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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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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设计一种康复信息管理系统，为康复诊疗活动提供一个自动化的操作平台。方法：系统分析康复工作流程和

所需处理的数据，进而开发康复信息管理系统，并从系统业务流程分析、功能模块设计和软件实现等方面对康复信息管理系
统进行详细论述。结果：康复信息管理系统开发并试运行。结论：康复信息系统在理论和技术上均可行，在完善康复电子病
历、提高工作效率、辅助临床决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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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 rehabilita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rehabilita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provides an automatic operation platform for rehabilitation diagnosis and therapy. Methods: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rehabilitation work flow and the data need to be disposed, rehabilita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were developed and the
paper concretely discusses the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business process analysis, function model design
and software realization. Results: Rehabilita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was initially developed and tested. Conclusion:
Rehabilit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is feasible in theory and technology. It will be of a great significance of consummating rehabilitation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improving work efficiency and assisting clinical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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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医院信息化建设是应用于医院管理的重要手段，是医院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和进步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提高医护质量
[1]

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康复医学是一门边缘学科，也是一门跨学科性学科，同时又是一门由国外引进的新兴学科。由于我
[2]

国康复医学发展较晚，导致相对于“医院大规模集成化医院信息系统” 的建成，康复医学信息化程度相对落后，康复治
疗过程没有完整记录，康复评定报告由手工书写，并且评定、治疗记录不能及时有效地存储反馈。因此，应用信息系统规
[3]

范康复治疗流程，改善医疗质量，完善治疗记录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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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目标

系统的主要模块，主要服务于康复治

询当天和一定时间段内治疗师收入、

2.1 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 随

疗师的临床工作，其中包含开医嘱、

科室收入。治疗师收入分为收入合

着康复需求日益增多，传统的手工操

医嘱管理、住院诊断及复诊等功能。

计、收入分类、收入明细，科室收入

作方式已满足不了日常工作需要。系

在此模块中康复医师通过查看医嘱、

查询统计则与之类似。通过此模块对

统的开发与应用，可降低操作差错，

病历信息判断患者的类别和需要治疗

医师、技师的工作量都可以进行详细

改善诊疗质量，提高服务水平。

的时间，做到随时对病人正在治疗或

统计。使每位医生能明确自己的日常

2.2 辅助康复临床决策 信息系统提供

诊断的信息进行查询、修改或根据病

工作量记录，实现透明的绩效考核，

的标准康复模块路径，为康复治疗规

人情况再次进行诊断、评定，并填写

并方便科室主任及上级领导的统筹信

范化、合理化实施提供保障，提高治

相关病史及对病人进行复诊等操作。

息系统的管理。该系统同时还具有与

疗效率，规范病人治疗流程，提高治

3.2.3 技师工作模块 治疗师可查看病人

HIS连接功能，系统对医嘱项目的付费

疗技术，规范实施水平，最大限度减

基本信息、体检、辅检、诊断、治疗

和确费都是通过接口与HIS系统进行数

少康复医疗事故发生，提高康复医疗

目标、注意事项信息。根据系统显示

据交互。

质量 。

医嘱项目、可治疗项目、已经治疗项

3.3 系统流程设计 通过和康复科医护

2.3 完善医院信息管理系统 康复信息

目信息做到每十天有效治疗需强制进

人员的探讨，深入了解医院康复科

管理系统作为数字化医院临床信息系

行疗效评估，拥有权限则可撤销已治

的业务流程后，从两类用户的角度

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目标是为医院

疗医嘱项目。治疗师可记录患者治疗

分析不同角色对系统的功能需求和

的康复诊疗活动提供一个自动化的操

情况，书写方式可以调用模板或自由

性能需求。医师流程见图1，技师流

作平台，完善医院信息管理系统。

文本录入，记录内容为患者治疗一般

程见图2。

[4]

情况和使用的设备；治疗师可查看患

3 系统设计及功能

者的历史治疗记录及评估表格，以便

3.1 系统体系结构设计 软件体系结构

了解患者病情动态发展。

的设计是整个软件开发过程中的关键

3.2.4 医嘱设置 添加和修改医嘱项目的

价值体现包括：规范康复科医务人员

点。本系统的体系结构采用三层浏览

操作都很灵活，可以满足用户管理自

的工作流程，按既定设置进行运作，

器/服务器（B/S）模式 ，B/S模式的

定义设置、添加、修改。

规范和提高了治疗技术实施水平，控

系统以服务器为核心，由端户、服务

3.2.5 操作日志模块 该模块中有完美的

制康复医疗事故发生，提高康复医疗

器两层扩展为浏览器、Web 服务器和

日志记录，包括用户名、IP地址、操

质量；完善康复医疗电子病历，减少

数据库服务器三层模式。在这种三层

作内容以及操作时间。可以明确治疗

手工繁琐操作，提高工作效率；医嘱

结构的B/S 模式中，无需特意设计开

目的，了解病人病情动态发展，建立

下达、计划任务获取、康复治疗、康

发任何应用程序，只要把所有功能都

治疗日志并进行疗效评估以提高治疗

复评定、信息反馈等各个环节实现全

实现在Web服务器上，并就不同的功

效果，提升治疗效率。

过程数字化管理，有效避免了手工

能为不同级别的用户设置相应权限即

3.2.6 排队管理模块 病患通过输入医保

管理的错漏问题，工作效率与医疗

可 。B/S模式具有易于升级，便于维

卡号进行排队，也可手动删除排队，

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业务能力得

护，客户端使用难度低、可移植性强

同时可按医保卡号、项目名称、治疗

以增强；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康复

等特点。

室进行索引，通过科学、合理的康复

患者排队，方便了广大患者，体现

3.2 系统模块及功能设定

治疗排队，产生动态的排队信息并结

便捷性 ；各类统计报表清楚地分析

3.2.1 登录模块 用户凭用户名和密码

合多媒体终端，直观地显示给患者和

治疗师的工作量和工作质量，实现

登录系统，根据用户权限开发/屏蔽系

治疗过程中的工作人员，其个性化的

透明的绩效考核，并方便科室主任

统功能，系统能添加、修改、删除用

设置是系统的一大特色，是省时便利

及上级领导的统筹，准确实时地管理

户，并根据用户权限进行授权管理。

的惠民设置。

数据为领导决策提供有力帮助，医院

3.2.2 医师工作模块 医师工作模块为本

3.2.7 统计模块 财务数据查询统计能查

管理水平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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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应用
通过康复管理系统的应用，主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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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管理模块功能和增强其界面的美
观；增强查询统计模块的数据分析能
力；提供更好的医院管理自动决策辅
助支持辅助；增加一些扩展功能模
块，如排队叫号、随访反馈模块、通
[8]

知提醒模块 。面对形势、任务和需
求，医院信息化建设只有在更高层次
上、更广范围内、更深程度中创新，
才能主动作为和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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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系统的开发虽然取得了初步成

通过调试运行各项功能基本达

功，但依然任重道远，还有许多需要

到了设计要求，为我国的康复信息管

深入进行的研究和改进的工作：进一

理系统的普及和标准化进行了有益探

步完善和增强现有模块的功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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