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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S:89AD#?)疫情防控期间各方面人员需居家隔离'眼科医院无

法正常开诊的情况"探索利用互联网p技术构建眼科远程专属医生平台进行在线就诊'问询'取药及会诊的应

用效果"助力该平台下一步开发和应用&!方法!于 @$#= 年联合开发和研制眼科远程专属医生平台系统"并

依据国家医疗政策'医保政策的制定和 @$#? 年末 S:89AD#? 疫情的暴发进行修改和完善"在 S:89AD#? 疫情

防控期间进行全面的应用验证& 该平台采用 <̀U 架构对接微信公众号"在服务器端采用 Y@&&的 UG04GE@"

UM0).I和 e)N-0.(G-三大框架的集成开发"以 :0(+*-作为数据库"移动客户端采用 c-(+GDT(G)H-和 c-J4Q配合开

发"并在业务逻辑层采用 c-EGF4*_-NP79的微服务架构& 采用终端数据信息对平台为眼科患者提供远程诊

疗'在线处方'物流送药和健康宣教等功能服务结果进行总结"对疫情防控期间服务的各类数据进行统计"验

证平台各项功能的运管能力&!结果!眼科远程专属医生平台系统在 S:89AD#? 疫情防控期间每月问诊次数

由 @$#? 年 ? 月 #]B$ 日的 # $%B 人次提高到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的 B $$@ 人次"该平台诊疗人次占诊

疗总人次比例由 #?\#Z(@$B<# $%B)增加到 ?@\BZ(@>><B $$@)"即可有效避免人员接触感染风险"又满足了

患者的就诊需求& 患者非常满意比例为 ?"\=Z&!结论!眼科远程专属医生平台在疫情期间所建立的医患

沟通渠道"是有效解决患者就诊取药需求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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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至今"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暴发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疾病(S:89AD#?)已在全球蔓延 + #, &

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将 S:89AD#? 全球风险
级别由此前的-高.上调至-非常高. + @, "全球的疫情防
控形势仍旧严峻"且目前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 @$#?D
.S68)有长期存在和不断变异的可能性 + B, & @$#?D
.S68感染疾病的体征有呼吸道症状'发热'咳嗽'气促
和呼吸困难等"较严重感染病例可导致肺炎'严重急性
呼吸综合征'肾衰竭"甚至死亡 + "W>, & 临床工作中我们
发现"部分患者虽隐匿但仍具有较大的传染性"且冠状
病毒的变异较大"给 S:89AD#? 的预防带来很大挑战&

在任何疫情相关疾病的诊疗和防控过程中"医护人员
是暴露的高危人群"医院也容易成为密集感染的主要
区域& O(0L/-**等 + =,

研究发现"在疫情期间通过减少
医院人流量及患者停留时间可有效缓解医院救治压

力"减少人员聚集"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疫情期间"由
于眼科急病或慢性病的存在"再加上居家远程学习模
式和工作模式的铺开对患者眼睛健康造成的影响"使
得广大患者至眼科医院诊疗需求仍旧旺盛

+ ?, & 如何
解决各种疫情期间眼科患者的诊疗问题是眼科医院亟

需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为充分利用-互联网p医疗.的
优势作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 2国家卫生健康委办
公厅关于在疫情防控中做好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工作

的通知3 (国卫办医函+@$@$, ##@ 号)"通知明确各级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大力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推动互
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在疫情防控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

用
+ #$, & 同时"国家医保局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在2关于

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互联网p.医保服务
的指导意见3鼓励定点医药机构提供-不见面.购药服
务"及时满足人民群众的就医用药需求 + ##, &

基于以上现状"也为了为今后疫情防控形势下以
及其他特定情况下提供更好的眼科诊疗模式"本研究
探索利用互联网p医疗技术诊疗平台构建眼科远程专
属医生平台在 S:89AD#? 疫情防控期间的实际应用
效果&

;5资料与方法

;5;!眼科远程专属医生平台构建
;5;5;!设计理念!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与
金蝶医疗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于 @$#= 年开始联合开发
和研制眼科远程专属医生平台系统"并依据国家医疗
政策'医保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以及 @$#? 年末 S:89AD
#? 疫情的暴发进行修改和完善"移动端目前主要功能
集成在微信端平台"无需安装 P77"实现-用完即走.
的理念& 支付宝'P77等其他集成方式正在后续筹划
和开发中& 平台系统建设以服务眼视光和门诊业务为
核心导向"消除无效流程"提高低效流程"将线下就诊
流程最大可能地迁移到线上"实现患者足不出户即可
安全就医'安全取药'远程会诊的目标& 此外打造医生
及团队的移动诊疗室"为医生诊疗提供新生态& 同时"
通过远程专属医生平台上患者与医生的多次诊治建立

可信任纽带"解决互联网医患信任问题"改善医患关
系& 设计还强调了系统界面的简单易用"适合各层次
年龄患者使用&
;5;5>!技术框架!眼科远程专属医生平台采用 <̀U
架构"与医院微信公众号进行对接"通过微信公众号底
部菜单进入平台& 为了系统的可靠性和可扩展性"同
时保障性能和开发进度"服务器端采用 Y@&&的 UUe
框架开发"移动端采用 c-(+GDT(G)H-和 c-J4Q配合开
发

+ #@W#B, & UUe框架是 UG04GE@'UM0).I和 e)N-0.(G-三大
框架的集成

+ #XW#", & 整个框架采用业界通用的三层架
构体系来设计系统& 业务逻辑层采用 c-EGF4*_-NP79
的微服务架构"方便部署和调用"数据库采用高开放
性'高性能的 :0(+*-数据库 + #%W#>,(图 #)&
;5;5?!眼科远程专属医生平台功能设置方法!眼科
远程专属医生平台分为患者端与医生端"包括在线咨
询'在线复诊'预约挂号'健康宣教'名医讲台以及在线
处方'物流送药等多种功能"实现患者足不出户即可完
成就诊流程的目的& 平台系统与医院信息系统
( ,6EM)G(*).F60'(G)6. E3EG-'" e9U )' 检 验 信 息 系 统
(*(N60(G603).F60'(G)6. E3EG-'";9U)'影像归档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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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眼科远程专属医生平台技术框架
8':9&); 5 TH)"),H$',#+.&#/)7-&J -.B*H"H#+/-+-:0 &)/-")
)Q,+92'1)%-,"-&*+#".-&/

系统 务 M)+G40-(0+,)H).I(.J +6''4.)+(G)6. E3EG-'E"
7PSU)'预约挂号号源系统'药物配送平台无缝对接&
无需更改现有工作流程"快速部署"节约时间和经济成
本& 平台各个服务界面见图 @&

图 >5平台各服务界面
8':9&)>5TH),-$29/)&'$")&.#,)-.*+#".-&/

;5>!眼科远程专属医生平台的应用
眼科远程专属医生平台自 @$#= 年 X 月在温州医

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试用并逐渐正式启用"根据该
平台的功能分区并针对不同使用人群进行相应操作"

本研究主要对 @$@$ 年 @ 月疫情应急期间该平台网上
就诊的情况进行分析&

;5>5;!预约挂号应用方法!眼科远程专属医生平台
与预约挂号号源系统对接"患者通过平台可查询科室
所有医生当天预约情况或者单个医生 > J 预约情况"
并在线上进行预约& 预约当天直接至医院诊室就诊即
可& S:89AD#? 疫情防控期间"该平台根据疫情变化情
况通过对号源时间和数量的控制达到控制患者就诊数

量'减少聚集的目标&
;5>5>!专家就诊!影像在眼科疾病的诊断中发挥重
要的作用"使得包含图文问诊等形式的远程专属医生
在眼科应用独具优势"尤具潜力& 当患者产生就诊需
求时"可随时通过平台寻找高评分或者可信任医生帮
助& 在科室医生界面"提供医生的照片'姓名'反馈评
分'咨询数量和擅长领域等介绍& 在医生个人简介界
面"提供医生职称'所属医院'科室'擅长'简介'资格执
业认证等基本信息供患者查阅& 每个科室每天都安排
义诊和收费就诊医生"患者可通过自己的病情状况选
择相应科室的专家医生"对于可信任的或者需要长期
交互的医生可以添加关注"随时了解医生排班动态并
快速进入该医生咨询界面"让其成为自身的专属医生&
护理人员会对医生进行排班并能在平台上显示"确保
每个科室都有医生线上坐诊及时处理患者问题& 没有

排班的医生也可以接受患者问诊& 另外"
患者可以在家选择不同专家医生咨询"实
现不出家门就可以听取多方意见"降低误
诊率&

专家咨询分为图文咨询'网络门诊'电
话咨询 B 种咨询就诊方式& 图文咨询可以
通过文字'图片'语音进行问诊"医生通过
患者上传的文字描述'语音和图片了解病
情"给与患者诊疗结果和建议& 图文咨询
不受时间'地域限制"使得医生最大化地利
用碎片时间"患者也可以 >n@X , 通过图文
问诊& 网络门诊可预约时间与医生通过移
动端摄像头进行面对面视频沟通交互"满
足患者需要见面沟通的需求& 电话咨询可
由患者预约时间段通过系统拨打医生虚拟

号码进行电话咨询服务*为保护医患双方
隐私"对通话内容进行加密处理& 多种咨

询方式的存在"极大方便门诊患者"提高患者的就诊体
验& 咨询内容可以包括病情咨询'报告解读'挂号咨
询'用药咨询等& 患者也可以选择历史咨询问题反馈
给现咨询医生&

医生在接诊患者时"通过系统调取患者在 e9U 里
的历史诊疗数据"包括视力'处方'治疗'电子病历'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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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检验等信息& 根据历史信息"医生可进行有针对性
的问诊"提高诊疗质量和工作效率& 患者无法在线上
平台解决的问题及无法通过平台进行诊治的情况"医
生会和患者沟通来院诊治&
;5>5?!线上处方!医生根据患者病情下达诊断并开
设处方"经过药事部门对处方合法性'规范性和适宜性
进行审核后发送到配方平台& 患者可以选择以下两种
药品领取方式#一是通过药物寄送凭条物流方式领取"
患者在平台上填写寄送地址并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支

付相关费用"配方平台便会通过物流快递配送药品"患
者确认后签收药品"方便快捷& 二是线下领取"患者可
以根据就近原则选择配方平台的联网药店进行领取"
通过这种领取方式可以进行医保结算药费&
;5>5@!健康课程!各个科室下面的健康课程栏目收
纳科室相关眼病宣教和健康保健视频"患者可根据兴
趣爱好'健康需求进行订阅学习"相关内容包括近视的
保健'干眼的治疗'相关眼病科普知识等&
;5>5D!名医讲堂!医生提供图文'音频等多形式的健
康宣教"就疑难杂病诊治'特色诊疗方法及先进技术手
段等展开讲课& 针对疫情"新增如 -疫情防控期间如
何科学做好近视居家自我管理.'-疫情之下"白内障患
者的防护建议.等与疫情防控期间的相关宣教内容&

>5结果

@$#= 年 X 月至今"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眼科远程
专属医生平台每月服务人次'每日服务人次逐渐增加&
S:89AD#? 疫情防控期间患者治疗人次增加显著"为患
者在家进行眼科诊疗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截至 B 月 @
号"该平台进驻医生共有 @#$ 名"关注用户 @$@ @=@
位"累计服务人次数 @X ?X> 人"累计处方 @X@ 张&
>5;!S:89AD#? 疫情防控期间平台每月问诊次数的增
加情况

统计半年平台每月问诊人次见图 B& @$#? 年 ? 月
平台月问诊人次为 # $%> 人次"@$@$ 年 @ 月问诊人次
数提高到 B $$@ 人次"是 @$#? 年 ? 月的 @\=# 倍&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的 B $$@ 人次问诊内容和疾病
包括白内障'高度近视'角膜病'近视激光'儿童眼底'
斜弱视等类型疾病"部分诊疗工作在网上完成"无法在
网上进行诊疗的疾病则沟通到医院现场诊疗的具体方

法& 该平台每月问诊次数呈持续上升趋势"@$@$ 年
@ 月 S:89AD#? 疫情暴发最严重时期该平台就诊数
据增加显著"平均每天问诊 #$B 人次& S:89AD#? 疫
情防控该期间该平台所起的作用大于疫情发生前

(图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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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眼科远程专属医生平台每月问诊人次!##@$#? 年 ? 月!@#
@$#? 年 #$ 月!B#@$#? 年 ## 月!X#@$#? 年 #@ 月!"#@$@$ 年 # 月
%#@$@$ 年 @ 月
8':9&)?5M-$"H+0 1'2'"2-.-*H"H#+/-+-:0 &)/-"))Q,+92'1)%-,"-&
*+#".-&/!##U-MG-'N-0). @$#?!@#:+G6N-0). @$#?!B#T6H-'N-0).
@$#?!X#A-+-'N-0). @$#?!"#Y(4.(03). @$@$!%#V-N04(03). @$@$

>5>!S:89AD#? 疫情防控期间平台就诊与现场就诊诊
疗人次所占比例比较

S:89AD#? 疫情期间平台诊疗与医院现场诊疗变
化趋势图见图 X& @$@$ 年 @ 月 @? 日该平台诊疗人次
最高"为 =X@ 人次& 观察平台诊疗人次所占总诊疗人
次比例变化"从最初 #?\#Z逐渐增加到 ?@\BZ& 这是
由于 S:89AD#? 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多渠道多形式对该
平台的眼科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宣传"使更多患者能
够通过互联网平台更加及时有效地获得健康评估和专

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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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疫情期间平台诊疗与现场诊疗人次变化趋势图
8':9&)@5T&)$%,H#&"-.$9/4)&-.A$")&$)""&)#"/)$"#$%-$K2'")
"&)#"/)$"%9&'$: "H))*'%)/',

>5?!患者对医生诊治服务和该平台使用体验的满
意度

患者对眼科专属医生平台诊治服务和平台使用体

验满意度较高"对患者的满意度调查发现非常满意
X $"= 条"占 ?"\=$Z）比较满意为 =" 条"占 @\$$Z）感

!=$B!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 年 X 月第 B= 卷第 X 期!S,). Y&QM :M,G,(*'6*"PM0)*@$@$"86*5B="T65X

Q2xvdWRWZXJzaW9uLQo?



受一般者 B$ 条"占 $\>$Z*比较不满意者 #> 条"占
$\X$Z*不满意者 X% 条占 #\#$Z& 结果表明患者非常
满意占 ?"Z以上"平均满意度评分为 X\? 分&

?5讨论

?5;!眼科远程专属医生平台在 S:89AD#? 疫情防控
中的作用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与金蝶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联合研发的眼科远程专属医生平台整合信息化

和医疗诊治流程"充分发挥互联网医疗服务优势"可大
力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为患者提供问诊'预约挂号'
下达处方'健康宣教等多种服务& 与 S:89AD#? 疫情
发生前比较"该平台的在线诊疗和疫情防控作用得到
更好的发挥"该平台的建立达到未雨绸缪的效果"在
S:89AD#? 疫情防控期间有效解决了患者眼科常见病'
慢病问诊的迫切需求"缓解了患者对疾病的焦虑情绪
和心理压力"为医生与患者共同协商疫情期间合适的
就诊时机提供了窗口& 同时"通过在线处方及药品配
送服务"让患者得到及时和持续性治疗"确保患者在疫
情期间因减少出门而存在的潜在感染风险"帮助城乡
镇完成隔离任务使患者足不出户即完成诊疗过程"得
到患者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虽然线上问诊并不能完全替代线下诊疗服务"但
是随着疫情防控期间患者对互联网诊疗模式的接受"
该平台诊疗模式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外"随着医保
政策的不断完善并将互联网医疗纳入支付之后"该平
台也会更多地承担起在非疫情期间解决患者异地就

诊'复诊'咨询'取药的责任"持续扩大医院的服务半
径"成为医院发展的新渠道& 未来该平台将通过与远
程会诊平台互联互通而提高诊治水平"降低医疗开支"
同时将利用互联网技术创建更多形式的诊疗平台"如
P77等"给患者提供更多'更便捷的选择"也为将来可
能反复的疫情或者新疫情的发生做好充足的准备&
?5>!眼科远程专属医生平台不足及思考

眼科远程专属医生平台的各项功能和眼科医疗服

务能力在 S:89AD#? 疫情防控期间得到了较好的验
证"该系统的优势还在于患者可通过对自己症状的描
述'在基层医院就诊图片或自拍图片的上传等渠道进
行问诊"通过与医护人员的沟通确定就诊医生并准确
地预约现场就诊时机"尤其是在像疫情防控或其他特
定情况下具有更突出的优点& 但是通过疫情防控期间
的大量应用和患者线上就诊数量的增加"我们也发现
了该平台存在的问题"如由于疫情防控期间关闭了就
诊预约通道"因此无法统计不同病种就诊的具体人数

及比例以及线上就诊患者的地区分布& 此外由于政策
和技术的限制"眼科远程专属医生平台的开展还存在
一些问题"其一是患者在使用互联网技术上存在能力
差异"中老年人和偏远地区的群众等不会使用互联网
技术"客观上造成了部分特殊群体就诊困难*其二是在
对患者的低评分意见和建议内容进行分析时发现其多

数为医生回复的及时性不够问题"这也对医院在互联网
诊疗上对于医生的工作时间安排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眼科远程专属医生平台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应用使

我们能够更客观地评估眼科互联网诊疗过程的优势和

不足"针对上述该平台面临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将积极
展开调研"了解患者的线上就诊习惯"使得该平台的界
面更加简便和智能"减少并消除患者使用障碍*另一方
面我们通过变革医院医生排班机制和考评机制"以更
加适应新时代咨询诊疗服务"如推出针对回复及时性
进行打分考评制度等& 总之"在 S:89AD#? 疫情防控
的特殊情形下"眼科远程专属医生平台的线上诊疗系
统在严格执行国家的疫情防控措施'避免新型冠状病
毒的传播'及时诊疗眼科患者方面的作用得到了印证"
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和很大的推广空间"尤其是在特
定情况下的眼科疾病线上诊疗工作"以方便和惠及广
大眼科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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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男"%" 岁"@$#% 年 #$ 月无明显诱因出现左眼上'下

睑肿胀"伴左眼胀痛'流泪*@$#> 年 # 月上述症状加重"伴左眼

视力下降*至 @$#> 年 @ 月"上述症状加重"伴左侧面部肿胀'麻

木"左侧鼻腔间断性鼻塞"无回吸性涕血'鼻衄"至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眼科就诊& 患者既往史及家族史无特殊& 眼部检查#右

眼裸眼视力 $\="左眼 $\X*双眼眼压正常& 左眼上下眼睑红

肿"皮温略高"左眼眶内下方可扪及边界不清'质地偏硬的包

块"左眼球突出"上转受限"球结膜水肿 (图 #)& 眼眶 SK扫描

示左眼眶肌锥内一软组织密度肿块影"最大截面约 X\@+'n@\"+'"

包绕左侧视神经"与左侧内外直肌及下直肌分界不清"病灶向

后累及视神经管& 左侧眼眶下壁部分骨质吸收破坏"左侧上颌

窦内可见软组织密度影"似与左侧眼眶内病灶相连"左侧上颌

窦外壁骨质吸收'破坏& 左侧眼球突出& 考虑肿瘤性病变或炎

性病变"双侧上颌窦炎症(图 @)& 请耳鼻咽喉科会诊后"临床

诊断为左眼眶及上颌窦恶性肿瘤& 建议手术探查& @$#> 年 B

月 @$ 日患者在全身麻醉下行左眼眶内肿物切除术"术中可见

左眼眶内下方及球后灰白色新生物"质脆"边界不清"约 @\= +'n

@\$ +'n#\" +'(图 B)& 术后病理诊断#淋巴上皮瘤样癌
(*3'M,6-M)G,-*)6'(D*)L-+(0+).6'(";&;S)& 免疫表型#7Sf(p)'

&OP(p)'7%B(p)'Sf"<%(p)'Sf>(W)'SAB#(W)'SABX(W)'

UOP(W)'O9̀D#(p" ]?$Z)& 原位杂交 &̀ &c#<@ (p) (图 X"

")& @$#> 年 X 月 #@ 日鼻部及颈部 SK增强扫描示左侧眶内不

规则软组织密度影"眶下壁局部骨质破坏"肿块经眶外侧壁'下

壁与外侧脂肪间隙'上颌窦相连"增强扫描不均匀强化"左侧眶

下裂'翼腭窝受累"翼外肌肿胀"左侧部分眼外肌与肿块分界不

清*鼻咽'口咽左侧壁增厚"黏膜面强化明显* 双侧上颌窦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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