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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服务理论的大中型医院门诊信息服务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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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现代医疗条件不断提升、患者就医需求日益增加，医院门诊部门人流大幅度增加，部门运转压力增

大。为了缓解医院门诊业务压力，优化门诊流程，合理分流人群，合理引导患者有序就诊，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个基于
微服务理论的门诊信息服务系统，引导患者快速完成就医环节、减少等候时间、避免纠纷，同时大幅度降低医护工作人
员维护就诊秩序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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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Outpatient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for
Large and Medium-Sized Hospitals Based on Micro-Servic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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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modern medical conditions and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medical
treatment,the outpatient has increased substantially,which add additional pressure on the department.In order to eas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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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ss on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this paper designs and implements an outpatient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based on
micro-service theory to optimize the medical process and patient management,guiding the patients to be treated orderly.With
the help of this system,patients will be able to enjoy a more favorable medical environment with efficient treatment,less time
for waiting and less disputes.Meanwhile,the workload for maintaining the order will be greatly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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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的对外窗口。全方位向患者提供咨询信息，向患者实时发布

伴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在大城市的带动下小城

就医进程，引导患者进行排队候诊，合理分散人流。对分布

镇的生活节奏也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居民的生活水平在

在不同场景的信息服务显示屏、自助机具及其他相关硬件设

不断提升，对教育、医疗这些国民基础项目的服务水平也越

备，进行远程监控和管理。

来越高，传统的医疗服务效率低下，医疗资源无法得到更高
效的使用，造成了一部分资源的浪费，降低了看病治病的效

2 微服务架构的研究(Research on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

率。并且随着医院业务需求的增加，系统设计、更新换代也

微服务(Microservice)是在2012年的，作为加速Web和移
动应用程序开发进程的一种方法,是一种架构风格和模式，通

变得更加复杂化。
传统的Spring框架(MVC架构)并发量差、容错性差，

过将复杂的系统分解成更小的、批次协同工作的服务，形成

当用户大规模访问时服务器后台因为一些原因导致服务器奔

大规模的商业服务，其是自主的、自包含的和可独立部署的

溃，用户体验很差，服务质量得不到保障。而采用Spring(微

服务。当今世界，许多企业构建大型的、面向服务的企业应

[1]

服务架构 )可以将单个项目拆分成多个子模块分别部署在不

用程序时，都默认将微服务作为标准。由于SpringBoot框架

同服务器上，采用负载均衡策略对各个模块进行部署。高效

的强大，开发微服务不再冗长乏味。

地解决了在患者集中挂号时期的服务器宕机问题，方便了医

SpringBoot的优势：

患者使用，提高工作效率。

(1)简化编码：SpringBoot帮助开发者快速建立并启动一

门诊信息服务系统主要是为患者(或家属)服务的信息系
[2]

统，它是数字化医疗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院信息化建设

个Web容器，在SpringBoot中只需要添加stater-web依赖即
可更加方便管理依赖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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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化配置：SpringBoot更多采用Java Config的方式，

(4)用户界面：主要通过ElementUI+vue.js实现常规的显

对Spring进行配置无需提供复杂的xml、Annotation的配置方

示(患者挂号情况、医生就诊情况、患者取药情况、医院评估

式。

统计的实时显示)设备运转统计、常见病处理方法展示等。
(3)简化部署：SpringBoot内嵌了tomcat、jetty等服务

4 系统模块设计(System module design)
4.1 信息发布模块

器，只需将项目打成jar包、war包，即可一键启动。
(4)简化监控：我们可以引入spring-boot-start-actuator

给用户提供编辑节目的页面信息显示服务器对终端设备

依赖，直接使用 REST方式来获取进程的运行期性能参数，

按照组进行管理，编辑号节目单之后可以选择节目单适用哪

以达到监控的目的，比较方便。但Spring Boot只是微框架，

些设备播放,节目单包括患者排队信息、患者就诊信息、医生

没有相应的服务发现与注册的配套功能，没有外围监控集成

叫号信息、患者取药信息以及医院的常规通知信息，医院评

方案，没有外围安全管理方案，所以在微服务架构中，还需

估信息等，具体结构如图2所示。

要dubbo等来配合一起使用。

m

3 系统总体架构设计((System design for the overall
framework)

co

为了提高系统的高可用性，部署方便，提高模块复用
率，减少各模块之间相互依赖，方便升级，以及系统的集中
管理,采用多层分控结构设计包括主服务单元、子服务单元以

z.

及显示单元。总体框架图如图1所示。

图2 信息发布业务结构图

Fig.2 Business structure of information release

4.2 排队叫号

cz

排队叫号系统分为医生端叫号器、分诊服务器、护士工

作站、一次分诊屏、二次分诊屏，自助报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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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生端叫号器
采用虚拟叫号软件或者跟诊疗系统结合的方式实现，有

三个功能：顺序叫号、重复叫号、过号。操作调用分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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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提供的接口。

图1 系统总体框架图

Fig.1 Overall framework of the system

(1)数据库：主要负责医院数据的存储可分为患者信息，

(2)分诊服务器
分诊服务器是核心，主要进行队列的处理。
(3)分诊屏幕
一次分诊屏和二次分诊屏只需要显示二次就诊队列当前

状态即可，每次队列有变化，则触发一次显示刷新。显示功
能交给信息发布的显示模块进行。
(4)护士工作站

医护信息、医疗设备信息、医院综合能力评估信(专家评审、

护士工作站通过分诊系统的接口对分诊系统的排队情况

患者评审、医护自评等)，医院病历数据(历史病历、常见病病

进行调整。包括：医护工作者信息维护、诊室信息维护、诊

历、罕见病病历等)。所有数据进行统一的存储与管理，一切

位信息维护、医生和诊位的对应信息、对诊位和医生状态的

数据均存储在MySQL中，而对某些常用信息(医护信息、长

设定：开诊、暂停、闭诊、一级分诊队列排队顺序调整，包

期病患者慢性、病患者、ICU患者等一些特殊患者信心)会在

括调整患者优先级，调整同优先级的患者就诊顺序。

Redis进行二次存储，以方便读取。

有分诊实时统计功能，能够显示当前诊区的基本状态，

(2)具体服务：把逻辑层处理过的最终数据通过接口调用

比如今天总挂号量、总报到量、已经就诊人数、等待就诊人

的方式存储到MySQL中，并对敏感数据进行二次更新或存储

数，包括每个号别的统计，每位医生平均诊治时间，实际开

到Redis中。

诊时间等等，提供给分诊台护士。

(3)业务逻辑层：主要提供给屏幕显示下达指令，实现顺

简化配置功能，尽量让软件配置与实际的场景相一致，

序叫号、重复叫号、过号等分诊服务器操作，以及医生、诊

如果出诊没有变动，则开机自动运行，到点切换。如果出诊

室、诊位信息的维护操作，计算统计医院的评估值等操作，

有变化，护士能够对配置做微调。

为用户界面提供高效的支持。

有群发短信功能，能够让护士在系统上给医生群发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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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可以选择定时发送或者自由发送，提醒医生不要忘记

Redis与其他Cache相比,拥有更多的数据结构并支持更丰富的

出诊时间。

数据操作[6]。

5.2 数据访问实现

具体的结果图如图3所示。

数据层MyBatis框架提供的注解标注实现访问即通过编写
mapper文件与标注@Mapper的Dao层接口一一对应，实现对
象关系映射。

5.3 业务逻辑层实现
本系统从前端返回的数据类型均为application/json格
式，采用类注解@RestController的形式接收返回的数据，
通过@RequestMapping的匹配请求地址，查询数据采用
GET方式，@GetMapping请求数据，以及POST方式@Post
Mapping提交数据，并采用DELETE方式@DeleteMapping删

information release

m

图3 排队叫号结构图

Fig.3 Business structure of queuing and calling

4.3 设备管理

co

除数据，以及PUT方式@PutMapping修改数据，同时采用@
RequestParam和@PathVariable提供参数据。

此模块的功能比较单一，通过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将

5.4 页面实现

系统采用ElementUI+VUE.js的前端架构来实现页面编

定，制定报警级别。录入设备信息，报警编号等方便检修人

写，VUE负责与后台数据交互和前端页面数据的动态渲染，

z.

运行状况实时回传到告警管理中心并对故障设备进行故障鉴

ElementUI负责静态页面的编写。

员的进一步查看检修。

6 结论(Conclusion)

4.4 医院综合评估

本文描述了有关微服务架构的理念和优点，并且基于微

cz

通过对模糊综合评价算法对评价因素(评价因素包括专家

服务架构体系开发了大中型医院的门诊信息服务系统介绍了

建立评价因素集和评语集，确定被评价因素的权重比和构造

各模块的设计以及实现方法，在实际业务中微服务的架构体

模糊判断矩阵，通过模糊理论将权重矩阵和判断矩阵合成综

系为门诊信息服务系统后续功能的扩充，建立更加完善的医

合评价矢量值，并对矢量值进行结果分析，将综合评价结果

疗服务体系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此系统的应用极大优化

转换为相应实体对象入数据库中。

了患者就医的流程，使得就医更加方便、快捷，减少了医疗

5 系统实现(System implementation)

资源的浪费。

5.1 技术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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