂｅｔｒｏｎ实施术中放疗（ＩＯＲＴ）中的潜在风险，初步探

讨优化ＩＯＲＴ各步骤的管理、减少潜在风险发生的可行性。方法

由ＩＯＲＴ团队（２名外科医生、２名

放疗科医生、１名放疗物理师、１名放疗技术员、２名护士）应用失效模式和效果分析（ＦＭＥＡ）开展系
统风险评估。确立流程模块，对每项模块分析潜在失效模式，对失效模式行频度（ＯＲ）、严重度（ＳＲ）、
探测度（ＤＲ）评分，计算风险优先指数（ＲＰＮ）。结果ＩＯＲＴ流程分为９个模块，１５项失效模式。ＯＲ
最高值为激光软对位时间明显延长（８分），ＳＲ最高为Ｍｏｂｅｔｒｏｎ设备故障无法出束（１０分），ＤＲ最高
值为是剂量计算中发生的数据查询误差（８分），ＲＰＮ最高为靶区确认不满意（１９８分）和未有效保护
正常组织（１８０分）。对每项失效模式均行原因和现行措施分析并提出预防措施。结论ＦＭＥＡ是一
种有效的ＩＯＲＴ管理方法，有助于减少潜在风险发生。
术中放疗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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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疗机构联合评审委员会推荐使用失效模
式和效果分析（ｆａｉｌｕｒｅ

ｍｏｄｅ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ＭＥＡ）对医疗风险事件发生前的预测评估，并采取

相应措施来有效降低医疗风险事件的发生‘１｜。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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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ｍｏｄｅ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中放疗（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ＯＲＴ）是通

过一次性大剂量照射肿瘤或瘤床的放疗技术，并必
须依靠外科、麻醉科、放疗科等团队协作方能顺利开
展旧Ｊ。ＩＯＲＴ与常规放疗流程有较大不同，这意味着
任何一步骤延误或差错就可能会导致手术时间延长
甚至ＩＯＲＴ失败。本院自２００８年引进可移动式
ＩＯＲＴ加速器Ｍｏｂｅｔｒｏｎ＠１０００（简称Ｍｏｂｅｔｒｏｎ）开展
工作，目前国内尚无对该设备操作管理的相关研究。
现拟应用ＦＭＥＡ对利用Ｍｏｂｅｔｒｏｎ开展ＩＯＲＴ流程开

展系统性风险评估，以期提出预防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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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时间＞８０％，或导致ＩＯＲＴ失败。

１．研究对象：针对外科医生完成肿瘤切除或肿

（３）ＤＲ的赋值：每个失效模式被发现的可能

瘤暴露并取得恶性肿瘤病理后开展ＩＯＲＴ各流程模

性是不一致的，因此对每个失效模块均采用ＤＲ来

块，选取ＩＯＲＴ团队中长期工作的２名外科医生、２

评估可能被发现程度。参考Ｆｏｒｄ等。６ ｏ和Ｈｕｑ等＂１

名放疗科医生、１名放疗物理师、１名放疗技术员、２

对放疗设备的ＤＲ赋值为：１分为总能被发现；２分

名护士组成风险评估组，应用ＦＭＥＡ开展系统风险

为大多能非常容易被发现；３分为容易被发现；４～６

评估。ＩＯＲＴ设备为可移动式ＩＯＲＴ加速器

分为较难被发现；７～８分为非常难以被发现；９～ｌＯ

Ｍｏｂｅｔｒｏｎ＠１０００。

分为无法发现。通常认为如果通过现行措施能避免

２．建立Ｍｏｂｅｔｒｏｎ治疗流程图：按照Ｍｏｂｅｔｒｏｎ操
作顺序由风险评估组建立ＩＯＲＴ的流程模块，包括
靶区确定、限光筒和补偿膜选择、加速器对位、照射
能量选择、照射剂量和照射深度确定、加速器出束治
疗等。

３．ＦＭＥＡ分析表的建立：针对流程图每个流程
模块确立潜在失效模式，分别给予发生频度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ｒａｔｉｎｇ，ＯＲ）、严重度（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Ｒ）、探测度（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ｎｇ，ＤＲ）评分，按照ＦＭＥＡ
所规定要求将３个参数分别在１—１０分间赋值，分
值越高表示失效模式ＯＲ越高、ｓＲ越高，越难以探
测旧’６ｊ。对ＯＲ、ＳＲ和ＤＲ评分统计后取均值，把三
者乘起来就可得到风险优先指数（ｒｉｓｋ

出现在失效模式的ＤＲ值较低，如果即使通过现行
措施也无法避免失效模式发生的ＤＲ值较高Ｈ Ｊ。
结

１．ＩＯＲＴ流程模块：按顺序共分９项流程模块，
详见表１第１列。
２．ＩＯＲＴ流程模块失效模式：共１５项失效模式，
详见表１第２列。
３．各失效模式评分情况：见图１。
４．ＰＲＮ计算结果：见表１第３列。
５．失效原因分析：现有措施以及预防措施详见
表１第６、７列。
讨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ｎｕｍｂｅｒ，ＲＰＮ）Ｅ３］。分析每项失效模式失效原因，整
理现有措施实施，提出进一步预防措施。
（１）ＯＲ的赋值：每项失效模式均有其ＯＲ，可
通过长期从事该项工作人员的记录和经验获得。根
据常规和具体工作赋值。３引：１分为实际不存在；２～
３分为罕见事件，发生率＜５％；４～６分为偶然事件，
发生率５％～３０％；７～８分为经常事件，发生率
３０％～６０％；９～１０分为频繁事件，发生率６０％～
１００％。

（２）ＳＲ的赋值：失效模式对系统功能产生影响
的结果通常用ＳＲ表示。ＩＯＲＴ除了考虑照射剂量
偏差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还需考虑术中尽可能减少

果

论

ＩＯＲＴ在乳腺癌、胃癌、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恶
性肿瘤中均是有效治疗手段之一Ｌ８。…。Ｍｏｂｅｔｒｏｎ具
有高达１０００ ｃＧｙ／ｍｉｎ高剂量率特点，其出束时间大
约２～３ ｍｉｎ。但由于之前需要完成诸多步骤，一般
需要２０～４０

７｜。任何一步骤操作失误均有可能

ｒａｉｎｒ

造成手术时间延长，甚至导致ＩＯＲＴ失败。手术时
间延长可能导致患者切口感染概率增加。１１Ｉ，延长住
院时问¨２Ｉ，同时也增加外科医生的心理负担，不利
于ＩＯＲＴ开展。不同于常规外照射可通过每周照射
野核对和观察患者照射反应来调整放疗计划，ＩＯＲＴ
一次性照射的方式决定了其一旦发生照射剂量误差

时问，避免时间延长造成不良反应。对照射剂量的
偏差主要参照Ｆｏｒｄ等帕。在放疗安全性研究中所用

将无法补救。因此应强调在ＩＯＲＴ过程中尽可能减

参数。由于罕见ＩＯＲＴ对手术时间延长的相关研究

ＦＭＥＡ是一种检查故障所有可能发生方式的系

报道，本研究按预计４０ ｍｉｎ的ＩＯＲＴ时间计算¨ｏ。

统方法，做到在故障发生之前采取相应措施加以预

根据团队中长期从事外科、手术室工作人员对手术

防，从而有效降低风险事件的发生。目前美国和加

时间额外延长的判断等级赋值：１分为无影响；２分

拿大采用前瞻性ＦＭＥＡ方法识别与评估临床医疗

为轻微影响，超过预计时间＜２０％，或ＩＯＲＴ剂量

风险¨３Ｉ。我们按照在手术室内瘤床暴露后开始，按

△５％；３分为较小影响超过预计时间２０％～４０％；
４～６分为中等影响，超过预计时间４０％～６０％；７～

照工作流程设计出９个工作流程模块，从模块来看

８分为较大影响，超过预计时问６０％～８０％，或

其中激光软对位时间明显延长ＯＲ值最高（８分），

ＩＯＲＴ剂量Ａ２０％；９～１０分为极大影响，超过预计

考虑原因：（１）Ｍｏｂｅｔｒｏｎ设备采用软对位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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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各种风险的发生。

ＩＯＲＴ与常规外照射不尽相同¨４｜。从本组表１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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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优点是使限光筒与加速器分离，避免患者可能受

其ＯＲ极低且极易探查到，但仍应作为重要的预防

到严重挤压损伤，但需利用复杂的激光对位系统来

对象，尤其要强调定期开展质量保证工作。就ＤＲ

确保射线进入限光筒有关；（２）与开展ＩＯＲＴ工作量

而言，最难以发现的错误是剂量计算中发生的数据

有关，新技术均存在学习曲线的过程，技术员操作技

查询误差（８分），主要是从放疗医生的处方剂量到

术有待进一步提高；（３）患者呼吸运动通常会影响

加速器的输出剂量运算过程中仅１位物理师进行查

到软对位成功度¨５｜。就ｓＲ而言，Ｍｏｂｅｔｒｏｎ设备故

询各参数，发生人为误差时很难被探测；故建议２名

障导致ＩＯＲＴ无法实施的后果最严重（１０分），尽管

熟悉放疗物理人员同时查询和计算，避免人为误差。

表１术中放疗流程中各潜在失效模式的失效模式和效果分析结果

注：ＯＲ为发生频度，ｓＲ为严重度，ＤＲ为探测度，ＲＰＮ为风险优先指数；８手术床为常规手术室用床，非术中放疗加速器Ｍｏｂｅｔｒｏｎ＠１０３０专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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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开展ＩＯＲＴ工作时间有限，所选取各专业人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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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有待进一步积累；ＩＯＲＴ使手术时间延长的影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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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尚未见报道，但实际运用中却是经常发生的潜在
风险，所以设定部分评分标准带有一定主观性，仍需

５
４

工作中进一步完善。我们期待多中心ＩＯＲＴ协作组
构建，从而推动国内ＩＯＲＴ经验积累。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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