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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首先感谢 XXX 给北京药天下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一个双方合作建

设 XXX 信息管理系统的机会，并感谢 XXX 对北京药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的支持与信任。北京药天下科技有限公司将会十分珍惜这次机会，在

双方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双方共同的目标。  

我们在设计和实现过程中，一贯坚持以客户为上帝，以质量为第

一的原则，我们将尽己所能，本着诚挚、严谨的敬业态度，利用我们

成熟的技术和工程经验为 XXX 提供完善的医疗信息管理系统方案。  

本项目应用软件系统，在参照目前国内主流医疗机构的发展情况

的同时，并结合 XXX 的实际情况，我们为医疗机构方提供了一个信息

化发展规划，主要涉及了门诊收费、药房药库管理、医生站、导医站、

物资管理、会员管理、院长（财务）查询、系统设置等。  

  在方案中，还涉及到项目实施进度及培训计划和售后服务，并随

书附上药天下科技有限公司简介及药天下科技公司已实施的项目情

况。  

   希望贵方对本方案提出宝贵意见。相信双方富有诚意的合作能够

得到彼此都能满意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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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简介 

北京药天下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医疗行业软件开发和服务

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一批长期从事软件开发、软件定制的专业人才，

拥有雄厚的技术开发实力，全方位满足政府与企业信息化需求。 

公司非常重视企业的内部管理工作，市场销售、软件开发、技术

支持是公司的三大核心部门，现已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体制。

在客户服务方面，本着为客户服务的思想，设立了 24 小时产品咨询

电话、24 小时售后技术支持电话等多个无障碍服务通道，为客服提

供了高质量的售前和售后的服务，为深度科技“帮助企业，规范行业，

强健民族”的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北京药天下科技有限公司经过十多年的经验积累，总结出针对各

行业、不同规模和不同阶段的企业信息化解决方案，我们的项目实施

团队能够更加准确快捷地找出客户的具体需求，为您的企业度身定做

真正切合实际需求的解决方案。我们实施方面多年的实践积累为您的

企业带来最大投资回报。 

北京药天下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产品：医疗管理系统，医馆（诊

所）管理系统，养老院管理系统，医养结合系统，药店管理系统（连

锁和批零），医疗器械管理系统，医药电商平台系统（手机端和电脑

端）。 

 

 

 



深度医疗信息化方案 

 - 4 - 

 

第二章 项目概况 

项目背景：XXX 希望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建立一个先进的医疗

信息化管理系统(通称医疗系统)，以达到适应医疗体制改革需要、提

高医疗质量、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以及提高医馆的工作效率和经济效

益，实现医馆现代化管理目的。事实上计算机以其对各种信息强大的

处理能力，已成为各行各业经营管理的有力工具。它不仅解决了现有

的许多问题，而且开创了更多新的管理方式和途径，使原来手工方式

下无法实现的一些管理方法成为现实。计算机系统不仅是操作能手、

计算快手和统计好手，其在医疗领域真正的应用目标和价值是由以下

六点组成的：   

➢ 通过准确快速的信息流通，提升医疗服务品质；   

➢ 通过利用信息共享，简化作业流程；   

➢ 临床资料的保存和查询；  

➢ 纳入先进管理思想，提高医馆管理水平；   

➢ 充分利用临床数据信息，提高医疗科教研水平；   

➢ 充分利用医疗资源，降低医疗成本。  

项目需求：XXX 需要实现的功能主要包括：门诊管理、药品管

理、医师管理、熬药管理、病例管理、财务管理、收费管理、综合查

询及辅助决策等所有可以用计算机来进行全医疗机构医疗信息管理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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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深度医疗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 深度医疗系统概述 

本系统是围绕患者就诊为中心进行设计，遵循卫生部计算机领导

小组制定的《医疗信息系统（HIS）软件基本功能规范》。 集成医疗

人、财、物，是一个综合型的信息管理系统。深度医疗系统充分优化

患者就诊的各个环节，为大中小型医疗提供详尽的解决方案、保证医

疗得到最佳的性能价格比。其功能涵盖了门诊、住院、药库管理三块

主要业务，以及辅助科室管理、卫材管理，综合查询分析等管理职能。 

 

⚫ 深度医疗系统特色 

① 操作简单方便，易学易用, 简洁，美观，大方标准的用户界

面。 

② 支持处方的保存及历史处方的浏览。 

③ 可保存大量日常门诊病历、可以随时调用，各种自动化功能

方便快捷，免除您手工输入字符的繁琐。 

④ 复诊患者查询、诊疗简单方便，处理复诊病人时，只需输入

患者姓名、简拼即可快速自动查找。免去你二次输入病人基本信息的

麻烦。 

⑤ 对病人的治疗疗程实现自动提醒的功能。 

⑥ 可进行日常收入、支出的纪录、查询及统计;完整的药房进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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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进货、退货、库存盘点、有效期报警、库存报警、库存查询以及

供货商等）管理；查询、统计所有单据简单快捷；所有的单据可通过

电脑打印，免去你手工单据的麻烦。 

⑦ 病历、处方的自定义设置、打印预览和打印。自建病历模版，

也可自动调用病历模版，使你快速、方便的生成患者病历。免却手工

写病历的烦恼。 

⑧ 完善的系统备份功能；安全、稳定的可操作性：错误操作提

示功能；缜密的软件权限分配，防止有人错误操作，修改数据：具有

保密性及其具备升级功能以及操作员操作日志。 

深度医疗管理系统以友好的人机界面，方便快捷的功能将日常繁

琐而费神的病历书写、开处方等工作改为轻松的人机对话来实现。特

别在处理复诊病人时，更为方便，只需输入患者姓名，然后鼠标轻点

几下便可完成工作。 

深度医疗管理系统整合了整个门诊的划价收费、病例管理、病人

管理、处方管理、药房及进销存一体化的管理系统。还可以进行疗程

自动提醒自建处方等功能。对病人的多张电子照片进行察看、对比，

更快速方便的了解病人的治疗效果。 

 

⚫ 深度医疗系统开发平台 

   采用多平台开发模式： 

① .NET 平台开发，C#+SQL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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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CLIPSE(for JAVAEE)+ORACLE(SQL2008) 

③ 组件式设计，C/S 结构，灵活的参数设置，流程多样化，以

及药品编码可随时修改技术、门诊不挂号可收费技术等。 

⚫ 深度医疗系统运行环境 

系统支持硬件平台： 

基本配置：CPU  I3-5500 以上，内存 4G 以上的电脑 

建议配置：CPU  I5-6200 以上，内存 4G 以上电脑 

系统支持软件环境： 

中文 windowsxp/wid7/win8 等操作系统 

数据库：SQL Server2008R/ACCESS/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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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深度医疗系统介绍 

1、挂号设置：用于设置挂号医师，挂号费和诊金。 

 

2、挂号管理：用于新增挂号，可通过刷诊疗卡检索病人信息；在挂号列表中可

查看挂号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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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医生工作站：患者列表中会显示挂号病人信息，医生在门诊病历中填写病人

病历，在医嘱管理中添加药品信息和检查项目。 

 

4、划价收费：已就诊的病人，会在收费处显示病人信息，可查看收费明细。 

 
5、药房发药：收费之后，药房处的患者列表中显示病人信息，双击病人可查看

药品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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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药房退药：病人需要退药的情况下，可在此处检索出已发药品病人，选择需

要退的药品，进行退药。 

 

7、门诊退费：门诊需要退费的情况下，可在此处检索已收费的病人，进行退费。 

 

8、皮试管理：门诊医生开药品，用药方式选择皮试，在皮试管理中会生成病人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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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输液管理：门诊医生开药，用药方式选择注射，药房发药之后，在输液管理

中会生成病人信息。 

 

10、操作员管理：用于添加系统操作员，给操作员添加对应的权限。 

 

11、药库管理：主要有药品采购、采购退货、采购退补、库存报损、库存盘点、

科室领药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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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药房管理：主要有药房发药、药房退药、库存查询、药房盘点、近效期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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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深度医疗系统配置模块清单 

软件模块 功能列表 功能许可 

（一） 

一卡通管理 

诊疗卡档案 可选 

诊疗卡充值  

诊疗卡退费  

（二） 

门诊挂号管理系

统 

挂号设置 √ 

挂号管理 √ 

门诊病人信息修改 √ 

（三） 

门诊划价收费系

统 

门诊划价收费 √ 

门诊退费 √ 

门诊发票重打 √ 

门诊收费报表 √ 

（四） 

门诊医生工作站

系统 

门诊医生站管理 √ 

个人处方维护（常用处方维

护） √ 

个人病历维护（常用病历） √ 

门诊医生接诊信息查询 √ 

（五） 

药房管理系统 

门诊药房发药 √ 

门诊药房退药 √ 

药房盘点 √ 

库存查询 √ 

药房报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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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药库管理系统 
 

采购入库 √ 

采购退补 √ 

采购退货 √ 

药库盘点 √ 

批号调整 √ 

库存查询 √ 

库存报损 √ 

历史批次调整  

近效期查询  

科室领药 √ 

（七） 

财务管理系统 

药库进销汇总 √ 

药房进销汇总 √ 

药房门诊报表 √ 

门诊收入按医生统计 √ 

门诊收入按科室统计 √ 

（八） 

综合管理统计分

析及院长查询 

门诊中的所有数据汇总、分

析、综合处理（院长查询） 
√ 

（九） 

系统维护系统 基础信息维护 √ 

（十） 

财务软件接口 

金蝶财务软件接口，需要单

独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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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医疗系统模块清单 

 

 

 

 

 

 

 

序号 模块名称 单位 数量 

  1 门诊挂号管理系统 套 1 

  2 门诊划价收费系统 套 1 

  3 门诊医生工作站系统 套 1 

  4 药库管理系统 套 1 

  5 门诊电子病历系统 套 1 

  6 一卡通管理系统 套 选上 

  7 门诊药房管理系统 套 1 

  8 护士工作站系统 套 1 

  9 财务综合查询系统 套 1 

10 系统维护管理系统 套 1 

11 财务软件接口 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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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深度医疗系统培训和售后服务 

一、技术支持模式 

远程网络在线支持 

在计算机技术相关的领域产品运维中，远程支持是解决故障的第

一步，在时效上，远程支持将明显高于现场支持模式。基于统计数据

表明，可以通过远程网络，集中公司的所有技术知识，以在线支持的

模式予以解决。 

电话支持 

电话支持是处理简单问题的最快速方法。根据分析可以了解到日

常出现的大部分问题都是比较简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简单的步骤实

现问题的解决，减少损失。我公司提供热线电话支持，指导用户快速

定位故障，解决故障。 

现现场服务 

在远程支持和电话支持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我方将派出工

程师进行客户现场服务。 

二、质保期限及范围 

我方承诺，保修期内提供软件免费升级服务。 

质保期内，我方将向用户提供不限时间、不限数量的售后电话支

持或 E-mail支持，帮助用户的网络管理员迅速有效地解决问题。用

户在任意时间都可以得到药天下科技专业的服务。药天下科技承诺，

用户在 2小时内即可得到请求响应，公司通过电话、E-mail 给出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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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话或 E-mail方式无法解决的，公司承诺 24小时内到现场，

但需要客户提供详细的故障描述协助公司技术人员帮助用户分析故

障原因。在一般情况下，公司在接到服务请求申请后，根据故障级别

的高低程度进行调度安排，尽快解决问题；不能修复的，提供备品备

件，旨在使客户的网络和设备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我方根据合同指

定的方式，公司可以在客户现场或公司的客服机构向客户提供更换和

维修服务。 

为了更好地帮助客户运行维护本次项目中涉及的软硬件产品，公

司提供定期走访服务。公司将委派有经验的工程师通过电话的形式走

访，提供远程的技术支持，为客户提供系统运行状况检查、产品使用

疑难解答、故障排除等服务，以帮助客户及时了解和掌握信息化建设

的动态。根据本项目系统所需，考虑到客户的需要，公司将在系统运

行上线后提供走访服务。同时，软件均为公司自主研发，具有自主的

知识产权，无第三方关系，因此结构简单，服务效率高。 

应急服务承诺 

当用户系统发生重大故障，进而导致系统不可用，且热线技术支

持失效的时候，用户可要求公司启动应急响应服务，在 24 小时内，

指派工程师前往现场进行维护。在重大故障发生时，应急服务能协助

用户尽量降低停机时间，减少业务的损失。 

质保期后软件服务 

本项目中相关软、硬件产品的质保期后的服务以相关厂商的服务

为依据，同时提供本公司特有的服务。根据合同约定，在过保后，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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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售后服务（如软件的现场技术服务、硬件的更换及维修服务），本

公司可能会向客户收取合同约定的费用。客户也可以主动购买服务，

服务以年为单位购买。 

保修期后的软件升级、维护服务价格以双方实际合同为准。 

三、项目实施 

项目合作确定后我们将提供具体的项目实施方案及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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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深度医疗系统案例客户（部分） 

序

号 
名  称 级别 医院性质 

1 陕西省渭南市骨科医院 二级甲等 公立医院 

2 陕西省西安市妇幼医院 二级甲等 公立医院 

3 陕西省商州区人民医院 二级甲等 公立医院 

4 陕西省宜君县人民医院 二级甲等 公立医院 

5 陕西省韩城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公立医院 

6 陕西省华阴市人民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7 陕西省陇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公立医院 

8 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公立医院 

9 陕西省咸阳市乾县康复博爱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11 陕西省宝鸡市陇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公立医院 

12 陕西省旬邑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公立医院 

13 西安高新消防支队卫生室 一级 公立医院 

14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监狱医院 一级 公立医院 

15 陕西省西安未央康乐医院 二级 民营医院 

16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大千医院 二级 私营医院 

17 陕西省咸阳市平民医院 二级 民营医院 

18 陕西省咸阳市永安医院 二级 民营医院 

19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中医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20 宝鸡市金台区十二坊职工医院 二级 职工医院 

21 宝鸡市金台区中铁宝工医院 二级 职工医院 

22 陕西省泾阳县永安医院 二级 民营股份 

23 陕西省西安市中交二公局职工医院 二级 职工医院 

24 西安市黄河医院 二级乙等 职工医院 

25 陕西省荣誉军人康复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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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医院 三级乙等 公立医院 

27 青海省西宁市湘雅医院 二级 民营医院 

28 青海省西宁市惠东中西医结合医院 二级 民营医院 

29 青海省德令哈市长江医院 二级 民营医院 

30 青海省平安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公立医院 

31 青海省果洛州县川医综合医院 二级 民营医院 

32 辽宁省肛肠医院 三甲 公立医院 

33 河南省焦作市中央医院方庄分院 二级甲等 公立医院 

34 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公疗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35 河北承德市艾茵医院 二级甲等 公立医院 

36 河北沧州献县民泰医院 二级甲等 公立医院 

37 河北涿州范阳中医院 二级乙等 民营专科 

38 河北南宫市复兴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39 河北保定徐水祥和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40 河北保定董国伟中医院 二级 民营医院 

41 河北廊坊文安浙华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42 河北省满城第二中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43 河北省定州惠仁医院 二级乙等 民营医院 

44 河北保定兴复明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45 河北省阳原县弘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二级 民营医院 

46 河北石家庄康德医院 二级 民营医院 

47 北京时珍堂医院 二级 民营医院 

48 山西省临猗县孙吉医院 二级 私营股份 

49 山西省宁武县利民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50 山西省龙城医院 二级 民营医院 

51 山西临汾博大微创手足外科医院 一级 民营医院 

52 湖北省十堰市郧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甲等 民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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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湖北省武汉市郑氏骨科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54 重庆市汇康医院 二级 民营医院 

55 重庆九龙坡泰康医院 二级 民营医院 

56 重庆黔江创友骨科医院 二级 民营医院 

57 甘肃省静宁县坤和中医医院 二级 私营医院 

58 甘肃省平凉市精诚中医院 一级 民营医院 

59 甘肃庆阳市社会福利院康复中心医院 二级乙等 民营医院 

60 甘肃省崇信县木林乡中心卫生院 一级 民营医院 

61 甘肃省陇南市徽县正德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62 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颈肩腰痛专科医院 二级 民营医院 

63 甘肃陇南文县仁康医院 二级 私立 

64 郑州仲华国医馆         二级 民营医院 

65 河南郑州洪善堂医馆 二级 民营医院 

66 河南郑州至生堂医馆 二级 民营医院 

67 新疆和田市塔里穆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68 新疆和田市墨玉县新世纪医院 二级 私营 

69 新疆阿克苏同仁眼科医院 二级 民营股份 

70 新疆喀什莎车县妇幼保健院 一级 民营股份 

71 贵州省赤水市正康康复中心 二级 公立医院 

72 山东德州康正骨科医院 二级 民营股份 

73 山东泰安市药汇三维软件有限公司 二级 民营医院 

74 山东烟台 301部队医院 二级 民营医院 

75 山东省鄄城县城北社区服务社 二级 公立医院 

76 山东泰安交通医院 二级 民营医院 

77 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公立医院 

78 吉林省珲春市边境开发区中医院 二级乙等 公立医院 

79 广东省广州和谐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http://www.zhylrj.com/customerInfo.asp?id=314
http://www.zhylrj.com/customerInfo.asp?id=79
http://www.zhylrj.com/customerInfo.asp?id=314
http://www.zhylrj.com/customerInfo.asp?id=80
http://www.zhylrj.com/customerInfo.asp?i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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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西藏那曲聂荣县人民医院 二级 民营医院 

81 西藏拉萨恒大生殖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82 献县民泰医院 二级 民营医院 

83 甘肃文县青林医院 二级 民营医院 

84 江苏宿迁职工医院 二级 民营医院 

85 大连香满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86 福建长乐悦来春堂中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87 陕西榆林吴堡县人民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88 山西运城博爱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89 鄂尔多斯东胜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90 河南鹤壁淇县朝阳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91 河南鹤壁沁阳市联盟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9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七零二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93 四川屏山县人民医院 二甲 公立医院 

94 四川阿坝州人民医院 二甲 公立医院 

95 西安市灞桥人民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96 山东德州河西骨外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97 贵州安顺医学院分院 二级 私立 

98 定边精神病专科及老干部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99 广西贵港福田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100 陕西商洛红十字会医院 二级 民营医院 

101 湖南常德惠民医院 二级 民营医院 

102 山东临沂市公安局医院 二级 民营医院 

103 上海乔丽尔医疗美容医院 一级 公立医院 

104 西安海声航空医院  二级 民营医院 

105 汝州市济仁糖尿病医院 二甲 公立医院 

106 大连保税区亮甲店卫生院 一级 公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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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乌鲁木齐益康中医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108 河南焦作中站区人民医院 二甲 私立 

109 锡林浩特京城中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110 阿克苏四团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111 河北石家庄无极华康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112 陕西咸阳夏华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113 河北沧州海兴县中医医院 二级 私立医院 

114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公立医院 

115 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人民医院 二甲 公立医院 

116 贵州兴仁县荣阳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117 府谷电力医院 二级 私立医院 

118 佳木斯桦南宏安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119 甘肃积石山四堡子医院 二级 私立医院 

120 新疆益康中医院 二级 私立医院 

121 甘肃文县风湿骨病医院 二级 私立医院 

122 锡林浩特市远信医院 二级 私立医院 

123 河南新乡颈肩腰腿疼医院 二级 私立医院 

124 内蒙青城妇产医院 二级 私立医院 

125 佛山市禅城区永安医院 二级 私立医院 

126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 二级 私立医院 

127 海拉尔济民医院 二级 私立医院 

128 河南鹤壁淇县向阳儿童医院 二级 私立医院 

129 宁陕县中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130 包头市第六人民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131 广西贺州市精神病康复医院 二甲 公立医院 

132 宝鸡绛帐福利院 二级 私立医院 

133 阿克苏市藏医院 二级 私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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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济南安佳妇产医院 二甲 私立医院 

135 监利县福星老年病医院 二级 私立医院 

136 咸阳市中心医院 三级 公立医院 

137 睢县公疗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138 黔西中心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139 泰安慈恩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140 山西长治市粮食机械厂职工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141 山阳县圣泉康复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142 泸西中山医院 二级 私立医院 

143 新华医院 二级 私立医院 

144 泸西县中山医院 二级 私立医院 

145 江西赣州南康区妇幼保健院 二级 公立医院 

146 安县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147 北京和谐康复医院 二级 私立医院 

148 海州区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149 呼和浩特仁爱医院乌兰察布虎山分院 二级 私立医院 

150 万荣县妇幼保健院 二级 公立医院 

151 湘西自治州精神病医院 二级 公立二级 

152 西藏雅博仕口腔医院 二级 私立医院 

153 聂荣县人民医院 二级 公立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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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深度医疗系统报价和付款方式 

（一）系统报价：结合贵单位的功能要求及相关服务，我们经过研究

确定给贵方提供管理系统及服务的成交金额为（人民币） XXX 元整

（￥   .00）。 

（二）付款方式：双方签定合同后，支付总金额的 60%；我方技术人

员入驻两日内支付货款的 30%，系统上线运行三个月内付清余款。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