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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监督和评估 

目标

《国家卫生信息化战略工具包》第3部分旨在指导建立监督评估框架，监督第2部分制定的

行动计划的实施并评估实施的成果。主要工作包括界定要衡量的指标和具体目标，以及确定所

需的治理模式和流程。

受众

第3部分与《工具包》第1、2部分一样，主要面向政府、部委和卫生部门领导者，其中包括负

责监督和评估国家卫生信息化行动计划的卫生部委、部门和机构的人员。第3部分适用于根据 

《工具包》第1、2部分确立了国家卫生信息化愿景和行动计划的国家，其假定前提是输出成果

已然问世并被采纳。另外，已制定行动计划但还不确定如何监督和评估结果的决策者亦能从第

3部分获益。

概览

《工具包》为如何确定国家卫生信息化愿景、设计行动计划和监督评估架构提供了框架和

方法。《工具包》分三部分，第2、3部分将在第1部分工作的基础上渐次推进。

 ► 第1部分：国家卫生信息化愿景，应与国家卫生目标和发展目标相一致

 ► 第2部分：国家卫生信息化行动计划，要反映国家工作重点和卫生信息化环境

 ► 第3部分：监督实施、评估取得成果的计划

如何使用《工具包》及取得何种最终成果将取决于国家背景、工作重点和愿景的目标。

第1部分

国家卫生信息化
愿景

第3部分

国家卫生信息化
监督和评估
（本文件）

第2部分

国家卫生信息化
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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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情况介绍

第3部分指导如何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监督评估框架。

 ► 引言部分总结了第2部分的输出成果，以及这些输出成果与监督和评估的联系

 ► 第1~2章：监督评估框架的要素及制定框架的方法

 ► 第3~5章：制定全国性监督评估框架的详细指南

附件为《工具包》提供了更多支持信息，包括术语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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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评估进展与成果

国家卫生信息化愿景与行动计划

至此，政府应已经完成《工具包》第1部分和第2部分的工作，即确立了国家卫生信息化愿景

并完成了行动计划的设计。行动计划应已得到卫生系统领导的批准，赢得了广大利益相关方的

支持。

行动计划应描述：

 ► 实施国家卫生信息化愿景所需建立的行动方面

 ► 各行动方面的输出成果与相关活动

 ► 各项活动间的依存关系和时间安排

 ► 交付输出成果、完成活动所需资源

 ► 行动计划的阶段部署安排

卫生信息化监督评估框架
有了监督评估框架，政府部门就可以跟踪、评估实施卫生信息化行动计划的成果。本《工具

包》采用了联合国1的管理战略，即“基于成果的管理方式”（图1）。基于成果的管理方式注重绩

效、输出成果的实现、取得的成果和造成的影响，其具体做法包括：

 ► 确定指标，这些指标可深入反映卫生信息化的应用情况，使卫生和非卫生部门的利益相关

方取得实际成效；

 ► 定义指标的基线值和目标值，以便在实施计划期间监督和评估进展情况；

 ► 阐明所需的治理模式和流程。

图1. 基于成果的管理方式

项目管理
是否一切正常？

监督评估框架
是否已走上正轨？

项目投入 卫生信息化
输出成果

影响项目活动 卫生信息化
成果

贡献
衡量发生的变化

归因
衡量综合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成果实施

1 联合国：运用基于成果的管理方式评估项目绩效（http://www.un.org/Depts/oios/mecd/un_pparbm/index.htm），访问日期
2012年5月17日）。

http://www.un.org/Depts/oios/mecd/un_pparbm/index.htm


国家卫生信息化战略工具包 • 第3部分：监督和评估

引言. 评估进展与成果 » 第2页

必须要把国家卫生信息化战略的监督评估框架与项目管理活动明确区分开来，后者旨在实

施、管理大规模的卫生信息化行动计划。

项目管理工作负责监督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是回答某国是否能够依照计划构建卫生信息

化环境问题的关键。项目管理主要关注三个方面：

 ► 项目投入：完成卫生信息化行动计划所需资金、预算、资源和其他投入

 ► 项目活动：相应行动计划中列出的相关活动

 ► 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开展项目活动的产出，如卫生信息化要素

与项目管理不同，监督评估框架主要关注成果，是对项目管理的补充。监督评估与项目管

理存在交叉，共同帮助相关国家判定其前进道路是否正确。但监督评估还进一步回答了行动计

划是否能够带来预期的成果、影响和变化。监督评估亦重点关注三个方面：

 ► 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开展项目活动取得的成果，如卫生信息化要素（同上）

 ► 卫生信息化成果：在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支持下取得的或因其贡献而取得的战略成果

 ► 影响：卫生信息化成果给卫生部门和非卫生部门利益相关方带来的变化

监督评估框架为衡量成果分配了责任（谁来做）、确定了方法（如何做）和时间（何时做）。

《工具包》的第3部分仅关注卫生信息化。如需项目管理信息，可以参考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项

目管理框架，如PMBOK®或PRINCE2®2。

监督和评估的战略意义

要展示国家建设卫生信息化环境取得的进展和因其产生的成果或变化，就必须发挥监督

评估的重要作用。监督评估的结果是卫生信息化项目持续沟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种

沟通也为争取利益相关方支持卫生信息化的进一步应用和投资奠定了必要基础。

就卫生信息化行动计划的进展和成果进行沟通尤其重要，有助于向捐助方或出资人展示

其投资取得的成效。同时，潜在出资方可藉此了解捐助将如何推动一国的卫生信息化项目，从而

有助于赢得他们的信任和理解。

2 项目管理协会：项目管理对于实现商业成果不可或缺（Making project management indispensable for business results）.宾夕法
尼亚州，费城，2012年（http://www.pmi.org/, 2012年5月17日访问）。

3 PRINCE2.com.伦敦，2012年（http://www.prince2.com, 2012年5月17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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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国家监督评估框架

制定良好的国家监督评估框架，需在各个层面投入专门的人力物力，建立、管理、运作行之

有效的流程。各国政府应该在国家卫生信息化项目的规划和成本核算中纳入监督评估工作，从

而确保监督评估拥有相应的专项资源。

我们鼓励各国可采用其各自基于成果的管理方式，以确保其中包含图1所示的成果链概

念。附件A提供了更多关于基于成果的管理方式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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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卫生信息化的监督评估框架

本节描述了制定国家卫生信息化项目监督评估框架时需要考虑的各项要素（图2）。

图2. 卫生信息化监督评估框架的各项要素

治理

指标

指标的基线值
与目标值

治理与流程

• 利益相关方

• 卫生信息化成果

• 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

• 输出成果和成果指标
   

• 监督和评估时间表

• 基线值

• 目标值

• 治理结构、职能和流程

衡量

监督和
评估指标

 

1.1 卫生信息化的指标

有效的监督评估框架的构建是围绕一系列有实际意义的指标，通过衡量这些指标可以深

入了解卫生信息化的采纳、使用和成果。

具有实际意义的指标应涵盖利益相关方的视角，以确保能够衡量那些对利益相关方至关

重要的变化或改进。确定和遴选指标需理解对各利益相关方均很重要的卫生信息化成果（在

起草第1部分时列出）和输出成果（在起草第2部分时列出）。

需考虑两类指标：

 ► 输出成果指标：此类指标提供与卫生信息化采用情况相关信息和真知灼见

 ► 成果指标：此类指标提供有关所取得成果的信息和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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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指标值

监督行动计划实施的进展需掌握相关国家的起点（基线值）、项目的预期成果（目标值）并

应为整个行动计划间的多个时间段设定目标值。

1.3 监督评估工作的治理

国家治理职能负责监管、协调和指导监督评估工作，同时亦要确保在推进卫生信息化项目

过程中，一旦实际工作偏离了国家制定的目标，能够及时进行干预。治理必须有流程支持，这些

流程指导如何监督评估卫生信息化的应用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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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制定卫生信息化监督评估框架：概述

本节描述如何制定监督评估框架（图3）。 

图3. 制定监督评估框架的方法

衡量 治理指标

定义指标的
基线值和目标值

确定卫生信息化的
指标

定义配套治理
模式和流程

 

作为一项顺序进程，首先要确定要监督的指标和需要评估的成果。每项指标都要设定基线

值和目标值。目标值将作为依据，比对进展计划对实际进展进行跟踪，并确定是否需要采取纠

正措施。监督评估框架还需明确治理模式和流程，国家监督和评估工作将据此展开。整个过程

中要与利益相关方磋商，获得各方的支持和理解，同时也要确保在治理结构和流程中令利益相

关方发挥作用。

制定监督评估框架与《工具包》第1部分和第2部分的输出成果密切相关，特别是：

 ► 卫生部门和非卫生部门的重要利益相关方

 ► 作为国家卫生信息化愿景基础的卫生信息化成果

 ► 行动计划交付的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

 ► 上述输出成果的实施阶段和时间表

建立监督评估框架的大量工作都要利用这些已有信息。 

2.1 确定卫生信息化的指标

本步骤要根据卫生信息化愿景和行动计划，从利益相关方视角决定监督和评估的目标。确

定的重点是卫生信息化的输出成果和成果指标，这些指标将用于衡量卫生信息化交付的成果。

必须虑及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第1部分完成的利益相关方磋商，在一系列指标与利益相关方的重

要输出成果间建立关联。另一要点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这些指标要与衡量其他卫生输出成果 

（例如，在国家卫生系统的报告流程中）的时间表建立联系，以说明卫生信息化为这些输出成

果做出的贡献，避免形成单独的报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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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定义指标的基线值和目标值

本步骤将核实各项指标的基线值并设定目标值。目标值的设定将针对不同时段，以便在计

划执行过程中对进展实施全程监督。

2.3 定义配套治理模式和流程

此阶段旨在定义治理模式和流程，并将据此监督评估卫生信息化的采用情况及相关成果。

经验显示，可由多方在多个层面监督卫生信息化的进展、评估卫生信息化的成果。重要的是须

在国家总体监督和评估模式下规划并展开上述各项工作。



国家卫生信息化战略工具包 • 第3部分：监督和评估

第3章. 确定卫生信息化的指标 » 第8页

第3章

确定卫生信息化的指标

此阶段侧重于确定卫生信息化行动计划实施阶段的监督指标和需要评估的成果。

衡量 治理指标

定义指标的
基线值和目标值

确定卫生信息化的
指标

定义配套治理
模式和流程

目标

本步骤将确定卫生信息化的输出成果和成果指标，藉此衡量卫生信息化行动计划取得的

成果。这些指标应与第1部分确定的利益相关方和输出成果建立联系，以确保除掌握实施卫生

信息化取得的进展之外，还能正确认识什么才是卫生信息化真正的成功。

活动

 ► 确定重点利益相关方，向其展示卫生信息化成果非常重要

 ► 审核针对重点利益相关方的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

 ► 确定实现这些输出成果所需的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

 ► 与重点利益相关方共同审核并确认重点领域

 ► 确定卫生信息化的采纳情况指标和成果指标

输出成果

 ► 卫生信息化的输出成果指标，用于衡量卫生信息化在卫生部门内部的采用和接纳情况

 ► 卫生信息化的成果指标，用于衡量采用和接纳卫生信息化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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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确定重点利益相关方

目标

本步骤旨在从《工具包》第1部分和第2部分确定的卫生部门和非卫生部门利益相关方中甄

选出重点利益相关方。就这些利益相关方面而言，向其展示卫生信息化行动计划的成果非常重

要。制定指标时要考虑到利益相关方的观点，以尽量降低将指标全部维系于项目交付带来的风

险。

建议输出成果

本步骤应确定卫生部门和非卫生部门的重点利益相关方。向这些利益相关方展示卫生信息

化成果尤为重要。建议从机构、群体或职位层面而非从特定个人或政党的角度，对利益相关方

加以描述，因为后者会随时间的迁移而发生变化。例如，利益相关方可定为“卫生部”（机构层

面）或“卫生部长”（职位层面），而不是目前担任卫生部长的特定个人。“年龄在65岁或以上的

人员”可用作群体利益相关方的示例。

方法

本步骤基于《工具包》第1部分和第2部分对多部门利益相关方的认识。鉴于列举利益相关方

可能需要一份很长的清单，因此本步骤应将重点放在部分利益相关方身上，对这部分利益相关

方而言向其展示卫生信息化取得的进展和成果尤为重要，它们是进一步支持和投资于卫生信息

化并为其提供动力的基础。

卫生信息化成果可能对以下利益相关方尤为重要：

 ► 消费者

 ► 卫生服务提供者

 ► 卫生服务的管理和行政人员

 ► 卫生医疗研究人员

此外还应该考虑到出资方，如社会经济发展机构和其他捐助方。出资方虽然不是卫生信息

化项目的直接受益方，但其可能会对监督实施的进展及国家卫生信息化项目投资的成果提出特

定要求（作为提供资金的条件）。

3.2 审核针对重点利益相关方的卫生信息化成果

目标

本步骤旨在确定实施卫生信息化行动计划后针对以上利益相关方取得的成果。鉴于成果的

交付能够帮助利益相关方取得实质性的改善和成效，相关指标应以此为基础。成果应与各重点

利益相关方建立关联，站在各利益相关方的立场考虑问题，以便描述交付每项成果对利益相关

方的意义。例如，通过实现卫生信息化成果，利益相关方将体会到改善或变化（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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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利益相关方、卫生信息化成果和指标的关系

卫生信息化
成果指标

利益相关方

卫生信息化成果（取自第1部分）

 

建议输出成果

本步骤应阐述针对各重点利益相关方的预期成果（具体的改善）。这些预期成果是基于 

《工具包》第1部分描述的卫生信息化成果（表1）。

表1. 针对利益相关方的卫生信息化成果示例（非穷举）

利益相关方 卫生信息化成果示例

消费者 yy 提 高 农 村及 偏 远 地 区 消 费 者 获得 基 本卫 生 服 务 的 能 力，减 少其 为 获得 服 务 而 忍 受 的 长 途 奔
波 之苦

yy 使农村及偏远地区的孕妇获得有助于孕期保健的知识和服务

yy 使消费者获得有助于早期检查及治疗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的知识和服务

yy 加强卫生服务协调，确保能在卫生服务提供者间轻松地传递有关消费者的卫生信息

yy 使慢性病患者更易获取知识和支持，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调理慢性疾病、坚持治疗和服药

卫生服务提
供者

yy 提高卫生服务提供者在提供卫生服务时获取卫生信息的能力

yy 提高在卫生服务提供者间交换患者信息的能力

yy 使卫生服务提供者能与消费者进行远程交流

yy 使卫生服务提供者能有效地监测并跟踪患者情况

yy 使卫生服务提供者能够获得临床知识、证据和专业技能，提高业务水平，为本地社区提供卫生服
务

卫生服务的管
理和行政人员

yy 为国家和地区卫生部门预测和应对传染病传播提供支持

yy 使卫生部门能够更有效地监测和应对疾病爆发及其他突发事件，并履行报告责任

yy 支持全国卫生人力资源的教育、培训和发展

yy 提供可靠的高质量数据，以发布并监测临床成果、政策以及投资和行政决策

yy 提供高质量数据源，为规划、管理服务及人力资源提供信息

yy 更有效地管理疫苗和基本药物的供应、配送和可用性

卫生医疗研究
人员

yy 为研究者提供更多循证信息渠道，从而为临床决策、治疗方案设计和评估提供支持

yy 更多接触医疗文献、知识网络和资源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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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步骤是基于第1部分在确立国家卫生信息化愿景时确定的卫生信息化成果3。确立愿景就

必须要确定各项卫生信息化成果，而这些成果正是对卫生信息化要取得哪些成果或变化？做出

的回答。确立愿景过程中还要明确卫生信息化各项成果对利益相关方的意义4。

此项工作应参考卫生信息化的成果并在必要时进一步加以完善，以阐述该愿景期望向各利

益相关方交付的具体成果。为确保能够衡量这些成果指标，成果描述应尽可能具体，从而为这

些指标的确定提供支持。

3.3 确定取得卫生信息化成果所需的输出成果

目标

本步骤旨在确定卫生信息化行动计划的输出成果，这些输出成果正是实现第3.2节所述卫

生信息化成果的推动力。这一认识构成了确定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指标的背景（图5）。

图5. 利益相关方、卫生信息化成果和输出成果以及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指标之间的关系

 

 

卫生信息化
成果指标

卫生信息化
输出成果指标

利益相关方

卫生信息化成果（来自第1部分）

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来自第2部分）

行动计划（第2部分）规定的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和相关活动应与上一步骤中确定的卫生信

息化成果建立关联。 

建议输出成果

本步骤应为每项卫生信息化成果确定一系列输出成果（表2）。

3 参考第1部分，8.2节“确定预期的卫生信息化成果”。

4 参考第1部分，8.5节“描述卫生信息化愿景对利益相关方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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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示例（非穷举）

利益相关方 卫生信息化成果 相关的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

消费者 提高农村及偏远地区消费者获
得基本卫生服务的能力，减少
其为获得服务而忍受的长途
奔波之苦

yy 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建立专用数据/电信连接

yy 建立全国性的远程医疗服务

yy 在农村和偏远地区部署专用计算机/接入基础设施

yy 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开展远程医疗教育和宣传项目

使农村及偏远地区的孕妇获
得有助于孕期保健的知识
和服务

yy 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建立专用数据/电信连接

yy 建立全国性产前/产后保健知识门户网站

yy 建立基于短信服务（SMS）的产前/产后支持服务

yy 在农村和偏远地区部署适当的计算机/移动手持终端设备

yy 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开展卫生知识、SMS支持服务的教育和宣传项目

卫生服务提
供者

提高在卫生服务提供者间交
换患者信息的能力

yy 批准全国性卫生信息化数据和信息传输标准

yy 为消费者和卫生服务提供者建立唯一卫生标识符

yy 供应商研发符合标准的卫生服务提供者专用软件

yy 为卫生服务提供者部署计算基础设施

yy 为卫生服务提供者配置专用数据/电信连接

yy 建立全国性电子健康记录（EHR）系统

yy 消费者同意使用全国性EHR系统共享卫生信息

使卫生服务提供者能够获得
临床知识、证据和专业技能，
提高业务水平，为本地社区提
供卫生服务

yy 为卫生机构和卫生服务提供者配置专用数据/电信连接

yy 设立全国卫生服务提供者知识门户服务

yy 开发并部署知识和决策辅助移动应用程序 

yy 为卫生服务提供者部署适当的计算/移动基础设施

卫生服务的管
理和行政人员

使卫生部门可以更迅速地监
测和应对疾病爆发和其他突
发事件

yy 为卫生部门建立专用数据/电信连接

yy 配置适当的计算/移动基础设施

yy 设立全国疾病管理与报告门户网站服务

yy 开发并部署用于移动设备的监测应用程序

支持全国卫生人力资源的教
育、培训和发展

yy 为卫生工作者建立专用数据/电信连接

yy 为潜在的卫生工作者部署专用计算基础设施

yy 设立教育门户服务和应用程序

yy 就各种培训展开宣传

方法

本步骤基于《工具包》第2部分确定的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5。

卫生信息化的部分输出成果将随着时间逐步产生（如卫生服务提供者采用某种卫生信息化

解决方案），而另外一些则是“时间点”事件。

 

5 参考第2部分5.2节“规定各行动方面的输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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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与重点利益相关方共同审核并确认重点领域

目标

本步骤需确认哪些卫生信息化成果和输出成果要进行监督和评估，在此过程中要与利益相

关方一起审核。本步骤还将明确卫生信息化各项信息化成果与输出成果的相对重要程度。鉴于

可用于监督评估的资源可能有限，衡量工作不太可能“面面俱到”，因此这一步骤尤为重要。

本步骤亦为开展以下工作提供了机遇：

 ► 争取利益相关方的支持

 ► 征集利益相关方对可用指标的意见

 ► 与利益相关方沟通有关的预期成果

建议输出成果

本步骤应编制一份清单，列出卫生信息化成果和相关的输出成果，并以此为重点开展国家

监督和评估工作。

方法

本步骤实施过程中，需与利益相关方一起审核并确认对其尤为重要的卫生信息化成果和输

出成果。磋商应聚焦于理解那些“必须”而非“应该”或“可以”监督评估的方面。通常，这种讨

论更倾向探讨利益相关方的中短期优先事项。

卫生信息化成果及输出成果的优先次序一经确定，接下来便应与利益相关方进行磋商，征

求其认为对哪些指标加以衡量切实可行且恰当妥贴。 

3.5 确定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和信息化成果的指标

目标

本步骤旨在确定在执行卫生信息化行动计划过程中使用的各项指标。应考虑两类指标：

 ► 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指标：提供与卫生信息化采用情况相关信息和真知灼见

 ► 卫生信息化成果指标：提供有关所取得成果的信息和真知灼见

输出成果指标源于卫生信息化的输出成果。

成果指标源于卫生信息化的成果。两组指标紧密相关，如采用率（用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

指标衡量）将推动实现预期的改善（用卫生信息化成果指标衡量）（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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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卫生信息化成果指标和输出成果指标之间的关系

 

N
/A 

N
/A 

利益相关方

卫生信息化成果指标

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指标

卫生信息化
成果指标

卫生信息化
输出成果指标

卫生信息化
成果

卫生信息化
输出成果

图例  

一般而言，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指标用于逐步交付的输出成果，如部署数据通讯基础设施

或卫生服务提供者采用符合标准的软件。

建议输出成果

本步骤应设定有意义的指标，用于监督和评估实施卫生信息化行动计划的成效（表3）。

表3. 卫生信息化成果指标示例（非穷举）

利益相关方 卫生信息化成果 指标

消费者 提高农村及偏远地区消费者获得基
本卫生服务的能力，减少其为获得
服务而忍受的长途奔波之苦

yy 远程基本卫生服务问诊量上升的百分比

yy 农村及偏远地区消费者通过远程医疗获得基本卫生服务上
升的百分比

yy 使用远程医疗后，农村及偏远地区消费者获得基本卫生服
务的平均用时减少量

yy 消费者对科技改善卫生服务获取的满意度

卫生服务提供者 提高在卫生服务提供者间交换患者
信息的能力

yy 卫生服务提供者间电子卫生信息交换量上升的百分比

yy 临床医生收集消费者健康信息和病历所需时间下降的百
分比

yy 基本卫生服务提供者在出院时收到出院小结数量上升的
百分比

yy 卫生服务提供者对改善彼此之间共享信息状况的满意度

使卫生服务提供者能够获得临床知
识、证据和专业技能，提高业务水平，
为本地社区提供卫生服务

yy 国家卫生服务提供者知识门户网站访问率上升的百分比

yy 卫生服务提供者对卫生信息化为其获得知识和经验提供
便利，从而支持其提供医疗服务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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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方 卫生信息化成果 指标

卫生服务的管理
和行政人员

使卫生部门可以更迅速地监测和应
对疾病爆发和其他突发事件

yy 检测、干预并控制新型疾病爆发或类似威胁所需时间下
降的百分比

yy 通过报告和分析疾病爆发情况，为决策过程和资源分配提
供支持所需时间和成本下降的百分比

yy 对利用卫生信息化监测并应对所面临问题/挑战的认识

支持全国卫生人力资源的教育、培
训和发展

yy 参加过网上学习或其他类似电子培训的新入职卫生工作者
上升的百分比

yy 报名参加电子教育培训项目者上升的百分比

表4举例说明了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指标所对应的各卫生信息化成果及相关指标（见

上表）。

表4. 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指标示例（非穷举）

利益相关方 卫生信息化成果指标 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指标

消费者 yy 远程基本卫生服务问诊量上升的
百分比

yy 农村及偏远地区消费者通过远程
医疗获得基本卫生服务上升的百
分比

yy 使用远程医疗后，农村及偏远地区
消费者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的平均
用时减少量

yy 消费者对科技改善卫生服务获取
的满意度

yy 拥有专用数据/电信连接的农村和偏远社区所占百分比

yy 拥有专用的计算机/接入基础设施的农村和偏远社区所占
百分比

yy 接受过国家远程医疗服务使用培训并聆听过相关收益介绍
的农村及偏远社区所占百分比

yy 消费者满意度调查和焦点组的输出成果

卫生服务提
供者

yy 卫生服务提供者间电子卫生信息交
换量上升的百分比

yy 临床医生收集消费者健康信息和病
历所需时间下降的百分比

yy 基本卫生服务提供者在出院时收到
出院小结数量上升的百分比

yy 卫生服务提供者对改善彼此之间共
享信息状况的满意度

yy 对利用卫生信息化监测并应对所面
临问题/挑战的认识

yy 使用合规软件系统的卫生服务提供者所占百分比

yy 已取得唯一卫生标识符的消费者和卫生服务提供者所占百
分比

yy 配置有相应数据/电信连接的卫生服务提供者所占百分比

yy 部署专用计算基础设施的卫生服务提供者所占百分比

yy 注册加入全国EHR系统的消费者所占百分比

yy 卫生服务提供者满意度调查结果

yy 卫生服务提供者的参照组讨论结果

yy 国家卫生服务提供者知识门户网
站访问率上升的百分比

yy 利用移动手持终端的知识和决策
辅助应用程序进行问诊的百分比

yy 卫生服务提供者对卫生信息化为其
获得知识和经验提供便利，从而支
持其提供医疗服务的满意度

yy 配置有专用数据/电信连接的农村和偏远地区卫生服务提供
者所占百分比

yy 已下载安装了知识和决策辅助应用程序的农村和偏远地区
卫生服务提供者所占百分比

yy 接受过有关国家卫生服务提供者知识门户使用和收益培训
的农村和偏远社区所占百分比

yy 卫生服务提供者满意度调查结果

yy 卫生服务提供者的参照组讨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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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方 卫生信息化成果指标 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指标

卫生服务的管
理和行政人员

yy 检测、干预并控制新型疾病爆发或

类似威胁所需时间下降的百分比

yy 通过报告和分析疾病爆发情况，为

决策过程和资源分配提供支持所

需时间和成本下降的百分比

yy 认识到应用卫生信息化在监测、跟

踪和应对疾病爆发及其他紧急事件

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yy 配置有相应数据/电信连接的卫生服务提供者所占百分比

yy 部署有相应计算基础设施的卫生服务提供者所占百分比

yy 获得了移动手持终端/覆盖的农村和偏远地区卫生服务提供

者所占百分比

yy 已注册并通过国家疾病管理和报告门户网站提供信息的卫

生服务提供者所占百分比

yy 已下载并安装移动手持终端病历应用程序并注册通过这些

程序提供数据的卫生服务提供者所占百分比

yy 接受过有关国家疾病管理和报告门户网站以及移动手持终

端病历应用程序使用与收益培训的卫生服务提供者所占百

分比

yy 参照组在与相关卫生服务管理和行政机构成员进行讨论后

得出的结果

yy 参加过网上学习或其他类似电子

培训的新入职卫生工作者上升的

百分比

yy 可使用专用数据/电信连接的潜在卫生工作者所占百分比

yy 可使用专用计算基础设施的潜在卫生工作者所占百分比

yy 报名参加电子教育培训项目者上升的百分比

yy 接受过提供卫生/医疗电子培训和介绍相关收益培训的潜在

卫生工作者所占百分比

利用定量指标可最大程度地降低成果的模糊性。一些成果需要使用定性指标，这些指标通

常来自调查、问卷、反馈和其他评估机制，可就偏离预期成果的潜在原因提供更多深入的见解。

下节将进一步论述指标的选择。

方法

完成此项工作需要开展内部分析，在一系列候选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和信息化成果指标确

定完毕之后，与利益相关方进行确认。此项工作还需针对各项成果或输出成果回答以下问题：

为监督该项成果或输出成果取得的进展，需对哪些方面加以监测或衡量？

与利益相关方进行磋商时，应重点确认初始候选指标并确定其他有待审议的指标。磋商工

作可能需要确认这些指标能够满足可见、可靠和可控这三项标准（表5）。关于衡量某项卫生信

息化成果或输出成果的最佳做法，可向学科专家和利益相关方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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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指标遴选标准的建议

标准 含义

与目标存在关联 指标提供的信息应与卫生信息化的成果和输出成果存在关联，并且能为其监督与评估提供
支持

可量化 指标应是具体而非概念性的计量单位，即可测量又易于用相关计量单位表示

可观测 已存在（或将提供）可用于推导指标的测量数据

可靠 指标所用数据不能臆测，而应尽可能地反映准确、可核证的信息

可控 指标应用于衡量实施卫生信息化行动计划取得的成果，应能控制计划外活动的潜在影响

可持续且可比较 指标应提供针对多个时段的相关可比信息，而绝非是有关进展情况的“一次性”介绍

如果确定的指标并无数据支持，或不能定期收集、分析和汇报这些数据，那么这样的指标

就毫无价值可言。本步骤应考虑到国家当前的现实环境，尤其是收集所需数据面临的挑战与障

碍。最终结果可能是有必要考虑综合使用定量和定性指标。

实际上，在实施计划过程中相关国家会综合使用定量和定性衡量。两种衡量方式均有助

用户了解计划理想中的信息化成果和输出成果是否已经实现，并就已取得的成果提出深刻的见

解。各国需确保其具备同时开展这两项研究所需的相应技能和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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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定义指标的基线值和目标值

此阶段旨在为设立好的指标确定基线值和目标值。

衡量 治理指标

定义指标的
基线值和目标值

确定卫生信息化的
指标

定义配套治理
模式和流程

目标

此阶段将确定各项指标的基线值和目标值以及衡量指标的时间表。

基线值提出了对相关国家起点的认识，有助于确定切实可行的目标，从而能够评估计划实

施取得的进展（即我们能否实现既定目标？）。

应根据目标定期对各项指标做出评估，以确保能够及时向利益相关方交付实实在在的成

果，同时亦可尽早发现潜在问题并加以解决。

活动

 ► 确定全国监督评估工作的时间表

 ► 确定各项指标的基线值

 ► 定义输出成果指标的目标值

 ► 定义成果指标的目标值

输出成果

 ► 各项指标的监督评估时间表

 ► 就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和信息化成果的基线值与目标值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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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确定全国监督评估工作的时间表

目标

本步骤将确定第3.3节所述全国监督评估工作时间表。通过定期监督和评估，相关国家的政

府可以达到以下目的：

 ► 判定行动计划是否能得到预期的结果；

 ► 确定影响成果实现的问题和挑战并采取纠正措施；

 ► 定期就取得的成果与利益相关方沟通，此举有助于为卫生信息化进一步造势并为其提供

支持。

建议输出成果

本步骤应确定全国监督评估工作的时间间隔。所有指标最好采用统一的时间表，但鉴于各

项指标的性质或要求，这点可能难以实现。

方法

监督评估工作的时间表应与行动计划中定义的各实施阶段保持一致（图7）。

图7. 全国监督评估时间表应与实施阶段保持一致

全国监督评估时间表

实施阶段  1 

实施阶段  2 

实施阶段  3 

实施阶段  4 

卫生信息化行动计划 卫生信息化行动方面 1

时间段

卫生信息化行动方面 2

时间段

卫生信息化行动方面 3

时间段

例如，一国可以根据战略的三个实施阶段设定实施目标，然后在此基础上再确定3年期、6年

期和10年期的定量和定性实施目标。

尽管实施阶段提供了一个良好起点，但其他一些因素可能要求使用不同的时间表。

 ► 利益相关方的具体要求：例如与报告要求相关的，作为融资前提组成部分的那些要求

 ► 政治周期或筹资周期：如政府选举周期、国家筹资周期，可能会影响提供卫生信息化投资

成果报告的规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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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卫生信息化活动的密集度与时间段：这些因素反过来将决定应在何时进行指标测量。如果

在监督评估时间表内并无预期要实现的成果，那这个时间表就毫无意义。与之相反，在卫

生信息化活动密集的时段可能需要密切监督特定指标

4.2 确定各项指标的基线值

目标

本步骤旨在为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和信息化成果的各项指标确定基线值。评估应用卫生信

息化取得的进展以及相关成果，必须确定各监督指标的起始点（现状）。

建议输出成果

本步骤应确定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和信息化成果各项指标的基线值，即行动计划启动时的

指标值。

方法

本步骤需要开展研究分析，确定各项指标的基线值。第一步，首先建议各国考虑其综合起

点，以判定是否需加倍努力方能确定某项特定指标的基线值。

例如，假设某国政府已确定了一项卫生信息化成果指标，要衡量“远程基本卫生服务问诊

量上升的百分比”。如果该国目前只有极少或没有远程医疗服务，那就可把该指标的基线值设定

为零。但如果该国已在远程医疗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那就要进行研究，确定适当的基线值，以

确保后续投资的成果可以量化并得到体现。

一旦确认须为指标设立基线值，该国就应对可计算出基线值的历史数据加以分析。如没有

历史数据，该国可能需要考虑使用替代性数据源来推断出指标的基线值。

下文所示为部分潜在的历史数据来源示例：

 ► 卫生部和卫生权力机构

 ► 行业和代表性群体

 ► 维权团体

 ► 研究、报告和官方出版物

 ► 非政府组织（NGO）

实践中，许多国家的人员、流程和基础设施可能并未到位，无法支持数据收集工作。这些国

家需逐步建设相关能力并把能力建设纳入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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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确定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指标的目标值

目标

本步骤旨在确定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各项指标的目标值，用于监督卫生信息化的采用情

况。首先必须要确定输出成果指标的目标值，之后才能确定信息化成果指标的目标值，其原因

就在于后者的确定有赖于前者。

目标值应切实可行，这样目标值才有意义，才能发挥激励作用。

建议输出成果

本步骤将确定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各指标在指定时间范围内可达到的目标值（表6）。

表6. 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指标的目标值示例

利益相关方 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指标 基线值 (%)
目标值 (%)

3年 6年 10年

消费者 yy 拥有专用数据/电信连接的农村和偏远社区所
占百分比

35 60 80 95

yy 拥有专用计算机/接入基础设施的农村和偏远
社区所占百分比

5 30 50 70

yy 接受过国家远程医疗服务可及性培训并聆听过
相关收益介绍的农村和偏远社区所占百分比

0 30 50 70

方法

本步骤应从内部分析开始，但此后可扩大工作范围，将学科专家和其他卫生专家的意见纳

入进来（图8）。

图8：确定卫生信息化成果指标目标值的方法建议

卫生信息化
输出成果指标

利益相关方
与专家审核

审核作用机制
并拟定目标值

完善目标值

 

内部分析

内部分析应侧重为各项输出成果指标初步拟定目标值。确定目标值是一个估算过程，需要

考虑以下各个问题：

 ► 基线值与时间表：该指标是何起点以及在监测时段内实际可实现哪些内容？

 ► 卫生信息化活动：同一时段内还开展了哪些（行动计划内的）活动，这些活动会对实现指标

值产生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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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部研究：其他与此相关的国家项目已取得了哪些成就，哪些时间表与此输出成果相关？

 ► 其他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指标的目标值：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各指标间有何关联？其他指

标设定的目标值对本指标的目标值有何影响？

本步骤应将制定行动计划时所确定的实施目标作为输入意见。这些目标从宏观层面阐述了

计划各实施阶段要实现的子目标，可为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指标的具体目标指明方向。

此项内部活动应为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指标草拟一系列目标值，并说明因何这些目标值是

可达到的应用目标。

学科专家和各行各业利益相关方的输入意见

学科专家和利益相关方可凭借各自在下述方面的经验，就是否能实现输出成果指标的拟定

目标值提出深刻的见解：

 ► 类似举措或改革项目及其取得的成果；

 ► 卫生信息化应用面临的特定风险、挑战和障碍；

 ► 或对国家卫生信息化应用产生影响的其他国内或国际项目、举措或活动。

应与相关学科专家和各行各业的利益相关方磋商，共同审核草拟的指标，完善目标值，确

保其作用机制可靠合理。

4.4 确定卫生信息化成果指标的目标值

目标

本步骤旨在根据之前定义的时间表，确定每项卫生信息化成果指标的目标值。利用这些目

标值可以评估交付给利益相关方的成果。

确定卫生信息化成果指标的目标值时，应精确地反映出在特定卫生信息化应用率目标下，

能够实现的成果。目标值既要有雄心壮志，又不失脚踏实地。

建议输出成果

本步骤应根据之前定义的时间表，为各项卫生信息化成果指标确定一系列目标值（表7）。

表7. 卫生信息化成果指标的目标值示例

利益相关方 卫生信息化成果指标 基线值 (%) 目标值 (%)

3年 6年 10年

消费者 yy 远程基本卫生服务问诊量上升的百分比 0 20 40 50

yy 农村及偏远地区消费者通过远程医疗获得基
本卫生服务上升的百分比

0 30 5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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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确定信息化成果指标目标值的流程与确定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指标目标值的流程类似。

内部分析

内部分析应侧重为各成果指标初步拟定一组目标值，拟定过程中需要考虑下面几个问题：

 ► 相关的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指标：依据相关输出成果指标设定的目标值能取得哪些成果？

 ► 卫生信息化成果指标的基线值：就需衡量的实际成果而言，相关国家的起点在哪里？是否

有已实现的成果需加以考虑？

 ► 监督评估时间表：在监督评估的时间范围内实际能取得什么成果？

通过此项内部活动，应为卫生信息化成果指标草拟一组目标值，这组目标值应反映出在预

期的卫生信息化应用率下，预计能够取得的成果。

学科专家和各行各业利益相关方的输入意见

学科专家和利益相关方能够根据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指标预期将达到的卫生信息化应用

率，针对为利益相关方取得实际成果的可能性，提出深刻的见解。

应该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 根据某项卫生信息化服务或解决方案当前的应用水平，学科专家和利益相关方认为向人们

提供卫生服务意味着什么？

 ► 鉴于目前卫生服务提供能力的变化，这对患者意味着什么？

 ► 根据预期的应用水平，建议的目标值是否切合实际？

应与相关的学科专家和利益相关方一起审核指标清单草案及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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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确定辅助治理模式和流程

此阶段旨在确定国家治理模式与流程，以监督评估卫生信息化行动计划的实施成果。 

 
衡量 治理指标

定义指标的
基线值和目标值

确定卫生信息化的
指标

定义配套治理
模式和流程

目标

此阶段旨在确定治理模式和流程，以此统筹各方面、各层面的卫生信息化监督评估工作。

活动

 ► 确定全国监督评估工作的治理模式

 ► 确定治理模式的流程

输出成果

 ► 全国监督评估工作的治理模式

 ► 采用此治理模式的高层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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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确定全国监督评估工作的治理模式

目标

本步骤旨在确定治理模式，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对卫生信息化的应用及实际成效进行监督评

估。此模式应说明国家监督评估工作的治理职能和结构。

监督评估工作通常由多方承担。治理模式提出的结构能够协调各方共同付出的努力。

治理模式与更广泛的项目管理职能不同，后者是对卫生信息化计划执行情况的总体治理和

监督。卫生信息化应用及其相关成果的监督和评估属于专项职能，通常独立于含义更广泛的项

目管理，但却又是项目管理的补充。这种方式亦可确保从独立视角来判断项目的进展。

治理模式包括一系列职能和实现各职能所需的机制（表8）。

表8. 全国监督评估工作治理必备职能的示例

职能 目的 责任方

监督、管理与指导 领导层对全国监督报告工作的监管（即交付成果的意见

输入、提交和许可）

卫生部门 — 部门执行委员会

项目管理 负责全面管理全国的监督报告工作（即计划和时间安

排、进度监控、财务管理、风险管理）

卫生部门 — 绩效管理业务部门

制定国家指标 制定国家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和成果指标，以便能够监

督卫生信息化行动计划的完成情况，并在此基础上监督

国家卫生信息化愿景的实现情况

卫生部门 — 绩效管理业务部门

确定国家指标值 确定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和成果指标的基线值与目标

值，以便衡量全国的工作进度

卫生部门 — 绩效管理业务部门

国家能力建设 制定国家监测流程和辅助性框架、工具及模板，并就这

些流程和时间表为人们提供信息和培训

卫生部门 — 绩效管理业务部门

活动的监督评估 根据国家指标和目标值，确定具体活动的指标和目标

值，随后对其进行监督并提交报告

卫生部门 — 绩效管理业务部门

卫生部门的监督评估 根据国家指标和目标值，确定卫生部门的指标和目标值

（如需要）。随后对其进行监督并提交报告

卫生部门 — 绩效管理业务部门

公共和私营卫生服务提供者

非卫生部门的监督

评估

根据国家指标和目标值，确定更广泛的非卫生部门指标

和目标值（如果需要）。随后对其进行监督并提交报告

卫生部门 — 卫生信息化项目管

理办公室

非卫生部门的基础设施和服务

供提供商

全国性的分析和评估 整理分析针对各项活动、卫生部门和非卫生部门的报告，在

比照国家指标和目标值编制报告的同时，确定可能需要针

对哪些方面采取纠正措施

跨部门的协调权力机构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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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 目的 责任方

专家支持 为监督、分析和评估卫生信息化的应用及其实际成效提

供专家支持

卫生部门 — 学科专家

第三方组织

非政府组织（NGO）

国际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国际

电联等）

研究 可能通过提供其他国内和国际卫生信息化项目数据和见

解的方式，贡献更全面的研究和分析能力，以支持卫生

信息化的监督和报告工作

卫生部门 — 研究和政策部门

外部研究机构

国际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国际

电联等）

建议输出成果

本步骤应确定监督评估卫生信息化所需的治理模式。应确定并加以说明的内容如下：

 ► 必备的治理机制

 ► 治理模式的结构和相互关系

治理机制可以是委员会、理事会、小组或特别团体，其使命或责任是承担上文所述的一项

或多项职能。治理机制的成员应是能够承担此使命或责任的最佳可用人选（图9）。

图9. 全国监督评估工作的治理模式示例

  国家卫生信息化
项目指导委员会

  项目管理

卫生部门领导

国家监督
评估职能

  

行动计划

   

   

   

…

外部卫生信息化项目
（依存关系）

卫生部门其他监督团队

非卫生部门监督团队

学科专家

各行各业的利益相关方

卫生信息化项目

卫生信息化项目

卫生信息化项目

 

在上述示例中，国家层面的监督评估责任隶属于国家监督评估职能。该职能是对项目管理

的补充，并可就卫生信息化的应用及相关成果向项目指导委员会提出独立意见。此职能可由新

成立的组织机构担当，既可隶属于现有的政府机构或卫生信息化机构，也可以承包给专业服务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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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卫生信息化项目，包括行动计划所依赖的外部项目，都要在国家总体框架下监督自身项

目的进展。外部项目包括那些不属国家行动计划范畴的项目（表9）。

通过这种框架，项目层面的绩效情况可汇总至指定的输出成果和成果指标。

表9. 治理机制在国家监督评估工作中的作用

机制 职责

卫生行业领导机制 yy 对国家卫生信息化项目积极支持且身体力行

yy 对国家卫生信息化的应用落实及取得相关成果负有责任

国家卫生信息化项目
指导委员会机制

yy 对监督评估工作进行监管指导，包括：

 - 对国家指标、指标值、监督评估时间表的确定提供指导和意见

 - 审核批准国家指标、指标值、监督评估时间表

 - 帮助处理和解决与监督评估工作相关的风险、问题和冲突 

 - 在实际情况偏离预期目标时，审核并批准项目纠正措施建议

 - 确保工作在向着预期目标推进，采取纠正措施保证卫生信息化项目不偏离轨道。

项目管理机制 yy 确保监督评估工作的流程和工具与总体项目管理流程及工具保持协调一致

yy 与国家监督评估职能合作，确定各种纠正方案，以纠正实际指标值偏离目标值的情况

yy 采取项目指导委员会批准的纠正措施

国家监督评估职能
机制

yy 项目管理（即对活动、进度、财务、风险和问题的日常管理工作）

yy 制定全国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和成果指标

yy 确定基线值和目标值

yy 联络学科专家和利益相关方为确定指标及指标的基线/目标值提供建议

yy 与决策者确认指标及其基线值和目标值

yy 制定并传达执行国家监督评估流程所需的程序、时间安排和模板等信息

yy 整理分析针对各项活动、卫生部门和非卫生部门的报告，在比照国家指标和目标值编制报告

的同时，确定可能需要针对哪些方面采取纠正措施

yy 提出纠正措施建议，为项目指导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注：国家监督评估职能不对项目纠正

措施负责）

yy 为监督、分析和评估卫生信息化的应用及其相关成果提供专家支持

yy 为支持监督评估提供更广泛的分析能力，包括提供其他国家项目的数据和对这些项目的见解

学科专家机制 yy 就指标草拟目标值的可达性定义提出输出意见和见解

yy 就可能适用于纠正偏差的纠正措施发表意见

各行各业的利益相关
方机制

yy 就指标草拟目标值的可达性定义提出输出意见和见解

yy 就可能适用于纠正偏差的纠正措施发表意见

卫生信息化项目团
队机制

yy 根据国家指标及目标值，确定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和信息化成果的指标和目标值

yy 对活动层面指标开展监督评估工作

yy 按照既定的流程、时间安排、模板和工具向全国监督评估职能报告活动层面指标的信息

行动计划所依赖的
外部卫生信息化项
目机制

yy 根据国家指标及目标值，确定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和信息化成果的指标和目标值

yy 对活动层面指标开展监督评估工作

yy 按照既定的流程、时间安排、模板和工具向全国监督评估职能报告活动层面指标的信息

卫生部门的其他监督
团队机制

yy 职责基本与外部卫生信息化项目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该机制重点关注该国卫生部门某特

定部分或领域的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和信息化成果

非卫生部门监督团
队机制

yy 职责基本与外部卫生信息化项目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该机制重点关注其他部门（如ICT行

业）采用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和信息化成果的情况，以及与卫生信息化相关的更广泛的社会

经济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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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在确定国家监督评估工作的治理模式时，建议包括以下步骤。

 ► 确认必备的职能

 ► 根据以下方面确定可利用的现有治理机制：

• 职责：该治理机制的官方职责范围；

• 外部认识：整个卫生部门对该治理机制的认识，这种认识使得机制能够履行其职责；

• 合作与影响：该机制吸引利益相关方参与、对其施加影响并与其进行磋商的能力；

• 内在能力：该机制履行职责的能力。

 ► 确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治理模式便可实现所需的治理职能，其中既要考虑到可加以利用的现

有治理机制，亦应考虑成立新机制来弥补不足。此外，亦需明确界定每项治理机制的作用

和职责，以及各机制间关系的性质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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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确定国家监督评估工作的流程

目标

本步骤旨在确定国家监督评估工作的流程。项目实施期间，该流程应始终按照规定的时间

表监督并评估各项指标。

本步骤的重点并非确定卫生信息化活动层面的详细流程，例如行动计划中某项特定举措

或项目的详细流程。卫生信息化活动的具体监督评估流程应与国家层面的监督评估方法相匹配

（表10）。

建议输出成果

本步骤应明确说明实施行动计划期间的国家卫生信息化监督评估流程，其中包括为确保

完成监督评估工作而推出的治理模式（图10）。

图10. 国家监督评估工作流程示例

投入
卫生信息化输出成果和成果指标 
监督评估时间表
指标的基线值和目标值
治理模式（机制、作用、责任）  规划和启动

进度分析和报告

执行与衡量

规划纠正措施

完善

监督评估的筹备工作

开展卫生信息化活动
并衡量其影响与成果

对照卫生信息化应用及
成果的目标值分析并报告实际情况

就纠正措施达成一致意见，
以纠正实际成果与目标之间的偏差

审核经完善的指标、目标值和
时间表并达成一致意见

方法

确定务实的监督评估流程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大规模的卫生信息化项目尤其如此，因为这

其中会涉及到众多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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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国家层面和活动层面的监督评估工作示例

流程 国家层面的工作（非穷举） 活动层面的工作（非穷举）

计划与启动 yy 确定并公布全国评估时间表和阶段性成果

yy 制定并公布国家监督评估框架、工具和模板

yy 为活动层面的团队确定适当的指标和目标值

提供建议和支持。这些指标和目标值应成为

国家层面指标和目标值的后盾

yy 确定地方在监督评估中的作用和责任

yy 根据国家时间表确定详细的监督评估时间

表和阶段性成果

yy 制定部署符合国家要求的详细监督评估程

序、工具和模板

yy 确定为衡量国家指标提供支持的具体指标

yy 确定可为国家目标提供支持的目标值

yy 确定指标的测量方法

执行与衡量 yy 提供建议和经验，帮助活动层面的团队确定

用于评估当前绩效的指标值

yy 在开展活动时收集测量数据

yy 确定并跟踪当前的指标值

yy 在确定当前指标值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进度分析与报告 yy 汇总活动层面关于实际指标值和目标值的

报告

yy 与活动层面的团队联络，以探究绩效情况，掌

握出现偏差的原因

yy 撰写介绍国家层面实际指标值和目标值的

报告

yy 找出国家层面实际指标值偏离目标值的原因

yy 撰写介绍活动层面实际指标值和目标值的

报告

yy 找出活动层面实际指标值偏离目标值的原因

纠正措施的规划 yy 与活动层面的团队联络，以了解可以采取的

纠正措施，纠正活动层面和项目层面出现的

偏差

yy 确定并评估项目层面的纠正措施，以纠正国家

层面实际值与目标值的偏差

yy 评估项目实施层面纠正措施的影响、成本和

风险

yy 请项目指导委员会审核并批准项目层面的纠

正措施 

yy 管理国家项目的范围变化（如需要）并实施

纠正措施

yy 为纠正活动层面实际指标值与目标值间的

偏差，确定可采取的地方性措施

yy 为纠正活动层面实际指标值与目标值间的

偏差，确定可采取的项目层面措施

yy 评估针对该活动实施地方和项目层面措施

所带来的影响、成本和风险

yy 管理范围变化（如需要），实施纠正措施

流程的完善 yy 找出不现实或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实现的国家

指标目标值

yy 与活动层面的团队联络，以了解活动层面目

标的变化

yy 认识对国家指标目标值的影响

yy 确定修订后的国家指标目标值

yy 请项目指导委员会审核并批准修订后的国家

目标值

yy 找出不现实或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实现的国

家指标目标值

yy 完善指标的目标值，使之符合现实并可实现

yy 就未来不同监测阶段各指标的目标值调整

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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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结论

《工具包》旨在指导各国确定全国性的卫生信息化愿景目标、制定实现这一愿景的行动计

划以及监督并评估成果的框架。与所有其他策略和计划一样，《工具包》的成效并非一成不变，

其特点在于能够恰逢其时地为相关国家实现其特定目标或应对特定挑战提供帮助。例如，附件

C列举的各种卫生信息化愿景、战略和计划反映出的均是相关国家在当时的观点。

从战略发展的角度看，改革过程中需要不断更新卫生信息化的愿景目标和相应的行动计

划，以保持两者的一致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修订愿景目标与行动计划的关键触发因

素，掌握这些因素究竟是改变国家卫生信息化背景的具体事件，还是一个已经确定的具体时段

（在此阶段后必须启动修订工作）。

必须保证卫生和非卫生部门核心利益相关方的始终参与。成功实现国家卫生信息化愿景目

标，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所有利益相关方不断为这一事业提供支持和指导，而不是在制定完国

家战略后便撒手不管。

不断沟通亦至关重要。第3部分强调，需要将项目进展，特别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影

响和出现的结果定期告知各利益相关方。此做法可确保公开透明，而这正是维系利益相关方支

持继续支持卫生信息化活动，增加投资并为其造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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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基于成果的管理方式

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尽管受到资源不足的制约，但仍力求提升其满足新需求能力，展示其

已如期交付成果。在这种背景下，基于成果的管理方式（RBM）就变得愈发重要。建立针对国家

卫生信息化项目的监督评估亦与此有直接联系。

RBM的目标

RBM的目标是将管理和行政的重点从注重流程转为重视绩效与成果（成效）。基于成果的

管理方式是一种管理战略，注重产出、成果和影响。应用基于RBM的机构和项目应谋求：

 ► 将机构或项目的工作和资源聚焦于预期成果

 ► 改善运作（或项目活动）的效果和可持续性

 ► 加强资源使用问责

RBM的主要概念

下文的图11指明了RBM的主要概念并提供了一个逻辑框架，为规划和执行基于成果的管理

方式提供指导。

图11. RBM的逻辑框架

目标

希望取得的成就 取得的成果

输出成果

活动

投入

成果核查绩效指标

规划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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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成果的管理方式既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规划流程，亦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管理流程。规划

首先要确定目标，即未来的最终状态，规定要达到目标需要取得什么样的成就，确定通过哪些

输出成果才能取得这些成就以及为得到这些输出成果需要开展哪些活动，最后还要确定开展

这些活动需要的投入。

管理过程恰好与此相反，首先要取得并部署开展活动所需的投入，继而活动将产生输出成

果，如设计合理且执行得力，则通过这些输出成果将取得预期成就（预期成果）（表11）。

表11. 监督评估的概念

概念 含义

目标 全面得到期望的总体成果需要一个变化过程，意图就是在规定时间段内满足指定最终用户的

某些需求（即应在规定时间段结束时出现的状态）

希望取得的成就 期望取得的成果会涉及最终用户得到的利益，可用定量或定性的标准、数值或比例表示。取得

的输出成果将直接帮助实现某些目标，会对其产生影响。希望取得的成就既应是观测得到的变

化，也是实现目标的必经之路

绩效指标 衡量目标和/或希望取得的成就是否已经实现或其达标程度的指标。这些指标将直接或间接的

与绩效测量目标或希望取得的成就挂钩。所有成果均须有相应的绩效指标

取得的成果 为最终用户带来收益的实际成果，可用定量或定性的标准、数值或比例表示。此概念用于说明

实际取得的成果

成果核查 证明已经取得了某项特定成果的实际测量数据

输出成果 项目为取得成果而向最终用户交付的有形产品或服务。输出成果将通过活动实现

活动 将投入转化为输出成果的行动

投入 取得输出成果和成就所需的人力和其他资源。投入是指用于开展活动的支出

基于成果的管理方式下的监督和评估

监督和评估——有时被称作M&E——是RBM的有机组成部分：

 ► 监督这种职能需要连续收集数据，指出为实现目标取得的进展和成就以及分配资金的利用

情况；

 ► 评估流程力求尽量系统客观地从活动的目标、目的和成就的角度，确定其相关性、效果和

影响。

了解监督评估与上节所述核心概念的关系，便能很好地把握监督评估的重点（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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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监督评估与成果链的关系

项目管理
是否一切正常？

监督评估框架
是否已走上正轨？

项目投入 卫生信息化
输出成果

影响项目活动 卫生信息化
成果

贡献
衡量发生的变化

归因
衡量综合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成果实施

监督主要关注实施的过程和衡量执行情况。评估的重点则是衡量变化和影响，即实施工作

给既定目标和成果带来的变化和影响。

有效的监督评估项目需要下列要素：

 ► 了解卫生信息化项目希望取得的成就；

 ► 保证希望取得的成就可确实得到评估；

 ► 审核绩效指标，确保指标务实、简单、可行；

 ► 决定何时做项目评估，既可选择项目的特定时段，也可以是在发生其他关键性事件之时（例

如察觉到问题，或未能如期取得成果）；

 ► 制定信息收集规划，为评估提供支持，包括确定：

• 数据源

• 收集方法

• 绩效指标的基线数据

• 收集数据所需的时间

• 责任机构/个人

 ► 收集并分析评估数据，得出适当结论；

 ► 提出建议（包括纠正行动）总结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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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卫生信息化战略示例

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卫生信息化战略或卫生信息化路线图，并在互联网上公开发布。下表列

出了一些此类出版物，希望以此说明不同国家如何阐述其卫生信息化战略或路线图。但要注意

的一点是，所有这些文件的出版都早于本《工具包》，因此其制定均未参照《工具包》建议的方

法。

表12. 卫生信息化战略示例

国家 类型 链接 发布日期

澳大利亚 国家卫生信息化战略 http://www.health.
gov.au/ internet/main/
publishing.nsf/content/
national+Ehealth+strategy 

2008年9月

澳大利亚 州卫生信息化战略——昆士兰 http://www.health.qld.gov.au/
ehealth/docs/eh_strat_public.
pdf 

2006年9月

丹麦

国家卫生委员会

丹麦2003-2007年卫生医疗服务
IT战略

丹麦2008-2012年卫生医疗服务数
字化战略

http://www.sst.dk/publ/
Publ2004/National_IT_
strategy.pdf

http://www.epractice.eu/en/
library/310063

2003年 

2007年

欧盟委员会数字社会
和媒体司ICT促卫生发
展科

欧洲国家迈上卫生信息化基础设施
之路——进步的证明与合作行动建
议，比利时，布鲁塞尔

http://www.ehealthnews.
eu/publications/
latest /2494--european-
countries-on-their-
journey-towards-national-
ehealth-infrastructures 

2011年1月

欧盟委员会数字社会
和媒体司ICT促卫生发
展科

欧洲国家卫生信息化的优先事项
和战略

http://ec.europa.eu/
information_society/activities/
health/docs/policy/ehealth-
era-full-report.pdf 

2007年

欧洲联盟委员会 卫生信息化战略集锦及欧盟成员国
的优先事项

http://www.ehealth-era.org/
database/database.html 

N/A

芬兰

社会事务与卫生部

卫生信息化路线图——芬兰 http://www.stm.
fi/en/publications/
publication/_ julkaisu/1056833 

2007年

肯尼亚 国家卫生信息化战略 http://svn.who-mahler.net /
hci-content/ethiopia/ lib/exe/
fetch.php?media=workshops:
ethiopia:kenya_final_national_
ehealth_strategy_2011-2017_.
pdf

2011年

毛里求斯 国家卫生信息化战略； 
健康2015，卫生医疗服务的无缝
连接

http://www.gov.mu/portal/
goc/moh/file/plan.pdf

2010年

沙特阿拉伯 国家卫生信息化战略 http://www.moh.gov.sa/en/
Ministry/nehs/Pages/default.
aspx 

2011年

http://www.health.gov.au/internet/main/publishing.nsf/content/national+Ehealth+strategy
http://www.health.gov.au/internet/main/publishing.nsf/content/national+Ehealth+strategy
http://www.health.gov.au/internet/main/publishing.nsf/content/national+Ehealth+strategy
http://www.health.gov.au/internet/main/publishing.nsf/content/national+Ehealth+strategy
http://www.health.qld.gov.au/ehealth/docs/eh_strat_public.pdf
http://www.health.qld.gov.au/ehealth/docs/eh_strat_public.pdf
http://www.health.qld.gov.au/ehealth/docs/eh_strat_public.pdf
http://www.ehealth-era.org/database/database.html
http://www.ehealth-era.org/database/database.html
http://www.gov.mu/portal/goc/moh/file/plan.pdf
http://www.gov.mu/portal/goc/moh/file/plan.pdf
http://www.moh.gov.sa/en/Ministry/nehs/Pages/default.aspx  
http://www.moh.gov.sa/en/Ministry/nehs/Pages/default.aspx  
http://www.moh.gov.sa/en/Ministry/nehs/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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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类型 链接 发布日期

苏格兰 国家卫生信息化战略 http://www.scotland.gov.uk/
Publications/2011/ 
09/09103110/9

2011年9月

瑞典 国家卫生信息化战略 http://sweden.gov.se/
sb/d/574/a/64324

2006年

瑞士

BAG/国家卫生部

确立全国卫生信息化战略

瑞士国家简报：卫生信息化战略

http://www.hpm.org/
en/Surveys/USI_-_
Switzerland/11/Toward_one_
national_e-health_strategy.
html

http://ehealth-strategies.
eu/database/documents/
Switzerland_CountryBrief_
eHStrategies.pdf

2007年 
 

2010年

美国 联邦卫生IT战略规划 http://healthit.hhs.gov/portal/
server.pt?open=512&objID=12
11&parentname=CommunityP
age&parentid=2&mode=2 

2011年3月

N/A，不适用

http://sweden.gov.se/sb/d/574/a/64324
http://sweden.gov.se/sb/d/574/a/6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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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本工具包中所用术语的定义

部分 术语 定义

第1部分：

确立国家卫生信息

化愿景

战略目标与挑战 卫生信息化可最有效支持的卫生部门战略目标与挑战和/或其他国家发

展目标。尽管可能存在多个不同目标与挑战，但卫生信息化能直接支

持的可能只占其中一部分

卫生信息化成果 应用卫生信息化将实现或改变什么，或通过以下因素卫生系统与服务

将发生何种变化：

yy 改善卫生部门内部的信息流

yy 改进获得卫生服务与信息的电子手段

卫生信息化愿景 描述卫生信息化在卫生系统与服务方面带来的战略性变化可在总体

上令国家或卫生系统和国民获得何种战略收益和成果（卫生信息化成

果）的高级声明

国家卫生信息化环境 国家卫生信息化环境由卫生信息化要素组成，它代表着卫生信息化的

有利和基础要素及技术能力，并共同构成国家国卫生信息化的“生态

系统”

卫生信息化要素 促进实现卫生信息化成果的国家卫生信息化环境构件。它从以下七个

方面来描述实现卫生信息化愿景需引入或强化的要素：

yy 领导与治理

yy 战略与投资

yy 服务与应用

yy 基础设施

yy 标准与互操作性

yy 立法、政策与合规性

yy 人力资源

战略性建议 战略性建议描述实现国家卫生信息化环境所需的高级行动。此类行动

可描述如何实现新的卫生信息化要素，或将如何重新定位或拓展现有

卫生信息化要素

第2部分：

制定卫生信息化行

动方案

行动方面 旨在对实现国家卫生信息化愿景所需的、且具有类似侧重点和意图的

国家活动进行归类的广泛领域

卫生信息化成果 实现某一战略性建议所需的特定成就、可实现成果、结果或变化

活动 实现某一特定输出成果而需实施的一系列活动

第3部分：

国家卫生信息化监

督与评价准则

输出成果指标 在国家卫生部门内引入并采用卫生信息化时具有启示意义的指标

成果指标 在采用卫生信息化后，在可为利益相关方带来的实际成效方面具有启

示意义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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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全球，作为一国卫生保健服务的辅助性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应用得到
了迅速的发展，其重要性也越加凸显。这种趋势在当前大环境下有着重要意义，因
为所有的卫生系统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挑战，而且要求卫生系统为人群，特别是为
最需要的人群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的呼声也更加强烈。

《国家卫生信息化战略工具包》是一本专业而实用的指南，各个政府机关、行
政部门、业务部门和利益相关者可以以此为基础，或者参考其中的方法来设计出国
家卫生信息化的愿景目标、行动规划和监测框架，并将上述事项付诸实施。所有的
国家，不论其发展水平如何，都可以结合自身的条件来使用《工具包》。

《工具包》是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电信联盟最重要的代表性合作成果
之一。它对于我们理解什么是卫生信息化、卫生信息化可以做什么、在当今条件下在
卫生保健领域为什么要推动卫生信息化、怎么实现卫生信息化等问题具有里程碑式
的意义。

封面设计：底图根据自然地理的地图设计而成；

由Marilyn Langfeld设计

ISBN: 978-92-61-14055-7

9 7 8 9 2 6 1 1 4 0 5 5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