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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调用我司接口时，请务必设置接口调用超时机制和总开关的机制。 

1. 智能审核 

1.1. 接口方式 

接口方式：Webservice 

服务地址：http://ip 地址:端口号/webservice/engine?wsdl 

类名：cn.yibo.data.modules.medicate.webservice.impl.RuleAuditWebServiceImpl 

命名空间：http://cn.yibo.data.modules.medicate.webservice.com/ 

http://localhost:9000/webservice/ruleAuditWebServiceImpl?ws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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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应用场景 

可接入的应用场景列表如下： 

代码 名称 场景调用触发说明 传输项目明细内容说明 

M02 门诊医生工作站 

门诊处方保存发送（处方提

交到收费处时进行审核，具

体地方可以根据 his 系统进

行调整） 

整份门诊处方 

Z02 住院医生工作站 

住院医嘱保存发送（每次保

存提交） 

当天有效医嘱 

包括：当天开立的所有临时

医嘱； 

也包括：当天会执行的所有

长期医嘱（包含未停止的历

史长期医嘱） 

Z03 

护士工作站预出

院 

出院收费处传送当天收费

（出院日） 

出院当天费用明细，明细可

按项目汇总 

备注：具体选用的对接应用场景视医院信息环境而定。 

1.3. 接口参数定义 

方法名：engine 

1.3.1. 输入 XML 定义 

1.3.1.1. 传入 XML 结构 

<root> 

 <patient> 

 </patient>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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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ug> 

  </drug> 

  <drug> 

  </drug> 

 </drugs> 

 <feeItems> 

  <feeItem> 

  </feeItem> 

  <feeItem> 

  </feeItem> 

 <feeItems> 

</root> 

1.3.1.2. 病人信息 

<patient> 

</patient> 

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含义 门诊医生站 住院医生站 

护士工作站

预出院 

备注/说明 

1 patient 

病人基本信息

节点 

   节点 

2 deptId 当前科室代码 必填 必填 必填 字符串 

3 deptName 当前科室名称 必填 必填 必填 字符串 

4 auditTime 

提交审核时间

（接口调用时

间） 

必填 必填 必填 

Datetime 2020-01-01 

13:01:01格式，少于两位

补0 

5 patientNo 患者号 必填 必填 必填 

字符串，病人的唯一标

识， 

如建档号，住院号，卡号 

6 registerNo 就诊流水号 必填 必填 必填 同一次就诊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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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12345678 

7 auditNo 审核流水号 必填 必填 

必填 

 

门诊填“M+就诊流水号+

时间” 

住院填填“Z+就诊流水号

+时间” 

如

Z12345678202001012359

59 

M1234567820200101235

959 

8 
patientNam

e 

患者姓名 必填 必填 必填 字符串 

9 icd10Code 

ICD10疾病编

码 

如有必填 如有必填 如有必填 

字符串，多个以|分隔，

所有诊断编码 

ICD10 主诊断编码需放

在最前 

10 diagnose 诊断名称 必填 必填 必填 

字符串，多个以|分隔， 

包含所有ICD10疾病名称

和所有临床诊断； 

ICD10疾病名称在前，临

床诊断在后； 

ICD10主诊断疾病名称需

放在最前； 

ICD10其它诊断疾病名称

与编码顺序一致； 

临床诊断之间可不分先

后顺序； 

11 age 年龄 必填 必填 必填 

[0-9|\\.]+[岁|月|天] ，如

20岁，新生儿需用天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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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12 sex 性别 必填 必填 必填 男|女|未知 

13 inDate 入院时间 留空 必填 必填 

Datetime 2020-01-01 

13:01:01格式，少于两位

补0 

14 outDate 出院时间 留空 留空 必填 

Datetime 2020-01-01 

13:01:01格式，少于两位

补0 

16 
hospitalGra

de 

医院等级 必填 必填 必填 

字符串，填“三级、二级、

一级” 

17 
settleTypeC

ode 

结算类别代码 必填 必填 必填 字符串 

18 
settleTypeN

ame 

结算类别名称 必填 必填 必填 

字符串，如自费、跨省异

地、工伤、生育等 

19 useCase 应用场景代码 

必填 

填“M02” 

必填 

填“Z02” 

必填 

填“Z03” 

 

20 isNewOrder 

是否新开医嘱

/处方 

选填 选填 选填 0-否；1-是(不传默认为0) 

1.3.1.3. 药品明细信息 

例子： 

<drugs> 

 <drug> 

 </drug> 

</ drugs > 

多个药品信息就有多个drug节点 

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含义 门诊医生站 住院医生站 

护士工作站

预出院 

备注/说明 

1 drugs 药品列表 传处方明细 传医嘱明细 

传出院当天

收费明细 
药品信息外层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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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rug 一个药品    每一药品信息节点 

3 id 明细ID   
 主键，该id是患者收费明细视

图的id，不能使用随机字符串 

4 orderType 医嘱类型 留空 必填 选填 
如，临时|长期|带药；自备

药和嘱托医嘱可不传 

5 drugCode 

药品收费编

码 

必填 必填 

必填 
字符串 

6 
drugNam

e 

药品名称 必填 必填 

必填 
字符串 

7 
specificati

on 

药品规格 选填 选填 选填 
字符串，his系统中药品的最

小规格 

8 
usageNa

me 

给药途径名

称 

选填 选填 选填 字符串 

9 dosage 给药剂量 必填 必填 选填 Float 

10 
dosageUn

it 

给药剂量单

位 

必填 必填 选填 如，mg, g,, ml等 

11 
frequency

Name 

频次名称 必填 必填 选填 
如，qd，一天三次，饮片“一

天一剂” 

12 
feeQuanti

ty 

收费数量 必填 选填 必填 Float 

13 unitPrice 单价 必填 选填 选填 Float，对应的数量的单价 

13 feeUnit 收费单位 选填 选填 选填 Float，对应的数量的单位 

14 totalCost 总金额 必填 选填 必填 Float，数量*单价 

15 
prescribe

DoctorId 

开立医生工

号 

必填 必填 

可不传 字符串，开立该药品医嘱医

生 

16 

prescribe

DoctorNa

me 

开立医生姓

名 

必填 必填 

可不传 
字符串，开立该药品医嘱医

生 

17 prescribe 开立科室代 必填 必填 可不传 字符串，开立该药品医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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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tId 码 室 

18 

prescribe

DeptNam

e 

开立科室名

称 

必填 必填 

可不传 
字符串，开立该药品医嘱科

室 

19 startTime 开立时间 必填 必填 

可不传 Datetime 2020-01-01 

13:01:01格式，少于两位补

0 

20 execTime 

执 行 时 间

(首次) 

留空 必填 

可不传 Datetime 2020-01-01 

13:01:01格式，少于两位补

0 

21 endTime 

结 束 时 间

(停瞩时间) 

留空 

长期医嘱停

止时必填 

临时和带药

可不填 

可不传 
Datetime 2020-01-01 

13:01:01格式，少于两位补

0 

22 days 用药天数 选填 选填 可不传 如，3天 

23 
tcmCount

s 

中药饮片剂

数 

饮片处方必

填 

饮片处方必

填 

选填  

24 isSelfPay 是否自费 可不传 可不传 可不传 字符串，是|否 

25 isSet 是否组套 可不传 可不传 可不传 字符串，是|否 

1.3.1.4. 非药品收费明细信息 

例子： 

<feeItems> 

 <feeItem> 

 </feeItem> 

</feeItems> 

多个项目信息就有多个feeItem节点 

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含义 门诊医生站 住院医生站 

护士工作

站预出院 

备注/说明 

1 feeItems 非药品列表 传处方明细 传医嘱明细 传出院当 非药品信息外层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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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收费明

细 

2 feeItem 

一个非药品项

目 

   

每一非药品项目信息

节点 

3 id 明细ID   

 主键，该id是患者收费

明细视图的id，不能使

用随机字符串 

4 orderType 医嘱类型 留空 必填 选填 

如，临时|长期|带药；

自备药和嘱托医嘱可

不传 

5 feeItemCode 收费项目编码 必填 必填 必填 

字符串   his中的收费

项目 

6 feeItemName 项目名称 必填 必填 必填 字符串 

7 feeQuantity 数量 必填 必填 必填 Float  

8 unitPrice 单价 必填 必填 必填 Float 

9 totalCost 总价 必填 选填 必填 Float 

10 
frequencyNa

me 

频次名称 必填 必填 必填 如，一天三次 

11 
prescribeDoct

orId 

开立医生 (护

士)工号 

必填 必填 选填 字符串 

12 
prescribeDoct

orName 

开立医生 (护

士)姓名 

必填 必填 选填 

字符串 

13 
prescribeDept

Id 

开立科室代码 必填 必填 选填 

字符串 

14 
prescribeDept

Name 

开立科室名称 必填 必填 选填 

字符串 

15 startTime 开立时间 必填 必填 选填 

Datetime 2020-01-01 

13:01:01格式，少于两

位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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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ecTime 

执行时间 (首

次) 

留空 选填 选填 

Datetime 2020-01-01 

13:01:01格式，少于两

位补0 

17 endTime 

结束时间（停

瞩时间） 

留空 

长期医嘱停

止时必填 

临时和带药

可不填 

选填 

Datetime 2020-01-01 

13:01:01格式，少于两

位补0 

18 accountTime 记账时间 留空 留空 必填 

Datetime 2020-01-01 

13:01:01格式，少于两

位补0 

19 days 天数 选填 选填 选填 如，3天 

20 isSelfPay 是否自费 可不传 可不传 可不传 字符串，是|否 

21 isSet 是否组套 可不传 可不传 可不传 字符串，是|否 

1.3.1.5. 入参示例 

<root> 

 <patient> 

  <deptId>0102</deptId> 

  <deptName>心血管内科</deptName> 

  <auditTime>2020-01-01 10:00:00</auditTime> 

  <patientNo>81234567</patientNo> 

  <registerNo>820200101</registerNo> 

  <auditNo>Z1234567820200101235959</auditNo> 

  <patientName>张三</patientName> 

  <icd10Code>A71.101|K35.200</icd10Code> 

  <diagnose>沙眼性角膜炎|急性阑尾炎伴有弥漫性腹膜炎|胃炎</diagnose> 

  <age>2 岁 3 月</age> 

  <sex>男</sex> 

  <inDate>2020-01-01 10:00:00</inDate> 

  <outDate></outDate> 

  <hospitalGrade>三甲</hospitalGrade> 

  <settleTypeCode>3456</settleTypeCode> 

  <settleTypeName>自费</settleTypeName> 

  <useCase>Z02</useCase> 

       <isNewOrder>0</isNewOrder> 

    </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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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ugs> 

        <drug> 

   <id>12345678</id> 

   <orderType>临时医嘱</orderType> 

   <drugCode>123456</drugCode> 

   <drugName>阿莫西林胶囊</drugName> 

   <specification>0.5g*12 粒/盒</specification> 

   <usageName>口服</usageName> 

   <dosage>1.0</dosage> 

   <dosageUnit>g</dosageUnit> 

   <frequencyName>tid</frequencyName> 

   <feeQuantity>6</feeQuantity> 

   <unitPrice>0.30</unitPrice> 

<feeUnit>元</feeUnit> 

   <totalCost>1.80</totalCost> 

   <prescribeDoctorId>001</prescribeDoctorId> 

   <prescribeDoctorName>李四</prescribeDoctorName> 

   <prescribeDeptId>002</prescribeDeptId> 

   <prescribeDeptName>心血管内科</prescribeDeptName> 

   <startTime>2020-01-01 11:00:00</startTime> 

   <execTime></execTime> 

   <endTime></endTime> 

   <days>3 天</days> 

<tcmCounts>3</tcmCounts> 

<isSelfPay>否</isSelfPay> 

<isSet>否</isSet> 

  </drug> 

 </drugs> 

    <feeItems> 

  <feeItem> 

   <id>345678901</id> 

   <orderType>长期医嘱</orderType> 

   <feeItemCode>F0000000001</feeItemCode> 

   <feeItemName>Ⅱ级护理</feeItemName> 

   <feeQuantity>1</feeQuantity> 

   <unitPrice>12.30</unitPrice> 

   <totalCost>12.30</totalCost> 

   <frequencyName>qd</frequencyName> 

   <prescribeDoctorId>001</prescribeDoctorId> 

   <prescribeDoctorName>李四</prescribeDoctorName> 

   <prescribeDeptId>002</prescribeDeptId> 

   <prescribeDeptName>心血管内科</prescribeDeptName> 

   <startTime>2020-01-01 11:00:00</startTime> 

   <execTime></exec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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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Time></endTime> 

   <accountTime></accountTime> 

   <days></days> 

<isSelfPay>否</isSelfPay> 

<isSet>否</isSet> 

  </feeItem> 

 </feeItems> 

</root> 

 

1.3.2.  

1.3.3. 输出 XML 定义 

1.3.3.1. 输出信息 

<return> 

 <infos> 

         <info> 

   <id></id> 

   <itemCode> </itemCode> 

<itemName> </itemName> 

   <severity></severity> 

   <type> </type> 

   <message> </message> 

   <advice> </advice> 

   <source> </source> 

              <isRecord></isRecord> 

              <recordUrl></ recordUrl > 

     </info> 

          … … 

         <info>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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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s> 

 <isSuccess>1</isSuccess> 

 <message>规则审核接口调用成功！</message> 

 < auditNo>Z1234567820200101235959</auditNo> 

</return> 

 

注：有提示才有 infos 节点，多个提示信息返回多个 infos 节点 

警示信息 

序号 标签节点名称 标签含义 展示要求 

0 info  提示信息节点 

1 id 处方医嘱明细 id 明细 id 对应回入参中的 id 

2 severity 严重级别 

8，显示“禁止”，需在 HIS 限制后续流程，红色；5，

显示“警告”，蓝色；3，显示“提示”，黑色； 

该条信息可根据不同级别以不同颜色字体显示。 

3 itemCode 

传入药品 /非药品

项目编码 

建议不显示，对应入参中的收费编码 

4 itemName 

传入药品 /非药品

项目名称 

建议显示 

5 message 提示信息 建议显示 

6 advice 处理建议 建议显示 

7 source 警示消息来源依据 可显示，据实际情况确定 

8 type 警示消息类型 可显示，据实际情况确定 

9 isSuccess 调用是否成功 

0：失败，1：成功 ；HIS 可据实际情况确定显示方

式 

10 message 调用成功信息 

“医保智能审核服务调用成功！”；HIS 可据实际情况

确定显示方式 

11 auditNo 审核流水号 为方便问题核查， 建议显示 

12 isRecord 是否需要填写原因 

对于某些药品或者项目，针对提醒或警示信息需要

用户填写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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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recordUrl 

填写原因的访问url

地址 

在提醒或警示信息结尾处新增一个填写原因按钮，

用户点击按钮打开该 Url 地址 

1.3.3.2. 输出示例 

<return> 

 <infos> 

  <info> 

   <id>60000001</id> 

   <itemCode>F000000001</itemCode> 

<itemName>气管切开护理</itemName> 

   <severity>3</severity> 

   <type>重复收费</type> 

   <message>气管切开护理不可同时收取吸痰护理费。</message> 

   <advice>请核实费用。</advice> 

   <source>医保政策管理</source> 

<isRecord></isRecord> 

              <recordUrl></ recordUrl > 

  </info> 

  <info> 

   <id>60000002</id> 

   <itemCode>F000000002</itemCode> 

<itemName>Ⅱ级护理</itemName> 

   <severity>5</severity> 

   <type>限频次</type> 

   <message>住院级别护理项目收费次数超过住院总天数。</message> 

   <advice>请核实费用。</advice> 

   <source>医保政策管理</source> 

<isRecord></isRecord> 

              <recordUrl></ recordUr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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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 

 </infos> 

 <isSuccess>1</isSuccess> 

 <message>规则审核接口调用成功！</message> 

 <auditNo>Z1234567820200101235959</auditNo> 

</return> 

1.3.3.3. 输出显示 

显示参考：序号.[severity]hisName：message + advice + source + type 

如： 

1. [禁止],警示消息类型, 氨茶碱片：5 级提示。5 级处理建议。（警示消息来源依据） 

2. [警告],警示消息类型, 氨茶碱片：4 级提示。4 级处理建议。（警示消息来源依据） 

3. [提示],警示消息类型, 氨茶碱片：3 级提示。3 级处理建议。（警示消息来源依据） 

 

 

 

 

 

 



医保控费系统标准接口 

广州医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医保控费系统 第 15 页 /共 35页 

 

 

 

 

2. 质控病案首页审核 

2.1. 接口方式 

接口方式：WebService 

 

服务地址：http://ip 地址:端口号/webservice/ audit?wsdl 

 

类名：cn.yibo.data.modules.audit.webservice.impl.RuleAuditFullLogicWebServiceImpl 

 

命名空间：http://cn.yibo.data.modules.audit.webservice.com 

 

方法名：audit 

 

2.2. 应用场景 

可接入的应用场景列表如下： 

代码 名称 

YS 医生 

BM 编码员 

BA 病案端 

备注：具体选用的对接应用场景视医院信息环境而定。 

 

 

http://ip地址:端口号/webservice/drgMatch?wsdl
http://cn.yibo.data.modules.audit.webserv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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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接口参数定义 

方法名：audit 

2.3.1. 入参 xml 定义 

2.3.1.1. 入参 xml 基础结构 

最外层的根节点为 root，root 下有 5 个子节点，分别是：使用场景、患者信息、住院信息、

诊疗信息、费用信息，除了 使用场景 节点没有子节点之外，剩下的四个子节点都有子节点。 

<root> 

    <!-- 使用场景，YS：医生；BM：编码员；BA：病案端 --> 

    <useCase>使用场景</useCase> 

    <!-- 患者信息 --> 

    <patientInfo> 

        ... 

    </patientInfo> 

    <!-- 住院信息 --> 

    <hospitalInfo> 

        ... 

    </hospitalInfo> 

    <!-- 诊疗信息 --> 

    <diagnosisInfo> 

        ... 

    </diagnosisInfo> 

    <!-- 费用信息 --> 

    <feeInfo> 

        ... 

    </feeInfo> 

</root> 

 

 

序号 字段编码 字段中文名 说明 

1 root 根节点 有 5 个子节点 

2 useCase 使用场景 无子节点；使用场景

可传入如下值，YS：

医生；BM：编码员；

BA：病案端 

3 patientInfo 患者信息 有多个子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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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ospitalInfo 住院信息 有多个子节点 

5 diagnosisInfo 诊疗信息 有多个子节点 

6 feeInfo 费用信息 有多个子节点 

2.3.1.2. 患者信息节点结构 

序号 字段编码 字段中文名 是否必填 字段类型 说明 

1 medicalPaymentType 医疗付费方式 是 数值 

1.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2.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4.贫困救助；

5.商业医疗保险；6.全公费；7.全自费；8.其

他社会保险；9.其他。其他社会保险指生育保

险、工伤保险、农民工保险等。 

2 healthCardNumber  健康卡号 否 字符串 居民健康卡号/诊疗卡号 

3 medicalRecordNumber 病案号 是 字符串 病案唯一编码 

4 patientName 姓名 是 字符串  

5 sex 性别 是 数值 1男/2女 

6 birthday 出生日期 是 字符串  

7 age 年龄 条件必填 字符串 
（Y/M/D），根据患者实际年龄填写对应栏目，

两处年龄必有一处非空 

8 ageSmall1Year 
年龄（年龄不足

1周岁的） 
条件必填 字符串 

按照实足年龄的月龄填写，以分数形式表示：

分数的整数部分代表实足月龄，分数部分分母

为 30，分子为不足 1个月的天数，如“2 15/30

月”代表患儿实足年龄为 2个月又 15天。 

9 citizenship 国籍 是 字符串  

10 birthWeight 
新生儿出生体

重 
条件必填 数值 

从出生到 28天为新生儿期。出生日为第 0天。

产妇病历应当填写“新生儿出生体重”； 

11 inHospitalWeight 
新生儿入院体

重 
条件必填 数值 

新生儿期住院的患儿应当填写“新生儿出生体

重”、“新生儿入院体重” 

12 birthplaceProvince 
出生地（省、区、

市） 
是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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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3. 住院信息节点结构 

13 birthplaceCity 出生地（市） 是 字符串  

14 birthplaceCounty 出生地（县） 是 字符串  

15 hometownProvince 
籍贯（省、区、

市） 
是 字符串  

16 hometownCity 籍贯（市） 是 字符串  

17 nationality 民族 是 字符串  

18 identityNo 身份证号 是 字符串  

19 job 职业 是 字符串  

20 marriage 婚姻 是 数值 1.未婚；2.已婚；3.丧偶；4.离婚；9.其他。 

21 
currentAddressProvinc

e 

现住址（省、区、

市） 
是 字符串  

22 currentAddressCity 现住址（市） 是 字符串  

23 currentAddressCounty 现住址（县） 是 字符串  

24 currentAddressPhone 现住址电话 是 字符串  

25 
currentAddressPostcod

e 
现住址邮编 是 字符串  

26 
householdAddressProvi

nce 

户口地址（省、

区、市） 
是 字符串  

27 householdAddressCity 户口地址（市） 是 字符串  

28 
householdAddressCount

y 
户口地址（县） 是 字符串  

29 
householdAddressPostc

ode 
户口地址邮编 是 字符串  

30 officeAddress 
工作单位及地

址 
是 字符串  

31 officePhone  单位电话 是 字符串  

32 officePostcode 单位邮编 是 字符串  

33 contactPersonName 联系人姓名 是 字符串  

34 
contactPersonRelation

ship 
关系 是 字符串  

35 contactPersonAddress 联系人地址 是 字符串  

36 contactPersonPhone 联系人电话 是 字符串  

序号 字段编码 字段中文名 是否必填 字段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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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edicalInstitutions 医疗机构 是 字符串 医疗机构名称 

2 inHospitalTimes 第  次住院 是 数值  

3 admissionRoute 入院途径 是 数值 
1.急诊 2.门诊 3.其他医疗机

构转入 9其他 

4 admissionTime 入院时间 是 字符串  

5 admissionDeptName 入院科别 是 字符串  

6 admissionRoom 入院病房 是 字符串  

7 changeDeptName 转科科别 是 字符串  

8 changeDeptDesc 转科 否 字符串 
1.xxxx年 xx月 xx日 xx时转 xx

科 

9 dischargeTime 出院时间 是 字符串  

10 dischargeDeptName 出院科别 是 字符串  

11 dischargeRoom 出院病房 是 字符串  

12 hospitalDays 实际住院天数 是 数值 

入院日与出院日只计算一天，例

如：2011年 6月 12日入院，2011

年 6月 15日出院，计住院天数

为 3天。 

13 deptDirector 科主任 是 字符串  

14 chiefPhysician 主任（副主任）医师 是 字符串  

15 attendingPhysician 主治医师 是 字符串  

16 inHospitalPhysician 住院医师 是 字符串  

17 responsibilityNurse  责任护士 是 字符串  

18 refresherPhysician 进修医师 否 字符串  

19 practicePhysician 实习医师 否 字符串  

20 coder 编码员 是 字符串  

21  medicalRecordQuality  病案质量 是 数值 1.甲 2.乙 3.丙 

22 
qualityControlPhysici

an 
质控医师 是 字符串  

23 qualityControlNurse  质控护士 是 字符串  

24 qualityControlDate 质控日期 否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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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4. 诊疗信息节点结构 

25 leaveHospitalWay 离院方式 是 数值 

1.医嘱离院  2.医嘱转院 3.医

嘱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

生院 4.非医嘱离院 5.死亡 9.

其他 

26 
acceptMedicalInstitut

ion 
拟接收医疗机构名称 否 字符串  

27 
acceptCommunityMedica

lInstitution 

拟接收社区/乡镇医疗

机构名称 
否 字符串  

28 
planInHospitalIn31Day

s 

是否有出院 31天内再住

院计划 
是 数值 1.无 2.有  

29 purpose 目的 否 字符串 
如果有再住院计划，则需要填写

目的，如：进行二次手术。 

30 
beforeAdmissionBrainI

njuryTime 

（入院前）颅脑损伤时

间 
是 字符串 

指颅脑损伤的患者昏迷的时间

合计，按照入院前、入院后分别

统计，间断昏迷的填写各段昏迷

时间的总和，只有颅脑损伤的患

者需要填写昏迷时间。（后台数

据字段设计以分为单位统计） 

31 
afterAdmissionBrainIn

juryTime 

（入院后）颅脑损伤时

间 
是 字符串  

序号 字段编码 字段中文名 是否必填 字段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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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rganizationCode  组织机构代码 是 字符串 
8位本体代码、连字符和 1位检验

码组成。 

2 outpatientDiagnosis 门（急）诊诊断 是 字符串 

指患者在住院前，由门（急）诊接

诊医师在住院证上填写的门（急）

诊诊断。 

3 
outpatientDiagnosis

Code 
门（急）诊诊断疾病编码 是 字符串  

4 outpatientDoctor 门（急）诊医生 是 字符串  

5 caseClassification 病例分型 是 字符串 A.一般 B.急 C.疑难 D.危重 

6 
clinicalPathwayCase

s  
临床路径病例 是 数值 1.是 2.否 

7 rescueTimes 抢救  次 否 数值  

8 successTimes 成功  次 是 数值  

9 
externalCauseOfInju

ry 
损伤、中毒的外部原因 是 字符串 

指造成损伤的外部原因及引起中

毒的物质，如：意外触电、房屋着

火、公路上汽车翻车、误服农药。 

10 
externalCauseOfInju

ryCode 
损伤、中毒外部原因编码 是 字符串  

11 
pathologicalDiagnos

is 
病理诊断 是 字符串  

12 
pathologicalDiagnos

isCode 
病理诊断_疾病编码 否 字符串  

13 pathologyNumber  病理号 是 字符串  

14 isDrugAllergy 药物过敏 是 数值 1.无 2.有 

15 allergyMedicine 过敏药物 否 字符串 
如有明确的药物过敏史，应填写引

发过敏反应的具体药物 

16 
autopsyOfDeadPatien

ts  
死亡患者尸检 是 数值 1.是 2.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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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bloodType 血型 是 数值 
1.A；2.B；3.O；4.AB；5.不详；

6.未查 

18 rh Rh 是 数值 1.阴；2.阳；3.不详；4.未查 

19 electiveSurgery 择期手术 条件必填 字符串 

是/否，患者确实住院期间没有任

何手术，手术记录相关的必填项可

以留空，有手术情况下必填 

20 diagnoseList 诊断列表 条件必填 

xml节点，可

含有多个

diagnose子

节点 

 

20.1 diagnosisName 诊断名称 条件必填 字符串 当是主要诊断时，该字段必填 

20.2 diagnosisCode 诊断疾病编码 条件必填 字符串 当是主要诊断时，该字段必填 

20.3 
diagnosisAdmissionC

ondition 
诊断入院病情 条件必填 数值 

1.有 2.临床未确定 3.情况不明 

4.无 

20.4 isMain 是否主要诊断 是 数值 0：是其他诊断；1：是主要诊断 

21 operationList 手术列表 条件必填 

xml节点，可

含有多个

operation子

节点 

 

21.1 operationCode 手术及操作编码 是 字符串  

21.2 operationDate 手术及操作日期 条件必填 字符串 
患者确实住院期间没有任何手术，

手术记录相关的必填项可以留空 

21.3 operationLevel 手术级别 条件必填 数值 

1.一级手术  2.二级手术 3.三

级手术 4.四级手术，患者确实住

院期间没有任何手术，手术记录

相关的必填项可以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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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operationName 手术及操作名称 条件必填 字符串 

患者确实住院期间没有任何手术，

手术记录相关的必填项可以留空，

有手术情况下必填 

21.5 surgicalStaff 术者 条件必填 字符串 

患者确实住院期间没有任何手术，

手术记录相关的必填项可以留空，

有手术情况下必填 

21.6 firstAssistant I助 条件必填 字符串 

患者确实住院期间没有任何手术，

手术记录相关的必填项可以留空，

有手术情况下必填 

21.7 secondAssistant Ⅱ助 条件必填 字符串 

患者确实住院期间没有任何手术，

手术记录相关的必填项可以留空，

有手术情况下必填 

21.8 
incisionHealingLeve

l 
切口愈合等级 条件必填 字符串 

患者确实住院期间没有任何手术，

手术记录相关的必填项可以留空，

有手术情况下必填 

21.9 incisionHealingType 切口愈合类型 否 字符串  

21.1

0 
anesthesiaType 麻醉方式 条件必填 字符串 

患者确实住院期间没有任何手术，

手术记录相关的必填项可以留空，

有手术情况下必填 

21.1

1 
anesthesiaStaff 麻醉医师 条件必填 字符串 

患者确实住院期间没有任何手术，

手术记录相关的必填项可以留空，

有手术情况下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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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5. 费用信息节点结构 

 

 

21.1

2 
isMain 是否主要手术 是 数值 0：是其他手术；1：是主要手术 

序号 字段编码 字段中文名 是否必填 字段类型 说明 

1 inHospitalTotalFee 住院总费用 是 数值  

2 selfPayFee 住院费用_自付金额 是 数值  

3 medicalServiceFee  一般医疗服务费 否 数值  

4 treatmentManipulateFee 一般治疗操作费 否 数值  

5 nursingFee 护理费 否 数值  

6 othersFee 其他费用 否 数值  

7 pathologicalDiagnosisFee  病理诊断费 否 数值  

8 laboratoryDiagnosisFee  实验室诊断费 否 数值  

9 imagingDiagnosisFee  影像学诊断费 否 数值  

10 clinicalDiagnosisProjectFee  临床诊断项目费 否 数值  

11 nonSurgicalTreatmentFee  非手术治疗项目费 否 数值  

12 clinicalPhysiotherapyFee  临床物理治疗费 否 数值  

13 surgicalTreatmentFee  手术治疗费 否 数值  

14 anesthesiaFee  手术治疗费_麻醉费 否 数值  

15 surgicalFee 手术治疗费_手术费 否 数值  

16 rehabilitationFee 康复费 否 数值  

17 tcmTreatmentFee  中医治疗费 否 数值  

18 westernMedicineFee  西药费 否 数值  

19 antimicrobialFee 抗菌药物费用 否 数值  

20 chinesePatentMedicineFee  中成药费 否 数值  

21 chineseHerbalMedicineFee 中草药费 否 数值  

22 bloodFee 血费 否 数值  

23 albuminProductFee  白蛋白类制品费 否 数值  

24 globulinProductFee 球蛋白类制品费 否 数值  

25 coagulationFactorProductFee  凝血因子类制品费 否 数值  

26 cytokineProductFee  细胞因子类制品费 否 数值  

27 inspectionMedicalMaterialFee 检查用一次性医用材料费 否 数值  

28  treatmentMedicalMaterialFee 治疗用一次性医用材料费 否 数值  

29 surgeryMedicalMaterialFee 手术用一次性医用材料费 否 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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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6. 完整入参示例 

<soapenv:Envelope xmlns:soapenv="http://schemas.xmlsoap.org/soap/envelope/" 

xmlns:cn="http://cn.yibo.data.modules.audit.webservice.com/"> 

    <soapenv:Header/> 

    <soapenv:Body> 

        <cn:audit> 

            <xml><![CDATA[ 

 

<root> 

    <!-- 使用场景，YS：医生；BM：编码员；BA：病案端 --> 

    <useCase>使用场景</useCase> 

    <!-- 患者信息 --> 

    <patientInfo> 

        <!-- 病案号 --> 

        <medicalRecordNumber>病案号</medicalRecordNumber> 

        <!-- 医疗付费方式 --> 

        <medicalPaymentType>医疗付费方式</medicalPaymentType> 

        <!-- 健康卡号 --> 

        <healthCardNumber>健康卡号</healthCardNumber> 

        <!-- 姓名 --> 

        <patientName>姓名</patientName> 

        <!-- 性别 --> 

        <sex>性别</sex> 

        <!-- 出生日期 --> 

        <birthday>出生日期</birthday> 

        <!-- 年龄 --> 

        <age>年龄</age> 

        <!-- 年龄（年龄不足 1 周岁的） --> 

        <ageSmall1Year>年龄（年龄不足 1 周岁的）</ageSmall1Year> 

        <!-- 国籍 --> 

        <citizenship>国籍</citizenship> 

        <!-- 新生儿出生体重（单位：克） --> 

        <birthWeight>新生儿出生体重</birthWeight> 

        <!-- 新生儿入院体重（单位：克） --> 

        <inHospitalWeight>新生儿入院体重</inHospitalWeight> 

        <!-- 出生地（省、区、市） --> 

        <birthplaceProvince>出生地（省、区、市）</birthplaceProvince> 

        <!-- 出生地（市） --> 

        <birthplaceCity>出生地（市）</birthplaceCity> 

        <!-- 出生地（县） --> 

        <birthplaceCounty>出生地（县）</birthplaceCounty> 

        <!-- 籍贯（省、区、市） --> 

        <hometownProvince>籍贯（省、区、市）</hometown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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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籍贯（市） --> 

        <hometownCity>籍贯（市）</hometownCity> 

        <!-- 民族 --> 

        <nationality>民族</nationality> 

        <!-- 身份证号 --> 

        <identityNo>身份证号</identityNo> 

        <!-- 职业 --> 

        <job>职业</job> 

        <!-- 婚姻 --> 

        <marriage>婚姻</marriage> 

        <!-- 现住址（省、区、市） --> 

        <currentAddressProvince>现住址（省、区、市）</currentAddressProvince> 

        <!-- 现住址（市） --> 

        <currentAddressCity>现住址（市）</currentAddressCity> 

        <!-- 现住址（县） --> 

        <currentAddressCounty>现住址（县）</currentAddressCounty> 

        <!-- 现住址电话 --> 

        <currentAddressPhone>现住址电话</currentAddressPhone> 

        <!-- 现住址邮编 --> 

        <currentAddressPostcode>现住址邮编</currentAddressPostcode> 

        <!-- 户口地址（省、区、市） --> 

        <householdAddressProvince>户口地址（省、区、市）</householdAddressProvince> 

        <!-- 户口地址（市） --> 

        <householdAddressCity>户口地址（市）</householdAddressCity> 

        <!-- 户口地址（县） --> 

        <householdAddressCounty>户口地址（县）</householdAddressCounty> 

        <!-- 户口地址邮编 --> 

        <householdAddressPostcode>户口地址邮编</householdAddressPostcode> 

        <!-- 工作单位及地址 --> 

        <officeAddress>工作单位及地址</officeAddress> 

        <!-- 单位电话 --> 

        <officePhone>单位电话</officePhone> 

        <!-- 单位邮编 --> 

        <officePostcode>单位邮编</officePostcode> 

        <!-- 联系人姓名 --> 

        <contactPersonName>联系人姓名</contactPersonName> 

        <!-- 联系人关系 --> 

        <contactPersonRelationship>联系人关系</contactPersonRelationship> 

        <!-- 联系人地址 --> 

        <contactPersonAddress>联系人地址</contactPersonAddress> 

        <!-- 联系人电话 --> 

        <contactPersonPhone>联系人电话</contactPersonPhone> 

    </patientInfo> 

    <!-- 住院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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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pitalInfo> 

        <!-- 医疗机构 --> 

        <medicalInstitutions>医疗机构</medicalInstitutions> 

        <!-- 第  次住院 --> 

        <inHospitalTimes>第  次住院</inHospitalTimes> 

        <!-- 入院途径 --> 

        <admissionRoute>入院途径</admissionRoute> 

        <!-- 入院时间 --> 

        <admissionTime>入院时间</admissionTime> 

        <!-- 入院科别 --> 

        <admissionDeptName>入院科别</admissionDeptName> 

        <!-- 入院病房 --> 

        <admissionRoom>入院病房</admissionRoom> 

        <!-- 转科科别 --> 

        <changeDeptName>转科科别</changeDeptName> 

        <!-- 转科 --> 

        <changeDeptDesc>转科</changeDeptDesc> 

        <!-- 出院时间 --> 

        <dischargeTime>出院时间</dischargeTime> 

        <!-- 出院科别 --> 

        <dischargeDeptName>出院科别</dischargeDeptName> 

        <!-- 出院病房 --> 

        <dischargeRoom>出院病房</dischargeRoom> 

        <!-- 实际住院天数 --> 

        <hospitalDays>实际住院天数</hospitalDays> 

        <!-- 科主任 --> 

        <deptDirector>科主任</deptDirector> 

        <!-- 主任（副主任）医师 --> 

        <chiefPhysician>主任（副主任）医师</chiefPhysician> 

        <!-- 主治医师 --> 

        <attendingPhysician>主治医师</attendingPhysician> 

        <!-- 住院医师 --> 

        <inHospitalPhysician>住院医师</inHospitalPhysician> 

        <!-- 责任护士 --> 

        <responsibilityNurse>责任护士</responsibilityNurse> 

        <!-- 进修医师 --> 

        <refresherPhysician>进修医师</refresherPhysician> 

        <!-- 实习医师 --> 

        <practicePhysician>实习医师</practicePhysician> 

        <!-- 编码员 --> 

        <coder>编码员</coder> 

        <!-- 病案质量 --> 

        <medicalRecordQuality>病案质量</medicalRecordQuality> 

        <!-- 质控医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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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lityControlPhysician>质控医师</qualityControlPhysician> 

        <!-- 质控护士 --> 

        <qualityControlNurse>质控护士</qualityControlNurse> 

        <!-- 质控日期 --> 

        <qualityControlDate>质控日期</qualityControlDate> 

        <!-- 离院方式 --> 

        <leaveHospitalWay>离院方式</leaveHospitalWay> 

        <!-- 拟接收医疗机构名称 --> 

        <acceptMedicalInstitution>拟接收医疗机构名称</acceptMedicalInstitution> 

        <!-- 拟接收社区/乡镇医疗机构名称 --> 

        <acceptCommunityMedicalInstitution> 拟 接 收 社 区 / 乡 镇 医 疗 机 构 名 称

</acceptCommunityMedicalInstitution> 

        <!-- 是否有出院 31 天内再住院计划 --> 

        <planInHospitalIn31Days>是否有出院 31 天内再住院计划</planInHospitalIn31Days> 

        <!-- 目的 --> 

        <purpose>目的</purpose> 

        <!-- （入院前）颅脑损伤时间 --> 

        <beforeAdmissionBrainInjuryTime> （ 入 院 前 ） 颅 脑 损 伤 时 间

</beforeAdmissionBrainInjuryTime> 

        <!-- （入院后）颅脑损伤时间 --> 

        <afterAdmissionBrainInjuryTime> （ 入 院 后 ） 颅 脑 损 伤 时 间

</afterAdmissionBrainInjuryTime> 

    </hospitalInfo> 

    <!-- 诊疗信息 --> 

    <diagnosisInfo> 

        <!-- 组织机构代码 --> 

        <organizationCode>组织机构代码</organizationCode> 

        <!-- 门（急）诊诊断 --> 

        <outpatientDiagnosis>门（急）诊诊断</outpatientDiagnosis> 

        <!-- 门（急）诊诊断疾病编码 --> 

        <outpatientDiagnosisCode>门（急）诊诊断疾病编码</outpatientDiagnosisCode> 

        <!-- 门（急）诊医生 --> 

        <outpatientDoctor>门（急）诊医生</outpatientDoctor> 

        <!-- 病例分型 --> 

        <caseClassification>病例分型</caseClassification> 

        <!-- 临床路径病例 --> 

        <clinicalPathwayCases>临床路径病例</clinicalPathwayCases> 

        <!-- 抢救  次 --> 

        <rescueTimes>抢救  次</rescueTimes> 

        <!-- 成功  次 --> 

        <successTimes>成功  次</successTimes> 

        <!-- 损伤、中毒的外部原因 --> 

        <externalCauseOfInjury>损伤、中毒的外部原因</externalCauseOfInjury> 

        <!-- 损伤、中毒外部原因编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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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ernalCauseOfInjuryCode>损伤、中毒外部原因编码</externalCauseOfInjuryCode> 

        <!-- 病理诊断 --> 

        <pathologicalDiagnosis>病理诊断</pathologicalDiagnosis> 

        <!-- 病理诊断_疾病编码 --> 

        <pathologicalDiagnosisCode>病理诊断_疾病编码</pathologicalDiagnosisCode> 

        <!-- 病理号 --> 

        <pathologyNumber>病理号</pathologyNumber> 

        <!-- 药物过敏 --> 

        <isDrugAllergy>药物过敏</isDrugAllergy> 

        <!-- 过敏药物 --> 

        <allergyMedicine>过敏药物</allergyMedicine> 

        <!-- 死亡患者尸检 --> 

        <autopsyOfDeadPatients>死亡患者尸检</autopsyOfDeadPatients> 

        <!-- 血型 --> 

        <bloodType>血型</bloodType> 

        <!-- Rh --> 

        <rh>Rh</rh> 

        <!-- 择期手术 --> 

        <electiveSurgery>择期手术</electiveSurgery> 

        <!-- 诊断列表 --> 

        <diagnoseList> 

            <!-- 诊断 --> 

            <diagnose> 

                <!-- 诊断名称 --> 

                <diagnosisName>主要诊断名称</diagnosisName> 

                <!-- 诊断-疾病编码 --> 

                <diagnosisCode>主要诊断-疾病编码</diagnosisCode> 

                <!-- 诊断-入院病情 --> 

                <diagnosisAdmissionCondition> 主 要 诊 断 - 入 院 病 情

</diagnosisAdmissionCondition> 

                <!-- 是否主要诊断，1：是；2：否 --> 

                <isMain>1</isMain> 

            </diagnose> 

            <!-- 诊断 --> 

            <diagnose> 

                <!-- 诊断名称 --> 

                <diagnosisName>其他诊断名称 1</diagnosisName> 

                <!-- 诊断-疾病编码 --> 

                <diagnosisCode>其他诊断-疾病编码 1</diagnosisCode> 

                <!-- 诊断-入院病情 --> 

                <diagnosisAdmissionCondition> 其 他 诊 断 - 入 院 病 情

1</diagnosisAdmissionCondition> 

                <!-- 是否主要诊断，1：是；2：否 --> 

                <isMain>0</is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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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gnose> 

            <!-- 诊断 --> 

            <diagnose> 

                <!-- 诊断名称 --> 

                <diagnosisName>其他诊断名称 2</diagnosisName> 

                <!-- 诊断-疾病编码 --> 

                <diagnosisCode>其他诊断-疾病编码 2</diagnosisCode> 

                <!-- 诊断-入院病情 --> 

                <diagnosisAdmissionCondition> 其 他 诊 断 - 入 院 病 情

2</diagnosisAdmissionCondition> 

                <!-- 是否主要诊断，1：是；2：否 --> 

                <isMain>0</isMain> 

            </diagnose> 

        </diagnoseList> 

        <!-- 手术列表 --> 

        <operationList> 

            <!-- 手术 --> 

            <operation> 

                <!-- 手术及操作编码 --> 

                <operationCode>（主要手术）手术及操作编码</operationCode> 

                <!-- 手术及操作日期 --> 

                <operationDate>（主要手术）手术及操作日期</operationDate> 

                <!-- 手术级别 --> 

                <operationLevel>（主要手术）手术级别</operationLevel> 

                <!-- 手术及操作名称 --> 

                <operationName>（主要手术）手术及操作名称</operationName> 

                <!-- 术者 --> 

                <surgicalStaff>（主要手术）术者</surgicalStaff> 

                <!-- I 助 --> 

                <firstAssistant>（主要手术）I 助</firstAssistant> 

                <!-- Ⅱ助 --> 

                <secondAssistant>（主要手术）Ⅱ助</secondAssistant> 
                <!-- 切口愈合等级 --> 

                <incisionHealingLevel>（主要手术）切口愈合等级</incisionHealingLevel> 

                <!-- 切口愈合类型 --> 

                <incisionHealingType>（主要手术）切口愈合类型</incisionHealingType> 

                <!-- 麻醉方式 --> 

                <anesthesiaType>（主要手术）麻醉方式</anesthesiaType> 

                <!-- 麻醉医师 --> 

                <anesthesiaStaff>（主要手术）麻醉医师</anesthesiaStaff> 

                <!-- 是否主要手术，1：是；2：否 --> 

                <isMain>1</isMain> 

            </operation> 

            <!-- 手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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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ration> 

                <!-- 手术及操作编码 --> 

                <operationCode>（其他手术）手术及操作编码 1</operationCode> 

                <!-- 手术及操作日期 --> 

                <operationDate>（其他手术）手术及操作日期 1</operationDate> 

                <!-- 手术级别 --> 

                <operationLevel>（其他手术）手术级别 1</operationLevel> 

                <!-- 手术及操作名称 --> 

                <operationName>（其他手术）手术及操作名称 1</operationName> 

                <!-- 术者 --> 

                <surgicalStaff>（其他手术）术者</surgicalStaff> 

                <!-- I 助 --> 

                <firstAssistant>（其他手术）I 助</firstAssistant> 

                <!-- Ⅱ助 --> 

                <secondAssistant>（其他手术）Ⅱ助</secondAssistant> 
                <!-- 切口愈合等级 --> 

                <incisionHealingLevel>（其他手术）切口愈合等级</incisionHealingLevel> 

                <!-- 切口愈合类型 --> 

                <incisionHealingType>（其他手术）切口愈合类型</incisionHealingType> 

                <!-- 麻醉方式 --> 

                <anesthesiaType>（其他手术）麻醉方式</anesthesiaType> 

                <!-- 麻醉医师 --> 

                <anesthesiaStaff>（其他手术）麻醉医师</anesthesiaStaff> 

                <!-- 是否主要手术，1：是；2：否 --> 

                <isMain>0</isMain> 

            </operation> 

            <!-- 手术 --> 

            <operation> 

                <!-- 手术及操作编码 --> 

                <operationCode>（其他手术）手术及操作编码 2</operationCode> 

                <!-- 手术及操作日期 --> 

                <operationDate>（其他手术）手术及操作日期 2</operationDate> 

                <!-- 手术级别 --> 

                <operationLevel>（其他手术）手术级别 2</operationLevel> 

                <!-- 手术及操作名称 --> 

                <operationName>（其他手术）手术及操作名称 2</operationName> 

                <!-- 术者 --> 

                <surgicalStaff>（其他手术）术者</surgicalStaff> 

                <!-- I 助 --> 

                <firstAssistant>（其他手术）I 助</firstAssistant> 

                <!-- Ⅱ助 --> 

                <secondAssistant>（其他手术）Ⅱ助</secondAssistant> 
                <!-- 切口愈合等级 --> 

                <incisionHealingLevel>（其他手术）切口愈合等级</incisionHealing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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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切口愈合类型 --> 

                <incisionHealingType>（其他手术）切口愈合类型</incisionHealingType> 

                <!-- 麻醉方式 --> 

                <anesthesiaType>（其他手术）麻醉方式</anesthesiaType> 

                <!-- 麻醉医师 --> 

                <anesthesiaStaff>（其他手术）麻醉医师</anesthesiaStaff> 

                <!-- 是否主要手术，1：是；2：否 --> 

                <isMain>0</isMain> 

            </operation> 

        </operationList> 

    </diagnosisInfo> 

    <!-- 费用信息 --> 

    <feeInfo> 

        <!-- 住院总费用 --> 

        <inHospitalTotalFee>1.0</inHospitalTotalFee> 

        <!-- 住院费用_自付金额 --> 

        <selfPayFee>1.0</selfPayFee> 

        <!-- 一般医疗服务费 --> 

        <medicalServiceFee>1.0</medicalServiceFee> 

        <!-- 一般治疗操作费 --> 

        <treatmentManipulateFee>1.0</treatmentManipulateFee> 

        <!-- 护理费 --> 

        <nursingFee>1.0</nursingFee> 

        <!-- 其他费用 --> 

        <othersFee>1.0</othersFee> 

        <!-- 病理诊断费 --> 

        <pathologicalDiagnosisFee>1.0</pathologicalDiagnosisFee> 

        <!-- 实验室诊断费 --> 

        <laboratoryDiagnosisFee>1.0</laboratoryDiagnosisFee> 

        <!-- 影像学诊断费 --> 

        <imagingDiagnosisFee>1.0</imagingDiagnosisFee> 

        <!-- 临床诊断项目费 --> 

        <clinicalDiagnosisProjectFee>1.0</clinicalDiagnosisProjectFee> 

        <!-- 非手术治疗项目费 --> 

        <nonSurgicalTreatmentFee>1.0</nonSurgicalTreatmentFee> 

        <!-- 临床物理治疗费 --> 

        <clinicalPhysiotherapyFee>1.0</clinicalPhysiotherapyFee> 

        <!-- 手术治疗费 --> 

        <surgicalTreatmentFee>1.0</surgicalTreatmentFee> 

        <!-- 手术治疗费_麻醉费 --> 

        <anesthesiaFee>1.0</anesthesiaFee> 

        <!-- 手术治疗费_手术费 --> 

        <surgicalFee>1.0</surgicalFee> 

        <!-- 康复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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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habilitationFee>1.0</rehabilitationFee> 

        <!-- 中医治疗费 --> 

        <tcmTreatmentFee>1.0</tcmTreatmentFee> 

        <!-- 西药费 --> 

        <westernMedicineFee>1.0</westernMedicineFee> 

        <!-- 抗菌药物费用 --> 

        <antimicrobialFee>1.0</antimicrobialFee> 

        <!-- 中成药费 --> 

        <chinesePatentMedicineFee>1.0</chinesePatentMedicineFee> 

        <!-- 中草药费 --> 

        <chineseHerbalMedicineFee>1.0</chineseHerbalMedicineFee> 

        <!-- 血费 --> 

        <bloodFee>1.0</bloodFee> 

        <!-- 白蛋白类制品费 --> 

        <albuminProductFee>1.0</albuminProductFee> 

        <!-- 球蛋白类制品费 --> 

        <globulinProductFee>1.0</globulinProductFee> 

        <!-- 凝血因子类制品费 --> 

        <coagulationFactorProductFee>1.0</coagulationFactorProductFee> 

        <!-- 细胞因子类制品费 --> 

        <cytokineProductFee>1.0</cytokineProductFee> 

        <!-- 检查用一次性医用材料费 --> 

        <inspectionMedicalMaterialFee>1.0</inspectionMedicalMaterialFee> 

        <!-- 治疗用一次性医用材料费 --> 

        <treatmentMedicalMaterialFee>1.0</treatmentMedicalMaterialFee> 

        <!-- 手术用一次性医用材料费 --> 

        <surgeryMedicalMaterialFee>1.0</surgeryMedicalMaterialFee> 

    </feeInfo> 

</root> 

 

         ]]></xml> 

        </cn:audit> 

    </soapenv:Body> 

</soapenv:Envelope> 

 

 

 

2.3.2. 返参 xml 定义 

2.3.2.1. 返参 xml 结构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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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s> 

  <info> 

   <message>性别不能为男</message> 

   <advice>转换性别</advice> 

   <score>1</score> 

   <field>patientInfo.sex</field> 

   <fieldName>患者信息.性别</fieldName> 

   <ruleId>3dca5bd848cd456bb9a9658dd22510f0</ruleId> 

   <source>《住院病案首页部分项目填写说明》</source> 

  </info> 

  <info> 

   <message>身份证号校验不通过</message> 

   <advice>校验身份证号</advice> 

   <score></score> 

   <field>patientInfo.identityNo</field> 

   <fieldName>患者信息.身份证号</fieldName> 

   <ruleId>1625191778341</ruleId> 

   <source>《住院病案首页数据填写质量规范（暂行）》</source> 

  </info> 

 </infos> 

 <isSuccess>1</isSuccess> 

 <message>规则审核接口调用成功！</message> 

 <medicalRecordNumber>病案号</medicalRecordNumber> 

</return> 

 

2.3.2.2. 字段说明 

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含义 说明 

1 return 返参的根节点 根节点 

2 infos 违规结果列表 当有违规结果时，此

节点下可能有多个

info 子节点；无违规

时则没有子节点 

3 info 违规信息 违规信息节点 

4 message 警示信息  

5 advice 处理建议  

6 score 分值  

7 fieldName 字段名称  

8 ruleId 规则 id 用于确定该违规来自

于哪一条规则 

9 source 规则来源  

10 isSuccess 是否调用接口成功 1：成功；0：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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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essage 调用接口提示信息 一般是调用成功，或

者入参不合规范时的

提示信息 

12 medicalRecordNumber 病案号  

 

2.3.2.3. 完整返参示例 

<soap:Envelope xmlns:soap="http://schemas.xmlsoap.org/soap/envelope/"> 

   <soap:Body> 

      <ns2:auditResponse xmlns:ns2="http://cn.yibo.data.modules.audit.webservice.com/"> 

         <responseText><![CDATA[<return> 

 <infos> 

  <info> 

   <message>性别不能为男</message> 

   <advice>转换性别</advice> 

   <score>1</score> 

   <field>patientInfo.sex</field> 

   <fieldName>患者信息.性别</fieldName> 

   <ruleId>3dca5bd848cd456bb9a9658dd22510f0</ruleId> 

   <source>《住院病案首页部分项目填写说明》</source> 

  </info> 

  <info> 

   <message>身份证号校验不通过</message> 

   <advice>校验身份证号</advice> 

   <score></score> 

   <field>patientInfo.identityNo</field> 

   <fieldName>患者信息.身份证号</fieldName> 

   <ruleId>1625191778341</ruleId> 

   <source>《住院病案首页数据填写质量规范（暂行）》</source> 

  </info> 

 </infos> 

 <isSuccess>1</isSuccess> 

 <message>规则审核接口调用成功！</message> 

 <medicalRecordNumber>病案号</medicalRecordNumber> 

</return>]]></responseText> 

      </ns2:auditResponse> 

   </soap:Body> 

</soap:Enve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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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4. SoapUI 调用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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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中分值提醒 

事中分值提醒是根据病人基础信息，以及诊断列表和手术列表，把匹配的病

种数据列出来，并按照定额值最大或者差额值最小的顺序来排序（提供最优推

荐）。 

注意： 

1. 此内容中涉及到的病人信息，为在院病人信息。 

2. 事中分值提醒分为两种接口调用方式。 

3. 两种方式的分析： 

（1） URl 连接方式：URl 入参后，我方提供页面 

优点：第三方只需根据 URL 入参后，直接调用我方提供的页面即可，后期涉及

页面改造时，入参不变的情况下，只需我方调整即可，节省沟通、联调、第三

方开发的成本和时间。 

不足：属于外挂页面，系统风格同医院信息化建设不一致；临床医生接受度较

小。 

（2） Webservisce 方式：我方提供数据，页面由第三方完成 

优点：系统风格，和整体建设与医院的信息建设一致：不是外挂页面临床医生

接受度高。 

不足：只要涉及修改，无论是入参还是返参，都需要院方、第三方、我司一起

进行沟通、明确后，在协调协调第三方调整；实施周期较长，且我司无法把控

和评估第三方的工作量和工期。 

3.1. 应用场景 

入院诊断页面 

出院诊断页面 

电子病历中，填写手术操作码页面 

建议采用添加按钮的形式，优点在于不会影响系统原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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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病种参考(方式一：URL 方式访问) 

若使用该种方式，则对接方通过 url 访问病种参考接口，病种参考信息以页面形式返回

给对接方。 

对接方需要通过 url提供对应的病人基础信息、手术码、诊断码等参数。 

3.2.1. 接口测试地址 

http://*.*.*.*:*/easyUi/*/index.html?diagCodes=诊断编码列表&opCodes=手术编码列

表&totalCost=总费用&outDate=出院日期&personalType=人员类别 

示例（广州市） ： 

http://127.0.0.1:8010/easyUi/gzDiseaseScoreRemind/index.html?diagCodes=A16.205,

A15.015&opCodes=33.2401,33.2601,33.2301&totalCost=9000&outDate=2020-05-10&perso

nalType=职工 

3.2.2. 接口说明 

➢ 请求参数： 

属性代码 属性名称 类型 非空 说明 

diagCodes 诊断编码列表 字符 

是 

多个诊断编码请使用英文格式

逗号进行分隔（只需要西医诊断

编码） 

opCodes 手术编码列表 字符 

否 

多个手术编码请使用英文格式

逗号进行分隔；若无手术编码则

不填，注意不要留空格 

totalCost 患者总费用 字符 否 若传空值则使用默认值 0 

outDate 出院日期 字符 

否 

格式：yyyy-MM-dd；出院日期用

于根据年份确定分值库版本，若

传空值则取当前年份 

personalType 人员类别 字符 是 取值如下：职工、居民、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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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面效果： 

1.病种分值事中提醒： 

 

2.模拟测算： 

 

3.3. 病种参考(方式二：WebService 方式访问) 

若使用该种方式，则对接方通过 WebService 访问病种参考接口，而病种参考信息通过

WebService以 xml格式返回给对接方。 

对接方需要通过 WebService 接口提供病人基础信息，诊断列表、手术列表等参数。 

3.3.1. 接口测试地址 

http://*.*.*.*:*/webservice/*?wsdl 

示例（广州市）： 

http://*.*.*.*:*/webservice/gzDiseaseScoreRemind?wsdl 

3.3.2. 接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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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属性代码 属性名称 类型 非空 说明 

diseaseCodes 诊断编码列表 字符 是 

多个诊断编码请使用英文格式逗

号进行分隔（只需要西医诊断编

码） 

opCodes 手术编码列表 字符 否 

多个手术编码请使用英文格式逗

号进行分隔；若无手术编码则不

填，注意不要留空格 

outDate 出院日期 字符 否 

格式：yyyy-MM-dd；出院日期用于

根据年份确定分值库版本，若传空

值则取当前年份 

totalCostStr 总费用 字符 否 若传空值则使用默认值 0 

personalType 人员类别 字符 是 取值如下：职工、居民、其他 

 

➢ 返回参数： 

属性代码 属性名称 类型 非空 说明 

id 唯一编码 整型   

diagnosisNo 诊断序号 字符 
 

与入参诊断编码

顺序对应 

diagnosisType 诊断类型 字符   

diagnosisCode 诊断编码 字符   

diseaseCode 病种编码 字符   

diseaseName 病种名称 字符   

operCodes 手术编码列表 字符   

operNames 手术名称列表 字符   

score 病种分值 整型   

actualScore 实际分值 双精度浮点型   

totalCost 医疗费用 双精度浮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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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as 定额 双精度浮点型   

lowQuotas 0.5 倍定额 双精度浮点型   

upperQuotas 2倍定额 双精度浮点型   

predictCost 预估费用 双精度浮点型   

quotasUseRatio 定额使用率 双精度浮点型   

profitAndLoss 预算盈亏 双精度浮点型   

 

➢ 参考 XML格式：  

1.请求 xml： 

<soapenv:Envelope xmlns:soapenv="http://schemas.xmlsoap.org/soap/envelope/" 

xmlns:cn="http://cn.yibo.data.modules.medicare.webservice.com/"> 

   <soapenv:Header/> 

   <soapenv:Body> 

      <cn:getDiseaseScoreRemind> 

         <diseaseCodes>诊断编码列表</diseaseCodes> 

         <opCodes>手术编码列表</opCodes> 

         <totalCostStr>医疗费用</totalCostStr> 

         <outDate>出院日期</outDate> 

         <personalType>人员类别</personalType> 

      </cn:getDiseaseScoreRemind> 

   </soapenv:Body> 

</soapenv:Envelope> 

2.返回 xml： 

<soap:Envelope xmlns:soap="http://schemas.xmlsoap.org/soap/envelope/"> 

   <soap:Body> 

      <ns2:getDiseaseScoreRemindResponse 

xmlns:ns2="http://cn.yibo.data.modules.medicare.webservice.com/"> 

         <return> 

            <id xsi:type="xs: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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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mlns:xs="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唯一编码</id> 

  <diagnosisNo>诊断序号</diagnosisNo> 

            <diagnosisType>诊断类型</diagnosisType>             

            <diagnosisCode>诊断编码</diagnosisCode> 

  <diseaseCode>病种编码</diseaseCode> 

            <diseaseName>病种名称</diseaseName> 

  <operCodes>手术编码列表</operCodes> 

            <operNames>手术名称列表</operNames> 

  <score>病种分值</score> 

            <actualScore>实际分值</actualScore> 

            <totalCost>医疗费用</totalCost> 

  <quotas>定额</quotas> 

            <lowQuotas>0.5倍定额</lowQuotas> 

            <upperQuotas>2倍定额</upperQuotas> 

            <predictCost>预估费用</predictCost> 

  <quotasUseRatio>定额使用率</quotasUseRatio> 

            <profitAndLoss>预计盈亏</profitAndLoss> 

         </return> 

         ...... 

      </ns2:getDiseaseScoreRemindResponse> 

   </soap:Body> 

</soap:Envelope> 

➢ XML示例： 

1.请求 xml: 

<soapenv:Envelope xmlns:soapenv="http://schemas.xmlsoap.org/soap/envelope/" 

xmlns:cn="http://cn.yibo.data.modules.medicare.webservice.com/"> 

   <soapenv:Header/> 

   <soapenv:Body> 

      <cn:getDiseaseScoreRe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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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easeCodes>A15.213,A16.021</diseaseCodes> 

         <opCodes>33.2301,33.2601</opCodes> 

         <totalCostStr>6000</totalCostStr> 

         <outDate>2020-01-01</outDate> 

         <personalType>职工</personalType> 

      </cn:getDiseaseScoreRemind> 

   </soapenv:Body> 

</soapenv:Envelope> 

 

     2.响应 xml: 

     <soap:Envelope xmlns:soap="http://schemas.xmlsoap.org/soap/envelope/"> 

   <soap:Body> 

      <ns2:getDiseaseScoreRemindResponse 

xmlns:ns2="http://cn.yibo.data.modules.medicare.webservice.com/"> 

         <return> 

            <id xsi:type="xs:string"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mlns:xs="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3120d7e4890341bfb6e0672aea136083</i

d> 

            <actualScore>436</actualScore> 

            <diagnosisCode>A15.213</diagnosisCode> 

            <diagnosisNo>1</diagnosisNo> 

            <diagnosisType/> 

            <diseaseCode>A15.2</diseaseCode> 

            <diseaseName>肺结核，经组织学所证实</diseaseName> 

            <lowQuotas>8932.52</lowQuotas> 

            <operCodes>33.2301</operCodes> 

            <operNames>保守治疗(含支气管镜检查术)</operNames> 

            <predictCost>5898.69</predictCost> 

            <profitAndLoss>-101.31</profitAnd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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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otas>17865.04</quotas> 

            <quotasUseRatio>1.02</quotasUseRatio> 

            <score>1301</score> 

            <totalCost>6000</totalCost> 

            <upperQuotas>35730.08</upperQuotas> 

         </return> 

         <return> 

            <id xsi:type="xs:string"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mlns:xs="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2cafd4d9edd648fc97a4183eb4096fa9</i

d> 

            <actualScore>448</actualScore> 

            <diagnosisCode>A16.021</diagnosisCode> 

            <diagnosisNo>2</diagnosisNo> 

            <diagnosisType/> 

            <diseaseCode>A16.0</diseaseCode> 

            <diseaseName>肺结核，细菌学和组织学检查为阴性</diseaseName> 

            <lowQuotas>8138.08</lowQuotas> 

            <operCodes>33.2301</operCodes> 

            <operNames>保守治疗(含支气管镜检查术)</operNames> 

            <predictCost>6051.51</predictCost> 

            <profitAndLoss>51.51</profitAndLoss> 

            <quotas>16276.16</quotas> 

            <quotasUseRatio>0.99</quotasUseRatio> 

            <score>1216</score> 

            <totalCost>6000</totalCost> 

            <upperQuotas>32552.32</upperQuotas> 

         </return> 

      </ns2:getDiseaseScoreRemindResponse> 

   </soap: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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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ap:Envelope> 

 

4. 事后分析 

4.1. 病案系统接口数据结构及说明 

接口概述： 

广东省病案数据库是统一的数据结构，我方已熟悉病案数据库结构，院方可提供省厅病案数

据库访问权限即可。 

完成接口后，以该文档反馈回接口需求人，并在以下表格填写接口基本信息： 

接口 IP 地址 例如：192.168.1.1 

数据库账号 （账号要求为只读权限账号） 

数据库密码  

 

4.2. HIS 接口数据结构及说明 

接口概述： 

 接口将按照以下要求提供（用视图方式提供），如有特殊情况，请先沟通说明。 

 接口具有相关性，请浏览全部接口后再开始研发。 

 接口研发人完成接口后，以该文档反馈回接口需求人，并在以下表格填写接口基本信息： 

接口 IP 地址 例如：192.168.1.1 

数据库账号 （账号要求为只读权限账号） 

数据库密码  

Oracle 服务名 （如果数据库不是 oracle 则无需填写） 

域名 （如无域名则无需填写） 

序号 接口名称 是否完成 

1 his_dict_department  

2 his_dict_do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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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is_dict_fee_kind  

4 his_dict_item  

5 his_dict_settle_type  

6 his_dict_disease  

7 his_dict_set  

8 his_temp_ip_patient_info  

9 his_temp_ip_settle  

10 his_dict_in_patient_fee_item  

11 his_temp_ip_change_dept  

12 his_dict_out_patient  

13 his_temp_op_settle  

14 his_dict_out_patient_fee_item  

15 his_temp_ip_patient_diagnosis  

16 his_temp_ip_patient_operation  

1. his_dict_department（HIS 科室字典表） 

接口命名 his_dict_department 

说明 通过本接口可以获取到医院所有的科室列表 

字段名 字段含义 字段类型 能否为空 备注 

dept_code 科室编码 varchar 不为空 主键，唯一，同入院科室代

码，出院科室代码，就诊科

室代码等 

dept_name 科室名称 varchar   

parent_code 父类编码 varchar   

parent_name 父类名称 varchar   

status 状态 int 必填 0-废弃;1-正常 

dept_name_alias 
部门名称首

字母别称 
var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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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t_type_name 科室类型 varchar  
如：门诊、住院、医技、后

勤等 

2. his_dict_doctor（HIS 员工字典表） 

接口命名 his_dict_doctor 

说明 通过本接口可以获取到医院所有的员工列表，包括医生，护士和其他

各部分员工 

字段名 字段含义 字段类型 能否为空 备注 

doc_code 医生编号 varchar 不为空 主键，唯一 

doc_name 医生姓名 varchar   

dept_code 科室编码 varchar   

dept_name 科室名称 varchar   

doc_title 医生职称 varchar   

status 状态 int 必填 0-废弃;1-正常 

personal_type 人员类型 varchar  (0职工、1医生、2 护士、3

临时员工、4其他) 

prescription_ri

ght 

处方权 varchar   

medicare_prescr

iption_right 

医保处方权 varchar  
 

 

3. his_dict_fee_kind（HIS 费别字典表） 

接口命名 his_dict_fee_kind 

说明 通过本接口可以获取到医院费别列表，与收费明细和项目字典表中的

费别对应，用于统计各种费别费用情况或者费别比例 

字段名 字段含义 字段类型 能否为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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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_kind_no 费别代码 varchar 不为空  

fee_kind_name 费别名称 varchar  如：西药费、中成药费、中

草药费、材料费等 

status 状态 int 必填 0-废弃;1-正常 

4. his_dict_item（HIS 收费项目字典表） 

接口命名 his_dict_item 

说明 通过本接口可以获取到医院所有项目列表，包括药品和非药品，与

收费明细中的收费项目对应 

字段名 字段含义 字段类型 能否为空 备注 

item_code 收费项目

代码 

varchar 不为空 主键，唯一 

item_name 收费项目

名称 

varchar   

pj3_item_code 医保目录

编码医保

前置机 

varchar  用于与医保三大目录做对应 

结算时上传医保的编码 

如 药 品 类 ，

x-b05aa-q164-b002 ，

z-c02aa-h0267-b002 

如非药品类，340200021 

pj3_item_name 医保目录

项目名称

医保前置

机 

varchar   

dosage 剂型 varchar   

specification 规格 varchar  药品时必填 

unit 单位：例

如次、小

varchar  非药品时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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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unit_price 单价 numeric   

fee_kind_no 费别代码 varchar   

fee_kind_name 费别名称 varchar   

invoice_type_cod

e 

发票类别

代码 
varchar 

  

invoice_type_nam

e 

发票类别

名称 

varchar   

self_payment_rat

io_mz 

门诊自付

比例 

varchar   

self_payment_rat

io_mt 

特定门诊

自付比例 

varchar   

self_payment_rat

io_zy 

住院自付

比例 

varchar   

self_payment_rat

io_lx 

离休自付

比例 

varchar   

self_payment_rat

io_gs 

工伤自付

比例 

varchar   

is_drug 是否药品 varchar  (0不是，1是) 

is_hospital_proj

ect 

是否医院

项目 

varchar  (0否，1是（不确定时填否）) 

status 数据状态 varchar  0-废弃;1-正常 

5. his_dict_settle_type（HIS 结算类型字典表） 

接口命名 his_dict_settle_type 

说明 通过本接口可以获取到医院所有结算类型列表，与门诊、住院病人

结算信息中的结算类型对应。 

字段名 字段含义 字段类型 能否为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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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le_type_code 结算类型

代码 

varchar 不为空 主键，唯一 

settle_type_name 结算类型

名称 

varchar  各种详细的结算类型 (如

“自费、医保、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等) 

class_code 结算类型

大类代码 

varchar   

class_name 结算类型

大类名称 

varchar  大类结算类型，如如“广州

职工医保”“白云区 50%”

等。 

status 状态 int  0-废弃;1正常 

6. his_dict_disease (ICD-10 疾病编码与名称字典) 

接口命名 his_dict_disease 

说明 通过本接口可以获取到医院 ICD-10疾病编码与名称字典 

字段名 字段含义 字段类型 能否为空 备注 

icd_code ICD-10 编

码 

varchar 不为空  

icd_name ICD-10 疾

病名称 

varchar   

version Icd 版本 varchar  如“2017” 

status 状态 int  0-废弃;1-正常 

 

7. his_dict_set (项目组套关系) 

接口命名 his_dict_set 

说明 通过本接口可以获取到医院存储组合项目的明细，如肝功能八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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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八项组成 

字段名 字段含义 字段类型 能否为空 备注 

id 主键 ID varchar 不为空 主键 

set_code 组合编码 varchar   

set_name 组合名称 varchar   

item_code 明细项目

编码 

varchar   

item_name 明细项目

名称 

varchar  
 

set_unit 单位 varchar  例如次、小时 

quantity 明细项数

量 

double    

item_price 明细项目

单价 

varchar  涉及到价格的，保留小数点

四位 

set_price 组合项目

总价格 

varchar  
 

status 状态 int  0-废弃;1-正常 

8. his_temp_ip_patient_info（HIS 住院病人出入院信息表） 

接口命名 his_temp_ip_patient_info 

说明 通过本接口可以获取到医院所有住院病人信息，包括在院病人。 

字段名 字段含义 字段类型 能否为空 备注 

patient_no 住院号 varchar 不为空 
主键，唯一；与智能审核 XML

的 patientNo 一致 

register_no 
住院流水

号 
varchar 不为空 

与 智 能 审 核 XML 的

registerNo一致 

times 住院次数 integer 不为空 患者第几次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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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_no 身份证 varchar   

inpatient_name 姓名 varchar   

age 年龄 varchar   

sex 性别 varchar   

settle_type_code 
结算类型

代码 
varchar   

in_date 入院时间 timestamp   

in_dept_code 入院科室 varchar   

current_dept_cod

e 

当前科室

编码 
varchar  

当病人处于出院状态，该字

段可以为空 

out_date 出院时间 timestamp  
当病人处于在院状态，该字

段可以为空 

discharge_dept_c

ode 
出院科室 varchar  

当病人处于在院状态，该字

段可以为空 

hospital_days 住院天数 int  
当病人处于在院状态，该字

段可以为空 

att_doc_code 主治医生 varchar  
当病人处于在院状态，该字

段可以为空 

head_doc_code 主任医生 varchar  
当病人处于在院状态，该字

段可以为空 

diagnose 诊断名称   

多个以|分隔， 

包含所有 ICD10 疾病名称和

所有临床诊断； 

ICD10 疾病名称在前，临床

诊断在后； 

ICD10 主诊断疾病名称需放

在最前； 

ICD10 其它诊断疾病名称与

编码顺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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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诊断之间可不分先后顺

序； 

is_in_hospital 是否在院 character  1-在院;0-出院 

9. his_temp_ip_settle（HIS 住院费用结算总表） 

接口命名 his_temp_ip_settle 

说明 通过本接口可以获取到医院所有住院病人费用结算信息，一次结算

则产生一行数据。 

字段名 字段含义 字段类型 能否为空 备注 

patient_no 住院号 varchar 不为空  

register_no 
住院流水

号 
varchar 不为空 

 

times 住院次数 integer 不为空 患者第几次住院 

medicare_regist_

no 

就医登记

号 

varchar  与医保就诊登记号做对应，

如果病人不走医保前置机结

算，则该字段可以为空 

settle_type_no 结算类型

代码 

varchar   

invoice_no 发票号 varchar   

settle_user_no 收费员工

号 

varchar   

settle_date 结算日期 timestamp   

total_Cost 总费用 numeric   

pub_cost 报销费用 numeric   

personal_cost 自费费用 num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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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is_dict_in_patient_fee_item（HIS 住院费用明细表） 

接口命名 his_dict_in_patient_fee_item 

说明 通过本接口可以获取到医院所有住院收费明细信息，包括在院病人。 

字段名 字段含义 字段类型 能否为空 备注 

id 明细 ID varchar 

不为空 主键，必须是医院提供的唯

一 id，不能使用自己生成的

uuid 

patient_no 住院号 varchar 不为空  

register_no 住院流水号 varchar 不为空  

times 住院次数 varchar 不为空  

fee_item_code 收费项目编

码 

varchar   

fee_item_name 收费项目名

称 

varchar   

fee_quantity 收费数量 numeric   

fee_unit 收费单位 varchar   

unit_price 单价 numeric   

total_cost 总金额 numeric   

account_time 记账时间 timestamp  Datetime 2020-01-01 

13:01:01 格式，少于两位补

0 

execute_dept_co

de 

执行科室编

码 

varchar   

is_drug 是否药品 int  0-非药品;1-药品 

is_self_pay 是否自费 int  0-非自费;1-自费 

settle_up_time 清账时间 timestamp  Datetime 2020-01-01 

13:01:01 格式，少于两位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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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如果医院没有提供清账时

间，则将该字段设置为记账

时间） 

invoice_no 发票号 varchar   

settle_date 结算时间 timestamp  

Datetime 2020-01-01 

13:01:01 格式，少于两位补

0 

bill_date 开单时间 timestamp  Datetime 2020-01-01 

13:01:01 格式，少于两位补

0 

bill_dept_no 开单科室 varchar   

bill_doc_no 开单医生 varchar   

in_dept_no 所在科室 varchar   

exec_doc_code 执行医生 varchar   

fee_kind_no 费别代码 varchar   

11. his_temp_ip_change_dept（HIS 住院病人转科表） 

接口命名 his_temp_ip_change_dept 

说明 通过本接口可以获取到医院所有住院病人转科信息，包括在院病人。 

字段名 字段含义 字 段 类

型 

能否为空 备注 

patient_no 住院号 varchar 不为空  

register_no 住院流水号 varchar 不为空  

times 住院次数 varchar 不为空  

out_dept_no 转出科室 varchar   

out_doc_no 转出主任医生 varchar   

in_dept_no 转入科室 varchar   

in_doc_no 转入主任医生 var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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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_date 转科时间 timesta

mp 

  

change_times 转科次数 int  第一次转科记录 1，第二次转

科记录 2。 

12. his_dict_out_patient（HIS 门诊病人就诊信息表） 

接口命名 his_dict_out_patient 

说明 通过本接口可以获取到医院门诊病人就诊信息。 

字段名 字段含义 字段类型 能否为空 备注 

register_no 就诊流水号 varchar 不为空  

register_date 就诊时间 timestam

p 

  

patient_name 患者姓名 varchar   

icd_10_code ICD10 疾病

编码 

  多个以|分隔，所有诊断编码 

diagnose 诊断名称 varchar  多个以|分隔， 

包含所有 ICD10 疾病名称和

所有临床诊断； 

ICD10 疾病名称在前，临床

诊断在后； 

ICD10 主诊断疾病名称需放

在最前； 

ICD10 其它诊断疾病名称与

编码顺序一致； 

临床诊断之间可不分先后顺

序； 

age 年龄 varchar   

sex 性别 var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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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er_dept_co

de 

就诊科室编

码 

varchar   

settle_type_code 
结算类别代

码 
varchar  

 

identity_no 身份证号 varchar  自费病人可以为空 

diag_doc_code 
就诊医生编

码 
varchar  

 

account_time 记账时间 
timestam

p 
 

 

13. his_temp_op_settle（HIS 门诊费用结算总表） 

接口命名 his_temp_op_settle 

说明 通过本接口可以获取到医院门诊病人结算信息，一次结算则产生一

行数据。 

字段名 字段含义 字段类型 能否为空 备注 

register_no 就诊流水

号 

varchar   

medicare_regist_

no 

就医登记

号 

varchar   

settle_type_no 结算类型

代码 

varchar   

invoice_no 发票号 varchar   

settle_user_no 收费员工

号 

varchar   

settle_date 结算日期 timestamp   

tottal_cost 总费用 numeric   

pub_cost 报销费用 numeric   

personal_cost 自费费用 num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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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his_dict_out_patient_fee_item（HIS 门诊费用明细表） 

接口命名 his_dict_out_patient_fee_item 

说明 通过本接口可以获取到医院所有门诊收费明细信息。 

字段名 字段含义 字段类型 能否为空 备注 

id 明细 ID varchar 不为空 主键 

register_no 就诊流水

号 

varchar   

fee_item_code 收费项目

编码 

varchar   

fee_item_name 收费项目

名称 

varchar   

fee_quantity 收费数量 numeric   

fee_unit 收费单位 varchar   

unit_price 单价 numeric   

total_cost 总金额 numeric   

account_time 记账时间 timestamp   

execute_dept_cod

e 

执行科室

编码 

varchar   

is_drug 是否药品 int  0-非药品； 

1-药品 

is_self_pay 是否自费 int  0-非自费;1-自费 

settle_up_time 清账时间 timestamp  

（如果医院没有提供清账时

间，则将该字段设置为记账

时间） 

invoice_no 发票号 varchar   

settle_date 结算时间 timestamp   

bill_date 开单时间 time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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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_dept_no 开单科室 varchar   

bill_doc_no 开单医生 varchar   

exec_doc_code 执行医生 varchar   

fee_kind_no 费别代码 varchar   

15. his_temp_ip_patient_diagnosis（HIS 住院病人出入院诊断表） 

接口命名 his_temp_ip_patient_diagnosis 

说明 通过本接口可以获取到医院所有住院病人的诊断信息 

字段名 字段含义 字段类型 能否为空 备注 

patient_no 住院号 varchar 不为空 
与接口 HIS 住院病人出入院

信息表的住院流水号一致 

register_no 住院流水号 varchar 不为空  

times 住院次数 integer 不为空  

icd_10_code 
ICD10 疾病

编码 
varchar   

icd_10_name 
ICD10 疾病

名称 
varchar   

is_main_diag 是否主诊断 character  1-主诊断;0-非主诊断 

16. his_temp_ip_patient_operation（HIS 住院病人出入院手术表） 

接口命名 his_temp_ip_patient_operation 

说明 通过本接口可以获取到医院所有住院病人的手术信息 

字段名 字段含义 字段类型 能否为空 备注 

patient_no 住院号 varchar 不为空  

register_no 住院流水号 varchar 不为空  

times 住院次数 integer 不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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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d_9_code 
ICD9 手 术

编码 
varchar   

icd_9_name 
ICD9 手 术

名称 
varchar   

is_main_oper 是否主手术 
characte

r 
 1-主手术;0-非主手术 

 

17. his_temp_op_patient_diagnosis（HIS 门诊病人就诊诊断表） 

接口命名 his_temp_op_patient_diagnosis 

说明 通过本接口可以获取到医院所有住院病人的诊断信息 

字段名 字段含义 字段类型 能否为空 备注 

register_no 
就诊流水

号 
varchar 不为空 

与接口HIS门诊病人就

诊信息表的就诊流水

号一致 

icd_10_code 
ICD10 疾

病编码 
varchar   

icd_10_name 
ICD10 疾

病名称 
varchar   

is_main_diag 
是否主诊

断 
character  1-主诊断;0-非主诊断 

patient_no 住院号 varchar 不为空  

times 住院次数 integer 不为空 患者第几次住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