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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 本研究运用 SWOT 分析方法对我国寄生虫病防治工作信息化建设所具有的优势、劣势及面临的机遇和威胁进
行探讨分析，
并提出了发展策略建议，
旨在为推进寄生虫病防治工作信息化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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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 The study analyzes the strengths，weaknesses，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SWOT）of the informatization of parasit⁃

ic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China，and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in order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ac⁃
celerating the informatization of parasitic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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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病防治工作信息化建设是我国公共卫生

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的建立，5 类法定寄生虫病疫情

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也是进入消除阶段后寄生

信息已实现实时报告［5］。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

虫病防治工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为推动寄生

统也已上线启用［6］，为实现寄生虫病防治工作信息化

［1］

虫病防治工作信息化，本研究采用 SWOT 分析法对当

前寄生虫病防治工作的信息化建设进行了分析，并根
据 SWOT 分析法提出了相关建议。
1 SWOT 分析
1.1

1.1.1

建设提供了基础骨干网络。
1.2 劣势（Weakness）分析
1.2.1

信息化建设基础较薄弱

一是信息化建设的

组织协调机制尚未成形，没有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局
面；二是基础信息标准化程度不高，寄生虫病防治信

优势（Strength）分析
新中国成

息与其他公共卫生信息系统间的交互较少；三是三级

立以来，历届政府均高度重视寄生虫病防治工作，期

信息平台尚未形成，没有跟上我国医疗卫生信息化

间各级寄生虫病防治工作体系和队伍也得以不断完

“3521 工程”中确定的国家⁃省⁃市三级平台建设［7］；四

寄生虫病防治工作得到高度重视

善 ，为开展寄生虫病防治工作信息化建设提供了坚
［2］

实的组织保障。

1.1.2

是信息服务能力尚显不足。
1.2.2

整体协同和资源整合利用不够

目前寄生虫

在寄生虫

病防治工作信息化在防治机构与医疗机构间、防治现

病防治工作的实施过程中，各级专业机构组织制定了

场与实验室间、防治工作与科学研究间、卫生部门与

各类法规、防治标准、工作规范、技术指南等，为寄生

其他部门间的信息资源缺少整合，信息互联互通和共

寄生虫病防治业务规范较为成熟

虫病防治信息管理提供了专业技术支撑

。

享不足，使现有防治信息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共享交流

随着全国

明显滞后，
信息孤岛现象较为突出［8⁃11］。

［3⁃4］

1.1.3

寄生虫病疫情监测网络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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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病防治工作信息

投入，但相对于信息化建设所需的投入而言，现有投

化的实现需要一支既懂信息技术又懂防治的“复合

入来源少、渠道不稳定。另外，各类社会资源对寄生

型”信息技术人才队伍。但寄生虫病防治工作信息化

虫病防治工作信息化建设的投入意愿不强，使得可利

信息专业人才匮乏

用的外部资源极为有限。

。

建设面临严重的人才短缺问题

［12⁃13］

1.3

1.3.1

2 发展策略

机会（Opportunity）分析
各级对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日益重视

中共

中央、国务院 2016 年 10 月印发《
“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提出要完善人口健康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7 年 1 月印发《
“十
三五”全国人口健康信息化发展规划》，明确了“十三

基于上述对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等方面的分

析和思考，列出寄生虫病防治信息化建设的 SWOT 分

析矩阵（图 1）。根据 SWOT 方法和不同策略组合，应

充分利用内部优势和外部机遇、努力克服内部劣势、
消除外部威胁，
推进寄生虫病防治工作信息化建设。

五”时期的人口健康信息化工作的目标、任务和重点

工程等［14⁃15］。2017 年 3 月，全民健康保障信息化工程
一期项目正式启动实施［16］。政策层面上的人口健康

信息化建设宏图已经绘制，这为寄生虫病防治信息化
建设提供了政策保障和发展机遇。

1.3.2

卫生行业信息化建设加速推进

经过多年努

力，我国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全面推进、快速发展，建

立了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网络，医院信息
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信息标准和安全体系建设日益
健全，部分地区建立了省级信息平台和地市、县级区
域信息平台，为寄生虫病防治信息化建设创造了良好
的外部环境和基础条件［17⁃19］。

1.3.3

寄生虫病消除阶段信息化需求不断增加

随

着寄生虫病防治工作的深入推进和寄生虫病整体疫
情的不断下降，信息化手段和技术对精准落实防控措
施、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的作用日益明显。这也
是开展寄生虫病防治工作信息化建设的内在动
力［20⁃22］。
1.3.4

新兴信息技术层出不穷

近年来，以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等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
术快速发展，并在各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特别是在
医疗行业，健康大数据、移动互联等技术在具体应用
中积累了诸多经验，为其在寄生虫病防治领域的应用
提供了示范，给寄生虫病防治工作信息化建设打开了

1.4.1

寄生虫病防治领域对信息

化工作的重要性、迫切性认识和理解还不充分，信息
管理理念和信息素养还有待提高。寄生虫病防治工
作信息化建设方面缺少顶层设计、整体规划、系统推
进，通过信息融合创新传统管理方式、工作模式的思
路和尝试较少。
1.4.2

当前，信息化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方面，已成为
各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寄生虫病防治工作信息化
建设的外部整体环境和内部基础条件均较为有利，但
时不我待，需要我们抓住全民健康保障信息化工程和
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的机遇。建议尽快编制专项规
划、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基础建设，在依托寄生虫病防
治信息管理系统推进现场监测和防治工作信息化管
理的同时，积极推动信息化技术手段融合创新传统的
寄生虫病防治方法、工作流程和服务模式，提升防治
工作效率，更好地发挥信息化建设对全国寄生虫病控
制和消除工作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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