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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信息化建设管理的现实问题与相关探讨
吕晓娟①
摘 要

目的：通过信息化规范化建设管理探讨，引起医院管理者对规范化管理的思考及重视。方法：通过对医院信息化

建设中常见问题入手，讨论规范化管理的方法与策略。结果：规范化管理方法与手段，能够优化信息化建设管理流程，降
低资源消耗，提升信息化建设管理效益。结论：医院信息化建设与管理要尽量还原制度机制等基础工作，才能在融合与创
新中少走弯路、坚实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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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raw deeply thinking and attention of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from the hospital administrators through
discussing the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zation. Methods: Proceeding with the common problems of hospital construction
to explore the methods and strategies of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Results: Th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methods and means can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process of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reduce the 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and enhance 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of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Conclusion: Only by restoring the basic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of hospital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as possibile can we avoid the detours in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move forward with more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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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是现代医院建设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特点是数字采集规范化、信息存储数字化、信息传输网络化、
医疗质量最优化、医疗管理科学化、患者服务智能化、网络区域化和软件标准化 [1]。信息化直接服务于医院管理创新，带
有很强的战略性和挑战性，其建设与管理水平直接决定了医院信息化的服务能力以及持续发展能力。随着医院建设以及信
息技术不断向纵深发展，医院信息化工作也愈加纷繁复杂，如何科学发展、持续发展，如何继承与创新已经成为必须面对
并理性思考的重要课题。

1 当前医院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顶层规划设计过于强调“专”与“尖”，本地化存在错位现象 随着医院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以及信息与技术的开放
性与共享度不断提升，信息化建设中新技术与适用技术的博弈不同程度存在。由于顶层规划设计事关医院信息化建设的
全局与长远，因此，各级医疗机构对顶层规划尤其重视，邀请专业公司提供服务或行业专家进行指导也成为其常见组织模
式。然而，无论是专业的咨询公司还是外请的行业专家，都不可避免地对医院的发展定位、体制机制、内部运营等诸多方
面存在信息不对称或认知上的盲点，从而造成顶层规划“向业内高标准追随看齐易、向自身靠拢落地难”。
1.2 系统与数据标准化先天不足，集成融合流于“概念化”情况突出 医院信息化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性
的新高度，但医院内部系统之间相互孤立、产生信息孤岛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严重阻碍了医疗信息化建设的进程 [2]。目
前，运用集成平台、CDR等方法是解决医院内部系统间集成融合问题的主流技术方案。然而，实践中不难发现，由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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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缺乏规范和标准约束，各种信息

信息系统建设、运维管理从流程上来

持续发展的保障，也是获得信息化建

系统采用不同的技术和不同的标准规

说具有往复性特点，以行业示范和实

设最佳质量与最大效益的前提。技术

范，数据结构整合和差异数据一致化

践经验为基础，构建标准规范对于提

标准体系是医院信息化建设的首位标

处理成为集成平台构建的基础瓶颈。

升医院信息化建设质量和效率具有重

准，必须在遵循卫生系统信息通用技

因此，盲目地追随“集成融合、临床

要意义。信息化的标准规范不仅仅是

术标准基础上，建立医院内部技术标

数据中心”等前沿产品无疑会让建设

系统、数据等技术层面的标准化、规

准规范，从信息结构设计、信息流程设

基础弱、技术实力不强的医疗机构成

范化，还包括制度机制、建设管理路

计、数据标准设计等方面来保证数据的

为试验品和牺牲品。

径等方面的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的规

一致和各系统之间的数据融合。同时，

1.3 体系化建设与管理思路模糊，“建

范，从而全面提升本单位信息化建设

制定信息化管理标准，信息化建设所涉

管用”脱节现象比较普遍 信息系统建

和管理水平。

及的组织机构建设、采购管理、项目实

设应该是一个又一个“项目式”建设

2.3 质量从优原则 医院信息化的建设

施管理、质量管理、应用管理等方面制

管理的过程，即涵盖启动、规划、执

质量决定着其服务临床与管理能力，

定完善的工作标准、流程规范，夯实信

行、监控和收尾等五大过程组 。然

也决定着其发展路径与可持续发展。

息化建设制度机制基础。

而在实际的信息化建设中，统、建、

信息化建设是建、管、用一脉相承、相

3.3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考量，努力推进

管、用分离式建管模式以及“随机

互协调的管理过程，科学有效的流程设

闭环管理路径形成 信息系统规划、建

性”“应急式”的信息化建设方法在

计和扎实细致的过程监管是保证信息化

设、运维、评价等活动形成连续封闭

业界比较常见，严谨科学的过程管理

建设效益的重要载体。在建设与管理中

回路，有助于使信息化建设管理活动

相对匮乏。同时，由于医院信息系统

要进行有效的过程监管，严格监督与评

维持在一个平衡点，并及时解决矛盾

评价隐性或长期效应较多，定量评估

估机制，确保信息化建设效果。同时，

问题，决策、控制、反馈、再决策、

评价难，信息化建设“最后一公里”

应科学制定指标评价标准与体系，积极

再控制、再反，在循环积累中不断完

的建设与应用效益评价问题难以实

推进信息化建设效果评价。

善提高，从而促进科学长效的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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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无法形成精细的闭环管理，从而

发展机制的形成。

严重影响了信息化建设效果和可持续

3 相关策略建议

发展能力。

3.1 从实际出发，兼顾适度与发展原则

目建设、系统运维等专项工作，还是

进行顶层规划 医院信息化建设的特点

信息化建设规划、实施、管理、应用

2 医院信息化建设与管理
中应坚持的原则

是投资大、涉及面广、延续性强，因

评价等全局性工作，均应采用有效的

此做好系统规划对于成功建设信息系

闭环管理模式。通过确定控制标准、

2.1 继承发展原则 “顶层设计”不是

统至关重要 。信息化顶层设计与规划

评定活动成效、纠正错误手段，消除

空泛的概念，也不是什么都可以往里

必须植根于医院的关键需求、范围、

偏离标准和计划[5]，将质量控制贯穿于

装的筐。片面地顶层设计包治百病或

阶段和实际水平，扎实、适度，规范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的全过程，从而实

把“顶层”理解为高层，必然导致医

推进，坚决不能为信息化而信息化。

现信息化建设效率与质量的双提升。

院信息化的变形和变质 。因此，信

同时，将顶层设计和全面的信息资源

同时，成立医院信息化专业委员会，

息化的建设与管理要坚持继承发展原

规划放在首要位置，兼顾适合、适度

在提供全方位建设指导和决策的同

则，科学利用内部信息资源、优化业

原则，逐步构建形成以基础业务系统

时，强化过程监管和质量评价，为信

务工作流程，整体分析和科学判断制

为支撑、以集成平台为纽带、以科

息化建设的动态调整和信息系统持续

约信息化发展的全局性、关键性问

研、管理、远程及区域医疗为外衍、

改进提供建设性意见。

题，并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的思路和

以信息安全与支撑系统为保障的完整

方案，促进建设能力的持续提升。

的数字化医院建设体系。

2.2 标准规范原则 标准化是细节量化

3.2 从管理需求入手，积极推进标准化

医院信息化的最终目标是服务于

的过程，也是管理能力提升的过程。

管理与变革 标准化体系是医院信息化

临床、服务于患者、（上转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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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建设无论是规划落实、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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