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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数字化医疗—— 
                       医院IT运维管理解决方案 



数字化医院IT运维面临的挑战 

数字化、网络化业务覆盖了全院系统，人员知识更新
跟不IT技术的发展，对应的运维系统建设却相对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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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维护靠经验 

需要快速相应业务部门提出诉求，服务请求处理基本
处于救火队似的被动模式。 

缺乏数据量化、分析手段，难以从海量、多维的数据
中找到对管理有价值的信息。人员工作业绩难以量化 

项目协作效率低 

业绩难以量化 

用户常抱怨 

3 项目的掌控不清晰，对任务的管理，任务的完成情况、
实施进度缺乏实时监控，反馈与处理慢，协作效率低。 

VS IT 
运维管理 



RIIL 

锐捷数字化医院IT运维的解决之道 

数字化医院 IT运维 

业务保障 服务支撑 项目管控 决策分析 

依托IT管理系统，构建数据化医院的运维管理体系， 

应对快速变化的业务发展 



业 务 保 障 

面向业务 自动化 可视化 + +



以患者诊疗流程将医
院各业务子系统串联 

展现子业务系统的体验层、
业务层以及资源层数据信息 

通过设置指标的预警阀值
，及时以短信的方式通知
相关业务负责人员 

数据
预警 

数据库连接数、进程死锁等
性能指标；挂号数、医嘱申
请数业务指标 

指标
分析 

资源
支撑 

业务
流程 

面向业务构建业务视图，业务与资源两者相结合，
全面掌控业务运行状况 

面向业务视角管理 



用户端 业务端 

配线 接入 汇聚 核心 •  打印机 
•  终端 
•  医疗器械 
•  用户 

•  业务系统 
•  网络出口 
•  办公 

快速端到端的网络访问路径，快速定位业务故障 

三步完成 

端到端保障业务顺畅 



日常机房运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机房巡检现状 

•  信息中心规定：机房巡检一周至少1-2次，对于重

要系统和设备要每日一次。工作量较大。 

•  目前大部分医院完全依赖手工 + 命令行的方式； 

•  巡检报告的准确性不够，容易出现偷懒误报； 

•  巡检报告的价值不大，不能帮助领导发现隐患。 

•  巡检报告缺少对比分析和趋势分析数据。 

主任的期望 
某医院主任： 

——“机房巡检工作非常重要，做的好可以提前发现

运行中各类设备的隐患，对业务稳定运行意义重大！但

首先要自动化，巡检报告要有说服力。” 

客户期望：巡检自动化，报告专业化！ 



智能化自动巡检工具 

好处和收益 
1.  针对医院四类应用场景： 

Ø  安装调试上线改造； 

Ø  维护检查例行巡检； 

Ø  配置数据定期备份； 

Ø  故障处理业务保障。 

2.  简化人工、提升效率、减少

人为出错率和主观干扰； 

3.  报告输出和综合统计分析，

识别运维工作漏洞，提供持

续改进依据。 



机房环境与设备 自助终端机 虚拟化资源 

核心网络 机房管线 无线AP 

业务资源看的全、看得清、看得准 

业务保障可视化 



服 务 支 撑 

量身定制 规范体系 工具落地 + +



传统的故障处理流程，需要彻底被改变！ 

服务台故障流程 

某医院信息科的工程师画“正”字 

记录故障信息和数量 

主任的思考 

某医院主任： 

——“医院所有业务基本

都信息化了，唯独信息科

自身还停留在最原始、靠

人工纸记、口头命令管理

的阶段。” 

 
——“管理者要基于事实

数据分析问题，从而找到

提升医院运维服务水平和

效率的方法。” 

•  所有故障中哪些要优先？ 

•  每个故障的处理进展？ 

•  医生对处理的满意度？ 

•  如何分析故障频发的原因，

降低以后故障发生率？ 

•  如何把处理经验总结成知

识，提高处理效率？ 

主任的期望 运维服务台现状 



故障处理流程图和表单设计 



服务台，故障信息快速记录 分派任务，服务流程自定义 故障处理，处理方案关联知识库 

消息提醒 结果反馈 

用户满意 效率提升 

运用多种手段，快速解决问题，增强用户体验 

•  增加服务台，保障需求快速受理 

•  运用知识库，提供一次解决率 

•  使用简洁工具，提升工作效率 

•  利用互联网技术，增强协作； 

运维工作规范的服务体系 



标准化信息服务流程展示 

接听电话故障记录 填写工单生成短信 短信告知运维人员 

接收短信准备出发 现场查看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 

APP确认已完成工单 故障处理 汇总统计 



项 目 管 控 

过程可控 进度可查 结果可用 + +



项目管理面临的挑战 

 
项目并行管理，多人员协同 

 
掌控项目进度，信息沟通同步 

1、项目建设周期长，如何有效管控多个

项目建设过程中得节点； 

2、多人员参与项目实施，如何汇总查询

项目进度； 

 

1、大量项目文档如何合理归类，避免项目

资料遗漏； 

2、项目建设信息可视化呈现，项目建设成

果方便使用； 

 



建设管控清晰 

项目建设步骤 每步工作任务 项目相关文档 人员成本 时间成本 

过程可控、进度可查、成果可用实现医院项目建设的数字化管理 

向上：说得清每个投资项目的总体进展、关键里程碑、人员参与情况、时间成本分析； 

向下：掌握清具体某个项目当前所处阶段、负责人、工作内容、存在的问题和风险； 

目标 



决 策 分 析 

快速呈现 深度分析 数据依据 + +



客户的挑战与需求 

19 

当您也有这么多数据的时候，您的疑问是什么？ 

205832 
服务工单与监控告警数据 

300 天 686 条/天 

信息中心主任面临的问题： 
1.告警也有了，工单也记录了，但为什么感觉不到IT的
管理水平有明显提升？ 

2.这么多的告警有什么规律？该如何避免？这么多的服
务工单都有哪些共性特征？该如何优化？ 

3.员工绩效如何体现？如何识别员工差异？如何对他们
的工作质量、效率和能力做出客观评价？ 

4.对比上个月，IT管理的综合情况有哪些变化？哪些地
方提高了，哪些地方下降了？ 

5.项目的哪些计划延误了？原因是什么？正常还是不正
常？ 

6.发起管理动作，相关工作进行调整，如何检验是否执
行到位？是否有效？ 

…. 

信息化的管理平台解决了数据来源的问题，但
IT管理者更希望做到： 
1.从繁多、变化的数据中找到线索，挖掘有
价值信息； 

2.及时掌握变化，决策高效、精准，体现卓
越的管理水平； 
3.对团队的工作指导有理有据，针对性强，
行之有效； 

4.管理工作变得简单，容易。 



员工绩效对比分析，帮助员工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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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发现小苏的状态不佳，工作不饱和，想找他谈谈，但她缺乏相关依据。 

针对这个管理需求，在Insight中设置如下分析路径： 

选择“门诊组”小苏和小卫进行工作量对比分
析 

从分析中可得知，小苏的工作量无论每天还是
平均值，明显低于同组的卫单于。 

抽查小苏单日的“工作量详细清单”，发现多数工作集中在11点以前，
且每单平均解决时间不超过5分钟，其他时间均处于空闲。主任掌握了
这样的情况，与小苏进行了深入沟通，让小苏心服口服。 
在第二个月，小苏的工作状态明显改善，工作量排名在部门前列。 



洞见资源异常，追查问题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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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发现9月份资源故障率对比上个月有2%的增加，她想了解到底发

生了什么问题？ 

从“告警变化趋势分析”中可得知，从9月第3周开始，告警

数量高于平均值近两倍 

从“设备类型统计

分析”中可得知，

无线AP的告警数最

高； 

进一步钻取到“设

备厂商分析”可得

知，厂商A的告警

排名最高。 

最后查看“告警详细清单”，发现有多项告警主要来

自A厂商的154和132两台无线设备导致的。主任联系

负责无线设备维护的员工，要求其尽快解决此问题。 

此问题解决后，在10月份总体的资源故障率恢复到正常水平。 

资源故障率 

7.91% 



全面掌握IT管理运营水平 

1.IT管理综合指标统计，丰富的图表呈现； 
2.内容包括服务管理、资源管理、告警等分类统计，
趋势、对比、占比、同比/环比分析等； 
3.可根据个人习惯，自定义展现布局和内容； 
4.每个Dashboard支持钻取，钻取路径可自定义。 



基于数字化医院IT运维框架 

医院信息化运维平台 

精细管理 

标准服务 

业务保障 
知识库建立 

 

运维数据分析 
 

IT项目管理 
 

综合信息呈现 
 

标准服务配置 服务流程管理 
 

 
 
 
 
 
 

IT资产管理 
 

工单计时 
消息推送 

为用户量身打造属于自己的运维平台 

面向机房，提
供3D可视化远

程管理 

建立医院业务
异常状态预警

体系 

业务资源分析 
可量化指标数

据 

实现医院核心
业务预警、报

警 

网络设备、无线设备、服务器 

数据库、中间件、操作系统、VMware虚拟化 



河南省人民医院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兰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市儿童医院 

锐捷网络拥有200多家的医疗客户！ 

RIIL助力医疗客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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