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交流

Appl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基于信息技术基础架构库的医院IT服务实践探索
韩向非① 郭幽燕＊ 王建勋① 王冠群① 马琳娜①
摘 要

目的：探索信息技术基础架构库（ITIL）在医院IT服务工作中的应用。方法：对医院信息部门IT服务管理实践特

点进行全面分析，并通过分析不断改进实施流程。结果：通过实施ITIL，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服务响应时间。结论：只有
采用适合医院IT服务特点、针对性强的IT服务管理系统，才能获得IT管理最佳实践，让医院信息部门IT服务管理工作形成
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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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ITIL in hospital IT service management （ITSM）. Methods: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of ITSM in hospit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continuously. Results: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and reduce service response time by implementing ITIL. Conclusion: Only the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meets IT
special needs or customizes for hospital can become ITSM best practice. And only such ITSM makes hospit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o be a closed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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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医院管理和医院运营，对信息化的依赖度越来越高。信息化建设已经成为医院实现精细化管理和规范化运营所需
的必要条件。信息部门作为医院信息化建设和医院信息化服务工作的主体部门，其日常IT服务的工作质量和效率，将直接
关乎医院日常的生产经营。因此，信息化服务管理水平，将逐渐成为医院业务发展的一项核心竞争力。
基于ITIL标准的IT服务管理作为全球公认的IT管理最佳实践[1]，已经在世界各国各类组织的IT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全球多家行业领先组织都在使用ITIL改进IT管理的效率和加强IT与业务的沟通，大量成功实践表明实施ITIL可以提高IT
部门25%-30%的运营效率[2]。
在医疗行业，各医院也都参照ITIL以及其他国际标准，结合自身发展阶段制定了信息化服务管理制度。但医院信息化
服务管理水平的提升，一方面依赖于制度建设的科学性，另一方面，还要依赖更好的管理辅助系统对管理制度的承载。生
搬硬套教科书的管理系统，或是将其他行业的管理系统强行移植到医疗行业都不可取，构建一款符合医院工作实景的优质
IT服务管理系统，必须对行业IT服务管理实践进行深度探索。

2 ITIL在医院IT服务工作中的实践探索
ITIL是一个实践优选集，ITIL v3包含4个职能、26个流程，是一个知识宝库，融合了各个行业的IT服务管理实践方
[3]

法 。但是每个行业都会有自身的IT服务管理特点和限定环境 [4]，可以相互借鉴，但绝不可能拿来就用。在实践中探索选
择适合医院环境的最佳实践方法具有重要意义，需要综合考虑医疗行业的IT系统、服务需求以及信息中心的资源等多种因
＊通讯作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100029，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路2号
①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100029，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路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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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针对性

理全院的IT服务请求事宜。这种方式

因此，快速帮助值班人员把每一

强的、适用的IT服务管理系统，才能

解决了服务台人力不足的问题，员工

个来电都能准确详细地记录依赖于弹

在行业内得到广泛采纳。

在接听电话过程中既和业务科室建立

屏技术的应用。弹屏服务可以在电话

2.1 医院信息部门进行IT服务管理实践

关系，又加深了对全院业务的理解，

响起时，即刻弹出事件单供值班人员

的特点以及对IT服务管理系统的要求

利于其成长，也利于服务跟踪与投诉

填写，应具有的如下特点：不限定工

2.1.1 岗位职能不宜做过大调整 医院

追溯，避免工作量分歧。

作位置；可交接班；可选择单路或多

[5]

信息部门有效的人员编制往往不够 ，

轮岗值班制让每位员工至少具备

路弹屏，弹屏到不同人桌面；自动填

通常十几个人维护着几十甚至上百套

双重身份，要求IT服务管理系统中服

写事件来源信息；自动关联该来电最

业务系统，这些业务系统模块众多，

务台功能满足这种角色划分。

近申告的服务请求，以便判断是否为

接口复杂，关联性紧密。此外，信息

2.1.3 ITIL实践要以IT服务管理为入手

进度查询或请求终止。

部门还要维护数以千计的终端设备和

点 IT服务请求受理的主线流程如图1所

2.1.5 适合学习型组织的实践 知识是信

基础设施。信息部门的服务对象包括

示。

息部门最宝贵的财富，随着业务系统

临床医务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医技人

数量的增加，信息部门人员需要掌

员，需要为他们提供有关系统和操作

图1 IT服务请求主线流程

握的知识点越来越多；随着业务的

的各种咨询和问题解答。由于系统复

新建（申告）：新的服务请求申

更新变得更加频繁，知识的不断积

杂度高、服务请求申告量大、服务紧

告到信息部门，服务台人员记录事件

累变得异常重要；随着业务系统间

急度要求高、在出现问题时，判断故

发生地点和事件内容；受理：服务台

的接口越来越多，知识的专业化程

障根源需要有较丰富的经验和对系统

人员将事件派发给相应运维人员，并

度也越来越高。

的理解，这些都对信息部门人员的综

记录事件紧迫程度和处理事件人员；

避免过度依赖某一个技术人员，

合能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处理：运维人员处理完该事件后，填

需要信息部门做好知识的收集、整理

目前，各医院信息部门现存的岗

写处理记录，主要记录故障原因和处

以及培训工作 [7] 。传统的知识整理需

位职能划分和人员安排，是在多年实

理过程；审批：组长或管理岗人员，

要员工的自觉性；收集工作，需要额

践过程中探寻出的比较合适的职能划

对事件处理记录进行审核。主要工作

外安排人对知识文档进行梳理、分

分。通常以横纵两条线来设定岗位：

是审批和将处理过程入知识库。

类、审验；培训分享工作，更需要周

横向是以专业技能划分，一般分为技

2.1.4 事件入口的便捷性决定实践质量

期性地组织全员牺牲休息时间开展。

术组、业务组等；纵向是以项目或系

实践ITIL的重要之处就是在于数据规范

这些工作如果借助IT服务管理系统，

统划分，一般是哪些业务系统由哪几

化后的持续改进过程，而所有IT服务

则能实现：知识的收集与整理：在事

个人负责。在这种已经稳定建成的信

数据的流程入口，主要集中在服务台

件处理后组长可以将处理记录清晰、

息岗位职能基础上，可以清晰地梳理

的事件记录。医院信息部门面对的服

问题典型的事件处理过程直接保存为

出服务目录，要求IT服务管理系统不

务请求，一般呈现集中扎堆出现的特

知识，使收集整理工作与日常工作融

对现有岗位进行大的变化与调整，以

点，往往一个业务系统出现问题后，

为一体，一举多得。知识的结构化存

利于管理系统的落地和基础数据的整

所有相关科室都会集中向信息中心拨

储：系统将知识按照服务类型、标

理工作。之后，在积累了相当数量的

打电话，事件每天存在两个波峰，如

题、关键字、系统类型进行结构化管

数据后，通过统计分析找到更好的资

图2所示。

理。知识包含症状描述、症状原因、

源调配方式。
2.1.2 轮岗值班制度 对于ITIL中的服
务台，目前很多医院信息部门由于人
员不足，往往采用轮岗值班方式来实
现 [6] ，即设置一条或多条值班热线电
话，由信息部门员工轮流值班接听受

图2 服务台今日生成工单和已接电话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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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办法以及附件，利于运维人员判

有没有应对方案？最近都有哪些科室

[5] 孟晓阳.基于ITIL理念的医院IT运维模式

断该知识是否对症，能否从根本上解

经常申告问题？什么问题？解决的怎

改进[J].质量与信息化,2013,20(6):86-88.

决问题。这样，从一个服务请求申告

样？我们的知识储备如何？利用效率

[6] 黄炎.基于ITIL的武汉市普爱医院运

开始，系统能准确地检索到该知识并

如何？知识短板在什么地方？热门的

维管理系统实践[J].中国数字医学,2017，

提供给相关人员。知识系统与服务受

知识都是什么？谁贡献的？同样的一

12(3):109-111.

理流程紧密穿插，使知识的分享在工

类工作，为什么有的人效率高，有的

[7] 张文涛.基于ITIL理念改善医院运维管理

作中即可完成。员工在处理问题时，

人效率低？慢在何处？我该如何评

[J].中国数字医学,2017,12(1):94-96.

系统会智能地提示操作步骤和方法。

价每一个员工？有什么客观公正的数

【收稿日期：2017-06-09】

员工在利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同时，即

据？如何管理工作绩效？

【修回日期：2017-09-20】

已将知识融会贯通。知识库的应用，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提炼，

从另一方面，能够大量降低事件单填

使管理有据可依，让资源配置趋于合

写的工作量，减轻人员工作负担，提

理化，减少不必要的人员浪费，促进

（下接第120页）服务于管理，是医

升记录填写效率。

工作效率的提升。

院创新管理方法和创新服务模式的有
效平台。然而，信息化建设并非完全

2.2 适用的管理系统是实践ITIL成功的
关键要素 管理系统的上线，在一定程

（责任编辑：张倩）

3 结论

“标准化”和一成不变的，它与医院

度上会给使用系统的人员带来额外的

在医疗行业进行ITIL实践，需要符

的发展战略、管理流程、业务需求、

工作量。对单个人员的工作效率有所

合行业特点才能落地。通过实施ITIL，

信息技术力量配备息息相关，过度地

降低，但对部门整体的工作效率会有

让医院信息部门IT服务管理工作形成

追求规模与形式而忽视应用和内涵建

明显的提升，且系统持续使用的时间

闭环。管理者通过IT服务管理系统，

设，或者是过多地强调客观条件而忽

越长，这个效率提升越明显。

能够更清晰地把控全局，使管理工作

略主管效能都是不可取的。医院信息

也能够形成持续改进的闭环。

化必须在遵循信息技术发展规律的基

如何减少使用系统给员工带来的
额外工作量，减少推行阻力是一个项

医院信息部门采用适合的IT服务

础上，结合自身医疗管理实际，科学

目能够最终成功的关键要素。由于额

管理系统，以科学的方法、先进的理

设计、合理投入、精心组织、持续推

外工作量和场景匹配程度的一些细节

念、积极主动的服务态度、精益求精

进、动态管理，才能充分发挥信息化

问题，会导致员工对系统的抱怨和不

的工作精神，不断探索，持续改进信

的“倍增器”作用。

满，抵触情绪逐渐滋生，进而影响系

息中心IT服务工作，必将成为新时代

统的使用质量，管理者得不到决策分

发展下医院的又一项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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