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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氧治疗自助服务终端的构架与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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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压氧治疗是常见的治疗方式，对高压氧治疗自助服务终端设计的研究，能有效改善其治疗的有序性，
并提升整体工作效率。采用人机交互界面，并借助ADO技术连接数据库，提升自助服务终端的设计水平，
能确保患者加入到高压氧治疗信息链中，提升整体工作效率，值得在高压舱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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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is a common way of treatment. The research on the design of self-service terminal of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order of its treatment and
enhance the overall work efficiency. Th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terface and the ADO technology are used to connect the database to improve the design level of the self-service term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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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can ensure that patients join the hyperbaric oxygen treatment information chain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work efficiency. Therefore, it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the
high-pressure cha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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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发展，高压氧治疗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在多种疾病的临床治疗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同时，高压氧舱的需求量不断增多，信息数据快速增长，数据查询、登记等工作越来越多。计算
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很多医院采用自助服务，在高压氧治疗服务自主终端设备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
足，硬件和软件需要进一步完善，加强对高压氧治疗自主服务终端的研究。

2. 高压氧治疗自助服务终端硬件设计
硬件设计中，主要包括主机和机柜量大部分。主机是整个终端运行的核心艘在，为软件的运行提供
基础，也是各服务器和数据库链接的接口。机柜则是主机的载体，其为主机提供稳定的供电系统，并配
置散热、红外式触摸及人体感应等模块[1]。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structure of the self-service terminal for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图 1. 高压氧治疗自助服务终端结构

2.1. 主机
主机主要是在 PC 总线工控机结构，底板是符合工业标准结构的插槽，主板卡中包括了 CPU、网络
接口、
音视频输出及 USB 接口等。网络接口按照 IEEE 802.3 标准，
采用的是双工模式，
其速率为 100 M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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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输出可以支持大部分有源音箱[2]。视频输出主要运用模拟信号视频图。为实现显示人机交互界面及
触摸功能，将显示器与机柜红外式触摸模块合为一体。对于条形码扫描枪，为提升识别率，采用连续扫
描的方式，一般扫描时间长度为 5 s，且间隔只有 1 s。

2.2. 机柜
机柜主要是全钢机壳，自身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在内部包括了红外触摸、人体感应及散热模块，还
包括了散热和供电系统，以确保主机的正常运行。
首先是红外式触摸模块，主要是运用红外线矩阵，对触摸手势的电子设备进行检测定位，和电容式、
声波信号等触摸方式下相比，透光率更高，且不需要多次重新校准，对触摸介质的时适用性较强，具有
明显的优势。其次是人体感应模块，主要是采用反射式的红外传感器，在辐射照面有菲尼尔滤光片，以
减少环境对系统的干扰，可以应用于终端对人体识别并能发送音频信号。再次，散热系统的设计中，主
要影响因素是风道，一般采用四个正压风扇，对机柜进出风口的温度进行控制，确保进出风口温度差在
10℃以内。最后是供电系统。系统采用的是 220 V 的交流电，从过载空开到电源开关依次接入，确保整
个设备通电且安全稳定运行，开关电流是直流电，根据脉冲宽度对集成电路进行控制，采用金属氧化物
半导体效应管，从而减少电网引入的干扰[3]。

3. 软件设计
软件程序的开发主要是在 Delphi 7.0 环境下进行编译，采用 Pascal 语言，是通用的一种计算机高
级程序设计语言，有严谨的结构化形式，完备的数据类型，在应用中效率较高，且具有较高的查错能
力[4]。设计中主要包括了预约及查询功能。预约主要是患者自助地对高压氧治疗进行预约，查询当前
的治疗人数和等待时间，并查询个人的详细资料数据。结构设计中包括了人机交互、查询、打印等程
序。

3.1. 人际交互界面
该界面主要包括舱位分布、说明和患者信息等部分。舱位中用不同颜色显示舱位当前的预约状态，
绿色表示舱位空闲，红色表示预约已满。说明部分主要是对预约步骤、终端使用操作等进行简单说明讲
解，方便初次使用的人员能快速了解该系统并进行快速预约[5]。患者信息主要包括姓名、年龄、条形码
等，患者持条形码到自助服务终端机进行扫描，查询和预约信息。

3.2. 数据库链接
主要是采用 MySQL5.6 为网络数据库，运行的成本较低、速度较快，且源码开放，终端软件采用
ActiveX Data Objects 的方式链接数据库、治疗和预约数据信息。

3.3. 重复查询函数
通过减少数据表查询次数，提升系统的响应速度。患者通过治疗卡扫描条形码，触发函数，扫描数
据库中舱次内的预约信息，查询患者是否在此数据库中，如果患者已经预约过，则不能再次预约，如果
显示患者未预约，则可以进行预约操作。
查重原则：
1) 使用标识码作为重复查询的标志，避免重名的问题；
2) 查重仅针对数据库表单中当天的数据进行比较；
3) 出现重复，即当日第二次预约时，返回空指令，屏蔽人机交互界面的输入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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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后台管理命令
后台管理命令包括创建、刷新及清除命令等，是对自助终端自动运行的补充命令。创建主要是手动
创建舱次预约信息，主要是当终端设备出现故障时，可以人工进行操作。刷新主要是当后台删除预约信
息时，对当前的预约状态进行刷新处理，显示最新的信息；清除主要是对具体预约位置进行清除操作，
主要是对其显示颜色进行切换[6]。

3.5. 预约条
预约条中主要包括了舱次信息，患者姓名，年龄，预约和打印时间及具体的说明等。预约条主要用
于核对患者的治疗时间和舱位，是患者的入舱凭证。

3.6. 语音提示
主要是采用 Delphi7 的 MediaPlayer 组件进行代码编译，语音文件一般是 wave 格式，当机柜红外传
感器检测到有人体靠近时，会想终端程序发送触发信号，此时终端进行语音提示的播报。代码设计如下：
Mediaplayer.FileName:='D:\hbopifo\sound\语音提示.wav';//获取语音提示音频文件；
Mediaplayer.Open;//控件打开；
Mediaplayer.Play;//控件播放音频文件。

4. 系统应用流程分析
主要是采用自动化的运作模式，一般不需要人工的操作和干预，在运行中患者持有的治疗卡条形码
标签是高压氧治疗预约的凭证，也是系统查询数据库的标识。
患者在高压氧治疗预约中，如果是无卡治疗，首次预约需要到医院护士站创建信息，医护人员通过
人工操作的方式在数据管理系统进行患者信息和治疗信息的创建，并打印条形码，如果不是第一次预约，
治疗卡丢失，需要去医院护士站补办治疗卡。
患者持有治疗卡条形码标签，在自助服务终端进行扫描，终端系统对条形码加以识别，从而作为标
识查询服务数据库，查询结果返回到界面，患者在操作中需要对服务终端程序内容进行核对，查看其是
否为本人的信息，如果是本人信息可查阅相关信息，如果不是本人的信息，需要到护士站进行咨询，或
者补办治疗卡，再到自助服务系统进行预约操作。确保患者的信息准确无误后，触摸屏幕按钮操作，并
选择查询和预约功能[7]。
预约功能选择后，终端界面舱位的分布图功能会被激活，根据预约号，治疗时间、当前信息等，对
相关信息进行打印。查询功能选择后，需要将打印的条形码作为标识，显示数据库相关治疗信息。具体
应用流程如图 2 所示。

5. 自助服务终端应用效果分析
在终端应用中，其硬件系统运行相对稳定，且具有良好是散热效果，景观测试，当环境温度为 40℃
左右时，高压氧治疗自助服务终端可以连续工作 10 小时，主机性能良好，在运行中没有出现过断电、死
机等故障问题，当环境光照强度达到 30,000 lx 时，红外触摸系统并未受到明显的干扰，系统仍然可以正
常运行且识别位置信息等。
整体来讲，高压氧治疗自助服务终端系统和服务器相对比较稳定，运行速度较快，重复查询函数访
问请求的响应速度较快，后台管理命令能减少突发故障出现时终端不能自助运行的问题。分析打印条打
印，遇到卡纸问题时，能旋转机器侧边的旋钮，从而及时排除故障。而红外传感器的感应度和灵敏度较
强，语音提示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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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elf-service terminal application process
图 2. 自助服务终端应用流程

人机交互设计中，主要按照操作简单便捷的原则，在运用中患者反映效果较好，能解决原有的患者
抢座现象，也能减少原有的人工操作无序状态，提升了高压氧治疗的有序性，为患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在自助服务终端系统运行过程中，除了特殊情况，不需要人工操作可实现自动运行，能定时自动启
动和关机，自动切换舱次，且实现对人体智能化探测和语音提示。在运行过程中，如果遇到突然停电和
关机等问题，在系统恢复正常运行状态后，可以自动执行刷新操作，能保持与服务器同步预约，且保留
后台管理命令接口，以便特殊情况下可以人工进行干预。自动服务终端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新的技
术和手段的融合，在提升医务人员工作效率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此外，这种自助终端设计系统在实际应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治疗卡的管理问题。
自助终端系统条形码标签的治疗卡是患者身份的重要标识，治疗卡是高压氧治疗的有效凭证，但是患者
自身的治疗卡保护意识相对较弱，常常出现治疗卡丢失等问题，但是内部监控等常常被忽视，影响到治
疗卡的安全和正常使用，如果丢失需要到人工操作窗口进行重新办理，花费更多时间，且目前相关的规
章制度并未完善落实。同时，对老年患者来讲存在操作难度。一些老年患者自身的操作能力相对较差，
如果没有陪同治疗人员，自己不能操作终端服务系统进行预约和查询，需要医护人员的协助和指导。此
外，高压氧自主服务终端的应用并未与医院其他综合服务系统有效结合，系统多是孤立存在，并未建立
综合服务系统，给医务人员和患者带来不便。
当前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在高压氧治疗自助服务系统建设中，还要重视网
络数据库的建设，充分运用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将医护终端、自助服务终端、手机 App 程序
等有效结合，优化高压氧就诊和治疗的整个流程，患者可以通过手机 App、医院官网或者是微信小程序
进行信息查询、预约、就诊咨询等，医护人员可以通过医护终端设备了解预约患者信息，当前预约人数
和等，提升工作效率，也提升患者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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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综上所述，高压氧治疗之主服务终端的设计和应用，改变了原有的人工操作模式的弊端，是我国高
压氧界研究的重大突破，通过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的设计，确保软件流畅运行，从而与服务器链接作出
快速响应。在应用中，条形码标签是患者重要的个人识别码，能降低终端硬件的成本，同时人机交互操
作便捷，借助互联网数据库，能实现患者就医过程的监控，提升资源利用率，红外传感器等能实现人体
智能识别和语音提示，在应用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能让患者参与到高压氧治疗信息链中，从而优化诊
断治疗的秩序，减少医务人员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在系统建设优化中，要结合实际需要，充分借
助互联网技术、计算机技术等，重视系统的革新，同时将高压氧治疗自助服务终端系统与医院综合服务
自助终端系统结合，给医护人员和患者带来更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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