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度北京地区医疗机构互联网便民惠民移动应用测评指标体系 

类别 

（一级指

标） 

权重 
业务项目 

（二级指标） 
权重 

应用功能 

（三级指标） 
权重 评价内容 

对应《医院智慧服务分级评估标准体系（试

行）》文件的医院智慧服务分级评估具体要

求，具体格式：序号.类别-业务项目-等级-

系统功能评估内容条目 

1.基础服务 16 

1.1 注册认证 6 

1.1.1 在线注册 1 

（1）患者可使用移动设备（即患者移动端,下

同）在线完成身份注册和用户名、口令设置；

可以添加家庭成员或多位患者。 

1.诊前服务-诊疗预约-3 级-（1） 

1.1.2 实名认证 1 
（2）支持患者移动端在线完成实名认证，如

身份证、社保卡、医保电子凭证等。 
1.诊前服务-诊疗预约-4 级-（5） 

1.1.3 安全认证 2 
（3）患者移动端采用了“用户名+口令”的方

式实现身份认证，鼓励采用双因素认证。 
16.基础与安全-安全管理-5 级-（3） 

1.1.4 注册协议 1 

（4）医院与患者就在线注册患者移动端服务

达成的一致性法律责任文书。设置患者阅读须

知选项，尽到告知患者阅读的义务。 

无对应内容及级别 

1.1.5 注册说明 1 
（5）提供关于注册的分解步骤、需要患者提

供的材料等说明。 
无对应内容及级别 

1.2 医疗信息 6 

1.2.1 医院简介 1 

（6）提供医院简介或者网站版医院简介链

接。（包括：医院名称、科室规模、研究领

域、发展历史、医院荣誉、诊疗科目、医疗技

术及临床应用情况等信息；医院地址、乘车路

线、公开电话、电子邮件等联系方式。） 

无对应内容及级别 

1.2.2 科室介绍 1 

（7）提供医院科室简介或网站版科室简介链

接。（介绍医院各科室概况、人员结构、诊疗

范围，重点介绍重点科室的优势和特色。） 

13.全程服务-智能导医-3 级-（1） 



1.2.3 医生介绍 2 
（8）提供医生介绍，包括姓名、职称、专

长、出诊时间等或网站版医生介绍链接。 
13.全程服务-智能导医-3 级-（1） 

1.2.4 就医指南 2 
（9）提供使用移动应用的患者及家属使用说

明指南，并给出清晰的导诊途径和使用方法。 
无对应内容及级别 

1.3 协议说明 4 

1.3.1 预约服务协议 2 

（10）医院与患者或家属就在线提供的导诊服

务、预约医院服务（挂号、检查、住院）等应

达成的一致性法律责任文书。而且在注册前必

须强制用户阅读，并提交表示已经阅读并愿意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少应提供预约挂号一

项。 

无对应内容及级别 

1.3.2 预约说明 2 

（11）提供关于预约医院服务（挂号、检查、

住院等）的步骤、所需材料等方面说明。最少

应提供预约挂号一项。 

无对应内容及级别 

2.诊前服务 16 

2.1 诊前导医 6 

2.1.1 自助录入病情和

上传病历 
2 

（12）支持患者在诊前通过移动应用患者端系

统录入症状、病史、家族病史、过敏史、个人

健康行为特征等信息，支持患者诊前上传病历

资料，可供医师、智能分诊系统参考。 

13.全程服务-智能导医-3 级-（2） 

2.1.2 患者病历自动生

成 
2 

（13）患者在诊前录入的症状、病史等信息、

上传的病历资料可自动转为病历记录初稿。 
13.全程服务-智能导医-5 级-（2） 

2.1.3 智能分诊 2 

（14）可根据患者自主录入症状、历史诊疗情

况；或检查、治疗安排；或区域多发病、流行

病情况等，系统自动给出患者分诊建议，或进

行初步分诊。 

13.全程服务-智能导医-4 级-（1）、 

13.全程服务-智能导医-5 级-（1） 

2.2 诊疗预约 10 2.2.1 预约挂号 2 
（15）提供各院区、各科室医生出诊信息和可

约号段，支持患者移动端预约挂号。 
1.诊前服务-诊疗预约-3 级-（2） 



2.2.2 消息推送 2 

（16）当推送院内资源或信息，或有相关信息

发生变化时，及时通知患者，包括但不限于：

预约提醒、住院床位变化、临时限号、医师停

诊、检查设备故障等。 

1.诊前服务-诊疗预约-3 级-（3） 

2.2.3 分时段预约 2 
（17）支持分时段预约挂号、检验、检查，预

约时间可精确到 1 小时以内。 
1.诊前服务-诊疗预约-3 级-（5） 

2.2.4 智能预约参考 2 
（18）可根据患者检查、治疗情况，自动为患

者提供预约安排参考。 
1.诊前服务-诊疗预约-4 级-（1） 

2.2.5 自助入院预约 2 

（19）患者能及时获取住院预约安排的信息提

醒，并支持患者通过移动端查看医院为其预约

住院安排的科室、时间、床位类型等信息。 

无对应内容及级别 

3.诊中服务 29 3.1 信息推送 9 

3.1.1 实时查询服务 2 

（20）支持实时查询服务进度，包括：预约挂

号、缴费办理、候诊、检查、手术或其他治疗

进展等。 

4.诊中服务-信息推送-3 级-（1）、 

4.诊中服务-信息推送-4 级-（2） 

3.1.2 就医信息告知 2 

（21）支持针对患者诊疗活动的第一时间通

知，如：手术通知、入院提示、出院提示、取

药、取报告等。  

4.诊中服务-信息推送-3 级-（2） 

3.1.3 注意事项告知 2 

（22）根据患者病情和诊疗阶段，自动为患

者、患者家属推送注意事项、用药指导及其他

健康宣教等信息。 

4.诊中服务-信息推送-5 级-（3） 

3.1.4 病历资料查询和

下载 
2 

（23）患者可通过移动端查看和下载病历资料

（如本次就诊期间的主诉、既往史、过敏史、

诊断、处方、检查、检验等）信息。 

4.诊中服务-信息推送-4 级-（4） 

3.1.5 消息分级管理 1 
（24）实现消息通知的分级管理，允许患者屏

蔽非关键信息。 
4.诊中服务-信息推送-4 级-（1） 



3.2 医院导航 6 

3.2.1 院内公共信息查

询 
2 

（25）支持患者移动端查询院内公共信息，

如：就诊到检、剩余号源、候诊信息、取药信

息、抽血到检、检查到检等，实现不少于 4

项。 

4.诊中服务-信息推送-4 级-（2） 

3.2.2 院内导航 2 

（26）为患者提供室内地图查询服务，支持患

者在线查询各科室位置；为患者提供与个人诊

疗活动相关的院内定位与导航服务。 

5.诊中服务-标识与导航-3 级-（2）、 

5.诊中服务-标识与导航-4 级-（1） 

3.2.3 智能导引 2 
（27）可根据患者等候队列的实时变化，提示

并引导患者就诊。 
5.诊中服务-标识与导航-5 级-（2） 

3.3 院内便民服

务 
4 

3.3.1 院内便民服务 2 

（28）支持查询、预约院内便民服务，如：轮

椅租赁、手机充电、订餐、停车预约、护工选

择、志愿者翻译预约、中药代煎、病历复印、

检查胶片快递等。 

6.诊中服务-患者便利保障服务-3 级 

3.3.2 智慧院内便民服

务 
2 

（29）可根据患者病情自动推荐相关院内便民

服务内容（包括可根据患者诊疗情况，结合营

养师所下膳食医嘱自动向患者推荐适宜餐

食）；可实现患者便利服务的集中管理，院内

患者便民服务不仅在移动端进行统一集中展

示，同时线上线下及院内不同地点获得的便民

服务信息内容一致。 

6.诊中服务-患者便利保障服务-4 级-（1）、 

6.诊中服务-患者便利保障服务-5 级、 

6.诊中服务-患者便利保障服务-2 级-(1) 

3.4 在线诊疗 10 
3.4.1 在线交互 5 

（30）可实现与在线诊疗患者的图文交互和音

视频交互。 
15.全程服务-远程医疗-4 级-（2） 

3.4.2 处方开具 5 （31）可在线开具处方、检查单、检验单等。 15.全程服务-远程医疗-4 级-（2） 

4.诊后服务 22 4.1 患者反馈 6 
4.1.1 满意度调查问卷 2 

（32）支持患者移动端填写和提交满意度调查

问卷。 
7.诊后服务-患者反馈-3 级-（1） 

4.1.2 投诉和意见 2 （33）支持患者移动端提交投诉和建议。 7.诊后服务-患者反馈-3 级-（2） 



4.1.3 医院反馈渠道 1 
（34）对于患者投诉支持以移动端（如短信、

APP 等）方式回应。 
7.诊后服务-患者反馈-4 级-（2） 

4.1.4 精准调查 1 
（35）可根据患者就诊活动，动态推送满意度

调查、患者招募等内容。 
7.诊后服务-患者反馈-4 级-（3） 

4.2 患者随访 8 

4.2.1 患者随访调查 2 

（36）支持以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向患者推

送随访提示、随访调查表，患者移动端完成填

写。 

8.诊后服务-患者管理-3 级-（2） 

4.2.2 个性化提醒 2 

（37）针对特定患者人群，根据患者日常健康

记录，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提醒，包括复诊、合

理用药、生活指导等；可根据病情自动提示患

者关注相关健康指标，如运动、血压、血糖、

体重等。 

8.诊后服务-患者管理-3 级-（1）、 

8.诊后服务-患者管理-4 级-（1） 

4.2.3 智能随访问答 2 （38）支持患者提问的自动应答功能。 8.诊后服务-患者管理-4 级-（2） 

4.2.4 可穿戴设备健康

监测 
2 

（39）通过可穿戴设备直接获取患者相关监测

信息，数据纳入医院中的患者健康档案记录。 
8.诊后服务-患者管理-5 级-（2） 

4.3 药品调剂与

配送 
8 

4.3.1 处方查询和下载 2 
（40）支持患者移动端查询和下载个人处方、

查询药品说明书。 
9.诊后服务-药品调剂与配送-3 级-（1） 

4.3.2 带药查询和下载 2 
（41）支持患者移动端查询和下载出院带药信

息。 
9.诊后服务-药品调剂与配送-3 级-（3） 

4.3.3 药品配送 2 
（42）支持患者移动端支付药品配送费用、选

择配送地点，并查询药品配送进展情况。 
9.诊后服务-药品调剂与配送-4 级-（3） 

4.3.4 电子处方流转 2 （43）支持向第三方机构推送电子处方。 9.诊后服务-药品调剂与配送-4 级-（1） 

5.全程服务 17 5.1 健康教育 5 5.1.1 医学知识查询 2 

（44）支持患者移动端查询医学知识、专科教

育，医学知识库应该从内容的专业性、丰富

性、时效性等内容质量和发布频次方面尽可能

满足患者需求，可引入专业第三方合作。 

14.全程服务-健康宣教-3 级-（1） 



5.1.2 个性化健康宣教 2 
（45）根据患者健康记录、监测信息、病情变

化，有针对性地推送医学知识。 
14.全程服务-健康宣教-5 级 

5.1.3 自动健康风险评

估 
1 

（46）患者使用自有移动设备进行风险评估的

结果可反馈至医院系统；可根据患者病历资料

自动完成风险评估，并将结果推送给患者或者

监护人。 

14.全程服务-健康宣教-4 级-（1）、 

14.全程服务-健康宣教-4 级-（2） 

5.2 支付服务 10 

5.2.1 挂号、住院缴费 2 
（47）支持患者移动端在线支付预约挂号、门

急诊挂号、住院等费用。 
12.全程服务-费用支付-3 级-（2） 

5.2.2 检查、药品缴费 2 
（48）支持患者通过移动端在线支付检查费、

药费。 
12.全程服务-费用支付-4 级-（1） 

5.2.3 便民服务缴费 2 

（49）支持患者移动端在线支付各种便民有偿

服务，如订餐、护工、中药代煎、病历复印、

检查胶片快递、停车费等。 

6.诊中服务-患者便利保障服务-3 级 

5.2.4 费用查询 2 
（50）支持患者移动端查询诊疗费用清单和预

存金的结余情况。 
12.全程服务-费用支付-4 级-（1） 

5.2.5 电子发票 2 （51）支持电子发票的生成和数据推送。 12.全程服务-费用支付-4 级-（2） 

5.3 在线咨询 2 5.3.1 在线咨询 2 （52）提供在线咨询功能服务。 无对应内容及级别 

说明 否决项 信息安全 

移动端有相关管理部门的安全告警或安全泄露

信息等信息安全的公告，不纳入获奖单位名

单。 

无对应内容及级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