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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sychologist cloud platform aims to integrate hospital doctor resources, helps doctors and patients to establish effective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medical treatment. The application of mobile
terminal app makes it easier for both doctors and patients to complete the medical treatment
proces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requirement analysis modeling and system design modeling
process of the system. In the requirement analysis phase, UML use case diagram and analysis class
diagram models are used. In the system design phase, the package diagram is used to establish the
software architecture, and the design class diagram is used to complete the design of the softwar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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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理医生云平台旨在整合医院医生资源，帮助心理医生和患者之间建立有效就医的信息平台，移动端app
的应用使得医患双方可以更加便捷的完成就医过程。本文介绍了该系统的需求分析建模和系统设计建模
过程。在需求分析阶段，使用UML用例图和分析类图建模。在系统设计阶段，使用包图建立软件体系结
构，使用设计类图完成软件功能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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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理疾病是很普遍的，在日常医院就医的过程中，每位患者由于病情的轻重缓急，往往不能合理安
排检查顺序，同时医生不能对同一患者的病情跟踪治疗，导致效率低下，往往结果不令人满意。而患者
本身也无法及时有效的得到医生的回馈的信息，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也不自知。最为重要的是，虽然可提
高检查顺序，但是医生一天检查患者数很多，难以准确记忆患者病情。因此，一个心理医生网上平台的
需求就比较迫切。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心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管理平台。通过该平台，患者可以及时对
比查看各个医生的相关信息，也可以看到其他患者完成的对医生的评价，做出自己的选择。通过手机移
动端直接进行预约就医，医生随时通过手机端看到预约信息，并接取用户预约，利用空档时间进行患者
的诊断，或者在线即时回馈。在治疗完成后，患者可以对医生进行评价，方便之后的患者咨询就医时的
参考。
项目实现的是心理医生云平台及移动端 app 系统，为医生和患者之间提供咨询就医的云平台及移动
端的 app，是心理医生业务信息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心理医生开展业务，对患者快捷就医具有非常
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项目分析设计过程采用软件工程方法[1]，面向对象分析设计过程建模[2]，
使用 UML 作为建模工具[3]。

2. 课题需求
1) 医生注册信息时，为确保其身份的真实性，需要上传其资质证明图片，由平台方进行审核，通过
后可以使用系统功能。
2) 医生根据自身情况安排，设定可被预约的时间，并发布到平台。
3) 患者可以查看医生就诊时间，选择医生进行预约，并支付预付款。
4) 患者也可以针对自身情况，对医生进行相关咨询。
5) 完成就医后，患者可以对医生进行服务评价，医生可以进行回复。
6) 医生可以查看历史记录，便于跟踪患者的病情历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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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求分析建模
业务参与者包括平台管理员、心理医生和患者。平台管理员是指整个平台系统的管理者。心理医生
是指医生移动端 app 的使用者。患者是指患者移动端 app 的使用者。
可以使用业务用例图对整个系统进行业务分析建模[4]，见图 1。
平台管理员负责系统基础数据管理，账号权限等系统管理，对心理医生进行身份认证审核管理等。
心理医生和患者需要进行注册、登录等身份管理功能才能使用系统。心理医生可以发布预约信息，记录
患者就医情况，查看患者病史，对患者的评价进行回复。患者可以选择医生并预约，支付预付款，完成
就医后确认，对医生进行评价。医患双方可以查看就医的历史记录，查看就医统计信息。

4. 系统分析建模
对用例模型中的实体进行分析，明确实体之间的关系，确定了系统涉及的实体，包括：
平台管理员信息：用于存储平台管理员相关的数据信息，主要属性包括工号、姓名等信息。
心理医生信息：用于存储心理医生相关的数据信息，主要属性包括医生编号、姓名、年龄、资格证
书图片等信息。
患者信息：用于存储患者相关的数据信息，主要属性包括患者编号、姓名、手机号码等信息。
账户信息：用于存储各用户的账户数据信息，主要属性包括账户号、密码、权限等信息。
权限信息：用于存储权限相关的数据信息，主要属性包括权限编号、权限值等信息。
审核记录：用于存储平台管理员审核医生的注册信息，主要属性包括编号、审核结果、审核日期、
平台管理员、心理医生等信息。
预约信息：用于存储医患双方预约相关的信息，主要属性包括编号、心理医生、预约时间、发布时
间、患者、预定时间、状态等信息。
付款类型：用于存储付款类别的信息，主要属性包括编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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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ystem business use case diagram
图 1. 系统业务用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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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款信息：用于存储患者预约后的预付款信息，主要属性包括预约信息、付款类型、金额、付款
时间等信息。
疾病类型：用于存储就医记录的疾病类型信息，主要属性包括编号、名称。
就医记录：用于存储心理医生就医时对患者情况的记录，主要属性包括编号、心理医生、患者、疾
病类型、记录内容、记录时间等信息。
确认信息：用于存储患者成功就医后对预约的确认信息，主要属性包括预约信息、确认时间等信息。
评价信息：用于存储预约结束后，医患双方评价的信息，主要属性包括预约信息、评价内容、评价
分数、评价时间、回复内容、回复时间等信息。
使用分析类图对整个系统进行系统分析建模，见图 2。

5. 体系结构设计
体系结构设计是软件设计的第一步，
为满足系统平台软件和移动端手机 app 的开发，
建立基于 web api
的 n 层体系结构设计[5]。
使用包图对系统进行系统体系结构设计，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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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ystem analysis class diagram
图 2. 系统分析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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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Architecture design package diagram
图 3. 体系结构设计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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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 层实现对数据库的访问操作，Model 层实现系统模型，Service 层实现业务服务，Web Api [6]层
实现对外的服务，使用 Json [7]作为数据接口，Common 层提供通用类服务，Web UI 实现平台界面设计，
App UI 实现移动端 app 界面设计。

6. 软件功能架构设计
根据需求分析结果，结合软件体系结构设计，完成软件功能架构设计，见图 4。

7. 功能设计
按照软件体系结构设计结果，结合软件功能架构，完成软件功能设计。
以就医预约用例为例，使用 UML 设计类图设计其软件功能，见图 5。
1) 设计类
Appointment、Doctor 、Patient 类完成了预约功能 的 模型设计，为其他类提供数据模型。其中
Appointment 类为预约类，包含预约相关的信息内容，Doctor 类和 Patient 类分别为医生类和患者类信息，
设计类图中体现了模型中的标识(id)和模型之间的关系。
Appointment Dal 类实现了预约功能中的数据访问，
实现基础的数据库 CRUD 操作，提供了添加 Add、
修改 Save、删除 Remove、查询 Query、查询全部 Query All 方法，为业务功能提供了数据访问服务。
Appointment Service 类实现了具体的预约业务逻辑功能，包含发布预约 Submit Appointment、预约
Make Appointment、查询预约列表 List Appointment、查询预约信息 Get Appointment 四个方法，为 Web Api
提供了底层业务服务。
Appointment VM 是预约视图模型，进一步封装了 Appointment、Doctor、Patient 模型中的数据，为
Web Api 提供了数据接口。
Json Helper 类实现视图模型类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实现 Json 交互格式。
Appointment Web Api 提供了对外的服务接口，由于采用 Json 作为数据传输格式，因此提供的服务也
使用 Json 数据接口。
Appointment Views 是平台 Web 端的页面，使用 jquery 访问 Web Api 提供的网络服务接口，通过解
析 Json 完成数据视图展示。
Appointment App 是移动端 app 的页面类，使用 service 访问 Web Api 提供的网络服务接口，完成对
应的软件功能。

Figure 4. Software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design diagram
图 4. 软件功能架构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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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Reservation use case design class diagram
图 5. 预约用例设计类图

2) 模型类之间的关系
Doctor 类与 Appointment 类的关系是 1：n，Patient 类与 Appointment 类的关系是 1：m。在设计类的
属性时，要将类的关系体现，因此在 Doctor 和 Patient 类中定义 List<Appointment>属性，在 Appointment
类中定义 Doctor 和 Patient 属性。
在对应的数据表设计中，在 Appointment 表中增加 Doctor 和 Patient 类的主键做外键，如实现中采用
EF 框架[8]，则可以根据其关系自动建立数据库表及关系。

8. 软件功能测试
对软件界面进行设计并完成对应功能的测试用例，以预约功能为例，功能界面见图 6。
测试用例主要是围绕选择不同月份，显示不同时间和对应时间段的是否选择展开。月份判断对闰年
和非闰年中的 12 个月分别进行测试，保证日期时间正确。根据选择时间段是否被用户选中，判断能否正
确的转入程序判断语句中，并给出对应的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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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Reservation function interface diagram
图 6. 预约功能界面

9. 结论
本文运用面向对象的分析与设计方法，分析设计了一个心理医生云平台及移动端 app 系统。同类型
项目多是围绕线上辅导或在线体检等功能展开具体业务，本课题则是采用医患双方使用移动端线上在线
预约，患者预约后线下就医的模式，既可以充分利用医生资源，又为患者提供了便捷性，具有一定的理
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为类似课题的分析设计过程提供了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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