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2018 年第 30 卷第 5 期 Chin J Schisto Control 2018，Vol. 30，No. 5
文章编号: 1005⁃6661（2018）05⁃0581⁃03 DOI：
文章编号
10.16250/j.32.1374.2017140

· 581 ·
·防治管理·

四川省棘球蚴病患者
四川省棘球蚴
病患者⁃⁃医生交互系统设计
张光葭 1，
廖沙 1，
王逸非 2，
黄燕 1，
喻文杰 1，
何伟 1，
王奇 1，
李汭芮 1，
陈凡 1，
杨柳 1，
钟波 1，
王谦 1*
［摘要
摘要］
］ 目的

设计和构建棘球蚴病患者⁃医生交互系统。方法
方法

采用深度访谈法及头脑风暴法确定系统主要功能模

块，基于服务器/客户端模式设计棘球蚴病患者⁃医生交互系统。结果
结果

四川省棘球蚴病患者⁃医生交互系统构建成功，并

完成初步调试。该系统具备诊疗咨询、服药监督、健康教育和辅助功能 4 个功能。结论
结论

棘球蚴病患者⁃医生交互系统有

望进一步提高对棘球蚴病患者的管理效能，
并为患者提供更为方便快捷的诊疗咨询及健康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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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 Objective

To design and construct a patient⁃doctor interaction system for echinococcosis treatment. Methods

The in⁃depth interview and brainstorming method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main functional modules of the system based on

the server/client model. Results

An echinococcosis patient⁃doctor interaction system was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got through preliminary debugging. The system contained four functions，namely quick consultation，treatment su⁃

pervision，health education，and other auxiliary functions. Conclusion

The patient⁃doctor interaction system of echinococcosis

treatment is hopeful to enhance th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n echinococcosis patients，and to provide more convenient and

quick medical consultation and health information for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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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球蚴病是由棘球绦虫感染引起的呈全球性分
布的人畜共患寄生虫病

。在我国，棘球蚴病高发

［1⁃2］

者管理实际情况，探讨了棘球蚴病患者⁃医生交互系
统的设计与实现。

流行区主要集中在高山草甸地区及气候寒冷、干旱少

1 系统设计

雨的牧区及半农半牧区，该病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

1.1

和生命安全、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四川省是全国

［3⁃4］

棘球蚴病流行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推算患病率为
［5］

1.06%，患者约 2 万人［6］。棘球蚴病治疗时间长，药物

有不良反应，患者治疗依从性较低［7⁃8］；且该病流行区
幅员辽阔、自然环境恶劣，患者居住高度分散，医疗卫
生人员数量少、水平低，患者就医条件差，医患交流十
分困难；加之规范服药监督，高质量、高效率的诊疗咨
询机制不健全［9⁃11］。这些因素严重影响了棘球蚴病防
治进程。因此，棘球蚴病患者管理是目前亟待研究解
决的问题之一。本研究结合目前四川省棘球蚴病患

系统需求

采用深度访谈法及头脑风暴法［12］，

通过与资深棘球蚴病治疗专家及部分棘球蚴病患者
进行深入访谈，掌握患者与医生对系统的需求。在此
基础上，再召开专家座谈会，通过头脑风暴法确定系
统应用主模块。最终确定本系统包括诊疗咨询、服药
监督、健康教育和辅助功能 4 个主要功能。

1.2

系统流程

框架设计以功能为导向，以实用、便

捷、符合当地情况为原则。制定流程图，确定各个功
能模块间的关系和顺序（图 1）。采用 App 开发人员和
专家协同设计的方法，
细化模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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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1

语音及翻译服务

由于棘球蚴病流行区群

众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文盲率较高，系统主要以语音

的方式在医患互动过程中提供服务。在一些重要的
定时服药提醒

诊疗咨询

健康教育资讯

操作步骤中，如服药提醒、上传服药照片等均有语音
提示。同时，本系统在医患互动 App 中提供藏语翻译
服务功能，
极大地提升了优质医疗服务能力。

进入系统，
上传服药照片

医生、翻译人员

后台定期推送

2.2.4.2

信息及定位管理

在用户自愿的情况下，系

统可以实现用户个人信息收集、地理位置获取等，以
便于管理及诊疗咨询。

领取红包

医生端

图 1 四川省棘球蚴病患者
四川省棘球蚴病患者⁃⁃医生交互系统功能流程图

2.2.4.3

激励机制

为提高使用者满意度和依从性，

系统设置了激励机制，主要包括两方面：① 患者按照

服药提醒完成服药并上传服药照片后可领取小额奖

1.3

于反馈信息对系统进行调整、修改。

励金，这极大提高了患者服药依从性；② 医生和翻译

2

用。

2.1

系统调试

系统成型后，选择用户进行试用，基

系统运行
系统特点

该系统采用服务器/客户端模式设

人员均可在结束问诊咨询后获取相应诊疗和翻译费
2.2.4.4

其他功能

由于老年人和儿童缺乏正确的

计，中心服务器负责全部数据存储。在服务端，通过

判断能力，自身获得信息的能力也受其教育、知识水

查看相应资料，可对患者诊断和治疗进行核查，省疾

平所限，且老人使用智能手机较困难，而儿童往往也

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随时调取所有资料，了解患者服

无经济能力（或家长不允许）获取手机。因此针对此

药及问诊情况。在客户端，棘球蚴病患者作为用户可

类特殊人群，系统还设有特殊的服务版块，在使用过

直接通过手机下载并使用客户端，用户端同时支持

程中可由患者家属或监护人进行信息登记、与医务人

Android/iOS 系统。

2.2

2.2.1

员交流沟通。同时，系统可定期提醒家属或监护人带

功能内容

诊疗咨询

患者前往医院进行体检等。
患者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医生进

行问诊，实现患者与医生间的直接交流，如单从对话
无法确诊病情，则建议患者到院就诊。医生在交流结

束后填写电子诊疗单。诊疗单分为两种，一种需要存
入患者个人档案，主要包括患者的个人信息、主诉、现
病史、既往病史、系统回顾、诊疗计划等；另一种反馈
给患者，使患者获得后续治疗方案。如果患者服药剂
量、频率发生改变，
系统可进行提醒（图 2）。
2.2.2

服药监督系统

根据医嘱为用户提供服药提

醒，如用户未进行诊疗咨询，系统将按照《棘球蚴病药
物治疗技术方案（试行）》要求设置服药提醒，即患者

早晚 2 次服药，持续 1 个月，停药 7 d 后继续开始下一

疗程服药。在服药期间，系统根据用户每天服药次数
定时给予闹铃提醒，用户可直接根据闹铃提示点击进
入客户端，并按照文字或语音提示完成服药；停药期
间系统将不再给予闹铃提醒，并保证所有服药及上传

图2

棘球蚴病患者⁃⁃医生交互系统首页展示及功能说明
棘球蚴病患者

3 讨论
在棘球蚴病防治过程中，由于距离和技术原因，

照片按钮无法使用（图 2）。

患者和医生之间缺乏有效沟通机制，极大影响了患者

系统定期进行棘球蚴病防治相关

的治疗依从性及效果。近年来，手机软件功能日益强

信息的投放，所有信息将在系统首页显示。用户可通

大，为实现棘球蚴病患者⁃医生交互系统的设计开发

过点击链接进入相关信息页面，详细了解棘球蚴病防

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加之棘球蚴病流行区智

2.2.3

健康教育

治的相关知识和信息（图 2）。

2.2.4 辅助功能

能手机使用十分普及，众多手机服务如微信等为系统

（下转第 585 页）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2018 年第 30 卷第 5 期 Chin J Schisto Control 2018，Vol. 30，No. 5

并不理想。因此，在今后疟疾防治工作中应加强个体
防蚊知识宣传，指导公众正确使用高浓度驱避剂

。

［16］

此外，针对当前高风险人群出国事由多数为务工、公
务，少数为经商、旅游等特征，有必要扩大健康教育范
围，除以往劳务输出、旅游公司等单位外，其他有境外
工作需求的部门以及高校等都应该列为疟疾宣传的
重点。北京市高校众多，针对学生出境、留学生入境
等开展疟疾防治知识宣传教育非常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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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提供了重要基础。同时，考虑到当地群众文化水
平较低，
设计开放、简单易用的系统就显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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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基础上，逐步向全省甚至全国流行区推广使
用。该系统有望进一步提高本省棘球蚴病患者的管
理效能，并为患者提供更为方便快捷的诊疗咨询及健
康资讯。今后，可从以下几方面对系统进行完善，主

要包括：① 统计数据收集，如服药依从性、患者地理

分布等数据；② 在为棘球蚴病患者和医生提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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