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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移动支付接入“军卫一号”系统的实践与思考
张丽杰① 徐景浩① 魏俊杰① 孙平波① 王志勇＊
摘 要

目的：搭建安全、快捷和高效的移动支付服务，降低排队时间，方便患者就诊。方法：以上海长海医院信息系统为

例，介绍第三方移动支付和医院信息化系统对接时的网络架构搭建、接口和业务实现。结果：在充分考虑安全和速度前提
下，成功搭建移动支付平台，广受患者欢迎，取得良好效果。结论：移动医疗目前发展迅速，信息化技术和手段层出不穷，
使医疗信息化建设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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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互联网+医疗”的大背景下，我院积极与第三方合作，相继推出掌上长海、趣医院、微信公众号、支付宝生活号
等为患者服务的项目。患者通过手机即可实现预约、挂号、缴费和报告查询等就诊服务，尤其是可以通过微信或支付宝在
线上支付费用，无需再去窗口排队，有效改善了就医体验。
移动支付的最大挑战就是信息安全[1-2]，如何防止黑客、木马的入侵，保护患者隐私数据不被泄露，成为十分棘手的难
题。从2013年开始，先后尝试了通过串口、USB等方式进行内外网数据交互，但始终无法解决传输速度慢和系统稳定性差
等问题，用户体验不佳。对此，从网络搭建、接口封装、业务改造等网间数据交互的关键环节进行了精心设计，实现了较
为安全可靠的第三方移动支付平台。

2 平台设计
2.1 网络搭建 在网络搭建方面，最重要的是内外网数据交互的实现方式。如图1，采用网闸技术将内外网进行分隔，实现内
基金项目：提高“未来医院”应对第三方支付风险的信息化手段的研究（编号：CH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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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既能够平均分配请求数，加快时
间，又能够保证一个请求不会被重复
抓取。当然，进程部署的个数并不
是越多越好，并行的进程越多，资
源消耗也会增大，速度也会变慢。所
以要根据硬件性能和业务量的大小，
通过测试，获得最优的进程数。如图
2所示。

图1 内外网移动支付网络图

网前置机和外网前置机的数据交互。

返还患者已扣费用。

图2 轮询程序部署示例

为保证数据的安全，网闸配置策略

通过上述的网络搭建，虽然充分

2.2 接口封装 外网服务器主要用途是

是：仅允许内网抓取外网数据，外网

的保证了数据安全，却由于中间的数

处理移动端请求，并将请求数据记录

数据不可写入内网，从而做到数据只

据摆渡耗时降低了传输速度。为了解

在数据库中，是web服务端。在这个

出不进。

决速度问题，在内网前置机的轮询上

web服务端，部署了一套web service

做了改造：

接口。

患者在手机端使用医院微信公
众号和支付宝生活号进行挂号或付费

2.1.1 硬件配置 2个CPU、主频

的过程是：患者通过手机获得号表和

2.4GHz，八核；硬盘1T；内存

费用明细，然后进行微信或支付宝支

32G；网卡为千兆双网卡；操作系统

付后，业务请求数据首先通过互联网

Windows Server 2008 R2。

专线，进入医院内部。穿过医院内部

2.1.2 软件方面 采用多进程并行处理

防火墙，防火墙上设置白名单IP，进

模式。外网端请求数据写入时，根据

入患者移动服务平台，该平台上部署

先后顺序进行排序并编号，记录在外

安全中间件和应用服务。患者发起的

网数据库中。内网轮询程序部署多个

请求写入医院对外的web服务端，也

进程，从外网数据库中抓取数据时，

就是外网前置机，外网前置机上部署

采用取余的方式进行抓取。假设外网

web service接口以及数据库。经过网

数据库中有150个挂号和收费请求，序

闸，设置内网前置机，内网前置机上

号为0-149，内网部署5个进程，0号

部署内网轮询程序，每隔1秒从外网数

至4号。当内网轮询程序抓取外网请求

据库中抓取请求数据进行业务处理，

时，若请求序号通过mod（序号，5）

并将业务数据写入HIS数据库完成业

计算等于0，则由0号轮询进程处理，

务，成功后，将结果写回外网数据库

若mod（序号，5）计算等于1，则由

另外，在接口的书写中，还有很

中。若业务失败，则返回失败代码，

1号轮询程序处理，以此类推。这样

多需要注意的细节，如科室列表的过

挂号的接口主要有：

缴费的接口主要有：

每个参数都会返回以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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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和支付宝收入，无

一大挑战。另外，一些地区医保脱卡

现金金额，需财务人员

支付 [11] 、床边缴费等实现手段突破，

进行线上核对。

也充分说明，医疗信息化建设任重而

2.3.3 对账 对账主要有

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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