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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中小医院转型期信息科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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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转型期军队中小医院信息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的应对策略。方法：分析信息科职能新变

化，从发展思路、人才队伍、建设投入等方面讨论影响信息科发展的关键因素。结果：通过提高思想认识、坚持主动作
为、搞好统筹协调、重视人才建设等多方面努力，促进转型期中小医院信息科持续发展。结论：只有不断提高信息服务手
段，加强信息制度建设，培养信息化专业人才，才能提高医院整体信息化能力。
关键词

军队中小医院

信息科

信息管理

Doi:10.3969/j.issn.1673-7571.2015.07.032
[中图分类号] R821.3;R319

[文献标识码] A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Hospitals of the Army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 FANG Lin-lin, CHEN Yong-jun, PENG Lin, et al//China Digital Medicine.-2015 10(7): 107 to 109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pose a suitable strateg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department for a small and medium military
hospital during a transition period. Methods: The new function changes of information department are analyzed and the critical
factors are also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as development idea, talent team and construction input. Results: The hard efforts included
enhancing the understanding, insisting by myself, planning the coordination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alent construction are made to
promote continual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department. Conclusions: The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ability can be improved by
raising services mean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training professional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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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化医院是未来医院发展势不可挡的潮流，军队中小医院受观念、资金、技术、人才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与大型
[1]

医院相比，离建设数字化医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本文从分析军队中小医院转型期职能变化特征入手，提出医院转型期
信息科发展存在的问题，并研究探讨了对策。

2 军队中小医院转型期信息科职能新变化
2.1 由单一任务向多样任务转变 随着计算机、网络通信及数据库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医疗信息系统、人/财/物相关系统逐
[2]

渐在医院各部门中应用，促进医院信息科的任务正在从简单的信息管理向支持临床医疗、优化业务流程、辅助决策转变 ，体
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负责医院信息系统的规划、建设、运行和维护；二是制订并实施信息化管理制度与工作流程，保证网
络与信息安全；三是管理信息资源，提供技术支持和信息服务；四是开展医学信息技术研究、开发和培训，为医学决策和
管理决策提供支持。
2.2 由被动服务向主动作为转变 随着职能任务的不断变化，信息科也能通过信息化手段主动为领导决策提供信息参考，主
动协助医院科研人员开展科技查新，主动参与医院正规化全面管理，主动学习提高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促进医院领导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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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科研、全面管理更加科学有效。

化顶层设计不合理。

权衡，信息化建设的投入相对偏少，

2.3 由粗放分散向精确融合转变 电子

3.2.2 科室主任人才缺乏 信息科建设

造成中小型医院与较大型医院数字化

病历的应用促使所有围绕患者的医疗

涉及到医学、电子、通信等领域的知

建设的差距越来越大。

活动全部实现了数字化手段，各科

识，但现在大部分中小医院信息科主

室、各子系统信息资源逐渐纳入医院

任非医学信息工程科班出身，主要来

4 对策与思考

信息管理系统中，为实现精确管理提

源于理工科、临床等工作岗位，信息

4.1 提高思想认识，把握信息科正确发

供了可能。信息科作为最接近临床一

技术、医学知识、管理技能等综合知

展方向 一方面，医院领导要站在全局

[6]

线的研究机构，逐步开始尝试利用工

识缺乏 ，这些领导信息科建设的“临

的高度，深入了解军内外发展趋势和

程的方法，开展脑功能分析、图像引

时工”和“游击队员”难以从信息技

本院现状，搞好医院信息化建设顶层

导放疗、电生理信号分析等研究 ，通

术角度提出如何利用信息化知识促进

设计。另一方面，信息科主任要根据

过临床应用与信息技术相融合，既能

医院的建设管理，难以把先进的IT技

医院信息化发展构想和对信息服务的

促进一线临床医学研究发展，也能提

术引入医院信息管理系统。

需求，定期向院领导和其它科室提供

升信息科影响力。

3.2.3 复合型专业人才缺乏 现代化的

切合本院实际的建设计划和统计分析

信息科要求既懂医学又懂计算机技术

信息，以获得院领导的决策支持和科

3 军队中小医院转型期信
息科面临的挑战

的复合型人才，当前不仅非常缺乏，

室的参与配合。对于信息科专业人员来

而且流动频繁 。主要在于中小医院工

说，要对信息化工作的重要性有着清晰

3.1 发展不到位

程系列职称编制偏少，且机关行政人

的认识，勇挑重担、开拓创新。其它科

3.1.1 领导认识不到位 一些医院领导认

员占用工程系列编制的现象很普遍，

室也要配合信息科人员的工作，熟悉本

为信息科只花钱不挣钱，医院信息化

导致一些从事信息化工作的人员无编

室信息网络的基本操作，共同推进医院

只是面子工程，因此对信息化建设不

制。另外，由于部队医院待遇与地方

信息科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够支持。

有较大的差距，加重了信息化建设与

4.2 坚持主动作为，做好信息科技术服

3.1.2 建设规划不到位 目前医院在很

人才需要之间的矛盾。

务保障

大程度上依然只是把信息技术当作提

3.3 投入不够

4.2.1 要树立服务意识 信息科在维护医

高业务效率的工具，信息化建设依然

3.3.1 用于提高专业人员能力素质的投

院网络安全管理，服务器性能监测、

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

入不够 中小医院信息科人员大多非科

数据库管理、备份和性能调优等工作

段，系统建设和使用缺乏长远性和可

班出身，知识单一，急需提高医学信

的同时，要主动为决策层提供优质准

持续性。

息化专业知识，但目前医院普遍重视

备的信息服务、为医护工作者提供全

3.1.3 资源利用不到位 医院信息系统在

一线临床医务人员的培训，信息科人

面的信息服务、为患者提供有效的信

大部分中小型医院还难以全面推广和

员专业培训机会相对较少，难以适应

息服务，引领他们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深入应用，大量信息资源应用智能技

信息技术发展需要。

进行管理模式和工作流程的改造、完

术进行分析和深层次数据挖掘的潜能

3.3.2 用于构建信息化平台的设施投入

善，以提升医院服务品质。

没有被开发 ，信息系统对医院决策和

不够 医院信息化平台建设，离不开软

4.2.2 要主动靠前沟通 信息科要主动加

管理的价值未得到真正的体现。

硬件支撑，但中小医院在这方面表现

强与其他科室的沟通，了解科室需求

3.2 人才缺乏

出明显的不足，缺乏先进的信息系统

及其它科室建设发展的想法和意愿，

3.2.1 顶层设计人才缺乏 受传统思维的

管理软件和相配套的硬件资源，信息

同时要与上级业务部门及领导进行沟

影响，一些中小医院信息科的上级主

化水平处于低层次徘徊。

通，领透领导的指示精神，明确医院

管领导有的是专职副院长，有的是业

3.3.3 用于医院信息化整体建设资金投

下一步工作计划，提前做好考察论证

务副院长，主管人员信息化素质良莠

入不够 中小型医院的数字化建设大多

工作。

不齐导致许多项目是临时按需仓促上

起步晚、底子薄，缺乏资金积累，与

4.2.3 要积极学习创新 随着信息技术日

医院的医疗设备、基础设施的投入相

新月异，医院设备设施现代化、管理

[3]

[4]

[5]

马，缺乏必要的论证 ，造成医院信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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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网络化、医疗操作精确化是医院

信息科信息主导和分布服务功能 。

[8] 黄智勇,王杰.中小型医院信息化建设的实

发展的一个趋势，作为信息科专业人

其次，加大人才培训和引进力度。建

践与体会[J].中国数字医学,2009,4(8):15-17.

员，要主动学习新的管理理念、医疗

立培训和学习交流制度，立足信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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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运作模式，为建立现代化

自身条件开展岗位练兵活动，鼓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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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医院提供信息技术支撑。

息科人员参加军内外各种学术交流和

（责任编辑：刘华）

4.3 搞好统筹协调，促进信息科规章制

短训班，用政策、待遇和发展留住人

度落实

才。再次，优化完善奖惩机制。中小

4.3.1 确定信息科的地位 改变以往信息

医院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奖惩机制，按

（下接第116页）源码的掌握要准确实

科边缘化现状，让信息科参与医院的

对医院建设贡献大小进行奖励。要结

现还需对源码进一步分析。

各项事务，在院长或者主管副院长直

合考评机制，实施末位淘汰，让“有

初期应用获得了院内医护工作者的

接领导下，赋予一定的管理职能，督

为”就“有位”深入人心，提升信息

好评。根据使用者反馈的信息，将平台

促其它科室搞好医院信息化建设。

科服务质量档次。

后期规划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内
部自需求，第二阶段是对外服务。

4.3.2 落实资金管理制度 信息化建设
离不开资金的扶持，医院要用制度的

6.2 内部需求阶段 管理平台的建设要

5 结论

形式规定信息化建设资金不得挪作它

在军队中小医院转型升级过程中，

掌握进度，学习新的技术，多重视内

用，每年医院预算要拿出不少于1%的

信息科只有不断改变对信息化作用地位

部需求。采用分期建设、分期完成的

资金用来加强信息网络的改造更新、

的认识，提高信息服务手段，加强信息

方式，同步安排人员学习管理平台的

软件系统的升级换代和终端设备的维

资源制度建设，培养信息化专业人才，

使用。医护人员的大量工作都可以通

护和保养，要适时引进先进的信息管

才能更好地适应医院现代化、数字化、

过平台来完成，进一步减轻工作量，

理手段和技术，完善优化信息化运行

智能化的发展需要，更好地服务于医院

提高工作效率。

环境。要预留足够的培训资金，加大

建设和临床医教研工作。

6.3 对外服务 管理平台后期要加强对
第三方软件的监控，提供更优质的接

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人员信息化能
力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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