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助构建医院外围信息系统
⾦金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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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信息化



医院外围信息系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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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信息化建设是提升医院管理理⽔水平和服务质量量的重中之重，⼤大
多数医院已经有较为成熟和完整的医院信息管理理系统(HIS)，在电⼦子
病历、挂号预约、住院病⼈人管理理、医药管理理⽅方⾯面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但是在医院⽇日常运营的外围信息系统上，却⾯面临着缺失，像服务质
量量调查、横断⾯面调查研究、医护⼈人员培训考核、活动报名、在线预
约、信息登记等⽅方⾯面，依然停留留在纸质、⼈人⼯工等传统的⼯工作⽅方式。
医院的⾏行行政管理理、护理理、后勤勤、⼯工会等部⻔门，IT基础能⼒力力依然⾮非常
匮乏。

相较于医院信息中⼼心采购数⼗十万、上百万的IT系统，医院业务部⻔门
需要轻量量级、成本低、可⾃自定化、运转快的外围信息系统⽀支持。

⻓长期存在⽽而⽆无法解决



解决医院数据管理理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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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零散、碎⽚片、不不可分析

护理理、⾏行行政、后勤勤、⼯工会等多部⻔门⽇日常运转中产⽣生⼤大量量数据，但数据分
散在各个部⻔门，⽆无法统⼀一汇总管理理。数据存在Excel、Word、甚⾄至纸质
化⽂文档中，⽆无法进⾏行行⼆二次分析整理理，数据可视化、报表变得异常艰难。

数据管理理效率低、成本⾼高

数据收集能⼒力力制约了了后期的数据管理理，需要消耗⼤大量量的⼈人⼒力力和时间来对
数据进⾏行行重复、枯燥的录⼊入、拷⻉贝、汇总等⼯工作。⼯工作往往需要执⾏行行⼈人
员有较强的IT背景才能完成。

借助第三⽅方公司单独定制、开发业务系统，付出的时间和预算超出想象。
在当前移动化⼤大背景下，体验好、速度快、传播⼴广成为了了信息系统刚需。

未来没有⼀一家医院不不是数字化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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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医院业务⼈人员IT赋能
⾃自⾏行行构建业务运转系统
提升⼯工作效率降低成本
优化医院员⼯工⼯工作体验
⾼高质量量服务更更多的患者



⾦金金数据 基于表单的数据收集管理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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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one. Any time. Any where. Any device

⾦金金数据作为基于表单的企业数据平台，赋予了了医院业
务⼈人员IT能⼒力力，可⾃自助、⾃自由、快速的构建起业务数
据信息系统，如调查、登记、考核、活动组织、查询
等系统。

配合⾦金金数据⾃自有的微信增强、短信/邮件、抽奖考试应
⽤用中⼼心、API、协作、权限、⽀支付等⾼高阶功能，帮助
医院更更⾼高效率的运作，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服务质量量，
为医院增益。

⾦金金数据成⽴立5年年多来，已经帮助数百万的个⼈人和企业
客户搭建了了业务IT系统，⽀支撑⽇日常⼯工作和企业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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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钟搭建业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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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定义问卷、多种问题类别设定、⾃自动化图形报表

为提升医院以及各科室病房的服务⽔水平、医院⼯工作⼈人员⾃自身的满意度、
更更深⼊入的医学研究等等，需要周期性、及时性的进⾏行行问卷调查收集数据。

⾦金金数据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的⽅方式，拖拽设计问卷，完全可以⾃自定义问卷
内容和样式通过⼆二维码、链接在移动端(⼿手机、公众号、微信)收集数
据，⾃自动化数据汇总报表，解决以往纸质问卷效率低、⼿手⼯工录⼊入、统计
管理理难题。

应⽤用场景

医院满意度调查  |  科室服务质量量调查  |  医护⼈人员满意度调查
病房满意度调查  |  病患⽤用户跟踪调查  |  感染横断⾯面调查
医院⻝⾷食堂反馈表  |  

问卷调查系统



医院满意度调查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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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体验

表单地址
https://im.jinshuju.com/f/kI3kwl

在⽹网站、微信公众号、群发短信、医院/科室/病房内收集调查



治疗横断⾯面调查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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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体验

表单地址
https://im.jinshuju.com/f/5Wg2wK

⼿手机端完成数据收集和⾃自动汇总，提升⼈人⼯工(医护⼈人员)效率，缩短报告时间



活动组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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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会议、讲座、进修、研讨会的信息化管理理

组织⼀一场活动，不不只是报名⽽而已，从早期需求调研、讲师嘉宾邀请，到
活动报名、通知提醒，从报名查询、现场签到，到现场互动、反馈调查，
是⼀一个连贯的⼀一体化的系统。

基础表单功能、对外查询、短信/邮件群发、微信集成、签到、考试、
抽奖等多功能组合使⽤用，⾃自助构建⼀一个完整的活动组织系统。

应⽤用场景

培训需求调查 | 讲师信息登记 | 培训⼈人员报名 |  内部活动报名
来院进修⼈人员管理理 | 医护志愿者报名 | 外出进修⼈人员管理理
报名费收集 | 报名状态查询 | 活动短信提醒 | 培训现场签到
现场资料料收集 | 活动现场互动 | 讲座现场提问 | 培训知识问答互动
培训满意度调查 | 进修⼈人员调查 | 活动后期跟踪



护理理培训报名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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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体验

表单地址
https://im.jinshuju.com/f/IxsZCr

短信提醒，预约位置，签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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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完成培训报名
https://im.jinshuju.com/f/IxsZCr

在⽹网站、微信公众号、群发短信、医院/科室/病房内收集调查

扫⼀一扫完成签到

现场签到应⽤用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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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测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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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试卷和分数，⾃自动得分

在线考试测评是医院培训员⼯工、提升技能最常⽤用的⽅方式，⽐比如定期的各
科室的相关知识技能测试。同时，也可以对病患做⼼心理理测评、病情⾃自检、
⽣生活健康问答，来更更全⾯面的了了解患者，也可以普及相关的医疗健康常识。

使⽤用⾦金金数据考试应⽤用可以完全⾃自定义试卷题⽬目，和每⼀一道题的得分，并
可以设置考试答案解析、测评结果评估，⽀支持在⼿手机和PC上在线答
题。

应⽤用场景

医疗知识竞赛   |   医护⼈人员周期考核    |    技能测试
⼼心理理健康测试   |   病情⾃自检测试    |   器器械使⽤用考核
培训现场考试   |   护理理技能⼤大⽐比拼 | 国家护理理技能测试题
医院知识问答   |    病房管理理技能评估 | 培训知识考核



急救知识测评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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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体验

考试地址
https://ent-exam.jinshujuapp.com/

im/exam_dispatchers/WlNoDo

⼿手机/电脑在线填写、倒计时⾃自动交卷



急救知识测评交卷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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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用时、⾃自动打分、答案解析查看



业务管理理外围系统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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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子化表单管理理业务数据

医院⽇日常运转中很多业务，其实归根到底是数据登记、上报、查看、统
计的操作，⽐比如健康医疗数据、质量量巡检、排岗登记、预约登记、投票、
评选，这些都可以⽤用电⼦子化表单⼀一体化的管理理起来。

只要理理清晰数据逻辑，搭配表单、短信、查询、数据报表等⾼高阶功能，
就构成了了⼀一个个⼩小型业务系统。

应⽤用场景

医院感染数据监控 | 护理理质量量健康数据采集 | 医疗质量量巡查反馈
不不良事件监控上报 | 压⼒力力性损伤管理理监控上报 | ⾼高危⻛风险指标监控系统
科室器器材申领管理理 | 医务⼈人员招聘管理理 | 医护⼈人员排岗登记
电话查询系统 |  健康教育知识库查询系统 | 资格审验查询系统
专家义诊预约登记 | 最美护⼠士投票 | 医院年年会节⽬目评选



医院护理理质量量上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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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体验

表单地址
https://im.jinshuju.com/f/R3fpYo



医院护理理质量量对外查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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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输⼊入「⼩小⾦金金」体验

查询地址
https://im.jinshuju.com/f/R3fpYo/s/

giVWd4

在线公开查询已提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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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数据收集管理理的场景，⾸首先考虑⼀一下⾦金金数据
触类旁通 举⼀一反三 ⽆无限场景





企业版产品介绍



⽆无限可能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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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查问卷到业务数据收集管理理，适⽤用所有数据场景

• 问卷 
市场调查 客户调研 测评考试 满意度调查 在线考试 ···  
• 登记 
投诉建议 员⼯工信息 物料料统计 活动签到 核销码 ··· 
• 投票 
⼈人物评选 微信投票 有奖竞猜 意⻅见征集 抽奖 ··· 
• 报名 
课程报名 活动报名 会议邀请 参赛报名 ··· 
• 订单 
在线缴费 商品售卖 费⽤用缴纳 预定⻔门票 ··· 
• 查询 
订单查询 成绩查询 积分查询 ⼯工资查询 价格查询 ··· 



我们服务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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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用户，30个⾏行行业，5年年运营，事实可靠验证



表单⼯工具

 25

• 提供多种字段，灵活构建表单
• 拖拽式全屏编辑，实时预览最终效果
• ⼀一键发布，多渠道完美展示
• 逻辑跳转，控制业务流程
• 填写权限设定，获取⾼高质量量数据
• 实时提醒，不不错过每⼀一条数据
• 表单模板中⼼心，⽀支持快速构建
• 表单样式主题，增显企业品牌
• 全⾯面表单设置，⽀支持复杂业务

⽆无⻔门槛构建企业业务表单



多变的表单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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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的样式⾃自由设计，⾃自定义的品牌版权信息



数据管理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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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数据视图，排序、筛选、过滤、查询、导出数据



可视化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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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生成饼状图、柱状图、条形图，数据⼀一⽬目了了然



微信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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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用户信息收集、仅限粉丝填写、⾃自定义分享图标、微信⽀支付集成



应⽤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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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具体场景设计，进⼀一步释放数据价值

核销码
电⼦子凭证和核销⼯工具

现场抽奖
简单好⽤用的现场互动利利器器

在线考试
题库抽题、判卷、倒计时

幸运⼤大转盘
交互性更更强的在线抽奖

签到
扫描⼆二维码即可签到

欢乐⽔水果机
数据提交后的在线抽奖

更更多
持续增加的新应⽤用

⾃自定义打印
打印出规定格式的数据



选择⾦金金数据



⾦金金数据上线5年年以来，专注于数据收集和管理理领域，服务于超过300万的个⼈人⽤用户和数千的企业客户，积攒了了⼤大量量的经验技巧和使

⽤用案例例，不不断迭代更更新的产品功能和优化的使⽤用体验，再加上完备的服务和培训体系，始终处于⾏行行业领先地位。

产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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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易⽤用 灵活 强⼤大 价格 领先 服务

使⽤用⻔门槛低 应⽤用场景⼴广 功能全⾯面 SaaS产品 功能迭代快 专属客户服务



• 全栈HTTPS 256位链路路加密，

保障数据传输过程安全。

• 可签署法律律效应的服务合同和

NDA保密协议。

• 通过国际ISO27001信息安全管

理理认证。

• 国内顶尖服务器器，⾼高防系统架

构，⾼高频数据库备份。

• 通过PWC(普华永道)信息安全

审计。

• 上线5年年以来，未发⽣生⼀一起数

据安全事故。

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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