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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智慧医疗的医护人

员调度系统及其方法，属于智慧医疗技术领域，

该系统包括匹配系统、主控模块、预测系统和执

行系统，所述匹配系统用于将事故伤员的数量与

在岗医护人员的数量进行匹配，所述主控模块用

于对整个系统的控制，所述预测系统用于根据历

史数据对当日的就诊量以及医护人员到达医院

的时长进行预测，本发明科学合理，使用安全方

便，通过设置的手持终端、在岗登记模块以及时

间预测模块，实现了对医院在岗医护人员的登记

以及对救护车到达医院的时间的预测，通过主控

模块对在岗医护人员与事故伤员的匹配，以及根

据救护车到达医院的时长，可以让在岗医护人员

将正在诊断的患者安顿好，使得调度更加的合情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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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智慧医疗的医护人员调度系统，其特征在于：该医护人员调度系统包括匹

配系统、主控模块、预测系统和执行系统；

所述匹配系统用于将事故伤员的数量与在岗医护人员的数量进行匹配，确认在岗医护

人员是否可以满足事故伤员的救治工作，所述主控模块用于对整个系统的控制，所述预测

系统用于根据历史数据对当日的就诊量以及医护人员到达医院的时长进行预测，所述执行

系统用于根据主控模块处理的数据结果，执行主控模块下达的操作指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智慧医疗的医护人员调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匹

配系统包括手持终端和在岗登记模块；

所述手持终端和在岗登记模块的输出端均电性连接主控模块的输入端；

所述手持终端用于对事故现场的伤员身体状态进行输入，确定可以诊断并治疗的科

室，所述在岗登记模块用于对当前在岗的医护人员信息进行登记；

所述预测系统包括数据调用模块、就诊预测模块和时间预测模块；

所述数据调用模块和时间预测模块的输出端电性连接主控模块的输入端，所述主控模

块的输出端电性连接就诊预测模块的输入端；

所述数据调用模块用于从数据库中调用历史就诊量数据，所述就诊预测模块用于根据

数据调用模块所调用的历史就诊量数据对当日的就诊量进行预测，所述时间预测模块用于

对救护车达到医院的时长进行预测；

所述执行系统包括自动拨号模块和语音播报模块；

所述主控模块的输出端电性连接自动拨号模块和语音播报模块的输入端；

所述自动拨号模块用于在主控模块分析当前在岗医护人员数量无法满足事故伤员救

治或者当前在岗医护人员数量无法满足正常的就诊工作时，自动拨通调休医护人员的电

话，通知调休医护人员尽快赶往医院进行坐诊，所述语音播报模块用于在对医护人员进行

调度时，进行语音播报，通知医护人员在规定时长范围内赶往急诊室进行事故伤员的救治

工作。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智慧医疗的医护人员调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在

岗登记模块所登记的内容包括姓名、年龄、所属科室、职称和在岗状态，在进行人员调度时，

按照所属科室、职称、年龄和在岗状态的顺序进行人员调度。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智慧医疗的医护人员调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时

间预测模块包括路线规划单元、数据调取单元、车速预测单元和时间计算单元；

所述路线规划单元的输出端电性连接时间计算单元的输入端，所述数据调取单元的输

出端电性连接车速预测单元的输入端，所述车速预测单元的输出端电性连接时间计算单元

的输入端；

所述路线规划单元用于对救护车从事故现场前往医院的路线进行规划，所述数据调取

单元用于从数据库中对救护车的历史车速数据进行调取，所述车速预测单元用于根据历史

车速数据对当前救护车的行驶车速进行预测，所述时间计算单元用于根据规划的路线以及

预测的救护车当前行驶车速计算出救护车到达医院的时长。

5.一种基于智慧医疗的医护人员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医护人员调度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S1、医护人员通过手持终端输入事故现场伤员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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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时间预测模块对救护车到达医院的时长进行预测；

S3、主控模块根据伤员情况和登机在岗医护人员信息匹配并调度医护人员进行救治；

S4、语音播报模块播报对应的医护人员前往急诊室，并播报前往急诊室的时间限制；

S5、数据调用模块对历史当日就诊量数据进行调用；；

S6、就诊预测模块根据调用的历史数据对当日的就诊量数据进行预测；

S7、主控模块判断当前在岗医护人员数量是否能够满足医院当前的就诊量需求；

S8、主动拨号模块再就诊需求无法满足的情况下通知调休人员前往医院进行坐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智慧医疗的医护人员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S1-S2中，外勤医护人员根据对事故现场伤员身体的初步诊断，在救护车出发前往医院

时，通过手持终端输入事故现场伤员的初步诊断结果；

所述手持终端输入事故伤员的初步诊断结果后，所述时间预测模块对救护车到达医院

的时长进行预测；

所述时间预测模块对于时长的预测需要利用路线规划单元、数据调取单元、车速预测

单元和时间计算单元；

所述路线规划单元对救护车会医院的路线进行规划，所述路线规划单元所规划的救护

车回医院的总长度为L，所述数据调取单元所调取的同一时间点的救护车行驶平均速度的

集合为V＝{V1,V2,V3,…,Vn}，其中，V1-Vn分别表示每一次救护车在改时间点回医院在路上

的平均车速，所述车速预测单元根据公式对本次救护车回医院的车速进行预测；

去掉集合V中中最高平均车速和最低平均车速；

其中， 表示本次救护车回医院的平均车速；

所述时间计算单元根据路线规划单元规划的回医院的路线长度L以及车速预测单元所

预测的救护车回医院的平均车速 根据公式计算出救护车回医院所需要花费的时间T：

其中，T取整数，去除计算之后T的小数位，得到(T-t)，(T-t)为时间预测模块所预测的

医护人员回到医院所花费的时长，t表示根据公式计算之后的时间T小数点后的数值大小。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基于智慧医疗的医护人员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S3-S4中，所述步骤S3中，需要利用在岗登记模块对在岗的医护人员信息进行登记，所述

主控模块根据外勤医护人员通过手持终端输入的事故伤员的基本情况匹配在岗医护人员，

并调度对应的医护人员前往急诊室救治，调度的基本原理按照所属科室、职称、年龄和在岗

状态的顺序进行人员调度，所述语音播报模块根据所调度的医护人员名称以及时间预测模

块所预测的救护车到达医院的时间进行语音播报，所述语音播报模块播报形式为医护人员

A需要在规定时间(T-t)内赶往急诊室。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基于智慧医疗的医护人员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步骤S5-S6中，所述数据调用模块对历史上当日的就诊量数据进行调用，并组成就诊量集

合P＝{P1,P2,P3,…,Pk}，其中P1-Pk表示之前k年中每一年中该日的就诊量，根据公式对相邻

两件的就诊量变化数据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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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表示从第i年到第i+1年，当日的就诊量变化量；

组成变化量的集合

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根据公式计算就诊量增量的平均值：

其中， 表示k年中相邻两年的变化量的平均值；

根据公式预测今年今日的就诊量P今；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基于智慧医疗的医护人员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S7-S8中，所述主控模块接收就诊预测模块所预测的当日的就诊量P今，所述主控模块根据

公式计算出剩余就诊量数据：

P剩＝P今-Q；

其中，P剩表示今日预测剩余就诊量，Q表示今日已诊断的就诊量；

所述主控模块将今日剩余就诊量P剩与当前医护人员数量进行匹配，判断当前医护人员

数量是否能满足剩余就诊量的正常就诊需求；

当当前医护人员数量无法满足剩余就诊量的正常就诊需求时，所述主控模块控制自动

拨号模块通知调休人员前往医院进行坐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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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智慧医疗的医护人员调度系统及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慧医疗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基于智慧医疗的医护人员调度系统及

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  提高，私家车成了人们

最常用的出行代步工具，不仅仅方便，  而且节约时间，但是，随着路上车辆的不断增多，城

市的道路  压力也在不断的增加，当车祸伤员被送至医院急诊室进行救治  时，很多时候由

于急诊室医护人员数量有限，需要从别的科室  调用医护人员进行救治，但是，当伤员到达

急诊室再从别的科  室调用医护人员，会造成较多时间的浪费，很有可能会错过伤  员的最

佳抢救时间，而如果能够在伤员到达医院之前就进行医  护人员的调度，可以为伤员争取更

多的抢救时间，而如何做到  提前调度医护人员而又不耽误医护人员的正常救治工作，成为 

了额待解决的问题，所以，人们急需一种基于智慧医疗的医护  人员调度系统及其方法来解

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智慧医疗的医护人员调度系统及其方法，以解决

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基于智慧医疗的医护人员调度

系统，该医护人员调度系统包括匹配系统、主控模块、预测系统和执行系统；

所述匹配系统用于将事故伤员的数量与在岗医护人员的数量进行匹配，确认在岗医护

人员是否可以满足事故伤员的救治工作，所述主控模块用于对整个系统的控制，所述预测

系统用于根据历史数据对当日的就诊量以及医护人员到达医院的时长进行预测，所述执行

系统用于根据主控模块处理的数据结果，执行主控模块下达的操作指令。

[0005] 通过对在岗医护人员是否能够满足事故伤员的救治工作进行匹配，并对当日医院

就诊量进行预测，分析除去参与事故伤员救治工作的医护人员，剩余医护人员是否可以满

足医院的正常就诊，并对救护车达到医院的时长进行预测，可以更加准确的同时其他科室

的医护人员前来救治，不仅仅可以为事故伤员的救治赢得宝贵的抢救时间，同时，还不会耽

误其他科室医护人员的正常工作，只需要在规定时间内赶到进行抢救即可。

[0006]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匹配系统包括手持终端和在岗登记模块；

所述手持终端和在岗登记模块的输出端均电性连接主控模块的输入端；

所述手持终端用于对事故现场的伤员身体状态进行输入，确定可以诊断并治疗的科

室，使得可以提前了解事故伤员的具体伤势和情况，使得可以提前安排对应的医护人员对

其进行救治，所述在岗登记模块用于对当前在岗的医护人员信息进行登记，一方面，可以对

在岗医护人员数量进行了解，另一方面，可以根据伤员的具体情况安排合适的在岗医护人

员进行救治，使得伤员可以得到更好的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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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预测系统包括数据调用模块、就诊预测模块和时间预测模块；

所述数据调用模块和时间预测模块的输出端电性连接主控模块的输入端，所述主控模

块的输出端电性连接就诊预测模块的输入端；

所述数据调用模块用于从数据库中调用历史就诊量数据，所述就诊预测模块用于根据

数据调用模块所调用的历史就诊量数据对当日的就诊量进行预测，使得可以合理的安排医

护人员坐诊，避免医护人员参与事故伤员的救治，导致无人坐诊，影响其他患者的正常就

诊，所述时间预测模块用于对救护车达到医院的时长进行预测，使得医院可以根据时长提

前安排对于事故伤员的救治准备，同时，还可以根据时长调度其他科室的医护人员进行救

治，避免其他科室的医护人员较早赶到，而出现等待的现象，避免了对其他科室医护人员时

间的浪费，使得医护人员的调度更加的合理；

所述执行系统包括自动拨号模块和语音播报模块；

所述主控模块的输出端电性连接自动拨号模块和语音播报模块的输入端；

所述自动拨号模块用于在主控模块分析当前在岗医护人员数量无法满足事故伤员救

治或者当前在岗医护人员数量无法满足正常的就诊工作时，自动拨通调休医护人员的电

话，通知调休医护人员尽快赶往医院进行坐诊，调休人员作为最后调度的医护人员，避免了

对调休人员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尽量保证调度的合情合理性，所述语音播报模块用于在

对医护人员进行调度时，进行语音播报，通知医护人员在规定时长范围内赶往急诊室进行

事故伤员的救治工作。

[0007]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在岗登记模块所登记的内容包括姓名、年龄、所属科室、

职称和在岗状态，在进行人员调度时，按照所属科室、职称、年龄和在岗状态的顺序进行人

员调度，保证人员调度的合理性，避免出现人员调度不合理导致的医疗事故的发生。

[0008]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时间预测模块包括路线规划单元、数据调取单元、车速预

测单元和时间计算单元；

所述路线规划单元的输出端电性连接时间计算单元的输入端，所述数据调取单元的输

出端电性连接车速预测单元的输入端，所述车速预测单元的输出端电性连接时间计算单元

的输入端；

所述路线规划单元用于对救护车从事故现场前往医院的路线进行规划，所述数据调取

单元用于从数据库中对救护车的历史车速数据进行调取，所述车速预测单元用于根据历史

车速数据对当前救护车的行驶车速进行预测，所述时间计算单元用于根据规划的路线以及

预测的救护车当前行驶车速计算出救护车到达医院的时长。

[0009] 利用时间预测模块对于数据的处理，可以预测出救护车达到医院所需要花费的时

长，主控模块可以根据时长对医护人员进行调度，并且在调度的过程中可以给医护人员时

间限制，使得医护人员可以对手头的工作进行处理，避免直接将医护人员调度至急诊室，影

响其他科室医护人员正常工作，使得医护人员的调度更加的合情合理。

[0010] 一种基于智慧医疗的医护人员调度方法，该医护人员调度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医护人员通过手持终端输入事故现场伤员的具体情况；

S2、时间预测模块对救护车到达医院的时长进行预测；

S3、主控模块根据伤员情况和登机在岗医护人员信息匹配并调度医护人员进行救治；

S4、语音播报模块播报对应的医护人员前往急诊室，并播报前往急诊室的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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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数据调用模块对历史当日就诊量数据进行调用；；

S6、就诊预测模块根据调用的历史数据对当日的就诊量数据进行预测；

S7、主控模块判断当前在岗医护人员数量是否能够满足医院当前的就诊量需求；

S8、主动拨号模块再就诊需求无法满足的情况下通知调休人员前往医院进行坐诊。

[0011]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S1-S2中，外勤医护人员根据对事故现场伤员身体的

初步诊断，在救护车出发前往医院时，通过手持终端输入事故现场伤员的初步诊断结果；

所述手持终端输入事故伤员的初步诊断结果后，为了保证对于医护人员的调度可以更

加的合理，不耽误其他科室医护人员对正在进行诊断的患者的正常就诊，所述时间预测模

块对救护车到达医院的时长进行预测；

所述时间预测模块对于时长的预测需要利用路线规划单元、数据调取单元、车速预测

单元和时间计算单元；

所述路线规划单元对救护车会医院的路线进行规划，所述路线规划单元所规划的救护

车回医院的总长度为L，所述数据调取单元所调取的同一时间点的救护车行驶平均速度的

集合为V={V1,V2,V3,…,Vn}，其中，V1-Vn分别表示每一次救护车在改时间点回医院在路上的

平均车速，所述车速预测单元根据公式对本次救护车回医院的车速进行预测；

去掉集合V中中最高平均车速和最低平均车速；

其中， 表示本次救护车回医院的平均车速，因为具有大数据的支持，所以，数据量越

大，计算的救护车回医院的平均车速越准确；

所述时间计算单元根据路线规划单元规划的回医院的路线长度L以及车速预测单元所

预测的救护车回医院的平均车速 ，根据公式计算出救护车回医院所需要花费的时间T：

其中，T取整数，去除计算之后T的小数位，得到（T-t），（T-t）为时间预测模块所预测的

医护人员回到医院所花费的时长，t表示根据公式计算之后的时间T小数点后的数值大小，，

避免出现救护车行驶速度超过预测的平均车速，导致救护车赶往医院时，医院的人员调度

还没有完成，影响事故伤员的正常救治。

[0012]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S3-S4中，所述步骤S3中，需要利用在岗登记模块对

在岗的医护人员信息进行登记，方便根据在岗医护人员的信息进行人员的调度，所述主控

模块根据外勤医护人员通过手持终端输入的事故伤员的基本情况匹配在岗医护人员，并调

度对应的医护人员前往急诊室救治，调度的基本原理按照所属科室、职称、年龄和在岗状态

的顺序进行人员调度，保证医护人员调度的合理性，所述语音播报模块根据所调度的医护

人员名称以及时间预测模块所预测的救护车到达医院的时间进行语音播报，所述语音播报

模块播报形式为医护人员A需要在规定时间（T-t）内赶往急诊室。

[0013]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步骤S5-S6中，所述数据调用模块对历史上当日的就

诊量数据进行调用，并组成就诊量集合P={P1,P2,P3,…,Pk}，其中P1-Pk表示之前k年中每一

年中该日的就诊量，根据公式对相邻两件的就诊量变化数据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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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表示从第i年到第i+1年，当日的就诊量变化量；

组成变化量的集合 ；

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根据公式计算就诊量增量的平均值：

其中， 表示k年中相邻两年的变化量的平均值；

根据公式预测今年今日的就诊量P今；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S7-S8中，所述主控模块接收就诊预测模块所预测的当日

的就诊量P今，所述主控模块根据公式计算出剩余就诊量数据：

其中，P剩表示今日预测剩余就诊量，Q表示今日已诊断的就诊量；

所述主控模块将今日剩余就诊量P剩与当前医护人员数量进行匹配，判断当前医护人员

数量是否能满足剩余就诊量的正常就诊需求；

当当前医护人员数量无法满足剩余就诊量的正常就诊需求时，所述主控模块控制自动

拨号模块通知调休人员前往医院进行坐诊。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通过设置的手持终端、在岗登记模块以及

时间预测模块，实现了对医院在岗医护人员的登记以及对救护车到达医院的时间的预测，

通过主控模块对在岗医护人员与事故伤员的匹配，以及根据救护车到达医院的时长，可以

让在岗医护人员将正在诊断的患者安顿好，然后再前往急诊室对事故伤员进行救治，避免

了对正在诊断的医生的正常工作造成影响，使得医护人员的调度更加的合情合理；

通过数据调用模块和就诊预测模块以及计算公式对当日的医院就诊量进行预测，使得

可以根据预测的剩余就诊量判断当前医院的在岗医护人员数量是否可以满足医院正常就

诊量，以便于对调休医护人员进行调度，以满足医院的正常就诊量需求。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一种基于智慧医疗的医护人员调度系统的模块连接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一种基于智慧医疗的医护人员调度系统时间预测模块的单元连接结构示

意图；

图3为本发明一种基于智慧医疗的医护人员调度方法的步骤分布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一种基于智慧医疗的医护人员调度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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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7] 如图1-4所示，一种基于智慧医疗的医护人员调度系统，该医护人员调度系统包括

匹配系统、主控模块、预测系统和执行系统；

匹配系统用于将事故伤员的数量与在岗医护人员的数量进行匹配，确认在岗医护人员

是否可以满足事故伤员的救治工作，主控模块用于对整个系统的控制，预测系统用于根据

历史数据对当日的就诊量以及医护人员到达医院的时长进行预测，执行系统用于根据主控

模块处理的数据结果，执行主控模块下达的操作指令。

[0018] 匹配系统包括手持终端和在岗登记模块；

手持终端和在岗登记模块的输出端均电性连接主控模块的输入端；

手持终端用于对事故现场的伤员身体状态进行输入，确定可以诊断并治疗的科室，使

得可以提前了解事故伤员的具体伤势和情况，使得可以提前安排对应的医护人员对其进行

救治，在岗登记模块用于对当前在岗的医护人员信息进行登记，一方面，可以对在岗医护人

员数量进行了解，另一方面，可以根据伤员的具体情况安排合适的在岗医护人员进行救治，

使得伤员可以得到更好的救治；

预测系统包括数据调用模块、就诊预测模块和时间预测模块；

数据调用模块和时间预测模块的输出端电性连接主控模块的输入端，主控模块的输出

端电性连接就诊预测模块的输入端；

数据调用模块用于从数据库中调用历史就诊量数据，就诊预测模块用于根据数据调用

模块所调用的历史就诊量数据对当日的就诊量进行预测，使得可以合理的安排医护人员坐

诊，避免医护人员参与事故伤员的救治，导致无人坐诊，影响其他患者的正常就诊，时间预

测模块用于对救护车达到医院的时长进行预测，使得医院可以根据时长提前安排对于事故

伤员的救治准备，同时，还可以根据时长调度其他科室的医护人员进行救治，避免其他科室

的医护人员较早赶到，而出现等待的现象，避免了对其他科室医护人员时间的浪费，使得医

护人员的调度更加的合理；

执行系统包括自动拨号模块和语音播报模块；

主控模块的输出端电性连接自动拨号模块和语音播报模块的输入端；

自动拨号模块用于在主控模块分析当前在岗医护人员数量无法满足事故伤员救治或

者当前在岗医护人员数量无法满足正常的就诊工作时，自动拨通调休医护人员的电话，通

知调休医护人员尽快赶往医院进行坐诊，调休人员作为最后调度的医护人员，避免了对调

休人员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尽量保证调度的合情合理性，语音播报模块用于在对医护人

员进行调度时，进行语音播报，通知医护人员在规定时长范围内赶往急诊室进行事故伤员

的救治工作。

[0019] 在岗登记模块所登记的内容包括姓名、年龄、所属科室、职称和在岗状态，在进行

人员调度时，按照所属科室、职称、年龄和在岗状态的顺序进行人员调度，保证人员调度的

合理性，避免出现人员调度不合理导致的医疗事故的发生。

[0020] 时间预测模块包括路线规划单元、数据调取单元、车速预测单元和时间计算单元；

路线规划单元的输出端电性连接时间计算单元的输入端，数据调取单元的输出端电性

连接车速预测单元的输入端，车速预测单元的输出端电性连接时间计算单元的输入端；

路线规划单元用于对救护车从事故现场前往医院的路线进行规划，数据调取单元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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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库中对救护车的历史车速数据进行调取，车速预测单元用于根据历史车速数据对当

前救护车的行驶车速进行预测，时间计算单元用于根据规划的路线以及预测的救护车当前

行驶车速计算出救护车到达医院的时长。

[0021] 一种基于智慧医疗的医护人员调度方法，该医护人员调度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医护人员通过手持终端输入事故现场伤员的具体情况；

S2、时间预测模块对救护车到达医院的时长进行预测；

S3、主控模块根据伤员情况和登机在岗医护人员信息匹配并调度医护人员进行救治；

S4、语音播报模块播报对应的医护人员前往急诊室，并播报前往急诊室的时间限制；

S5、数据调用模块对历史当日就诊量数据进行调用；；

S6、就诊预测模块根据调用的历史数据对当日的就诊量数据进行预测；

S7、主控模块判断当前在岗医护人员数量是否能够满足医院当前的就诊量需求；

S8、主动拨号模块再就诊需求无法满足的情况下通知调休人员前往医院进行坐诊。

[0022] 步骤S1-S2中，外勤医护人员根据对事故现场伤员身体的初步诊断，在救护车出发

前往医院时，通过手持终端输入事故现场伤员的初步诊断结果；

手持终端输入事故伤员的初步诊断结果后，为了保证对于医护人员的调度可以更加的

合理，不耽误其他科室医护人员对正在进行诊断的患者的正常就诊，时间预测模块对救护

车到达医院的时长进行预测；

时间预测模块对于时长的预测需要利用路线规划单元、数据调取单元、车速预测单元

和时间计算单元；

路线规划单元对救护车会医院的路线进行规划，路线规划单元所规划的救护车回医院

的总长度为L，数据调取单元所调取的同一时间点的救护车行驶平均速度的集合为V={V1 ,

V2,V3,…,Vn}，其中，V1-Vn分别表示每一次救护车在改时间点回医院在路上的平均车速，车

速预测单元根据公式对本次救护车回医院的车速进行预测；

去掉集合V中中最高平均车速和最低平均车速；

其中， 表示本次救护车回医院的平均车速，因为具有大数据的支持，所以，数据量越

大，计算的救护车回医院的平均车速越准确；

时间计算单元根据路线规划单元规划的回医院的路线长度L以及车速预测单元所预测

的救护车回医院的平均车速 ，根据公式计算出救护车回医院所需要花费的时间T：

其中，T取整数，去除计算之后T的小数位，得到（T-t），（T-t）为时间预测模块所预测的

医护人员回到医院所花费的时长，t表示根据公式计算之后的时间T小数点后的数值大小，，

避免出现救护车行驶速度超过预测的平均车速，导致救护车赶往医院时，医院的人员调度

还没有完成，影响事故伤员的正常救治。

[0023] 步骤S3-S4中，步骤S3中，需要利用在岗登记模块对在岗的医护人员信息进行登

记，方便根据在岗医护人员的信息进行人员的调度，主控模块根据外勤医护人员通过手持

终端输入的事故伤员的基本情况匹配在岗医护人员，并调度对应的医护人员前往急诊室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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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调度的基本原理按照所属科室、职称、年龄和在岗状态的顺序进行人员调度，保证医护

人员调度的合理性，语音播报模块根据所调度的医护人员名称以及时间预测模块所预测的

救护车到达医院的时间进行语音播报，语音播报模块播报形式为医护人员A需要在规定时

间（T-t）内赶往急诊室。

[0024] 步骤步骤S5-S6中，数据调用模块对历史上当日的就诊量数据进行调用，并组成就

诊量集合P={P1,P2,P3,…,Pk}，其中P1-Pk表示之前k年中每一年中该日的就诊量，根据公式

对相邻两件的就诊量变化数据进行计算：

其中， 表示从第i年到第i+1年，当日的就诊量变化量；

组成变化量的集合 ；

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根据公式计算就诊量增量的平均值：

其中， 表示k年中相邻两年的变化量的平均值；

根据公式预测今年今日的就诊量P今；

步骤S7-S8中，主控模块接收就诊预测模块所预测的当日的就诊量P今，主控模块根据公

式计算出剩余就诊量数据：

其中，P剩表示今日预测剩余就诊量，Q表示今日已诊断的就诊量；

主控模块将今日剩余就诊量P剩与当前医护人员数量进行匹配，判断当前医护人员数量

是否能满足剩余就诊量的正常就诊需求；

当当前医护人员数量无法满足剩余就诊量的正常就诊需求时，主控模块控制自动拨号

模块通知调休人员前往医院进行坐诊。

[0025] 实施例一：外勤医护人员根据对事故现场伤员身体的初步诊断，在救护车出发前

往医院时，通过手持终端输入事故现场伤员的初步诊断结果；

手持终端输入事故伤员的初步诊断结果后，为了保证对于医护人员的调度可以更加的

合理，不耽误其他科室医护人员对正在进行诊断的患者的正常就诊，时间预测模块对救护

车到达医院的时长进行预测；

时间预测模块对于时长的预测需要利用路线规划单元、数据调取单元、车速预测单元

和时间计算单元；

路线规划单元对救护车会医院的路线进行规划，路线规划单元所规划的救护车回医院

的总长度为L=12.5km，数据调取单元所调取的同一时间点的救护车行驶平均速度的集合为

V={65,62,59,…,63}，车速预测单元根据公式对本次救护车回医院的车速进行预测；

去掉集合V中中最高平均车速和最低平均车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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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本次救护车回医院的平均车速，因为具有大数据的支持，所以，

数据量越大，计算的救护车回医院的平均车速越准确；

时间计算单元根据路线规划单元规划的回医院的路线长度L=12.5km以及车速预测单

元所预测的救护车回医院的平均车速 ，根据公式计算出救护车回医院所

需要花费的时间T：

其中，T=11.94取整数，去除计算之后的小数位，得到（T-t）=（11.94-0.94）=11，（T-t）=

11min为时间预测模块所预测的医护人员回到医院所花费的时长，t=0.94min表示根据公式

计算之后的时间T小数点后的数值大小，，避免出现救护车行驶速度超过预测的平均车速，

导致救护车赶往医院时，医院的人员调度还没有完成，影响事故伤员的正常救治。

[0026] 需要利用在岗登记模块对在岗的医护人员信息进行登记，方便根据在岗医护人员

的信息进行人员的调度，主控模块根据外勤医护人员通过手持终端输入的事故伤员的基本

情况匹配在岗医护人员，并调度对应的医护人员前往急诊室救治，调度的基本原理按照所

属科室、职称、年龄和在岗状态的顺序进行人员调度，保证医护人员调度的合理性，语音播

报模块根据所调度的医护人员名称以及时间预测模块所预测的救护车到达医院的时间进

行语音播报，语音播报模块播报形式为医护人员A需要在规定时间（T-t）=11min内赶往急诊

室。

[0027] 数据调用模块对历史上当日的就诊量数据进行调用，并组成就诊量集合P={1205,

1528,1835,2025,2376,2682}，根据公式对相邻两件的就诊量变化数据进行计算：

组成变化量的集合 ；

去掉一个最大值351和一个最小值190，根据公式计算就诊量增量的平均值：

其中， =312表6年中相邻两年的变化量的平均值；

根据公式预测今年今日的就诊量P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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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模块接收就诊预测模块所预测的当日的就诊量P今，主控模块根据公式计算出剩余

就诊量数据：

其中，P剩=1759表示今日预测剩余就诊量，Q=1235表示今日已诊断的就诊量；

主控模块将今日剩余就诊量P剩=1759与当前医护人员数量进行匹配，判断当前医护人

员数量是否能满足剩余就诊量的正常就诊需求；

当当前医护人员数量无法满足剩余就诊量的正常就诊需求时，主控模块控制自动拨号

模块通知调休人员前往医院进行坐诊。

[0028]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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