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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this paper studie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APP of the existing township public health service, and explored the APP design strategies that 

can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existing township public health service. Methods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e user experience pain points are sought based on the problems. The 

APP design scheme is proposed by constructing the character model and the service blueprint and combining 

the APP design principles.Result This paper proposes a design scheme of township public service APP that 

can meet the needs of the public under the epidemic situation.Conclus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users as the 

fundamental starting point, improve the interaction needs of users, make the township public health service 

APP more humanized and customized, and integrate with the epidemic,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and convenient 

management mechanism for the whole population to fight the epi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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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基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大背景下，研究现有乡镇公共卫生服务的 APP 存在的问题，探索可以解

决现有乡镇公共卫生服务方面问题的 APP设计策略。方法 对现有问题进行分析归总，基于问题寻求用

户体验痛点，通过建构人物模型以及服务蓝图，并结合 APP设计原则，提出 APP 设计方案。结果 提出

了可以迎合疫情下大众需求的乡镇公共服务类 APP设计方案。结论 以迎合用户需求为根本出发点，提

升了用户的交互需求，使乡镇公共卫生服务 APP 更具人性化和定制化，并与疫情进行融通，为全民抗

疫提供科学、便捷的管理机制。 

关键词：乡镇公共卫生，APP 设计，交互原则，UI界面设计 
 

1.前言 

乡镇公共卫生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涉及多个领域，

目前，中国乡镇公共卫生建设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但

依然存在与乡镇居民沟通不及时、百姓需求了解不彻底

等问题。针对这一情况，笔者对疫情内居民的心理特征

及行为习惯进行分析，建立用户行为心理脉络，深入

挖掘其内在需求，提出一套适用于乡镇公共卫生服务

的 APP 设计策略，用以减轻防疫工作人员负担、保障

工作人员安全以及提升防疫工作效率，及时关注百姓

健康，实现高效率、自动化的防疫监控工作效果，使

乡镇居民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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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背景 

2.1.缺乏信息互动机制 

疫情期间，乡镇居民只能通过广播、电视以及政府

工作人员走访的形式进行防疫信息获取，采用的依旧是

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传统媒介根据指定要求确定传播

内容，以强制或半强制的方式向乡镇百姓传播疫情信息，

缺少完整的反馈和互动机制，乡镇百姓只能被动接受信

息，忽视受众的真正需求，导致用户的参与度低，传播

效果差。  

2.2.无法监测居民健康 

公共卫生监测有助于做好突发事件的预防与控制，

通过有效的监测手段能够降低传染病的发生、扩散，是

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无论是突发性传染病爆发还

是慢性疾病的预防都与公共卫生监测系统密切相关
[2]
。在

疫情发生时，乡镇公共卫生部门人手不足、设备不全，

无法及时关注乡镇居民健康状况，居民在家出现症状无

法及时上报，对疫情的症状判断不准确，可能将普通流

感当成疫情对待，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为乡镇的疫情防

控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增加防疫人员的工作量。 

3.设计策略 

3.1.用户需求分析 

不同用户的行为习惯有所差异，对服务和设计的需

求也有所不同，只有满足不同的用户需求，才能设计出

被大众所接受、所认可的产品。笔者按乡镇居民的年龄

进行划分，结合乡镇公共卫生的基本职能和现存问题，

运用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明确目标用户需求，进一步

构建乡镇公共卫生服务类 APP 服务系统。 

3.1.1.人物模型构建 

基于不同年龄百姓的行为、心理和观点进行用户分

类和需求总结，建立特征用户角色体现用户需求和价值，

拟定 APP 的设计概念、设计方向和设计内容，为乡镇公

共卫生服务类 APP 的设计提供参考。从表中可见，年轻

用户群体普遍希望了解疫情的最新进展，而中老年群体

更关注自我防护的办法等防护内容。 

表 1 用户类型与需求总结 

用户类

型 
主要特征 用户目标 设计策略 

青少年 

热血青年，关

注国家大事，

一马当先，勇

能够及时关注

国内外疫情发

展最新咨询，社

实行健康监测，

助力青少年科

学复工复学；发

于担当，同时

也是企业员

工和学校学

生，对最新消

息十分关注。 

会复工复产复

课的最新消息，

防护物资的网

上购买渠道等。 

布信息，将最新

资讯及时更新。 

中老年 

由于年龄增

长，抵抗力稍

弱，身体需要

及时接种其

它疫苗，部分

中老年人的

其它病症需

要及时就医。 

关注疫情防控

的方法措施，渴

望及时关注其

它免疫接种的

疫苗信息，实现

及时就医，够看

病不远走的心

愿。 

设置线上问诊

的功能，帮助其

在疫情期间能

够及时了解身

体状况，并设有

疫苗接种及时

提醒的功能。 

3.1.2.服务蓝图 

3.1.2.1.实行健康监测 

及时监测居民身体状况，出现问题及时在 APP 中

完成上报，将上报信息反馈回乡镇公共卫生部门，针

对出现疑似症状的居民做好隔离、检测、救治等相关

工作，保障乡镇居民的健康。能够记录个人出行信息，

对居民所在位置进行准确定位，避免居民瞒报现象发

生，同时 APP 能将每天记录的健康信息进行汇总，为

企业复工、学校复课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设有线上问诊功能。针对身体出现的状况进行有

效分析，帮助居民做好传染病和流感病毒的区分，并

对行动不便患有疾病的中老年群体提供线上帮助，解

决就医难、看病远的现实问题。在具备远程诊疗的乡

镇地区，可以通过 APP 进行线上预约挂号，由县级以

上优秀医疗人才帮助诊断病情和实行救治工作，打破

医疗资源的地域限制，实现资源共享。 

3.1.2.2.发布信息 

发布心理健康知识。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

帮助居家百姓进行适度心理疏导，减少恐慌。对乡镇

不同层次的人群发布针对性内容，满足大众多元化的

心理需求，提高人们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自信心，使

人们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安全感，形成积极防疫的心

态。 

宣传防控常识。通过 APP 发布相关资讯，帮助居

家百姓进行有效防控，复工、复学时教会大众如何做

好防范措施。 

提供免疫接种信息，帮助乡镇百姓记录接种时间，

避免错过后续接种疫苗时间。 

公布疫情信息。公布地方确诊人员的行踪轨迹，

确诊人数，公布发生疫情的小区或者街道等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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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满足物资需求 

居民在面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乡镇地区由于物

资匮乏，缺少应急储备物资。居民可以通过 APP 及时上

报，及时了解百姓需求，与政府部门联网，将信息反馈

给地方政府部门，由政府部门进行紧急物资的调配，避

免发生由于缺乏防护物资发生交叉感染事件。 

3.1.2.4.双向交流 

告别传统媒介线性传递信息的方式，实现多维度、

发散式的传播特点。通过评论等方式进行互动，乡镇公

共卫生部门及时回答居民相关问题，为乡镇百姓答疑解

惑、排忧解难，增加用户的参与性和主动性，实现用户

与乡镇公共卫生部门之间的双向互动。 

3.2. 设计原则 

3.2.1.APP统一性交互设计 

从操作方式上考虑，APP 界面应坚持统一性设计原

则，即简易化操作方式。APP 使用简洁视觉界面设计与明

了的信息能够减少用户使用负担，便于用户理解操作方

式
[3]
。使乡镇居民能够以简短有效的方式完成操作、轻松

访问信息，提高操作效率。 

从反馈形式上考虑，APP 设计及用户体验应遵循统一

性反馈形式，APP 界面统一规范设计可以帮助用户快速建

立心理模型，减少用户对 APP 操作学习时间与使用难度。

应避免过于花哨的设计样式和动态效果，界面设计应简

洁直观。在 APP 设计过程中，适当加入引导流程，界面

操作引导流程可以避免用户在第一次使用 APP 时的摸索

操作阶段，减少用户失误操作挫败感，增加 APP 使用率。 

3.2.2.APP视觉性交互设计 

视觉设计是交互设计中重要组成部分，是用户获取

色彩、文字等信息主要接收渠道，主要包括色彩明度及

细节文字的识别，视觉设计是吸引用户注意的重点。在

设计中，清晰度与易读性应作为视觉信息传达的首要设

计部分，适当增大界面功能分类图标，避免采用艺术字

等造型复杂、不易辨别的字体为界面主字体，同时界面

图标设计应采用造型简单且有明确信息指向的图形，避

免过于复杂化的图标设计
[4]
。在视觉交互设计中要考虑加

入通用性设计，帮助缓解视力下降的老年人群体在使用

智能手机时往往无法快速捕捉视觉信息的问题。 

在视觉设计色彩部分，界面设计要避免采用过多的

色彩，颜色不要超过三种色相，选择色彩倾向明显的颜

色。避免用户对高饱和度色彩长时间注视对眼睛产生刺

激性，因此界面主色调应尽量使用中性色，在功能分布

区采用高饱和度颜色。在配色过程中，避大面积使用明

度较低和明度过高的颜色，如黑色、高亮色等，应确

保界面中色调有足够亮度和对比度。另外要考虑字体

颜色与界面背景颜色对比度，避免字体颜色与界面主

色调过于接近而不易辨别界面信息。 

3.2.3.APP 安全性交互设计 

用户的安全感建立在对 APP 信任基础上，信任又

分为认知信任、情感信任。在人类基本需要组成金字

塔模型中，安全需要处于第一位，是一种用户生活中

最基本的需要。用户在使用 APP 过程中建立安全感与

APP 本身的客观安全性有着紧密联系，客观安全性需

要在用户使用时进行传递，如在界面顶端会提醒用户

所有信息仅用于组织了解疫情，不会泄露作他用的安

全保障说明，可以让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明确认识到个

人信息是安全的，增强用户对 APP 使用安全感。 

3.2.4.APP容错性交互设计 

疫情监控 APP 交互设计应针对用户生理特征充分

考虑交互控件感应敏感度、容错性等条件，满足用户

对于触屏操作易错性需求。APP 交互设计中容错性设

计是检验产品可用与易用性重要指标，APP 界面可针

对新手用户加入引导和提示信息。对于新手用户而言，

使用 APP 过程是新的学习过程，正确地引导和提示在

APP 容错性设计中比较重要，确保用户在操作前能注

意到相关提示信息，给予正确引导和提示，减少错误

发生的可能性。手指触碰操作界面敏感度降低是智能

APP 痛点所在，在 APP 设计时加入容错性反馈设计，

当用户出现错误操作时，APP 系统主动发出错误操作

反馈，错误反馈文案要清晰、准确，这样便于用户了

解错误原因，以便于用户及时更改，使用户 APP 操作

顺利进行。 

4. 设计实践 

4.1. 信息框架设计 

“免疫宝”APP 是基于对现有城乡医疗的问题分

析，以及对用户行为特征和心理活动进行分析之后，

运用最新的大数据统计理论以及服务设计原则，为居

民设计开发的防疫健康监测类软件。为解决疫情期间

及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医疗问题及防疫管控问题，使疫

情期间的人员管控更加方便
[5]
。主要分为 4 个功能模

块，信息框架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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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信息框架图 

4.2. 主要功能 

主界面默认为首页，也保证了第一时间将医疗实时

热点消息传达到用户，在首页用户可以阅读实时新闻，

以及一些健康常识或防疫知识。除首页外还有其他三款

界面，分别为“物资”、“消息”、“我的”。 

物资即使向用户展现各地、各社区的医疗物资情况，

用户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对社区进行物资捐赠或急需

物资向社区寻求帮助，经过大数据统计，使社区物资管

理更加方便。 

消息分为三个子模块，分别为“健康数据”、“疫

苗消息”、“系统消息”，健康数据中包含用户的基本

健康指标，通过社区有关部门对其进行的检测，实时更

新，每次出行小区即会更新一次，同时记录下出行记录。

疫苗消息对于用户来说极为重要，因此将其单独为一个

模块，用户可以实时勘察到最准确、最新的疫苗信息，

以便第一时间进行疫苗预约。系统消息是社区进行后台

操作，将用户须知、操作守则等消息通过平台传达到用

户端。 

“我的”即为用户的个人主页，个人主页内可查看

疫苗预约情况、近日健康统计及分析、以及平台内余额

（可用于支付捐赠物资产生的费用等），并钱包内的余

额可进行充值及提现。 

4.3. UI 界面设计 

APP 的页面设计是整个服务过程中与用户联系最紧

密的一项，一个好的界面设计也是一个成功的 APP 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在“免疫宝”的设计当中，采用了医院

常用的蓝色作为主要颜色，蓝色会给人以一种身体放松

的感觉。为信息可以准确、清晰的传达到用户，在背景

颜色上采用了白色及浅灰色为底色，并没有选用太过抢

眼的颜色，与蓝色搭配，简单大方，色彩明快，不会为

用户带来视觉负担，力求以简为美
[6]
。APP 的 UI 界面

设计，见图 2。 

 

图 2 UI 界面设计 

5. 结论 

通过构建用户模型及服务蓝图，将用户类型、用

户需求、服务痛点和设计原则相结合进行分析，更加

直观了解乡镇用户，结合不同用户需求将目前乡镇公

共卫生服务系统缺乏信息互动机制和无法监测居民健

康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以在用户体验角度接触设计

痛点提出解决方案，促进乡镇卫生服务类 APP 设计的

完善。 

在“免疫宝”APP 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了现有

乡镇卫生服务 APP 存在问题。“免疫宝”设计意义主

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从青少年角度而言，可实行健康

监测，助力青少年科学复工复学，接收平台发布信息，

及时获取最新资讯；从中老年角度而言，平台设置线

上问诊功能，帮助其在疫情期间能够及时了解身体状

况，并设有疫苗接种及时提醒；从政府角度而言，平

台可收集居民上报物资短缺信息，便于政府及时处理

与合理发放；从社会价值而言，“免疫宝”APP 告别

传统媒介,线性传递信息,以多维度及发散式为传播特

点，进一步促进乡镇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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