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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圳“ 三名工程冶 人员信息需求的精准信息服务推进路径
李后卿1 ,盛馨怡1 ,王摇 璐1 ,林德南2 ,谢摇 山2
[ 摘要] 通过线上问卷的方式,调研了“ 三名工程冶 专业技术人员的信息需求。 从收回的 664 份调查问卷中发现现有的信息服
务无法满足技术人员的信息需求。 为了满足深圳市“ 三名工程冶 的未来可持续发展需要,提出了信息服务共同体的概念,设计
了满足专业技术人员信息需求的精准信息服务的相关推进路径与服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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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pathways for precision information service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need of
Shenzhen "Outstanding Doctors, Outstanding Hospitals and Outstanding Clinics Project"
LI Hou-qing1 , SHENG Xin-yi1 , WANG Lu1 , LIN De-nan2 , XIE Shan2

(1. Department of Medical Inform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Changsha 410013, Hunan
Province, China; 2. Shenzhen Medical Information Center, Shenzhen 518001,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 Abstract] The information need of Shenzhen " Outstanding Doctors, Outstanding Hospitals and Outstanding Clinics
Project" was investigated with online questionnaires. It was found from the returned 664 questionnaires that the
present information service could not meet the information need of Shenzhen " Outstanding Doctors, Outstanding

Hospitals and Outstanding Clinics Project" .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service community was thus proposed and
the promoting pathways and service strategies were thus designed for precision information service that can meet the
information need of professional technician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 Out鄄
standing Doctors, Outstanding Hospitals and Outstanding Clinics Project" .

[ Key words] Professional technician; Information need; Precision information service
摇 摇 “ 医疗卫生三名工程冶 ( 以下简称“ ‘ 三名工程爷

技术人员的科研能力,提高引进团队和依托科室的

团队冶 ) 是深圳市为全面提升深圳市医疗卫生质量、

合作效率,医院为引进团队和依托科室的专业技术

吸引海内外优秀高层次医学团队到深圳发展,由市

人员提供信息支持。 本文以专业技术人员的“ 信息

政府决议实施的以引进和培育名医 ( 名科) 、 名 医

需求冶 作为深圳市“ 医疗卫生三名工程冶 项目实施效

。 为充分调动引进的高

果的抓手,通过线上问卷调查了解目前深圳市“ 三

层次医学团队与深圳市各医院依托科室相关工作的

名工程冶 专业技术人员获取信息服务的现状及其信

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深圳市医疗卫生领域的专业

息需求特点,为提高深圳市“ 医疗卫生三名工程冶 信

院、名诊所为重点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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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服务质量提供建议。
1摇 深圳市“ 三名工程冶 技术人员信息需求调查
1. 1摇 调查对象

深圳市“ 三名工程冶 主要面向海内外引进的医

疗卫生精英团队。 2014 -2016 年深圳市共引进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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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个,涉及 52 个学科, 心血管科 / 骨科团队最多,

2. 1摇 专业技术人员的信息需求意识和需求频次

来自境内,主要来自北京、广州和上海;25 个团队来

示非常需要医院提供信息方面的支持, 163 位专业

妇产科 / 肿瘤科 / 重症医学科次之。 其中 143 个团队
自境外,主要来自美国。 47 个属于院士团队,121 个
非院士团队。 课题组于 2019 年 1 月至 4 月向以上

团队和对应的依托科室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发出线上
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共计 664 份。

调查对象的信息需求:486 位专业技术人员表

技术人员比较需要医院提供信息方面的支持,7 位
专业技术人员表示可有可无,8 位专业技术人员认
为完全不需要信息支持。
调查对象对现有信息服务的评价情况:313 位

1. 2摇 方法

的专业技术人员认为基本满足需求,236 位专业技

程冶 团队和依托科室的专业技术人员,通过问卷网

清楚,26 位专业技术人员表示非常满足。

中南大学和深圳市医学信息中心针对“ 三名工

术人员认为不能满足,89 位专业技术人员认为不太

共同进行网络问卷调查。 问卷包含信息意识、信息

调查对象希望信息科提供信息服务的频次:242

需求、信息能力和信息服务环境 4 个维度,共 12 个

位的专业技术人员认为每天都要有一次信息服务,

题项,内容包括技术人员的信息意识、对信息服务频
次的要求、信息的载体类型和深度的需求、对精准信
息服务的具体需求及信息支持缺乏的原因。 线上问
卷调查时研究人员将问答时间控制在 10 ~ 15 分钟。

178 位专业技术人员认为 3 天一次信息服务足够,
138 位专业技术人员认为有需求时就可以向信息科
寻求帮助,106 位专业技术人员认为两天一次的信
息服务就行。

调查结束后,核实导出数据,采用 SPSS 22. 0 的数据

2. 2摇 专业技术人员获取信息的途径

2摇 调查结果

选) 见图 1。 通过图 1 可知,各种信息获取途径分布

识、信息需求、信息能力和信息检索环境 4 个维度的

构也有约半数,专业技术人员需要信息科提供定题

管理、统计分析功能,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根据回收的问卷调查表,得到如下有关信息意

7 项数据。

专业技术人员获取信息的途径( 该题设置为多

较为均匀,即使选择人数相对较少的第三方合作机
服务的需求较少。

图 1摇 专业技术人员获取信息的途径

2. 3摇 专业技术人员的信息载体需求

2. 4摇 专业技术人员对信息深度的需求

专业技术人员对不管是文献型、电子型还是网络型

业技术人员认为期刊论文研究报告就能满足对信息

的信息载体都非常需要,75 位专业技术人员认为仅

深度的需求,较少的专业技术人员认为书目、文摘和

有书刊、报纸的传统文献型就行,29 位专业技术人员

专题报告年度总结就能满足信息深度的需求,572

认为仅通过电子型可以满足信息需求,26 位专业技

位专业技术人员认为以上 3 种才能满足对信息深度

专业技术人员对信息载体的需求情况:534 位

术人员认为只需要网络型就能满足所有的信息需求。

专业技术人员对信息服务层次的需求:74 位专

的需求。 专业技术人员所需信息服务深度主要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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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论文、研究报告等一次文献为主。

专业技术人员对信息科提供的服务内容的需求

2. 5摇 专业技术人员对信息服务模式的需求

如图 2 所示( 该题设置为多选) ,主要包括法规的保

为多选) :566 位表示需要信息检索,检索技能是专

循证、精准医疗整合。 从图 2 可知,567 位专业技术

需要检索技能培训;415 位和 394 位专业技术人员

需要循证、精准医疗整合,需要临床及生物信息整合

2. 6摇 专业技术人员对服务内容的需求

位和 400 位。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服务模式的需求( 该题设置

业技术人员终身学习的前提和基础

[2-5]

:444 位表示

表示很需要查新服务、定题服务。

驾护航、海量数据高效整合、临床和生物信息整合、
人员需要海量数据高效整合,561 位专业技术人员
和需要法规的保驾护航的专业技术人员分别有 541

图 2摇 专业技术人员对服务内容的需求

2. 7摇 精准信息需求未得到满足的原因

息不足,406 位认为精准医疗的开展需要的数据过

调查结果显示,专业技术人员认为精准信息需

多占主导原因,373 位专业技术人员认为是信息科

求未得到满足的原因主要有 6 种,如图 3 所示( 该题

职员缺乏医学背景,292 位专业技术人员认为信息

设置为多选) 。

从图 3 可知,407 位认为信息科提供的精准信

科对于患者病情分析不足,275 位专业技术人员认
为信息科缺乏基因诊断人才。

图 3摇 精准信息需求未得到满足的原因

3摇 面向“ 三名工程冶 人员的精准信息服务路径设计

发,构建了满足“ 三名工程冶 专业技术人员的精准信

结合上述数据分析结果,本文从医院、医院信息

服务策略。 图 4 显示了“ 三名工程冶 专业技术人员

与服务策略

科或图书馆、“ 三名工程冶 专业技术人员 3 个主体出

息服务推进路径,同时根据每一个路径提出相应的
精准信息服务推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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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摇 精准信息服务推进路径

3. 1摇 建立精准信息服务共同体

医院信息科或图书馆,将督促医院信息科或图书馆

化生活、内在精神和具有特殊专业技能的人,为了共

用和共同目标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信息服务效果,

“ 共同体冶 是指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文

不断优化服务。 “ 共同体冶 内部主体之间的相互作

同的价值理念或兴趣目标,并且遵循一定的行为规

不断完善“ 三名工程冶 的信息服务。

范而构成的一个群体。

3. 2摇 完善信息服务保障体系

本文将其引入信息服务领域,提出“ 信息服务共
同体冶 的概念。

针对深圳市医疗卫生领域的特点,进一步完善

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和采用“ 柔性引进冶 的灵活方

调研发现,深圳市“ 三名工程冶 的专业技术人员

式,通过咨询、讲学、技术合作、兼职、短期聘用等灵

对医院信息支持的需求很大,对信息服务频次的要

活方式引进,让引进的优秀信息人才为深圳市医疗

求较高,并且认为医院信息科和医院给予足够的信

卫生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服务。 在深圳市“ 三名工

息支持有助于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所以,在“ 三名工

程冶 项目实施期间,可优先考虑“ 三名工程冶 团队专

程冶 信息服务的过程中,医院、医院信息科或图书馆、

业技术人员的信息需求,结合医院国家临床重点专

“ 三名工程冶 专业技术人员应被视作一个“ 共同体冶 ,

科的特色,为“ 三名工程冶 团队配置单独的信息服务

缺一不可。 医院作为宏观决策层,制定相应的制度

人员。 针对专业技术人员的信息能力开设信息检索

为医院信息科或图书馆信息服务提供保障与支持,

课程,填补专业技术人员的信息能力的缺陷,适当将

建立完善的考核体系以激励“ 三名工程冶 专业技术

信息资源向“ 三名工程冶 团队倾斜。 同时也要重视

人员提升自身信息素养和监督医院信息科或图书馆

资金与设备等对信息服务的保障,尽力协调,尽量满

的信息服务质量。 医院信息科或图书馆服务体系的

足医院信息科或图书馆的资金需求,并制定监督体

不断完善与“ 三名工程冶 专业技术人员业务能力水

系以保证资金得以有效利用。 除此之外,医院还应

平的不断提高,将会使患者获得更好的就医体验,从

为信息科或图书馆购置先进的信息服务设备,帮助

而提升医院的口碑和形象,这对医院发展乃至整个

其实现信息服务的数字化、智能化。

地区医疗卫生水平提升将大有裨益

[6-7]

。

医院信息科或医院图书馆应在完善的信息服务

医院信息科或图书馆、“ 三名工程冶 专业技术人

保障体系的基础上,根据“ 三名工程冶 专业技术人员

员分别是信息服务的提供者与接受者。 医院信息科

的不同需求提供满足其个性需要的精准信息服务,

或图书馆对“ 三名工程冶 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信息素

即通过精准识别不同用户特征及其个性化的信息需

养培训并提供信息服务,帮助提升“ 三名工程冶 专业

求,从海量信息中精准获取有用的信息,从而实现信

技术人员的信息素养或解决其信息需求;而“ 三名工

息内容的精准推送。 这一过程主要包括获取用户信

程冶 专业技术人员则及时将服务质量及建议反馈给

息、明确用户需求、搜集所需信息、深度分析挖掘、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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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推送信息与用户评价反馈 6 个步骤。

3. 3摇 获取用户信息,明确用户需求

在精准信息服务过程中,医院信息科或医院图

息推送给专业技术人员,即提供知识服务。 为专业
技术人员提供知识服务,有利于提高专业技术人员
利用信息的效率、达到信息服务的核心目标。

书馆工作人员首先应搜集“ 三名工程冶 专业技术人

医院信息科或医院图书馆工作人员可通过追踪

员的相关信息,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及其信息行为。

“ 三名工程冶 专业技术人员对信息的利用,调查他们

可对“ 三名工程冶 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问卷调研,获得

需求的满足程度,获得他们对精准信息服务的意见

“ 三名工程冶 专业技术人员的教育背景、学历水平、

及建议。 这些用户评价的反馈可以帮助信息服务者

用大数据技术获取“ 三名工程冶 专业技术人员在数

程冶 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精准信息服务。

学科方向、研究重点及所在科室等基本信息,也可利

据库或网页中的访问信息,如查询记录、检索历史、
浏览痕迹和获取偏好等有关信息。 医院信息科或医

改进、完善 精 准 信 息 服 务 过 程, 更 好 地 为 “ 三 名 工
4摇 结语

深圳市“ 医疗卫生三名工程冶 项目的创新点是

院图书馆工作人员通过分析“ 三名工程冶 专业技术

落地优秀人才和培养本地人才。 为优秀人才和本地

人员的个人信息及相关信息行为,了解、判断“ 三名

人才提供精准的信息服务也是医疗卫生领域真正需

工程冶 专业技术人员需要的信息服务内容。

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通过对深圳市“ 医疗卫生三名

3. 4摇 搜集所需信息,深度分析挖掘

工程冶 专业技术人员的问卷调查,了解到专业技术人

调研发现,专业技术人员以通过参加学科学术

员的信息需求。 在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深圳市“ 三

会议、同行内部交流和搜索网络资源为主要途径了

名工程冶 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需政府和医院提供优惠

解当前医疗进展或学科信息。 鉴于医疗的严谨性,

政策、营造优质的内部环境、加强信息科人才队伍的

需要信息科向“ 三名工程冶 专业技术人员提供权威

建设、提升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意识与提高信息科工

性、精确性更高的信息资源,供专业技术人员学习本

作人员工作效率,缺一不可。

专业和相关学科领域在国内外的发展前沿和先进的
医疗技术,不断提高和更新现有的专业理论、技术水
平和服务能力。 信息科或医院图书馆可以在明确
“ 三名工程冶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服务需求的基础上,
在信息搜索系统中全面、准确地识别满足专业技术
人员需求的有关信息。 信息搜索系统是指医院信息
科或医院图书馆工作人员在信息检索过程中可利用
的资源,可以是纸质版或电子版的书刊、报纸数据库
或事实库等,也可以是医院的电子病例系统、影像系
统、检验信 息 系 统、 放 射 信 息 系 统, 还 可 以 是 互 联
网 [8-9] 。 在广泛的信息搜索系统中得到海量专业技
术人员所需的信息之后,医院信息科或医院图书馆
工作人员可以利用机器学习方法,对这些能够满足
“ 三名工程冶 专业技术人员需求的信息进行分析、挖
掘,获得更隐蔽、更重要、更深层次的信息。
3. 5摇 整合推送信息,用户评价反馈

将上述信息进行整合并推送给相应的“ 三名工

程冶 专业技术人员,实现精准信息服务。 医院信息科
或图书馆所提供的信息服务不只是将搜集到的信息
进行简单罗列,而是要将经过信息服务者加工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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