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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S管理标识标牌在医院
后勤管理系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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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6s精益管理经过多年发展，已逐渐成为一个优秀企业的标志，在此基础之上与医院实际相结合的 e6S管理，

近几年在全国各医院如火如荼地开展。标识标牌在 e6S管理中起到定点定量、导视规范、安全警示、文化宣传等作用，

是医院能否顺利展开管理过程的关键一环，也是评价其最终效果的重要标志。如何在符合 e6S管理规范的前提下，

因地制宜地设计标牌系统，制定可视化标准，辅助 e6S管理发挥其最佳效能，使医院更好地服务于患者，是一个

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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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6S的概念定义

e6S是对医疗行业 6S管理的简称，我们可以将其

拆分开来理解，e即医，6S取名 6个日语词语的罗马拼

音首字母“S”，即 SEIRI整理、SEITON整顿、SEISO

清扫、SEIKETSU清洁、SHITSUKE素养、SAFETY安全。

e6S以 6S管理理念为前提，遵循其原则并与医疗行业

特点相结合，形成精益管理要素及思维的医院管理体

系，具有人人参与、数字信息化、科学规范、可持续

发展等特点。

2 e6S管理标识标牌的可视化标准——以青岛

大学附属医院后勤管理系统为例

2.1 e6S管理标识标牌可视化标准制定原则

e6S标牌系统和医院常规标识标牌之间，既有共性

也有个性的特征。首先，它们都是综合性的、成系统的，

标牌的种类、功能、材质等方面不尽相同，但都会体

现出一些相对统一的元素，如色调统一、字体统一、

logo统一，使人看上去规整舒服，有连贯性，视觉上不

会跳跃。其次，标识标牌是医院对外宣传的一个渠道，

应与医院文化、风格相结合，帮助医院树立良好形象。

再次，医院是一个相对特殊严肃的公共场所，以服务

患者为中心，推进医院高质量发展为前提，提高实用

性及效率，标牌系统的设计会更加简单大气一些，文

字信息、指向需清晰明确。

医院常规标牌的作用对象范围全面广泛，不仅要

让普通人民群众看明读懂，帮助其迅速找到目标科室，

完成就诊过程，还要辅助医护、后勤等医院工作人员，

完成日常工作并提升其医疗服务水平。相比较而言，

e6S的标识主要针对工作人员，设立的标牌项目更加具

体，注重细节，有严格的尺寸、材质、板式、安装位

置要求，目的是为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工作质量、保

障工作安全。

标识是整顿的最终动作，“有物必分类，分类必

定位，定位必标识”是整顿的核心要义 [1]。在经过整理、

整顿两大步骤之后，杂物清除，旧物入仓，剩下的必

要办公物品摆放整齐各就各位，都有自己的专属位置，

一般情况下标识会在此时登场，根据不同的用途制作

不同的标识。

2.1.1 定位定量定品原则

大量的标识标牌会用于定位定量定品，以青岛大

学附属医院后勤管理系统为例，这部分标牌占标识总

数量的 90%，目的是为了使工作环境一目了然，办公

物品信息清晰准确，工作人员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找到

所需的物品，使用完毕后再放回原位，每样物品责任

到人，大大降低出错率。

2.1.2 规章制度流程原则

医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流程，或对内或对外，都

是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具有权威

性、约束性的特点，应公开透明公示上墙。此类标牌

统一底板图样，对标题、内容的字号、颜色、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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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有统一要求，尺寸和材料工艺可根据场地情况稍

作调整。

2.1.3 安全警示提示原则

安全警示标示应遵循国家标准，这类标牌多用于

机械设备操作、施工等现场，包括防火防电、防滑防烫、

施工安全等内容，画面图文并茂，配色对比明显，字

号相对较大，根据不同环境采用防火防潮发光等特殊

材料，起到道路指引指向、提示人们注意不安全因素，

防止安全事故发生，预防危险的作用。

2.1.4 文化宣传宣教准则

部门科室文化从属于整个医院文化体系，是医院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同时又有自己的文

化特点和个性魅力。这一部分的标牌可以相对跳脱于

“规矩”之外，对于部门科室文化的宣传要抓住其“灵

魂”，在共性中体现个性。文化的建设可以通过形象墙、

科室介绍、宣教栏等方式，运用块面和造型之间的搭配，

多种材料工艺的组合，打造亮点，展现形象，培养团

队精神，树立服务意识与观念，营造良好的就医环境。

总而言之，清晰明了是 e6S标识标牌的首要特点，

辅助医院工作人员高效完成工作，从而更好地服务于

病患及家属是 e6S标识标牌的重要原则。然而标牌的

数量并不是越多作用就越强、尺寸越大效果就越好、

材料越贵效能就越高，医院的相关科室部门应在数量、

质量及内容上严格把关，在 e6S管理的大前提下，根

据现场实际情况，将内容重复、语义歧义、内容繁琐、

无效位置、排版杂乱、浪费成本的标牌做“减法”，

在功能、创新、环保、安全等元素上做“加法”，将

每一块标牌的作用放至最大。

2.2 e6S管理标识标牌可视化标准——以青岛
大学附属医院后勤管理系统为例

e6S管理标牌并不是“一锤子买卖”，后期仍需要

长时间的维护保养及更新，且由于多种原因，医院有

可能会不定期地更换标牌负责人及外包制作单位。因

此，为实现医院统一管理，应对 e6S管理标牌进行可

视化标准制定，详细制定每种标牌的具体标准，如样式、

尺寸、材料工艺等制作信息。

2.2.1 胶贴类

胶贴类主要用于对可移动的物品定位，不能移动

或很难移动的物品可以不用定位。桌面定位时采用隐

形定位法，物品要完全覆盖胶贴。地面采用方框定位

或四角定位，定位贴距离物品 1cm，垃圾桶根据院感防

控要求分类贴不同颜色地标定位，且在垃圾桶外壁 3/4

处整圈缠绕不干胶贴，提示及时更换垃圾袋。装有食物、

药物、其他物资的盒子、框子、桶，可采用定量不干胶贴，

标识最高储存位置和最低储存位置，避免出现物资供

应不及时或者物资过剩造成浪费。盆栽绿植用绿色地

标贴隐形定位。橱柜、物品架内的办公用品或物资用

1cm的蓝色不干胶线分割区域，横向距边缘 2cm粘贴，

竖向与横向垂直粘贴。（1）桌面，标识对象：电脑、

键盘、鼠标、水杯、电话、打印机、文件盒等，标识材料：

蓝色 L型直角定位贴、圆形不干胶贴、形迹法不干胶

贴等。（2）地面，标识对象：清洁工具、大桶水、灭

火器箱、盆栽绿植等，标识材料：地标线，地标贴。（3）

橱柜、物品架、货架，标识对象：文件盒、文件夹、书籍、

办公用品等，标识材料：蓝色不干胶线。

2.2.2 标签类

标签类多用于定品或定责管理卡，不允许修改尺

寸和字体字号，多用于抽屉、橱柜、货架。标明对应

物品名称、责任科室、责任人等信息，按照卫生系统

要求对特殊物品如高危药品等单独标识，做到时时事

事物物责任到人。部分定品标识为方便更换，会搭配

亚克力插槽。文件盒的标签可采用连贯图形或线条做

行迹化管理，以避免归位时放错位置。（1）1号标签，

标识对象：抽屉、橱柜、货架内部的物品，标识材料：

不干胶贴。（2）2号标签（配 2号亚克力槽），标识

对象：抽屉、个人物品柜外部的归纳，标识材料：冷裱。

（3）3号标签，标识对象：货架、收纳箱物品，标识

材料：热裱。（4）4号标签，标识对象：摆放于地面

的已定位可移动的物品，标识材料：热裱。（5）5号

标签——物品管理卡，标识对象：所有带交流电的电器、

有轮推车等的侧面，标识材料：热裱。（6）6号标签——

维持管理卡（配 7号亚克力槽），标识对象：文件柜、

物品柜、个人橱柜外部，标识材料：冷裱。（7）文件

盒签，标识对象：文件盒、文件夹、档案盒侧面，标

识材料：冷裱。

2.2.3 通用类

（1）科室责任牌、合格证：用于定责管理。（2）

空调管理标识、节约用电标识：用于空调、开关管理。（3）

鞋柜脚印标识：用于鞋定位。（4）推拉门、固定门牌：

用于门开关、固定的标识。（5）亚克力标签盒：搭配

冷裱定品定责标签。（6）七步洗手法：张贴于洗手台。（7）

消防栓、灭火器标识：用于警示。（8）门牌、工位牌：

功能标识。

2.2.4 非通用类

（1）画面：部门科室规章制度流程公示、健康宣教、

温馨提示等。（2）形象墙、文化墙：部门科室文化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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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科室介绍、团队介绍、先进技术设备展示等。（3）

其他导向导引、警示等。

3 e6S管理标识标牌在医院实际应用的效果

3.1 空间的增多，时间的减少

办公场所根据 e6S管理要求重新分区，通过标牌

的划分、定位与标识，工作场地变得宽敞明亮，所有

的物品“一个萝卜一个坑”按部就班摆放整齐，是最

直观的视觉效果。经过科学的规划和杂物的清理整顿，

每个班组腾出约 30%至 50%的空间甚至更多，整改不

符合医疗、消防等国家要求的安全隐患，通过标识标

牌予以警示，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办公效率成倍提高，

查找文件资料可按秒计算，通过清晰的物品标识，极

大地降低了工作中的出错率，保障医患安全，减少医

患纠纷。

3.2 工作思维的转变，创新能力的提升

更深层次的变化，在于工作人员思维的转变和创

新能力的提升，除了保持成果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走

心”，将 e6S精力管理内化成制度、内化成思维、内

化成观念，并形成标准与习惯。

以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后勤管理系统为例，参与的

班组除完成常规的 e6S管理操作之外，还会根据自身

情况，制定工作标准、完善管理制度。班组成员从上

到下亲力亲为，在头脑风暴中迸发创意火花，精神面

貌焕然一新，将工作态度引向正确的价值取向，标识

标牌为合理创新型建议做好保障，帮助班组打造亮点。

e6S管理标识标牌的设计制作过程需超越“自我”，

站在医院的角度，围绕着患者的需求，将无形的“服

务”“管理”概念，化为有形的、可视化的标准。以

小见大，小小的标识标牌有着四两拨千斤的力量，辅

助提高工作效率、改善工作环境、提升员工职业素养，

这些效果最终都将长期体现在更加有利于服务临床、

有利于患者就医、有利于提高医疗水平等方面，是一

个由点及面，无限延伸的过程。

4 e6S管理标识标牌在医院实际应用时的问题

及解决办法

4.1 复杂多变的现场情况

e6S管理的标牌虽然有一整套完整的标准，但在实

际操作过程中，仍会出现很多不能完全适应标准的情

况。特别是医院这种相对特殊的场所，标识应与综合

性医院级别要求、院感防控要求、疫情防控要求等规

定相结合，在符合国家医疗卫生系统标准的前提下，

融入 e6S精益管理。可设立样板科室供其他科室参照，

特殊情况因地制宜，做细节修改，不影响整体效果。

4.2 后期的修补与维持

e6S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是一个一直在路上的管理

过程，以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后勤管理系统为例，e6s管

理的打造涉及到 47个班组，打造过程用时 2个月，然而，

维持更加任重而道远。为保持 47个班组的管理效果，

医院设立晨会、日打卡、周打卡、红牌作战等例行检查，

每次的检查发放的红牌约有 50%是跟标识标牌有关，

根据检查结果统计需增加或修改的标牌，规定整改时

间。由于成本、疫情管控等客观原因，外包单位或会

出现不能及时供应的情况，因此，医院应建立可视化

标准，可在院内设立影印中心，专人专责，简单工艺

的如标贴、标签类在院内制作。

4.3 形式化、套路化、表面化

许多人刚开始接触 e6S时会有刻板印象，觉得这

种管理模式太过形式化，特别是在取得一定成果后，

在后期的维持上流于表面形式。科学技术材料不断发

展创新，e6S管理也会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发展，标识标

牌在实际应用中也需不断创新，打破固有思维和惰性

思维。

5 结论

习近平主席曾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人民健康是

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如何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的后疫情时代，成为医术精湛、服务一流、百姓

信赖的医院，在激烈的竞争中提高核心竞争力并保持

发展空间，是各大医院的重要课题。只有在获得了技术、

设备或者人才后，整合于医院独特的文化中，使三者

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提升核心竞争力 [2]。e6S精

益管理与三甲医院标准和疫情防控相结合，将精益理

念融入医院管理的方方面面，形成人人参与的良好工

作氛围。e6S管理是医院的重要管理方法，标识标牌是

e6S管理的重要工具。因此，医院相关部门应合理运用

标识标牌的“加减法则”，统一管理并制定可视化标

准，使其辅助 e6S精益管理发挥最大效能，从而帮助

医院提高核心竞争力，推动医院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更好地服务于病患与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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