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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宰耘月 的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构建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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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构建，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及科学性、实时性。

要院

通过对综合性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的业务流程进行分析，确定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体系
结构，
运用 宰耘月 技术，
构建以 月辕杂 架构为基础、
以数据库为核心、宰藻遭 杂藻则增蚤糟藻 数据接口为辅助的人

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

通过综合性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组织架构结合信息化手段成功构建了
基于 宰耘月 的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构建，
实现了人力资源的信

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息化管理，
提高了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平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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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是医院管理重要的部分之一袁人

高遥此外袁医院管理从传统的粗犷式管理已经过渡到

力资源管理的信息化是未来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的趋

精细化管理模式袁实施品牌化发展战略袁这对医院人

势袁 业界 知名 的软 件 公 司 陨月酝尧孕藻燥责造藻杂燥枣贼尧韵则葬糟造藻尧

力资源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利用医院人力资

则藻泽燥怎则糟藻 蚤灶枣燥则皂葬贼蚤燥灶 泽赠泽贼藻皂袁 简 称 为 匀砸陨杂冤袁 为 医 院

资本和资源管理尧开发袁建立公开尧平等尧竞争尧择优

杂粤孕尧 用友等都相继推出人力资源信息系统渊澡怎皂葬灶

源管理系统袁 把传统人事管理模式转变为现代人力

的管理提供了手段 遥 匀砸陨杂 是一个旨在为人力资源

的选人用人制度袁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袁建立起

管理决策提供必要信息的计算机系统袁包括相应的

适应医院特点尧符合岗位要求袁确保人员得到最适合

硬件尧软件和数据库遥 组织使用人力资源信息系统

的岗位尧职务和展示自己才华的平台咱圆暂遥 鉴于医院人

咱员暂

来获取尧存储尧分析和传送有关员工状况的信息遥 人

力资源管理的特殊性袁 有些医院采用单纯的人事管

力资源信息系统既作为直线处理日常工作的支持性

理系统袁功能单一且与其他系统没有信息共享曰有些

工具袁又为组织发展战略的制订提供必要的信息基

医院的信息化发展较晚袁 采用的是一体化的医院管

础袁因此袁其开发应用已经成为医院关注的核心内容

理系统袁 即在医院的医疗信息系统中增加了人力资

之一遥

源管理模块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息共享问题袁但

一尧项目的研发背景
医院的人力资源管理承担着全院职工的人员调
配尧档案管理尧合同签订尧考勤尧薪酬调整尧职称晋升
和聘任尧职务考核聘任尧年度考核等职责遥 对于大型
三甲医院来说袁还涉及到进修生管理尧研究生管理等

一家公司的产品难以满足整个医院信息化的需要袁
医疗信息系统与其他专业系统袁 如影像归档及传输
系统 渊责蚤糟贼怎则藻 葬则糟澡蚤增蚤灶早 葬灶凿 糟燥皂皂怎灶蚤糟葬贼蚤燥灶 泽赠泽贼藻皂泽袁
孕粤悦杂冤尧 企 业 资 源 计 划 系 统

渊藻灶贼藻则责则蚤泽藻 则藻泽燥怎则糟藻

责造葬灶灶蚤灶早袁耘砸孕冤等系统的信息共享问题还是会出现曰

有些医院的人力资源管理仍停留在手工和简单电子

多类人员管理袁分属不同的部门袁人数多袁任务重遥

表工具管理的阶段遥为此袁文章通过对我院人力资源

由于目前不少医院的人力资源管理仍使用传统的手

管理业务流程进行综合分析袁 确定了基于 宰耘月 的

工管理手段袁工作量大尧任务繁琐尧工作效率难以提

系统体系结构袁利用 月 辕 杂 架构袁通过 宰耘月尧数据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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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成 熟 的技 术 手 段 袁 将 人 员 资 源管 理 从 纸 面 上 尧

询 咱源暂尧多条件查询尧模糊查询尧查询内容设置等多种

管理袁既保证了人事部门业务的正常运行袁又方便了

据统计需求遥

耘载悦耘蕴 表搬到信息平台上袁实现人力资源的信息化

查询方法袁 实现了不同部门在不同要求下的员工数
源援 信息批量变更模块

全院职工对个人信息的查询和管理遥

二尧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渊一冤系统的结构框架
该系统采用 月 辕 杂 方式实现渊图 员冤袁系统包括人

力资源管理的核心业务 袁人员信息的录入尧修改尧
咱猿暂

每到职称晋升尧职务变动的时候袁往往需要对一
批人进行相同的数据变更 渊如从初级升到中级冤袁系

统可以根据高级查询筛选出需要批量变更的人员名
单袁 再通过变更人员的某一项信息来实现人员信息
的批量变更袁从而提高工作效率遥

审核尧查询尧维护尧统计等全部功能都可以在 宰藻遭 浏

览器上操作袁 系统同时兼容 陨耘尧云蚤则藻枣燥曾 等多种主流

缘援 信息审核模块

信息审核包括两个方面袁 一是员工自主更新的

浏览器袁电脑客户端无需安装额外的软件遥 服务器

内容袁需要审核的袁可通过相关部门进行人工审核袁

端操作系统采用的是 宰蚤灶凿燥憎泽 泽藻则增藻则 圆园园愿袁宰藻遭 服

二是人事部门内部管理的信息袁 通过更高权限的二

务器使用的是微软服务器操作系统自带的 陨陨杂苑援园袁

次信息审核袁提高信息的准确性遥

用户端 宰藻遭 浏览器使用的是 陨耘愿援园袁 数据库系统采

用的 是 酝蚤糟则燥泽燥枣贼 杂匝蕴 杂藻则增藻则 圆园园愿袁 开 发 工 具 使 用

远援 报表管理模块

根据档案管理和上级部门的要求袁 需要定期提
供人员信息的各类报表袁 系统将日常使用的报表以
网页的形式展现袁供相关人员定期调用袁并可以指定
的格式下载上报遥
苑援 合同管理模块

合同管理包括合同制员工合同的签订尧查询尧续
图 员 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结构框架

签提醒袁并可以提供电子版合同文件的上传功能遥
愿援 基础数据管理模块

酝蚤糟则燥泽燥枣贼 灾蚤泽怎葬造 杂贼怎凿蚤燥 圆园员园袁宰藻遭 开 发 使 用 粤杂孕援
晕耘栽 技术袁开发语言使用 悦裕遥

渊二冤系统的功能模块设计
员援 系统登录模块

系统登录是整个系统的入口袁系统采用用户 要

角色 要权限的模式袁对每一个登录系统的用户袁都可

涉及到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的一些基础数据管
理袁如组织机构尧职称职务尧编制类别尧人员类别尧岗
位类别等袁 这些都是系统运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
容遥
怨援 考勤管理模块

科室考勤员每月根据本科室人员信息提交考勤

以分配不同的角色袁不同的角色又划分了不同的权

数据尧经过本科室领导审批后袁汇总到人事部门负责

限袁从而实现了不同人员尧不同部门都只能具备相应

考勤统计的人员处袁并根据算法与薪资和考核挂钩遥

的功能袁实现了安全有效的权限分配遥 系统还设计
了支持从第三方系统渊如 匀陨杂冤验证登录的功能袁经

员园援 薪资管理模块

根据设置不同的薪资政策计算公式袁 导入人员

过授权的员工可以通过其在 匀陨杂 系统的用户名和

职称尧职级尧工龄等信息袁从而计算出员工薪资组成袁

密码登录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再与考勤尧奖罚尧绩效等数据结合起来袁计算出员工

统一登录袁也避免了要求员工同时记多套用户名密

的工资表袁经汇总审核后传送到财务部门遥

码的情况遥
圆援 员工信息管理模块

员员援 项目权限管理模块

系统可对员工的每一项数据的增加尧修改尧删除

包括员工所有信息的添加和修改袁通过操作员

进行权限管理袁并可对变动的内容设置审核功能袁并

工数据库中的数据记录袁实现对员工从进院尧职称职

可以通过与用户或角色进行绑定来实现不同用户对

务变动尧薪资考勤尧奖惩记录袁直到退休离院等全过

不同员工信息的管理权限袁 实现了颗粒化的用户信

程的历史记录遥

息权限设置遥

猿援 员工信息查询模块

针对不同的科室和人员的要求袁提供不同权限
和角度的员工信息查询遥 查询用户权限提供高级查

员圆援 院内系统权限模块

通过数据库或 宰藻遭 泽藻则增蚤糟藻 接口袁实现了在人力

资源管理系统查 询如 匀陨杂尧耘砸孕尧韵粤 等其他信息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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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相应用户权限的功能袁并可能通过人力资源管

实际工作需要袁 同时也涵盖了医院职工和其他部门

理系统来实现对其他信息系统的权限管理袁可以实

对人事信息管理的基本需求遥 通过一次录入即可共

现人员在人事部门办离职后所有信息系统的 权限

享数据袁减少了人员的重复劳动和人力资源的浪费袁

皆实时关闭的功能遥

极大提高了人事部门的工作效率袁节省了管理成本袁

员猿援 个人信息管理模块

同时医院职工对个人信息的及时了解和更新袁 也提

基于 宰耘月 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一大特色就

高了人事数据的实时性和准确性遥 另一方面袁系统规

是员工可以根据系统设置的权限自主查询和 变更

范了人事基础数据的定义和编码袁 人力资源管理系

自己的员工信息袁对于需要审核的信息袁可以通过

统与其他系统的数据接口袁 也使得医院其他信息系

上传电子档案的形式提交审核袁实现了员工信息的

统的人事信息有了规范统一的数据来源袁 减少了各

远程管理和审核功能遥

系统间由于数据差异带来的业务风险遥 目前国外利

三尧系统的特点
在系统的技术实现上袁 采用 宰耘月 方式进行人

用信息化在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中已经取得了明显效
果咱远原苑暂袁国内这方面的工作尚未起步袁在后期应用中我

们将通过系统数据的分析进一步研究医院人力资源

力资源管理系统的构建袁突破了传统人力资源管理

分布特征及对医院的贡献度袁包括学历结构尧职称尧

一定要安装客户端的做法袁采用计算机操作系统自

年龄尧性别尧临床工作指标及科研指标尧经济收入等

身已经具备的浏览器作为操作工具袁方便各处室协

相关因素进行多元分析袁 为医院的进人用人选择及

同工作袁同一处室内袁分管不同工作的人员可以根

管理提供数据支撑袁 不断促进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的

据分配给各自的权限袁 基于同一个数据库平台袁各

科学性袁推动医院的发展遥

司其职袁提高工作效率遥
在系统的结构设计上袁根据模块的功能和使用
特点袁采用两 月 辕 杂 的方式实现袁并使用成熟的 悦裕 和
粤杂孕援晕耘栽 开发语言及构件技术袁采用了面向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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