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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信息化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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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分析探讨信息化对于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作用。方法：通过临床诊疗、医疗环节、医疗管理等维度讨论信

息化对医疗质量的助力作用。结果：信息技术与医院的管理、业务、流程以及标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医疗过程的
全方位信息化控制、全过程信息化监管、全网络信息化评价，为医院医疗质量的提升提供了最佳助力。结论：现代医院的
医疗质量管理，离不开信息平台技术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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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effect of informatization on medical service quality improvement. Methods: Discuss
the power assistant role of informatization to medical service quality on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edical process, medical
management and other aspects. Resul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the management, business, process and standards of
hospital closely makes medical procedures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control, whole process regul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whole
network informatization evaluation come true, provides best help to the improvement of hospital medical quality. Conclusion: Medical
quality management can' t run without information platform technology in modern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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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质量是医院竞争的核心要素，是医院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现代医院管理中，实现符合国际标准规范
的全面医疗质量管理，中间的着力点就是有效的管理模式，而时至今日，管理模式的着力点自然而然就落到了信息技术的
[1]

肩上 。信息技术与医院的管理、业务、流程以及标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医疗过程的全方位信息化控制、全过程
信息化监管、全网络信息化评价，为医院医疗质量的提升提供了最佳助力。

1 基于信息化的医疗质量管理平台体系
1.1 医疗业务信息平台 医疗业务信息平台以电子病历为核心，涵盖门急诊信息系统、PACS、LIS、手术麻醉、重症监护等
多个医院核心信息系统，是医疗质量管理的核心支撑平台。医疗业务信息平台覆盖医院各个医疗工作流程，实现医疗信息
闭环管理和全过程质量控制。
1.2 患者服务信息平台 患者服务信息平台以病人为中心，涵盖预约挂号、门诊排队叫号、门急诊“一卡通”、检查检验报
告查询等信息系统。依据病人信息流，优化服务模式、减少病人无效往返及等待时间，突出医疗服务的便捷与高效性，提
高医疗质量监管透明度。
1.3 科研教学信息平台 充分发挥医院基础数据全、数据量大的优势，在科学整合的基础上，根据科研需要进行深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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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为科研工作提供丰富的一手资

提供有时间的、有序的、有效的医院服

提升 门诊信息系统、住院医嘱、手术

料。创新教学模式和机制，加强教学

务，实现了医疗质量、患者费用等多维

麻醉、重症监护、移动护理等信息化

信息的纵深覆盖面，不断推动新技

度控制。合理用药、抗生素管理、手术

手段，重点突出在医疗质量环节中关

术、新业务的开展，从根本上带动医

分级管理等信息系统对超常规用药、抗

键信息源头的保障。其中，门诊信息

疗质量提升。

生素分级、手术分级进行有效控制，管

系统为数字化医院提供高效快捷门诊

1.4 管理决策信息平台 管理和决策支

理部门用信息技术监控医生的医疗过

医疗服务解决方案，涵盖门诊挂号、

持平台是以优化医院管理流程、提升

程，访问并检查医院最原始的数据，最

收费、门诊医生站、门诊排队叫号等

服务效能为目标建设的辅助支持和综

大限度地保障患者的利益。

多个子系统，是患者基础信息的源

合保障平台，是医疗质量的必要基础

2.3 医疗决策全过程信息化支持 人力

头，也是医生开展高效的门诊病历和

保障平台。信息平台基础上，可以对

资源管理、经济管理、物资管理等管

电子处方管理的重要平台和手段。门

病历书写的质量，急危重、手术病人

理信息平台对医院、科室、医疗组、

诊病历、就医记录为患者持续诊疗提

的管理进行实时跟踪，在加强医疗基

个人等各层面实施综合管理，对人员

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从而带动诊疗

础和终末质控的同时，更加能够突出

的工作完成数量与质量、医疗设施的

质量的不断提升。表1以我院运用信息

环节质量管理。同时可根据质量管理

效益及负荷情况、经济效益、医疗形

平台后的统计数据为例分析了门诊信

的需要，充分挖掘数据信息，并对数

势等进行评估，实施全面成本核算，

息系统对医疗质量提升重要作用。

据开展多维度分析，为提高医疗质量

科学合理调配各环节的人员、设备等

临床路径管理信息系统也是医

提供科学的管理依据。

医疗资源，使之处于最佳的配比状

疗质量事前管理在医院的典型应用。

态，为医院和科室的发展提供决策支

患者入院后医师根据诊断和评估结果

2 基于信息化医疗质量平
台建设意义

持，为保证医疗质量提供必要的基础

选择临床路径，系统自动提示每天或

保障 。智能决策系统（BI）、临床决

每个阶段需要完成的诊疗项目，自动

2.1 医疗环节全方位信息化监管 门诊

策系统（CDSS）能够根据质量管理的

提示医师记录变异情况，并根据变异

信息系统为患者信息、收费信息、诊

需求，对医疗数据进行深度数据挖掘

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案，从而增强了治

疗信息、药品信息建立连续的就医资

与分析，为提高医疗质量提供科学的

疗活动的规范性、计划性与合理性，

料。临床信息系统实时跟踪病历书写

管理依据。

达到了保证治疗质量、缩短平均住院

[3]

的质量，急危重、手术病人的管理，
抗菌素合理应用、临床合理用药等进
行动态监管。射频技术、移动医疗等
信息技术，对可能出现的医疗差错及
重要事件进行提醒或警示，从而能有

日、降低患者费用的目的。

3 信息化对提升医疗质量
的作用分析

3.2 医疗环节信息化管控助力医疗质量

3.1 临床诊疗信息化监测助力医疗质量

统、LIS系统是医院运用信息化手段进

提升 质控管理信息平台、电子病历系

表1 采用信息化手段后门诊医疗质量提升效果

效减少诊断错误、用药错误、操作
[2]

错误，避免临床医疗事故的发生 。
PACS、LIS等辅助诊疗系统实现图像
资料、检验数据的实时采集与传输。
2.2 医疗管理全网络信息化控制 临床
路径信息系统针对某种疾病（或手
术）以时间为横轴，以入院指导、诊
断、检查、用药、治疗、护理、饮食
指导、教育、出院计划等理想护理手
段为纵轴，制定标准化诊疗护理流程
（临床路径表），运用图表的形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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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医疗质量环节管控的典型应用。通

交互对比呈现，医疗诊断质量实现了

过质控信息平台，质控专家可随时登

最优化。智能决策系统是在医院基础

录办公电脑检查全院病人的用药、处

业务信息系统之上建立的医院高级管

置情况以及医生记录，调阅每个病人

理平台，通过对医院的HIS、LIS、CIS

检查、检验影像资料和数据，并及时

等大数据进行智能ETL数据挖掘、建立

与医生进行沟通，实现实时的医疗质

数据仓库、多维处理和统计分析。从

量环节管控。标准化的电子病历系统

而使医院管理者可以获得“过去发生

联盟正式成立。该联盟是以精准医学的

具有准确、快速、完整等特点，患者

什么，正在发生什么，以及未来怎么

模式，集合三地优势资源，从政府、高

在院期间的所有诊疗数据集中呈现，

发展”的关键管理要素 。从根本上改

校、医院、企业等层面上进行多部门联

并且具有抗生素管理、医保管理、合

变了管理滞后于医疗过程这一传统医

动，以三地心血管医学临床、科研单位

理用药管理、手术分级管理等7大类别

疗管理模式的弊端 。

[4]

[5]

智能提醒功能，其中仅合理用药系统
数据库内就提供药物35 556种，药品

业界观察

京津冀心血管疾病精准医学联盟正式启动
7月5日，京津冀心血管疾病精准
医学联盟在首都医科大学举行启动仪
式，标志着京津冀心血管疾病精准医学

为基础，北京市心血管重大疾病协同创
新中心为依托，实现京津冀区域协同，

4 结语

建立心血管疾病精准医学研究体系。这

名称177 575个，内置的搜索引擎就提

医院信息化不仅促进了医疗流程的

种资源的整合与优化，将大大推动三地

供了以药理分类、适应症分类、禁忌

数字化、透明化，更重要的是使医疗质

乃至全国范围内心血管疾病临床诊疗，

症分类、不良反应分类等不同的分类

量管理通过现代化信息系统深入到医疗

带来一场新的医疗革命，并深刻影响未

方式进行药物信息查询，极大减少了

过程的各个环节，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

来医疗模式。

手工书写病历造成的用药差错、漏诊

相应的管理措施，真正实现了由终末质

当前，制约我国心血管重大疾病

误诊等问题，对于提高医疗质量发挥

量管理向环节质量控制的转变，从而提

研究和临床的瓶颈问题涉及到从临床前

了重要作用。医院LIS系统以病人标本

高整体医疗质量管理水平。

研究到临床研究、转化与应用及整体医
疗等各个层面。在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

流动为主线，以数据处理为中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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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企业共同发起成立京津冀心血管精
准医学联盟。
京津冀心血管疾病精准医学研究

实现资源共享、人才联合培养、重大项
目联合申报及承担，并借助京津冀一体

影像资料无胶片的电子化传输与即时
呈现，患者影像资料5年内在线应用，
5年以上离线存储，患者就医全过程影
像资料和历史资料可以根据诊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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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共享平台，发挥三地在心血管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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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转化方面的创新能力，促进心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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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医疗研究的转化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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