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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办公自动化（office automation, OA）系统作为一
种新型办公方式，已广泛应用于管理领域。办公人员通过网络互联，可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办公成
本。本文介绍了 OA 系统在研究所科研信息化管理中的应用，并对其应用必要性、服务模块和管理作用
等进行分析，表明在 OA 工作平台下可以实现信息共享，建立自动化的工作流程，有助于规范科研管理
流程，提升科研管理水平，完善科研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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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OA System in Scientific Research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Research Insti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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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fice
automation (OA) system, as a new type of office mode,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management. Office
workers can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and reduce office costs through network interconnection.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the application of OA system i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analyzed its application necessity, service module and management effec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nder the
OA platform, information sharing could be realized and automatic workflow could be established, which was
helpful to standardiz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process, improv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level and perfect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system.
Key words: office automation (OA) system; research institutes; scientific research information
management
随着互联网技术及信息化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

化建设背景下，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以下

及，我国已进入现代信息化社会。现代信息技术应

简称“我所”）作为卫生部下属的国家级新药研发

用于管理领域，不仅规范了管理制度，提高了办公

单位，自 2014 年引进办公自动化（office automation,

效率和办公质量，更带来了知识利用和知识管理等

OA）系统，提升了科研管理体系的整体水平，增强

许多行政管理理念的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

了协同办公能力，提高了行政办公效率。

生健康委员会也在近年大力推行电子政务系统，逐

1

步实现办公自动化、信息交换和资源共享，提高办
[1]

事效率和管理水平 。在这种高速发展的卫生信息

OA 系统的特点
OA 系统是把信息网络技术和现代化办公整合

起来的一种全新办公模式。OA 系统通过流程设
置、移动办公、信息传递等功能，大大节省了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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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力等各种资源成本，提高工作管理和控制水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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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的支持下使用 OA 系统，可以使研究所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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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跨时间、跨地点协同办公，能够使信息准确快

工作流程的自动化，保证制度的规范执行。

速地传递，从而更好地处理日常工作中的相关事

3 研究所 OA 系统的主要功能构建

宜，提高工作效率，实现研究所整体科研信息化管

No. 3

我所的 OA 系统设计遵循简单实用的设计原

理水平的提升。

则，相关职能部门在开发前期做了大量调研，明确

2

需求，绘制部门工作流程图，将各部门办公环节进

2.1

OA 系统建设在研究所科研管理中应用的必要性
OA 系统可以实现网络办公，有利于工作推

行模块化设计，保证操作的方便简洁，在运行实施
时考虑安全性问题，做好安全预案，消除安全隐

进，提高办事效率
研究所的科研工作繁忙，行政办公流程中繁琐

患。OA 系统用于解决单位内部各部门、各科室和

的信息沟通、公文处理和工作审批等耗费了员工很

课题组、员工个人之间的日常办公需求，主要提供

多的时间和精力，OA 系统可以通过网络完成信息

流程审批、公文管理、综合办公、信息管理、个人

传递和工作审批，摒除了以往固定时间、地点的工

办公和移动办公等功能模块。

作模式，可以在单位上班时间处理公文，也可以在

3.1 门户界面

外出出差时间远程办公。并可跟进工作流程，推进

我所 OA 系统的门户界面是员工进入科研办公

多部门、多人员参与的协作工作的进程，保证整个

管理系统的入口，由此可以进入各个功能模块，浏

协同工作及时有效完成，提高工作效率。

览并完成相应的工作任务（见图 1）。在门户界面

2.2

上，可以看到所内发布的通知公告、学术交流信

OA 系统可以规范工作流程，有利于执行制

度，提高管理水平

息、会议通知、药物所邮箱、OA 内部邮件，还有

研究所的行政事务以往依赖人力处理，过程复

文件办理提醒（包括待办文件、待阅文件、已办文

杂缓慢，执行制度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在 OA 系

件、已阅文件、我的文件），并可直接进入流程、

统中，每种办公事项都有规范的工作流程，可以根

公文、信息、综合办公、个人办公等入口办理相关

据设定的权限职责执行既定的制度，并对工作流程

事宜，整体设计简洁清晰，一目了然，方便员工进

进行实时记录，大大提高了制度的执行力度，实现

行操作。

图 1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办公自动化系统门户界面

3.2 综合办公

工作表单和工作流程，工作人员按照自己的职责和

我所的综合办公模块下分设了各个行政职能部

操作权限完成工作申请审批、任务资料的接收与上

门，整合了职能部门的工作内容，是实现职能部门

传、数据统计等工作。以我所科研处为例，下设项

工作流转、高效协作的核心功能模块。每个科室根

目管理、合同管理、经费管理、成果管理、论文管

据部门的工作制度和要求，在 OA 系统中设定各种

理、信息登记、年度总结、数据查询、报表统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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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具体如“项目管理”下包含项目申请、项目

网络环境实现，减少了中间环节，信息的传递更加

立项、项目实施、项目后续管理、项目延期等科研

快捷准确，节约了时间，方便协调多部门之间的协

课题的整个管理流程，保证科研课题管理的良性循

同工作问题，提高科研管理的工作效率。而且 OA

环，促进科研管理工作的展开；再如“论文管理”

系统使用电子办公的方式，减少了纸张和办公用品

下包含拟投论文审查、论文改投申请和已发表论文

消耗，降低了通讯费用，还可在系统上记录工作内

登记，对论文从投送到发表进行审核登记，保证科

容，有效降低了科研管理的物资成本和人力成本。

研论文数据统计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4.2 规范办公流程，完善科研管理制度体系

3.3 流程审批

OA 系统中，每个部门都结合实际工作，设计

这个模块包括文件办理、发起流程、常用流

了相关工作内容的工作流程，明确了工作人员的权

程、办理查阅等内容。主要是员工对个人各项工作

限，具体的工作任务落实到人，对科研项目、论文

审批流程的管理。在这个模块，可以查阅处理所有

管理、合同管理、经费支出等建立了权责分明、规

个人待办、待阅、已办、已阅、退回等所有文件。

范化、制度化的科研管理体系，弱化了工作中人为

也可在这里发起工作流程申请，系统会记录个人常

因素的影响，提高了执行力度。同时通过 OA 系统

用流程。领导在这里可以完成网上普通事务处理和

的记录，可以对工作流程的全过程进行监控和跟踪，

电子审批操作，并在“办理查阅”功能下随时查阅自

追溯工作的执行情况，监督工作的进展情况，规范

己管辖部门的工作记录，了解具体工作项目的进度。

有序地执行管理制度 [3] 。而且通过网络化的工作流

3.4 信息管理

程管理记录，杜绝推诿扯皮，更容易发现在制度执

主要是研究所内发布信息的功能模块，包括发

行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完善科研管理制度体系。

布的各种通知公告、学术交流信息、所内新闻、规

4.3 实现各部门之间信息共享，增强协同办公能力

章制度等，是研究所内部的信息交流渠道，方便全

在本所 OA 系统建设中，各个部门均开通了可

所职工进行快速的信息共享。

以共享的信息栏目，如科研处设有科研动态、办事

3.5 公文管理

指南、科研年报、学术交流等多个栏目，财务处设

公文管理模块包括我的收文、发文管理、收文

有管理制度、各类表格范例、财务经费查询软件等

管理、文件送审签、公文交换、收文归档、发文归

栏目，人事处的人事考勤信息，外事处的各国签证

档等。整个公文流转过程都可以实时监督并查办相

注意事项等，还有所里的各种规章制度、新闻中

关工作，了解公文流转的具体情况。并可通过我的

心、通知公告等各类信息栏目，将研究所内的各类

收文对文档进行管理。

信息资源有效整合，实现了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

3.6 个人办公

享，确保所内人员能够获得需要的信息，保证相关

主要是个人工作管理系统，可以进行个人的工

制度的政令通达。

作日程安排，建立个人工作日志，创建个人工作任

另外，在 OA 系统中，所有的工作内容设计成

务，管理各种工作汇报，使用个人常用的便签、笔

规范的流程，每个人根据职责权限完成自己的工

记本等工具，方便规划工作，提高个人工作效率。

作，即可通过网络进行工作的快速交接，以便工作

3.7 移动办公

的顺利开展，这种权责分明、步骤清晰的管理机

鉴于移动互联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研究所的实际

制，增强了协同办公能力。而且领导和部门负责人

工作情况，我所将企业微信整合到 OA 平台上，实

通过系统可以迅速了解相关人员的工作情况，实现

现了移动终端上访问 OA，进行工作流程的审批和

高效快速的沟通，加强对工作的管理。

处理、邮件的收发、信息浏览和共享，消除了时间

4.4 保证科研信息管理完整性，防控职权廉洁风险

和空间的限制。
4

OA 系统在研究所科研信息化管理中的作用

4.1 提高科研管理的工作效率，节约办公成本

OA 系统的工作流程覆盖科研信息管理的全过
程，从立项、实施、验收、评审到归档全部纳入
OA 平台，保证了科研管理的统一和完整。OA 系统

在研究所的管理中，不同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能

规范的管理，降低了人为因素的干扰，保证记录过

不同，很多行政事务管理需要人力进行沟通，OA

程透明化，同时也保证了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4]，

系统的推行，使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可以通过

便于工作总结时的数据统计和分析。在工作流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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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环节，都可以实时跟踪和监督工作进程，查询

用，初步实现办公自动化。随着对 OA 系统的适应

办理结果，所有工作痕迹的保留有利于全局监控，从

和更为精细化的工作分工，需要进行功能扩展设

而有效防控职权干预及廉洁风险。

计，优化信息化流程，强化科研管理的服务能力，

5

不断提高科研信息化管理水平。

OA 系统在研究所科研管理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和

应对措施

6 结语

OA 系统在科研管理上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的工

研究所 OA 系统的使用，实现了全程贯通的科

作模式，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完善了科研

研信息化管理，通过整合内部资源，规范工作流

管理制度。在促进科研管理精细化的同时，也遇到

程，促进科研信息化管理水平的提高，从而保证科

了一些问题。

研管理进入专业化、系统化的良性循环，为科研管

5.1

理提供全新的发展机会。

OA 系统的整体参与度不够，管理人员的信息

化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OA 系统的使用改变了以前的办公习惯，流程
的严格控制与传统的“人治”管理产生冲突，在推
广中接受度不高，管理人员中存在信息素养不够，
参与度不高的问题。这不仅需要领导的重视和支
持，制定 OA 系统的各项规章制度，积极推进 OA
在各部门的应用，还要加强管理人员的信息素养培
训，调动管理人员的学习积极性，建设学习型的信
息化管理队伍。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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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所的 OA 系统大部分还是基本功能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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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情况统计，通过 flash 动漫形式创意设计了“第一
次亲密接触”“你来我往”“翻出黑历史”等充满
趣味性的栏目，让读者终生都有一份对图书馆的温
暖回忆，激发读者阅读的内在需求，让阅读成为一
种长期的过程，这正是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立体营
销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5 小结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图书馆与用户的互
动方式，为图书馆阅读推广营销带来了新的机遇和
挑战。为了更好地满足用户多元化的信息需求，提
升图书馆服务的品牌形象，高校图书馆应坚持“以
读者为中心”的营销理念，依托自身资源，进行互
联网技术和服务的战略性创新，拓展基于移动终端
的图书馆服务，建立多角度、多层次、多渠道的阅
读推广立体营销模式，进一步提高图书馆服务的质量
和效益，实现建立新媒体时代全民阅读社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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