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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妇产程汇报能有效地降低产妇及家属焦虑心理，促进产妇顺利分娩。但是仍然存在手工记录带来
的数据准确性、不一致性、维护困难等问题。对此设计一个产程实时汇报系统，采用Ｂ／Ｓ架构设计，并进行原型系
统的实现，由此实现了产程情况的及时告知，电子病历数据后期导入等功能。该系统方便了助产师与病人的沟

通，提高了护理服务的质量，满足了医疗信息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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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产妇产程汇报表能够有效地降低产妇及家属焦虑

情绪，促进产妇顺利分娩，有利于提高护理质量［１］。一

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一些成果：陈小

玲［１］认为使用产程汇报的硬性要求，能提高助产士的

责任感、沟通能力和业务能力；李佳［２］提出使用候产通

报表缓解产妇焦虑情绪的方法；康秀兰［３］提出将候产

通报表作为助产士临床一线客观资料的一种途径；高

雅娜等［４］认为适宜、有效的护理干预帮助产妇保持良

好心理状态顺利分娩，收到满意效果。但是仍然存在

一些问题：（１）产程汇报表目前大多使用纸制记录，错
别字、字迹潦草等带来数据准确性与完整性问题；

（２）在后期电子病历中录入时，存在重复录入带来的
数据不一致问题；（３）传统的客户端服务器模式，不利
于多源异构数据的无缝集成，数据的更新与维护困难；

（４）此外，产程的汇报对数据的实时性方面提出更高
的要求。对此设计了一个三层 Ｂ／Ｓ架构的产程实时
汇报系统。使用 Ｗｅｂ服务无缝集成医院信息系统数
据源［５］，并采用Ａｊａｘ异步的数据调用模式，进行ＸＭＬ、
ＪＳＯＮ等格式产程数据的调用［６］。该系统有利于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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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信息的输入，减少重复录入操作带来数据不准确

性与数据不一致性，便于后期的产程信息系统维护，实

时地将产程信息反馈给产妇及家属，提高了助产师的

工作效率和护理服务的质量，满足了医疗信息化的

要求。

１　系统设计

１．１　系统架构设计
系统采取三层 Ｂ／Ｓ架构设计，分为数据层，业务

逻辑层和表现层。系统总体架构的设计，如图１所示。

图１　系统总体架构

　　（１）数据层，数据层包括ＨＩＳ基础库，主要是产房
病人的住院号、床号、姓名、年龄等；产程信息库包括检

查时间、宫口扩张、胎心率、羊水情况、宫缩情况等；

ＥＭＲ数据库，包括电子病历中需要写入产程记录的信
息。可见，医疗数据的多源异构性给医疗数据的集成

与共享带来困难。数据库连接池的使用能有效地提高

了数据访问的效率，数据接口使用ＸＭＬ格式的数据交
互，有利于多源异构医疗数据的无缝集成。并通过对

象关系映射和ＳＱＬ映射成数据持久化对象，使用数据
访问对象将数据操作封装成可复用性的构件，透明了

底层数据的操作，提高代码的复用性。使工作重心关

注于医疗业务流程方面，提高了系统开发的效率与

质量。

　　（２）业务逻辑层，业务逻辑层包括用户权限服务，
助产师进入产程汇报系统，进行产妇产程信息的填写，

责任人负责产程信息的审核与发布；医务人员通过电

子病历填写助手，获取产妇产程信息进行电子病历的

书写；产妇通过床边电视终端收到实时的产程信息，产

妇家属通过手机查询到实时的产程信息。病人信息服

务，包括病人入院登记填写的姓名、年龄、分配的住院

号、护士分配的床位号等数据，提供产程汇报服务的实

时调取。产程信息服务，包括产程记录、保存、审核、修

改与发布等模块，是产程实时汇报系统的核心。产程

分析服务，提供基本的工作量统计等功能。

（３）表现层，表现层采用Ｓｔｒｕｔｓ２架构进行数据转
发与重定向，使用 Ａｊａｘ技术实时同步产妇的产程数
据。Ｓｔｒｕｔｓ２架构能方便地将产程数据封装成 ＪＳＯＮ和
ＸＭＬ等格式数据，ＪＳＯＮ格式的数据能方便 Ａｊａｘ的实
时调用，ＸＭＬ格式数据能方便电子病历等异构系统的
数据集成。表现层提供产程录入，产程信息处理和产

程展示等功能，产程录入提供产程信息录入和医院信

息系统中病人主信息数据的集成功能；产程信息处理

包括产程录入后审核，修改与发布，并提供其他系统调

用的数据接口等功能；产程展示，提供了手机、电视等

多个终端的数据展现形式，并设计了用户友好的产程

汇报界面［７］。

１．２　业务流程设计
产程实时汇报流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产程录入

阶段、产程审核发布阶段、产程查询通报阶段。产程实

时汇报流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产程实时汇报流程

产程录入阶段，由助产师将产妇产程信息（宫口

扩张、胎心率、羊水情况，宫缩情况等）录入到产程汇

报系统中，系统从医院信息系统（ＨＩＳ）中实时提取产
妇的住院信息（住院号、床号、产妇姓名、年龄）。检查

时间由产程系统提取系统的时间自动生成，这样设计

能最大程度简化助产师工作量，防止重复病人信息输

入带来的数据不准确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产程审核发布阶段，录入产程信息后，将产程信息

保存在系统里，提供责任人进行审核，审核合格的产

程，会进行产程发布，而审核不合格的流程会退回给助

产师进行修改。这样设计满足了 ＰＤＣＡ管理的要求，
能够提高工作质量，保证产程信息的准确性。

产程的查询通报阶段，提供了两种查询方式：（１）
在候诊室公示产程系统的二维码，产妇家属通过手机

扫描二维码，链入产程查询系统，填写产妇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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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号、床号、产妇姓名等）实时查询到产妇的产程

信息。（２）在待产室床边电视终端实时通报该待产室
产妇产程情况，做到陪护人员与产妇在第一时间知晓

自己的产程信息。

１．３　数据库的设计
数据库的设计关系到系统架构的数据更新与查询

的性能，数据表设计的规范性能有效地防止数据的更

新异常、删除异常与插入异常等［８］。因此数据库的设

计，特别在系统开发的早期，犹为重要。产程实时汇报

系统，数据库设计如图３所示。

图３　数据库设计

图３中，用户表（ｕｓｅｒ），包括帐号，密码和权限级
别，对应表字段分别为 ｕｓｅｒｎａｍｅ，ｐａｓｓｗｏｒｄ和 ｒｏｌｅ字
段。ｕｓｅｒｎａｍｅ唯一标识用户身份，ｐａｓｓｗｏｒｄ密码采用
加密的方式存储在数据库中，ｒｏｌｅ为角色，权限级别分
为助产师级别、责任人级别和系统管理员。助产师级

别能进入产程录入系统，进行产程录入，提交审核与修

改审核未通过的产程修改权限；责任人负责产程记录

审核，产程记录的发布等权限，系统管理员负责用户权

限的分配与管理。

产妇基础信息表（ｉｎｆｏ），包括住院号、床号、姓名、
年龄、对应表字段分别为 ｐａｔｉｅｎｔｉｄ、ｒｉｄ、ｎａｍｅ和 ａｇｅ字
段。ｐａｔｉｅｎｔｉｄ为住院号，唯一标识产妇的在院身份，并
与其他表（产程记录表、审核状态表）进行外键关联。

产妇的姓名、年龄和床号，可以提供产妇家属作为查询

产程信息的条件，能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产妇的隐私。

产程记录表（ｐｒｏｃｅｓｓ），包括住院号、宫口扩张情
况、胎心率、羊水情况、宫缩情况，对应表字段分别为

ｐａｔｉｅｎｔｉｄ，ｌｅｖｅｌ、ｆｈｒ、ａｍｎ和 ｕｃ字段。宫口扩张程度与
宫缩情况是产程信息的主要指标，胎心率和羊水情况

能反馈胎儿的健康情况。因此记录这些重要指标是必

须的，对于保存第一手的产程记录有重要意义，可以通

过预设一些字段的值（如羊水情况可选字段为清、浊）

来简化助产师的工作量，提高护理质量。

核审状态表（ｓｔａｔｅ），包括住院号、审核状态、发布
状态。ｃｈｅｃｋ为审核状态，ｐｕｂｌｉｓｈ为发布状态。审核
状态包括审核通过与审核不通过，发布状态包括未保

存、已保存未发布和已保存已发布三个状态。将不同

的表分配给不同的用户与角色的数据库设计，能最大

程度地保证系统的安全性，也方便了后期数据库的查

询与维护。

２　系统实现

２．１　系统开发技术与数据条件
系统采取ｓｔｒｕｔｓ２＋Ｈｉｂｅｒｎａｔｅ＋Ｓｐｒｉｎｇ架构整合开

发，运行在Ｔｏｍｃａｔ６．０服务器下，采用 ｍｙｓｑｌ５．０数据
库进行数据存储。ｓｔｒｕｔｓ２是 ｓｅｒｖｌｅｔ的框架，能很方便
进行页面转发与重定向，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展示。Ｈｉ
ｂｅｒｎａｔｅ是Ｊａｖａ的一个数据库对象关系映射框架［９］，封

装了数据库的底层操作，简化了数据库的操作。Ｓｐｒｉｎｇ
是一个Ｗｅｂ容器，负责 Ｗｅｂ全局环境的管理（数据库
连接池配置、声明式的数据事物管理）等，管理各层服

务并提供依赖注入功能，有效实现各 Ｗｅｂ服务的解
耦。其数据调用方式如图４所示。

图４　数据流时序图

客户端请求一个Ｓｔｒｕｔｓ２的 Ａｃｔｉｏｎ视图，请求方式
包括传统表单和 Ａｊａｘ异步请求两种方式。Ｓｔｒｕｔｓ２接
收客户端传送过来的参数，并将其保存到数据持久化

对象ＰＯ中，然后，通过 Ｈｉｂｅｒｎａｔｅ的模板类 Ｈｉｂｅｒｎａｔｅ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封装的数据操作对象 ＤＡＯ操作数据库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中的数据，并返回数据或数据集。然后在 Ｈｉｂｅｒ
ｎａｔｅ中封装成ＰＯ或 ＰＯ对象集，最终 Ｓｔｒｕｔｓ２将 ＰＯ或
ＰＯ对象集进行不同数据格式的展示，转发到视图页面
的Ｒｅｑｕｅｓｔ对象或Ｓｅｓｓｉｏｎ对象中提供转发视图页面的
展示；或封装成ＪＳＯＮ格式页面，提供Ａｊａｘ返回对象的
调用；或封装成 ＪＦｒｅｅＣｈａｒｔ、Ｅｘｃｅｌ等报表格式，提供统
计报表的输出；或提供 ＸＭＬ格式数据展示，为其他系
统的数据集成提供便利。

２．２　系统功能的实现
系统提供了产程数据的录入，产程数据的审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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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产程数据的展示等功能，如图５、图６所示。

图５　产程数据录入与审核发布

图６　产程信息的展示

　　产程数据录入功能采用 ＤＷＲ调用医院信息系统

中的病人基础数据。ＤＷＲ是一个 ＪａｖａＥＥ的 Ａｊａｘ框

架，允许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代码调用远程Ｊａｖａ的方法［１０］，并通

过ＤＴｒｅｅ进行产妇信息树状结构实时展示。助产师

可以很方便地通过产妇姓名关联到产妇的基本信息并

进行产程信息的填写，填写完产程信息后进行保存操

作。在保存前，审核与发布状态的按钮是无法点击的，

保存后，责任人将对产程信息进行审核与发布。

产程信息的实时展示是以网页的形式，方便在不

同介质（手机或电视）展示给产妇和家属。网页采用

分栏显示，左边显示产房提供的视频资料，右边提供产

妇产程信息的红色字体向上滚动播放；右边网页会在

每５分钟同步一次产妇的产程信息，让产妇和家属及

时获取最新的产程信息。

３　结　语

产程实时汇报系统从２０１３年初在我院投入运行

至今，系统满足了产程汇报的准确性、及时性和系统维

护方便性的要求。提高了工作效率与护理质量，收到

了产妇及家属满意的效果。自２０１３年以来，新生儿出

生人数达３万多，随着新生儿出生数量的增多，数据的

查询性能受到了影响，我们通过增加索引列和数据查

询语句优化，有效地提高了数据的查询速度。此外

Ｂ／Ｓ架构环境下，需要考虑多浏览器的兼容性。下一
步的工作，还将考虑数据安全性问题，以及在数据加密

及数据加密后带来的数据查询和数据更新性能优化权

衡等方面做进一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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