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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患者为中心 建设信息化示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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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医院信息化发展迫在眉睫。要想在有限的医疗资源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加强医院信息

化建设，提升医院的软实力。医院2014年信息化系统建设实施方案，详细介绍门诊业务流程及住院业务流程，最后总结医
院信息系统在建设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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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hospital informationization development is extremely urgent.
To win a place in the limited medical resources, the construction of hospital informatization must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hospital's
soft power must be improved. The hospital's inform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lan in 2014 is made. It introduces
the business process of outpatient service and hospitalization, and finally summarizes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the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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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昆明市儿童医院自2000年起，在全省率先规划进行医院信息化系统建设，实现了以费用信息为主线，涵盖医嘱、财
[1]

务、病案、药品、收费、物资等系统的全院级HIS系统 。2008年，又在全省率先实现了门诊预交金支付模式的“一卡通”
就诊流程，缩短了患者的候诊时间。但本院信息系统已运行10年以上，虽使用稳定，但不利于医院新思想的融入，间接阻
碍了医院发展；系统业务流程模式单一，没有较为新颖的自助服务、移动护理等；门诊患者到每个就诊流程点都要排队，大
大降低了就诊效率；住院也仅仅使用了医生站和护士站，其他周边系统均未使用；院内系统无法实现病历信息传递，各类相
关信息流动不畅，例如检验报告和检查报告等均需要以纸质单子进行信息传递，所以信息的传递基本以纸质单子为主。
对此，本院提出了以HIS系统为中心的信息系统整体规划。本次项目实施的重点和难点集中在改变现有医院诊疗流
程，建立“以患者为中心”诊疗理念的信息化。新系统采用“先看病，后缴费”的新流程，以后来医院就诊的患者无需排
队挂号，直接到门诊诊区分诊侯诊。同时在全院门诊实现无纸化医疗服务，病人离开医院前没有任何纸制处方，降低资源
浪费，解决了携带处方或报告造成的难保存和易丢失的问题；在各个诊区设置收费、检验抽血点，节省患者在医院内部来
回流动时间，实现工作效率的大幅提升、减少业务风险点、提高业务整体运营管理水平。

2 以HIS为中心的信息系统整体规划
新HIS已经完成与电子病历系统、实验室系统、医学影像系统等信息系统的集成工作，实施成效已经初步显现。
对门诊病历、门诊处方、门诊检查检验单、住院病历、住院医嘱进行了无纸化改造，大量节省了纸质成本、人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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