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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政府采购

货物和服务项目

公开招标文件

（预公告版）

项目名称：福建省儿童医院、福建省妇产医院信息化建设项目货

物类采购项目

备案编号：K-FYH-GK-202003-B1575-IDN

招标编号：[3500]xmth[GK]2020002

采购人：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代理机构：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 0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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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投标邀请

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组织福建省儿童医院、福建省

妇产医院信息化建设项目货物类采购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的政府采购

活动，现邀请供应商参加投标。

1、备案编号：K-FYH-GK-202003-B1575-IDN。

2、招标编号：[3500]xmth[GK]2020002。

3、预算金额、最高限价：详见《采购标的一览表》。

4、招标内容及要求：详见《采购标的一览表》及招标文件第五章。

5、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节能产品，适用于（合同包 1），按照最新

一期节能清单执行。环境标志产品，适用于（合同包 1），按照最新一期环境标

志清单执行。信息安全产品，适用于（合同包 1）。小型、微型企业，适用于（合

同包 1）。监狱企业，适用于（合同包 1）。促进残疾人就业 ，适用于（合同包

1）。信用记录，适用于（合同包 1），按照下列规定执行：（1）投标人应在（填

写招标文件要求的截止时点）前分别通过“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并打

印相应的信用记录（以下简称：“投标人提供的查询结果”），投标人提供的查

询结果应为其通过上述网站获取的信用信息查询结果原始页面的打印件（或截

图）。（2）查询结果的审查：①由资格审查小组通过上述网站查询并打印投标

人信用记录（以下简称：“资格审查小组的查询结果”）。②投标人提供的查询

结果与资格审查小组的查询结果不一致的，以资格审查小组的查询结果为准。③

因上述网站原因导致资格审查小组无法查询投标人信用记录的（资格审查小组应

将通过上述网站查询投标人信用记录时的原始页面打印后随采购文件一并存档），

以投标人提供的查询结果为准。④查询结果存在投标人应被拒绝参与政府采购活

动相关信息的，其资格审查不合格。

6、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6.1 法定条件：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

6.2 特定条件：

包：1

明细 描述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设备和专业技

术能力专项证明材料（若有）

1、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提供“具备履行合同

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专项证明材

料”的，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在此项

下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复印件。 2、投标人提

供的相应证明材料复印件均应符合：内容完

整、清晰、整洁，并由投标人加盖其单位公

章。

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资格证明文件

（若有）

1、（强制类节能产品证明材料，若有，应在

此处填写）； 2、（按照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 17 条除第“（一）-（四）”款外的其

他条款规定填写投标人应提交的材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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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 描述

采购人提出特定条件的证明材料、为落实政

府采购政策需满足要求的证明材料（强制类）

等，若有，应在此处填写）。 ※1上述材料

中若有与“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设备和专业

技术能力专项证明材料”有关的规定及内容

在本表 b1 项下填写，不在此处填写。 ※2

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第七章规定提供。

6.3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

※根据上述资格要求，投标文件中应提交的“投标人的资格及资信证明文

件”详见招标文件第四章。

7、报名

7.1 报名期限：详见招标公告或更正公告（若有），若不一致，以更正公告

（若有）为准。

7.2 报名期限内，供应商应通过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开信息系统的注册账

号（免费注册）对本项目进行报名(请根据项目所在地，登录对应的福建省政府

采购网上公开信息系统报名(即省本级网址/地市分网))，否则投标将被拒绝。

8、招标文件的获取

8.1 招标文件提供期限：详见招标公告或更正公告（若有），若不一致，以

更正公告（若有）为准。

8.2 获取地点及方式：报名后，通过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开信息系统以下

载方式获取。

8.3、招标文件售价：0元。

9、投标截止

9.1 投标截止时间：详见招标公告或更正公告（若有），若不一致，以更正

公告（若有）为准。

9.2 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按照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开信息系统设

定的操作流程将电子投标文件上传至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开信息系统，同时将

投标人的CA证书连同密封的纸质投标文件送达招标文件第一章第10条载明的地

点，否则投标将被拒绝。

10、开标时间及地点：详见招标公告或更正公告（若有），若不一致，以更

正公告（若有）为准。

11、公告期限

11.1 招标公告的公告期限：自财政部和福建省财政厅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

发布媒体最先发布公告之日起 5个工作日。

11.2 招标文件公告期限：招标文件随同招标公告一并发布，其公告期限与

本章第 11.1条载明的期限保持一致。

12、采购人：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道山路 18 号

联系方法：8756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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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代理机构：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高崎南五路 222

号之三航空商务广场 2号楼 11 层

联系方法：13328245612

附 1：账户信息

投标保证金账户

开户名称：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供应商在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开信息系统报名后，根据其提示自

行选择要缴交的投标保证金托管银行。

银行账号：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开信息系统根据供应商选择的投标保证金托

管银行，以合同包为单位，自动生成供应商所投合同包的缴交银行账号（即多

个合同包将对应生成多个缴交账号）。供应商应按照所投合同包的投标保证金

要求，缴交相应的投标保证金。

特别提示

1、投标人应认真核对账户信息，将投标保证金汇入以上账户，并自行承担因汇

错投标保证金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2、投标人在转账或电汇的凭证上应按照以下格式注明，以便核对：“（招标编

号：***、合同包：***）的投标保证金”。

附 2：采购标的一览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合同包 品目号 采购标的
允许进

口
数量

品目号

预算

合同包预

算

投标保

证金

1

1-1

福建省儿童医

院医院护理信

息化管理系统

否 1（套）218,200.0000

1-2

福建省儿童医

院医院决策支

持系统

否 1（套）1,091,000.0000

1-3
福建省儿童医

院价表管理
否 1（套）27,300.0000

1-4

福建省儿童医

院财务管理（财

务做账软件）

否 1（套）190,900.0000

1-5
福建省儿童医

院绩效考核系
否 1（套）654,600.0000

54082500 54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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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包 品目号 采购标的
允许进

口
数量

品目号

预算

合同包预

算

投标保

证金

统

1-6

福建省儿童医

院基建管理系

统

否 1（套）109,100.0000

1-7

福建省儿童医

院医院物流管

理系统

否 1（套）245,500.0000

1-8

福建省儿童医

院物资设备管

理

否 1（套）272,700.0000

1-9
福建省儿童医

院审计管理
否 1（套）135,800.0000

1-10
福建省儿童医

院预算管理
否 1（套）163,600.0000

1-11
福建省儿童医

院成本核算
否 1（套）272,700.0000

1-12

福建省儿童医

院后勤一体化

管理系统

否 1（套）654,600.0000

1-13
福建省儿童医

院科研管理
否 1（套）136,400.0000

1-14
福建省儿童医

院教学管理
否 1（套）136,400.0000

1-15

福建省儿童医

院人力资源管

理

否 1（套）163,600.0000

1-16
福建省儿童医

院集成平台
否 1（套）1,418,300.0000

1-17

福建省儿童医

院医院统一外

联平台

否 1（套）709,100.0000

1-18

福建省儿童医

院患者公众服

务门户

否 1（套）163,600.0000

1-19

福建省儿童医

院协同办公系

统及移动办公

APP

否 1（套）272,700.0000

1-20
网站信息发布

系统
否 1（套）136,400.0000

1-21 福建省儿童医 否 1（套）1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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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包 品目号 采购标的
允许进

口
数量

品目号

预算

合同包预

算

投标保

证金

院备份管理软

件

1-22 心跳系统 否 8（台）400,000.0000

1-23
服务器万兆应

用系统
否 4（台）200,000.0000

1-24
数据库备份服

务器
否 1（台）150,000.0000

1-25 虚拟化服务器 否 5（台）750,000.0000

1-26 虚拟化存储 否 2（台）1,200,000.0000

1-27 存储双活引擎 否 2（台）970,000.0000

1-28 消重备份设备 否 1（台）630,000.0000

1-29

福建省妇产医

院统一身份识

别系统

否 1（套）90,900.0000

1-30

福建省妇产医

院全预约服务

系统

否 1（套）440,000.0000

1-31

福建省妇产医

院多点结算平

台

否 1（套）400,000.0000

1-32

福建省妇产医

院互联网+就医

流程服务系统

否 1（套）692,700.0000

1-33

福建省妇产医

院医院管理信

息系统（HIS）

否 1（套）2,168,900.0000

1-34
福建省妇产医

院电子病历
否 1（套）1,987,600.0000

1-35

福建省妇产医

院辅助诊疗系

统

否 1（套）454,500.0000

1-36

福建省妇产医

院移动医护系

统

否 1（套）1,680,000.0000

1-37

福建省妇产医

院急诊预检分

诊系统

否 1（套）204,500.0000

1-38

福建省妇产医

院实验室管理

系统（LIS）

否 1（套）363,600.0000

1-39 福建省妇产医 否 1（套）295,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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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包 品目号 采购标的
允许进

口
数量

品目号

预算

合同包预

算

投标保

证金

院医技报告系

统（RIS）

1-40

福建省妇产医

院超声诊断系

统

否 1（套）454,500.0000

1-41

福建省妇产医

院手术麻醉管

理系统

否 1（套）981,700.0000

1-42

福建省妇产医

院重症监护管

理系统

否 1（套）563,600.0000

1-43

福建省妇产医

院电生理信息

管理系统

否 1（套）204,500.0000

1-44

福建省妇产医

院病理科信息

系统

否 1（套）204,500.0000

1-45

福建省妇产医

院输血/血库信

息管理系统

否 1（套）159,100.0000

1-46

福建省妇产医

院医技辅助管

理系统

否 1（套）789,000.0000

1-47

福建省妇产医

院供应室追溯

系统

否 1（套）120,000.0000

1-48

福建省妇产医

院病历质控管

理

否 1（套）90,900.0000

1-49
福建省妇产医

院病案管理
否 1（套）136,400.0000

1-50

福建省妇产医

院手术分级管

理

否 1（套）27,300.0000

1-51
福建省妇产医

院危急值管理
否 1（套）27,300.0000

1-52

福建省妇产医

院药剂管理系

统

否 1（套）327,200.0000

1-53
福建省妇产医

院院感系统
否 1（套）122,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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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包 品目号 采购标的
允许进

口
数量

品目号

预算

合同包预

算

投标保

证金

1-54
福建省妇产医

院医保管理
否 1（套）45,500.0000

1-55

福建省妇产医

院上报管理系

统

否 1（套）159,100.0000

1-56

福建省妇产医

院卫生应急管

理

否 1（套）90,900.0000

1-57

福建省妇产医

院医务管理系

统

否 1（套）90,900.0000

1-58

福建省妇产医

院医院护理信

息化管理系统

否 1（套）181,800.0000

1-59

福建省妇产医

院医院决策支

持系统

否 1（套）909,000.0000

1-60
福建省妇产医

院价表管理
否 1（套）22,700.0000

1-61

福建省妇产医

院财务管理（财

务做账软件）

否 1（套）159,100.0000

1-62

福建省妇产医

院绩效考核系

统

否 1（套）280,000.0000

1-63

福建省妇产医

院基建管理系

统

否 1（套）90,900.0000

1-64

福建省妇产医

院医院物流管

理系统

否 1（套）204,500.0000

1-65

福建省妇产医

院物资设备管

理

否 1（套）227,300.0000

1-66
福建省妇产医

院审计管理
否 1（套）113,200.0000

1-67
福建省妇产医

院预算管理
否 1（套）136,400.0000

1-68
福建省妇产医

院成本核算
否 1（套）227,300.0000

1-69 福建省妇产医 否 1（套）545,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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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包 品目号 采购标的
允许进

口
数量

品目号

预算

合同包预

算

投标保

证金

院后勤一体化

管理系统

1-70
福建省妇产医

院科研管理
否 1（套）113,600.0000

1-71
福建省妇产医

院教学管理
否 1（套）113,600.0000

1-72

福建省妇产医

院人力资源管

理

否 1（套）136,400.0000

1-73
福建省妇产医

院集成平台
否 1（套）3,765,200.0000

1-74

福建省妇产医

院患者公众服

务门户

否 1（套）237,200.0000

1-75

福建省妇产医

院协同办公系

统及移动办公

APP

否 1（套）160,000.0000

1-76

福建省妇产医

院网站信息发

布系统

否 1（套）80,000.0000

1-77
统一身份识别

系统
否 1（套）109,100.0000

1-78 高性能存储 否 2（台）1,900,000.0000

1-79 FC SAN 网络 否 4（台）760,000.0000

1-80
核心系统服务

器
否 4（台）600,000.0000

1-81

福建省儿童医

院全预约服务

系统

否 1（套）545,500.0000

1-82

福建省儿童医

院统一支付平

台

否 1（套）523,700.0000

1-83

福建省儿童医

院多点结算平

台

否 1（套）654,600.0000

1-84

福建省儿童医

院医疗电子票

据管理系统

否 1（套）327,300.0000

1-85
福建省儿童医

院互联网+就医
否 1（套）831,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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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包 品目号 采购标的
允许进

口
数量

品目号

预算

合同包预

算

投标保

证金

流程服务系统

1-86

福建省儿童医

院医院管理信

息系统（HIS）

否 1（套）1,527,500.0000

1-87
福建省儿童医

院电子病历
否 1（套）1,091,000.0000

1-88

福建省儿童医

院辅助诊疗系

统

否 1（套）545,500.0000

1-89

福建省儿童医

院移动医护系

统

否 1（套）2,928,900.0000

1-90

福建省儿童医

院急诊预检分

诊系统

否 1（套）245,500.0000

1-91

福建省儿童医

院实验室管理

系统（LIS）

否 1（套）436,400.0000

1-92

福建省儿童医

院医技报告系

统（RIS）

否 1（套）218,200.0000

1-93

福建省儿童医

院内窥镜管理

系统

否 1（套）136,400.0000

1-94

福建省儿童医

院放射科影像

系统（PACS）

否 1（套）2,072,900.0000

1-95

福建省儿童医

院超声诊断系

统

否 1（套）545,500.0000

1-96

福建省儿童医

院手术麻醉管

理系统

否 1（套）1,178,300.0000

1-97

福建省儿童医

院重症监护管

理系统

否 1（套）676,400.0000

1-98

福建省儿童医

院电生理信息

管理系统

否 1（套）245,500.0000

1-99
福建省儿童医

院病理科信息
否 1（套）245,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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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包 品目号 采购标的
允许进

口
数量

品目号

预算

合同包预

算

投标保

证金

系统

1-100

福建省儿童医

院输血/血库信

息管理系统

否 1（套）190,900.0000

1-101

福建省儿童医

院医技辅助管

理系统

否 1（套）818,200.0000

1-102

福建省儿童医

院供应室追溯

系统

否 1（套）272,700.0000

1-103

福建省儿童医

院医疗智能语

音系统

否 1（套）381,800.0000

1-104

福建省儿童医

院病历质控管

理

否 1（套）109,100.0000

1-105
福建省儿童医

院病案管理
否 1（套）163,600.0000

1-106

福建省儿童医

院手术分级管

理

否 1（套）32,700.0000

1-107
福建省儿童医

院危急值管理
否 1（套）32,700.0000

1-108

福建省儿童医

院运维管理配

置系统

否 1（套）32,700.0000

1-109

福建省儿童医

院药剂管理系

统

否 1（套）392,800.0000

1-110
福建省儿童医

院院感系统
否 1（套）147,300.0000

1-111
福建省儿童医

院医保管理
否 1（套）54,500.0000

1-112

福建省儿童医

院上报管理系

统

否 1（套）190,900.0000

1-113

福建省儿童医

院卫生应急管

理

否 1（套）109,100.0000

1-114
福建省儿童医

院医务管理系
否 1（套）109,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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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包 品目号 采购标的
允许进

口
数量

品目号

预算

合同包预

算

投标保

证金

统

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表 1、2）



13

表 1

特别提示：本表与招标文件对应章节的内容若不一致，以本表为准。

项号
招标文件

（第三章）
编列内容

1 6.1 是否组织现场考察或召开开标前答疑会：否。

2 10.4

投标文件的份数：

（1）纸质投标文件：

①资格及资信证明部分的正本 1份、副本 1份，报价部分

的正本 1份、副本 1份，技术商务部分的正本 1份、副本

份。

②可读介质（光盘或 U盘）1份：投标人应将其上传至福

建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开信息系统的电子投标文件在该可读

介质中另存 1份。

（2）电子投标文件：详见表 2《关于电子招标投标活动的

专门规定》。

3 10.5-（2）-③
允许散装或活页装订的内容或材料：

（1）投标文件的补充、修改或撤回；

（2）其他内容或材料：无。

4 10.7-（1）
是否允许中标人将本项目的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进行分

包：

不允许。

5 10.8-（1） 投标有效期：投标截止时间起 90 个日历日。

6 10.10-（2）

密封及其标记的具体形式：

（1）全部纸质投标文件（包括正本、副本及可读介质）均

应密封，否则投标将被拒绝。

（2）密封的外包装应至少标记“项目名称、招标编号、所

投合同包、投标人的全称”等内容，否则造成投标文件误

投、遗漏或提前拆封的，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不承

担责任。

（3）其他：无。

7 12.1 本项目推荐合同包 1中标候选人数为 1家。

8 12.2

本项目中标人的确定（以合同包为单位）：

（1）采购人应在政府采购招投标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内

确定中标人。

（2）若出现中标候选人并列情形，则按照下列方式确定

中标人：

①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无。。

②若本款第①点规定方式为“无”，则按照下列方式确

定：无。。

③若本款第①、②点规定方式均为“无”，则按照下列方

式确定：随机抽取。

（3）本项目确定的中标人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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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项目确定合同包 1中标人数为 1家；

②若出现中标候选人符合法定家数但不足本款第①点规

定中标人家数情形，则按照中标候选人的实际家数确定中

标人。

9 15.1-（2） 质疑函原件应采用下列方式提交：书面形式。

10
15.4

招标文件的质疑

（1）潜在投标人可在质疑时效期间内对招标文件以书面形

式提出质疑。

（2）质疑时效期间：

①在招标文件公告期限内：自招标文件首次下载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向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出，招标文件

公告期限、首次下载之日均以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开信

息系统记载的为准。

②在招标文件公告期限截止后至招标文件提供期限届满前

的期间内：自招标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

向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出，招标文件公告期限、

招标文件提供期限均以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开信息系统

记载的为准。

※除上述规定外，对招标文件提出的质疑还应符合招标文

件第三章第 15.1 条的有关规定。

11 16.1
监督管理部门：福建省财政厅（仅限依法进行政府采购的

货物或服务类项目）。

12 18.1

财政部和福建省财政厅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以

下简称：“指定媒体”）：

（1）中国政府采购网，网址 www.ccgp.gov.cn。

（2）中国政府采购网福建分网（福建省政府采购网），网

址 zfcg.czt.fujian.gov.cn。

※除招标文件第一章第 11.1 条规定情形外，若出现上述指

定媒体信息不一致情形，应以中国政府采购网福建分网（福

建省政府采购网）发布的为准。

13 19

其他事项：

(1)本项目代理服务费由中标人支付。

(2)其他： 1、招标代理服务费收取标准：按原计价委员会

1980 号文件规定向中标人收取招标代理服务费，中标人应

根据以下标准按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向采购代理机构交

纳招标代理服务费(中标服务费)。(1)以中标金额作为收费

的计算基数。 2、招标代理服务费收取方式：(1)中标人应

在领取中标通知书的同时按规定的标准一次性向采购代理

机构缴清招标代理服务费。

备注 后有表 2，请勿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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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关于电子招标投标活动的专门规定

序

号
编列内容

1

（1）招标文件中除下述第（2）、（3）款所述内容外的其他内容及规定适

用本项目的电子招标投标活动。

（2）将招标文件无。的内容修正为下列内容：无。后适用本项目的电子招

标投标活动。

（3）将下列内容增列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以下简称：“增列内容”）

适用本项目的电子招标投标活动，若增列内容与招标文件其他章节内容有冲

突，应以增列内容为准：

①电子招标投标活动的具体操作流程以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开信息系统

设定的为准。

②关于投标文件：

a.投标人应按照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开信息系统设定的评审节点编制电

子投标文件，否则资格审查小组、评标委员会将按照不利于投标人的内容进

行认定。

b.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按照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开信息系统设定

的操作流程将电子投标文件 1份上传至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开信息系统，

电子投标文件应与纸质投标文件保持一致，并以电子投标文件为准。电子投

标文件的分项报价一览表、纸质投标文件的分项报价一览表、投标客户端的

分项报价一览表应保持一致，并以投标客户端的分项报价一览表为准。

c.若出现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开信息系统设定的意外情形（如：系统故障

等），经本项目监督管理部门同意使用纸质投标文件的，应以纸质投标文件

为准。

③关于证明材料或资料：

a.除《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外，招标文件要求原件的，

投标人在电子投标文件中可提供复印件（含扫描件），但在纸质投标文件正

本中应提供原件（资格审查小组、评标委员会将核对纸质投标文件正本，未

提供原件的证明材料或资料将导致投标无效）；招标文件要求复印件的，投

标人在纸质投标文件中提供原件、复印件（含扫描件）皆可；招标文件对原

件、复印件未作要求的，投标人在纸质投标文件中提供原件、复印件（含扫

描件）皆可。

b.除《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外，若投标人提供注明“复

印件无效”的证明材料或资料，其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中应提供原件（资格审

查小组、评标委员会将核对纸质投标文件正本，未提供原件的证明材料或资

料将导致投标无效）。

c.《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

c1 投标人在电子投标文件中可提供复印件（含扫描件）、符合招标文件第

七章规定的打印件（或截图），在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中提供原件、复印件（含

扫描件）、符合招标文件第七章规定的打印件（或截图）皆可。

c2《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应在有效期内且内容完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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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整洁，否则投标无效。

c3 有效期内的《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复印件（含扫描

件）及符合招标文件第七章规定的打印件（或截图），无论内容中是否注明

“复印件无效”，均视同有效。

④关于“全称”、“投标人代表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

a.在电子投标文件中，涉及“全称”和“投标人代表签字”的内容可使用打

字录入方式完成。

b.在电子投标文件中，涉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内容应使用投标人的 CA证

书完成，否则投标无效。

c.在电子投标文件中，若投标人按照本增列内容第④点第 b 项规定加盖其单

位公章，则出现无全称、或投标人代表未签字等情形，不视为投标无效。

⑤关于投标人的 CA证书：

a.投标人的 CA证书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连同密封的纸质投标文件送达招标

文件第一章第 10条载明的地点，否则投标将被拒绝。

b.投标人的 CA证书可采用信封（包括但不限于：信封、档案袋、文件袋等）

作为外包装进行单独包装。外包装密封、不密封皆可。

c.投标人的 CA证书或外包装应标记“项目名称、招标编号、投标人的全称”

等内容，以方便识别、使用。

d.投标人的 CA证书应能正常、有效使用，否则产生不利后果由投标人承担

责任。

⑥关于投标截止时间过后

a.被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开信息系统判定为投标保证金未提交（即未于投

标截止时间前到达招标文件载明的投标保证金账户）的投标人，投标将被拒

绝。

b.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投标无效,其保证金不予退还：

b1 不同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被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开信息系统判定为

具有相同内部识别码；

b2 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被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开信息系统判定为从

同一单位或个人的账户转出；

b3 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被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开信息系统判定为同一合

同项下有其他投标人提交的投标保证金

b4 不同投标人被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开信息系统判定为串通投标的其他

情形。

⑦接受联合体投标且投标人为联合体的，投标人应由“联合体牵头方”完成

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开信息系统设定的具体操作流程（包括但不限于：报

名、提交投标保证金、编制电子投标文件等）。

⑧其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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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投标人须知

一、总则

1、适用范围

1.1 适用于招标文件载明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以下简称：“本次采购活动”）。

2、定义

2.1“采购标的”指招标文件载明的需要采购的货物或服务。

2.2“潜在投标人”指按照招标文件第一章第 7条规定进行报名且有意向参加本

项目投标的供应商。

2.3“投标人”指按照招标文件第一章第 7条规定进行报名并参加本项目投标的

供应商。

2.4“单位负责人”指单位法定代表人或法律、法规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

要负责人。

2.5“投标人代表”指投标人的单位负责人或“单位负责人授权书”中载明的接

受授权方。

二、投标人

3、合格投标人

3.1 一般规定

（1）投标人应遵守政府采购法及实施条例、政府采购招投标管理办法、政

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及财政部、福建省财政厅有关政府采购文件的规定，同时

还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强制性规定。

（2）投标人的资格要求：详见招标文件第一章。

3.2 若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且投标人为联合体，则联合体各方应遵守本章第

3.1 条规定，同时还应遵守下列规定：

（1）联合体各方应提交联合体协议，联合体协议应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2）联合体各方不得再单独参加或与其他供应商另外组成联合体参加同一

合同项下的投标。

（3）联合体各方应共同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就政府采购合同约定

的事项对采购人承担连带责任。

4、投标费用

4.1 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投标人应自行承担其参加本项目投标所涉及的一切

费用。

三、招标

5、招标文件

5.1 招标文件由下述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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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标邀请

（2）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表 1、2）

（3）投标人须知

（4）资格审查与评标

（5）招标内容及要求

（6）政府采购合同（参考文本）

（7）投标文件格式

（8）按照招标文件规定作为招标文件组成部分的其他内容（若有）

5.2 招标文件的澄清或修改

（1）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可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

修改，但不得对招标文件载明的采购标的和投标人的资格要求进行改变。

（2）除本章第 5.2条第（3）款规定情形外，澄清或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投

标文件编制的，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在投标截止时间至少 15 个日历日

前，在招标文件载明的指定媒体以更正公告的形式发布澄清或修改的内容。不足

15个日历日的，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顺延投标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

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投标人受原投标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制约的所有

权利和义务均延长至新的投标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

（3）澄清或修改的内容可能改变招标文件载明的采购标的和投标人的资格

要求的，本次采购活动结束，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依法组织后续采购活

动（包括但不限于：重新招标、采用其他方式采购等）。

6、现场考察或开标前答疑会

6.1 是否组织现场考察或召开开标前答疑会：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

7、更正公告

7.1 若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更正公告，则更正公告及其所发布的内容

或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招标文件的澄清或修改、现场考察或答疑会的有关事宜

等）作为招标文件组成部分，对投标人具有约束力。

7.2 更正公告作为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知所有潜在投标人的书面形式。

8、终止公告

8.1 若出现因重大变故导致采购任务取消情形，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可终

止招标并发布终止公告。

8.2 终止公告作为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知所有潜在投标人的书面形式。

四、投标

9、投标

9.1 投标人可对招标文件载明的全部或部分合同包进行投标。

9.2 投标人应对同一个合同包内的所有内容进行完整投标，否则投标无效。

9.3 投标人代表只能接受一个投标人的授权参加投标，否则投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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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

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投标，否则投标无效。

9.5 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

不得参加本项目除整体设计、规范编制和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外的采购

活动，否则投标无效。

9.6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

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不得参加

投标，否则投标无效。

9.7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串通投标，其投标无效：

（1）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个人编制；

（2）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3）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4）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6）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个人的账户转出；

（7）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及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串通投标情形。

10、投标文件

10.1 投标文件的编制

（1）投标人应先仔细阅读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后，再进行投标文件的编制。

（2）投标文件应按照本章第 10.2条规定编制其组成部分。

（3）投标文件应满足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并保证其所提交

的全部资料是不可割离且真实、有效、准确、完整和不具有任何误导性的，否则

造成不利后果由投标人承担责任。

10.2 投标文件由下述部分组成：

（1）资格及资信证明部分

①投标函

②投标人的资格及资信证明文件

③投标保证金

（2）报价部分

①开标一览表

②投标分项报价表

③招标文件规定的价格扣除证明材料（若有）

④招标文件规定的加分证明材料（若有）

（3）技术商务部分

①标的说明一览表

②技术和服务要求响应表

③商务条件响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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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投标人提交的其他资料（若有）

⑤招标文件规定作为投标文件组成部分的其他内容（若有）

10.3 投标文件的语言

（1）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投标文件应使用中文文本，若有不同文本，

以中文文本为准。

（2）投标文件提供的全部资料中，若原件属于非中文描述，应提供具有翻

译资质的机构翻译的中文译本。前述翻译机构应为中国翻译协会成员单位，翻译

的中文译本应由翻译人员签名并加盖翻译机构公章，同时提供翻译人员翻译资格

证书。中文译本、翻译机构的成员单位证书及翻译人员的资格证书可为复印件。

10.4 投标文件的份数：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

10.5 投标文件的格式

（1）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投标文件应使用招标文件第七章规定的格式。

（2）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投标文件的正本和全部副本均应使用不能擦

去的墨料或墨水打印、书写或复印，其中：

①正本应用 A4幅面纸张打印装订，编制封面（封面标明“正本”字样）、

索引、页码，并用胶装装订成册。

②副本应用 A4幅面纸张打印装订，编制封面（封面标明“副本”字样）、

索引、页码，并用胶装装订成册；副本可用正本的完整复印件，并与正本保持一

致（若不一致，以正本为准）。

③允许散装或活页装订的内容或材料：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

※除本章第 10.5条第（2）款第③点规定情形外，投标文件散装或活页装订

将导致投标无效。

（3）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投标文件应使用人民币作为计量货币。

（4）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签署、盖章应遵守下列规定：

①投标文件应由投标人代表签字并加盖投标人的单位公章。若投标人代表为

单位负责人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应提供“单位负责人授权书”。

②投标文件应没有涂改或行间插字，除非这些改动是根据天和国咨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的指示进行的，或是为改正投标人造成的应修改的错误而进行的。若有

前述改动，应按照下列规定之一对改动处进行处理：

a.投标人代表签字确认；

b.加盖投标人的单位公章或校正章。

10.6 投标报价

（1）投标报价超出最高限价将导致投标无效。

（2）最高限价由采购人根据价格测算情况，在预算金额的额度内合理设定。

最高限价不得超出预算金额。

（3）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投标文件不能出现任何选择性的投标报价，

即每一个合同包和品目号的采购标的都只能有一个投标报价。任何选择性的投标

报价将导致投标无效。

10.7 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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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否允许中标人将本项目的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进行分包：详见招

标文件第二章。

（2）若允许中标人将本项目的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进行分包且投标人拟

在中标后进行分包，则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载明分包承担主体，分包承担主体

应具备相应资质条件（若有）且不得再次分包。

（3）招标文件允许中标人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进行分包的项目，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中标人不得分包：

①投标文件中未载明分包承担主体；

②投标文件载明的分包承担主体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

③投标文件载明的分包承担主体拟再次分包。

10.8 投标有效期

（1）招标文件载明的投标有效期：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

（2）投标文件承诺的投标有效期不得少于招标文件载明的投标有效期，否

则投标无效。

（3）根据本次采购活动的需要，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可于投标有效

期届满之前书面要求投标人延长投标有效期，投标人应在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规定的期限内以书面形式予以答复。对于延长投标有效期的要求，投标人可

以拒绝也可以接受，投标人答复不明确或逾期未答复的，均视为拒绝该要求。对

于接受延长投标有效期的投标人，既不要求也不允许修改投标文件。

10.9 投标保证金

（1）投标保证金作为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履行相应投标责任、义务的

约束及担保。

（2）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应与投标文件承诺的投标有效期保持一致，否则

投标无效。

（3）提交

①投标人应从其银行账户（基本存款账户）按照下列方式：公对公转账方式

向招标文件载明的投标保证金账户提交投标保证金，具体金额详见招标文件第一

章。

②投标保证金应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到达招标文件载明的投标保证金账户，否

则视为投标保证金未提交；是否到达按照下列方式认定：以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

公开信息系统记载的为准。

③若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且投标人为联合体，则联合体中的牵头方应按照

本章第 10.9条第（3）款第①、②点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

※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未按照上述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将导致资格审

查不合格。

（4）退还

①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撤回已提交的投标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保证金将在天

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到投标人书面撤回通知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退回原

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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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未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将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退回原

账户。

③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将在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退回原

账户；合同签订之日按照下列方式认定：以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开信息系统记

载的为准。

④终止招标的，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在终止公告发布之日起 5个工

作日内退回已收取的投标保证金及其在银行产生的孳息。

⑤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质疑或投诉涉及的投标人，若投标保证金尚未退

还，则待质疑或投诉处理完毕后不计利息原额退还。

※本章第 10.9条第（4）款第①、②、③点规定的投标保证金退还时限不包

括因投标人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及时退还而增加的时间。

（5）若出现本章第 10.8条第（3）款规定情形，对于拒绝延长投标有效期

的投标人，投标保证金仍可退还。对于接受延长投标有效期的投标人，相应延长

投标保证金有效期，招标文件关于退还和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的规定继续适用。

（6）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标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①投标人串通投标；

②投标人提供虚假材料；

③投标人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投标人；

④投标截止时间后，投标人在投标有效期内撤销投标文件；

⑤投标人不接受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对投标报价错误之处进行修

正；

⑥投标人违反招标文件第三章第 9.4、9.5、9.6 条规定之一；

⑦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不予退还情形；

⑧中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a.除不可抗力外，因中标人自身原因未在中标通知书要求的期限内与采购人

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b.未按照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的约定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或提交履约保证金。

※若上述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情形给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造成损失，

则投标人还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0.10 投标文件的提交

（1）一个投标人只能提交一个投标文件，并按照招标文件第一章规定将其

送达。

（2）密封及其标记的具体形式：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

10.11 投标文件的补充、修改或撤回

（1）投标截止时间前，投标人可对所提交的投标文件进行补充、修改或撤

回，并书面通知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补充、修改的内容应按照本章第 10.5条第（4）款规定进行签署、盖

章，并按照本章第 10.10条规定提交，否则将被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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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补充、修改内容作为投标文件组成部分。

10.12 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标无效：

（1）投标文件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签署、盖章；

（2）不符合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资格要求；

（3）投标报价超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预算金额或最高限价；

（4）投标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

（5）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及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

五、开标

11、开标

11.1 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在招标文件载明的开标时间及地点主持召开

开标会，并邀请投标人参加。

11.2 开标会的主持人、唱标人、记录人及其他工作人员（若有）均由天和国咨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派出，现场监督人员（若有）可由有关方面派出。

11.3 参加开标会的投标人应签到，非投标人不参加开标会。

11.4 开标会应遵守下列规定：

（1）首先由主持人宣布开标会须知，然后由投标人代表对投标文件的密封

情况进行检查，经确认无误后，由工作人员对密封的投标文件当众拆封。

（2）唱标时，唱标人将依次宣布“投标人名称”、“各投标人关于投标文

件补充、修改或撤回的书面通知（若有）”、“各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和招标文

件规定的需要宣布的其他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开标一览表中的内容、唱标人认

为需要宣布的内容等）。

（3）记录人对唱标人宣布的内容作开标记录。

（4）唱标结束后，投标人代表应对开标记录进行签字确认。投标人代表的

签字确认，视为投标人对开标过程和开标记录予以认可。投标人代表拒绝签字确

认且无正当理由，亦视为投标人对开标过程和开标记录予以认可。

（5）投标人代表对开标过程和开标记录有疑义，以及认为采购人（采购代

理机构）相关工作人员有需要回避情形的，应当场提出询问或回避申请。否则，

视为投标人对开标过程和开标记录予以认可。

（6）若投标人未参加开标会（包括但不限于投标人派出的人员不是投标人

代表），视同其对开标过程和开标记录予以认可。

※若出现本章第 11.4条第（4）、（5）、（6）款规定情形之一，则投标人

不得在开标会后就开标过程和开标记录涉及或可能涉及的有关事由（包括但不

限于：“投标报价”、“投标文件的格式”、“投标文件的提交”、“投标文

件的补充、修改或撤回”等）向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出任何疑义或要求

（包括质疑）。

11.5 投标截止时间后，参加投标的投标人不足三家的，不进行开标。同时，本

次采购活动结束，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依法组织后续采购活动（包括但

不限于：重新招标、采用其他方式采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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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标与政府采购合同

12、中标

12.1 本项目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家数：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

12.2 本项目中标人的确定：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

12.3 中标公告

（1）中标人确定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在招

标文件载明的指定媒体以中标公告的形式发布中标结果。

（2）中标公告的公告期限为 1个工作日。

（3）中标公告同时作为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知除中标人外的其他

投标人没有中标的书面形式。

12.4 中标通知书

（1）中标公告发布的同时，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向中标人发出中

标通知书。

（2）中标通知书发出后，采购人不得违法改变中标结果，中标人无正当理

由不得放弃中标。

13、政府采购合同

13.1 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应遵守政府采购法及实施条例的规定，不得对招标文件

确定的事项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作实质性修改。采购人不得向中标人提出任何不

合理的要求作为政府采购合同的签订条件。

13.2 签订时限：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个日历日内。

13.3 政府采购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法等适用合同法。

13.4 采购人与中标人应根据政府采购合同的约定依法履行合同义务。

13.5 政府采购合同履行过程中，采购人若需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或服务，

则追加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 10%。

13.6 中标人在政府采购合同履行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强制性

规定（即使前述强制性规定有可能在招标文件中未予列明）。

七、询问、质疑与投诉

14、询问

14.1 潜在投标人或投标人对本次采购活动的有关事项若有疑问，可向天和国咨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出询问，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按照政府采购法及实

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答复。

15、质疑

15.1 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应在政府采购法及实施条例规定的时限内一

次性提出，并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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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招标文件提出质疑的，质疑人应为潜在投标人，且两者的身份、名

称等均应保持一致。对采购过程、结果提出质疑的，质疑人应为投标人，且两者

的身份、名称等均应保持一致。

（2）质疑人应按照招标文件第二章规定方式提交质疑函。

（3）质疑函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①质疑人的基本信息，至少包括：全称、地址、邮政编码等；

②所质疑项目的基本信息，至少包括：招标编号、项目名称等；

③所质疑的具体事项（以下简称：“质疑事项”）；

④针对质疑事项提出的明确请求，前述明确请求指质疑人提出质疑的目的以

及希望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其质疑作出的处理结果，如：暂停招标投标

活动、修改招标文件、停止或纠正违法违规行为、中标结果无效、废标、重新招

标等；

⑤针对质疑事项导致质疑人自身权益受到损害的必要证明材料，至少包括：

a.质疑人代表的身份证明材料：

a1 质疑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等证明文

件的副本复印件、单位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质疑人代表为委托代理人的，还

应同时提供单位负责人授权书（应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具体

权限、期限和相关事项，授权书应由单位负责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投标人的单

位公章）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a2 若本项目接受自然人投标且质疑人为自然人的，提供本人的身份证复印

件。

b.其他证明材料（即事实依据和必要的法律依据）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材料：

b1 所质疑的具体事项是与自已有利害关系的证明材料；

b2 质疑函所述事实存在的证明材料，如：采购文件、采购过程或中标结果

违法违规或不符合采购文件要求等证明材料；

b3 依法应终止采购程序的证明材料；

b4 应重新采购的证明材料；

b5 采购文件、采购过程或中标、成交结果损害自已合法权益的证明材料等；

b6 若质疑的具体事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处于保密阶段，则应

提供信息或证明材料为合法或公开渠道获得的有效证据（若证据无法有效表明信

息或证明材料为合法或公开渠道获得，则前述信息或证明材料视为无效）。

⑥质疑人代表及其联系方法的信息，至少包括：姓名、手机、电子信箱、

邮寄地址等。

⑦提出质疑的日期。

※质疑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质疑函应由单位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或盖章，并加盖投标人的单位公章。质疑人为自然人的，质疑函应由本人签字。

15.2 对不符合本章第 15.1条规定的质疑，将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处理：

（1）不符合其中第（1）、（2）条规定的，书面告知质疑人不予受理及其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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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符合其中第（3）条规定的，书面告知质疑人修改、补充后在规定时

限内重新提交质疑函。

15.3 对符合本章第 15.1条规定的质疑，将按照政府采购法及实施条例、政府采

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答复。

15.4 招标文件的质疑：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

16、投诉

16.1 若对质疑答复不满意或质疑答复未在答复期限内作出，质疑人可在答复期

限届满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按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有关规定向招标文

件第二章载明的本项目监督管理部门提起投诉。

16.2 投诉应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投诉的事项不得超出已质疑事项

的范围。

八、政府采购政策

17、政府采购政策由财政部根据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并会同国家有关部委

制定，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具体政策要求：

17.1 进口产品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其

中：

（1）我国现行关境指适用海关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管辖区域，不包括

香港、澳门和台湾金马等单独关境地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港区、珠澳

跨境工业区珠海园区、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中方配套区、综合保税区

等区域，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区域，由海关按照

海关法实施监管。

（2）凡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生产或加工（包括从境外进口料件）销

往境内其他地区的产品，不作为政府采购项下进口产品。

（3）对从境外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再经办理报关手续后从海关特殊监

管区进入境内其他地区的产品，认定为进口产品。

（4）招标文件列明不允许或未列明允许进口产品参加投标的，均视为拒绝

进口产品参加投标。

17.2 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实施品目清单管理。财政部、发展改革

委、生态环境部等部门根据产品节能环保性能、技术水平和市场成熟程度等因素，

确定实施政府优先采购和强制采购的产品类别及所依据的相关标准规范，以品目

清单的形式发布并适时调整。依据品目清单和认证证书实施政府优先采购和强制

采购。采购人拟采购的产品属于品目清单范围的，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

构应当依据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

产品认证证书，对获得证书的产品实施政府优先采购或强制采购。

17.3 列入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第一批信息安全产品强制性认证目录》

（以下简称“信息安全产品目录”）内的信息安全产品，应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

证书（即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颁发的《中国国家信息安全产品认证证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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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施中国强制性认证标志。未列入信息安全产品目录的产品，不属于政府强制采

购的信息安全产品范围。

17.4 符合财政部、工信部文件（财库[2011]181号）规定的小型、微型企业可享

受扶持政策（如：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符合财政部、司法部文件（财

库[2014]68 号）规定的监狱企业（以下简称：“监狱企业”）亦可享受前述扶

持政策。符合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联文件（财库[2017]141 号）规定的残疾

人福利性单位（以下简称：“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亦可享受前述扶持政策。其

中：

（1）中小企业指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型、小型、微型企业：

①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

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的划

分标准；

②提供本企业制造的货物、承担的工程或服务，或提供其他中小企业制造的

货物。本项所称货物不包括使用大型企业注册商标的货物。小型、微型企业提供

中型企业制造的货物，视同中型企业。

（2）监狱企业指由司法部认定的为罪犯、戒毒人员提供生产项目和劳动对

象，且全部产权属于司法部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直属煤矿管理局，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各地（设区的市）监狱、强制隔离戒

毒所、戒毒康复所，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的企业，其

中：

①监狱企业参加采购活动时，应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②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

（3）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指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单位：

①安置的残疾人占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25%（含 25%），并且

安置的残疾人人数不少于 10人（含 10人）；

②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

议；

③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

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④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支付了不低于单位所在区

县适用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⑤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承担的工程或服务，或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

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前款所称残疾人指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 8 级）》的自然人，包括具有劳动条件和劳动意

愿的精神残疾人。在职职工人数是指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依法签

订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的雇员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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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上述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参加采购活动时，应提供《残疾人福

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负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

型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17.5 信用记录指由财政部确定的有关网站提供的相关主体信用信息。信用记录

的查询及使用应符合财政部文件（财库[2016]125号）规定。

17.6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详见招标文件第一章。

九、本项目的有关信息

18、本项目的有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招标公告、更正公告（若有）、招标文

件、招标文件的澄清或修改（若有）、中标公告、终止公告（若有）、废标公告

（若有）等都将在招标文件载明的指定媒体发布。

18.1 指定媒体：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

18.2 本项目的潜在投标人或投标人应随时关注指定媒体，否则产生不利后果由

其自行承担。

十、其他事项

19、其他事项：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

第四章 资格审查与评标

一、资格审查

1、开标结束后，由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资格审查小组的组建及资格

审查工作的组织。

1.1 资格审查小组由 3人组成，并负责具体审查事务，其中：由采购人派出的采

购人代表至少 1人，由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派出的工作人员至少 1人，其

余 1人可为采购人代表或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

1.2 资格审查的依据是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

1.3 资格审查的范围及内容：投标文件（资格及资信证明部分），具体如下：

（1）“投标函”；

（2）“投标人的资格及资信证明文件”

①一般资格证明文件：

明细 描述

单位负责人授权书（若有） 1、企业（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电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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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等行业除外）、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

的“单位负责人”指法定代表人，即与实际

提交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载明的一

致。2、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电力、电信

等行业：以法人身份参加投标的，“单位负

责人”指法定代表人，即与实际提交的“营

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载明的一致；以非法人

身份参加投标的，“单位负责人”指代表单

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即与实际提交的

“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载明的一致。3、投

标人（自然人除外）：若投标人代表为单位

负责人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应提供本授权书；

若投标人代表为单位负责人，应在此项下提

交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可不提供本授权

书。4、投标人为自然人的，可不填写本授权

书。5、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中的本授权书（若

有）应为原件。※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第

七章规定提供。

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1、投标人为企业的，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投标人为事业单位的，提供有效的事

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投标人为社会团体

的，提供有效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

件；投标人为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提

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投标人为非企业

专业服务机构的，提供有效的执业许可证等

证明材料复印件；投标人为自然人的，提供

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其他投标人

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提供有

效的相应具体证照复印件。2、投标人提供的

相应证明材料复印件均应符合：内容完整、

清晰、整洁，并由投标人加盖其单位公章。

※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第七章规定提供。

财务状况报告（财务报告、或资信证

明、或投标担保函）

1、投标人提供的财务报告复印件（成立年限

按照投标截止时间推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1 成立年限满 1年及以上的投标人，提供

经审计的上一年度的年度财务报告。1.2 成

立年限满半年但不足 1年的投标人，提供该

半年度中任一季度的季度财务报告或该半年

度的半年度财务报告。※无法按照第 1.1、

1.2 条规定提供财务报告复印件的投标人

（包括但不限于：成立年限满 1年及以上的

投标人、成立年限满半年但不足 1年的投标

人、成立年限不足半年的投标人），应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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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资信证明复印件或投标担保函复印件，

其中：非自然人的投标人选择提供资信证明

的，还应附上其开户（基本存款账户）许可

证复印件。 2、“财政部门认可的政府采购

专业担保机构”应符合《财政部关于开展政

府采购信用担保试点工作方案》（财库

[2011]124 号）的规定。3、投标人提供的相

应证明材料复印件均应符合：内容完整、清

晰、整洁，并由投标人加盖其单位公章。※

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第七章规定提供。

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

1、投标人提供的税收凭据复印件应符合下列

规定：1.1 投标截止时间前（不含投标截止

时间的当月）已依法缴纳税收的投标人，提

供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含投标截止时

间的当月）中任一月份的税收凭据复印件。

1.2 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成立且已依法缴纳

税收的投标人，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当月的税

收凭据复印件。1.3 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成

立但因税务机关原因导致其尚未依法缴纳税

收的投标人，提供依法缴纳税收承诺书原件

（格式自拟），该承诺书视同税收凭据。2、

“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有欠缴记录的，

视为未依法缴纳税收。3、投标人提供的相应

证明材料复印件均应符合：内容完整、清晰、

整洁，并由投标人加盖其单位公章。※投标

人应按照招标文件第七章规定提供。

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

1、投标人提供的社会保险凭据复印件应符合

下列规定：1.1 投标截止时间前（不含投标

截止时间的当月）已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

的投标人，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

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中任一月份的社会

保险凭据复印件。1.2 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

成立且已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

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当月的社会保险凭据复印

件。1.3 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成立但因税务

机关/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关原因导致其尚

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提供依

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承诺书原件（格式自

拟），该承诺书视同社会保险凭据。2、“依

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有欠缴记录

的，视为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3、投标

人提供的相应证明材料复印件均应符合：内

容完整、清晰、整洁，并由投标人加盖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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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公章。※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第七章规

定提供。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设备和专业技

术能力的声明函（若有）

1、招标文件未要求投标人提供“具备履行合

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专项证明材

料”的，投标人应提供本声明函。2、招标文

件要求投标人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

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专项证明材料”的，投

标人可不提供本声明函。3、纸质投标文件正

本中的本声明函（若有）应为原件。※投标

人应按照招标文件第七章规定提供。

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

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书面声明

1、“重大违法记录”指投标人因违法经营受

到刑事处罚或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

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2、无法提

供有效期内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

告知函的，也应对近三年无行贿犯罪记录进

行声明。3、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中的本声明应

为原件。※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第七章规

定提供。

信用记录查询结果

投标人应在招标文件要求的截止时点前分别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

购网（www.ccgp.gov.cn）查询并打印相应的

信用记录，投标人提供的查询结果应为其通

过上述网站获取的信用信息查询结果原始页

面的打印件（或截图）。※投标人应按照招

标文件第七章规定提供。

中小企业声明函（专门面向中小企业

或小型、微型企业适用，若有）

1、投标人应认真对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

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的划分标准，

并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

微型企业划分办法的通知》（国统字[2011]75

号）规定准确划分企业类型。2、投标人为监

狱企业的，可不填写本声明函，根据其提供

的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

证明文件进行认定，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

型企业。3、投标人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

可不填写本声明函，根据其提供的《残疾人

福利性单位声明函》进行认定，残疾人福利

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4、纸质投标文

件正本中的本声明函（若有）应为原件。※

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第七章规定提供。



32

明细 描述

联合体协议（若有）

1、招标文件接受联合体投标且投标人为联合

体的，投标人应提供本协议；否则无须提供。

2、本协议由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的，应按

照招标文件第七章载明的格式提供“单位负

责人授权书”。3、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中的本

协议（若有）应为原件。※投标人应按照招

标文件第七章规定提供。

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

知函（若有）

1、未提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或查询结果

表明投标人有行贿犯罪记录的，投标无效。2、

无法提供有效期内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

询结果告知函的，也应对近三年无行贿犯罪

记录进行声明。3、告知函应在有效期内且内

容完整、清晰、整洁，否则投标无效。4、有

效期内的告知函复印件（含扫描件）及符合

招标文件第七章规定的打印件（或截图），

无论内容中是否注明“复印件无效”，均视

同有效。5、无法获取有效期内检察机关行贿

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的，应在 a7《参加

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

法记录书面声明》中对近三年无行贿犯罪记

录进行声明。※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第七

章规定提供。

②.其他资格证明文件：

包：1

明细 描述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设备和专业技

术能力专项证明材料（若有）

1、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提供“具备履行合同

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专项证明材

料”的，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在此项

下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复印件。 2、投标人提

供的相应证明材料复印件均应符合：内容完

整、清晰、整洁，并由投标人加盖其单位公

章。

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资格证明文件

（若有）

1、（强制类节能产品证明材料，若有，应在

此处填写）； 2、（按照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 17 条除第“（一）-（四）”款外的其

他条款规定填写投标人应提交的材料，如：

采购人提出特定条件的证明材料、为落实政

府采购政策需满足要求的证明材料（强制类）

等，若有，应在此处填写）。 ※1上述材料

中若有与“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设备和专业

技术能力专项证明材料”有关的规定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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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 描述

在本表 b1 项下填写，不在此处填写。 ※2

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第七章规定提供。

（3）投标保证金。

1.4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格审查不合格：

（1）一般情形：

明细

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提交投标函

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提交投标人的资格及资信文件

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

（2）本项目规定的其他情形：

包：1

无

1.5 若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且投标人为联合体，联合体中有同类资质的供应商

按照联合体分工承担相同工作的，应先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供应商确定资质等级，

再按照本章第 1.2、1.3、1.4 条规定进行资格审查。

2、资格审查情况不得私自外泄，有关信息由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统一对

外发布。

3、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人不足三家的，不进行评标。同时，本次采购活动结束，

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依法组织后续采购活动（包括但不限于：重新招标、

采用其他方式采购等）。

二、评标

4、资格审查结束后，由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评标委员会的组建及评

标工作的组织。

5、评标委员会

5.1 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代表和评标专家两部分共 7人（以下简称“评委”）组

成，其中：由采购人派出的采购人代表 2人，由福建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产生

的评标专家 5人。

5.2 评标委员会负责具体评标事务，并按照下列原则依法独立履行有关职责：

（1）评标应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提高采

购效益，保证项目质量。

（2）评标应遵循公平、公正、科学、严谨和择优原则。

（3）评标的依据是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

（4）应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推荐中标候选人或确定中标人。

（5）评标应遵守下列评标纪律：

①评标情况不得私自外泄，有关信息由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统一对外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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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对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或投标人提供的要求保密的资料，不得摘记

翻印和外传。

③不得收受投标人或有关人员的任何礼物，不得串联鼓动其他人袒护某投标

人。若与投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则应主动声明并回避。

④全体评委应按照招标文件规定进行评标，一切认定事项应查有实据且不得

弄虚作假。

⑤评标中应充分发扬民主，推荐中标候选人或确定中标人后要服从评标报告。

※对违反评标纪律的评委，将取消其评委资格，对评标工作造成严重损失

者将予以通报批评乃至追究法律责任。

6、评标程序

6.1 评标前的准备工作

（1）全体评委应认真审阅招标文件，了解评委应履行或遵守的职责、义务

和评标纪律。

（2）参加评标委员会的采购人代表可对本项目的背景和采购需求进行介绍，

介绍材料应以书面形式提交（随采购文件一并存档），介绍内容不得含有歧视性、

倾向性意见，不得超出招标文件所述范围。

6.2 符合性审查

（1）评标委员会依据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对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文件

进行符合性审查，以确定其是否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

（2）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指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响应

不存在重大偏差或保留。

（3）重大偏差或保留指影响到招标文件规定的合同范围、合同履行及影响

关键质量和性能，或限制了采购人的权利，或反对、减少投标人的义务，而纠正

这些重大偏差或保留将影响到其他提交实质性响应投标的投标人的公平竞争地

位。

（4）评标委员会审查判断投标文件是否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仅基于

投标文件本身而不寻求其他的外部证据。未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

将被评标委员会否决（即符合性审查不合格），被否决的投标文件不能通过补充、

修改（澄清、说明或补正）等方式重新成为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

（5）评标委员会对所有投标人都执行相同的程序和标准。

（6）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符合性审查不合格：

①项目一般情形：

明细

违反招标文件中载明“投标无效”条款的规定；

属于招标文件第三章第 10.12 条规定的投标无效情形；

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响应存在重大偏离或保留。

②本项目规定的其他情形：

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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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一般情形

无

技术符合性

明细

1、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要求签署、盖章的； 2、不符合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实质

性要求和条件、无效投标条款的； 3、属于招标文件规定的符合性检查不合格情

形； 4、属于招标文件规定评标委员会应否决其投标的情形； 5、投标人技术部

分的实际得分少于招标文件设定的技术部分总分 50%的 6、投标文件组成不符合

招标文件要求

商务符合性

明细

1、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要求签署、盖章的； 2、投标文件载明的招标项目交付

时间超过招标文件规定或未载明招标项目交付时间的； 3、属于招标文件规定的

符合性检查不合格情形；4、不符合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的；5、

属于招标文件规定评标委员会应否决其投标的情形； 6、投标文件的商务部分中

出现报价部分的全部或部分的投标报价信息(或组成资料)； 7、投标人的交付地

点、时间、条件及质保期等商务条件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或不接受招标文件规

定的合同款支付方式；

附加符合性

无

价格符合性

6.3 澄清有关问题

（1）对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

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评标委员会将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作出必要的

澄清、说明或补正。

（2）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补正应由投标人代表在评标委员会规定的时间

内（一般在半个小时左右，具体要求将根据实际情况在澄清通知中约定）以书面

形式向评标委员会提交，前述澄清、说明或补正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改变

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若投标人未按照前述规定向评标委员会提交书面澄清、

说明或补正，则评标委员会将按照不利于投标人的内容进行认定。

（3）投标文件报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按照下列

规定修正：

①开标一览表内容与投标文件中相应内容不一致的，以开标一览表为准；

②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③单价金额小数点或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准，并修

改单价；

④总价金额与按照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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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修正后的报价

应按照本章第 6.3条第（1）、（2）款规定经投标人确认后产生约束力，投标人

不确认的，其投标无效。

（4）关于细微偏差

①细微偏差指投标文件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但在个别地方存在漏项或

提供了不完整的技术信息和数据等情况，并且补正这些遗漏或不完整不会对其他

投标人造成不公平的结果。细微偏差不影响投标文件的有效性。

②评标委员会将以书面形式要求存在细微偏差的投标人在评标委员会规定

的时间内予以补正。若无法补正，则评标委员会将按照不利于投标人的内容进行

认定。

（5）关于投标描述（即投标文件中描述的内容）

①投标描述前后不一致且不涉及证明材料的：按照本章第 6.3条第（1）、

（2）款规定执行。

②投标描述与证明材料不一致或多份证明材料之间不一致的：

a.评标委员会将要求投标人进行书面澄清，并按照不利于投标人的内容进行

评标。

b.投标人按照要求进行澄清的，采购人以澄清内容为准进行验收；投标人未

按照要求进行澄清的，采购人以投标描述或证明材料中有利于采购人的内容进行

验收。投标人应对证明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承担责任。

③若中标人的投标描述存在前后不一致、与证明材料不一致或多份证明材料

之间不一致情形之一但在评标中未能发现，则采购人将以投标描述或证明材料中

有利于采购人的内容进行验收，中标人应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及费用。

6.4 比较与评价

（1）按照本章第 7条载明的评标方法和标准，对符合性审查合格的投标文

件进行比较与评价。

（2）关于相同品牌产品（政府采购服务类项目不适用本条款规定）

①采用最低评标价法的，提供相同品牌产品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

投标的，以其中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且报价最低的参加评标；报价相同的，

由评标委员会按照下列方式确定一个参加评标的投标人：

a.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无。。

b.招标文件未规定的，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其他投标无效。

②采用综合评分法的，提供相同品牌产品且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

同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按一家投标人计算，评审后得分最高的同品

牌投标人作为中标候选人推荐；评审得分相同的，由评标委员会按照下列方式确

定一个投标人作为中标候选人推荐：

a.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无。。

b.招标文件未规定的，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其他同品牌投标人不作为中

标候选人。

③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多家投标人提供的核心产品品牌相同的，按照本章

第 6.4条第（2）款第①、②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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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漏（缺）项

①招标文件中要求列入报价的费用（含配置、功能），漏（缺）项的报价视

为已经包括在投标总价中。

②对多报项及赠送项的价格评标时不予核减，全部进入评标价评议。

6.5 推荐中标候选人：详见本章第 7.2条规定。

6.6 编写评标报告

（1）评标报告由评标委员会负责编写。

（2）评标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①招标公告刊登的媒体名称、开标日期和地点；

②投标人名单和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

③评标方法和标准；

④开标记录和评标情况及说明，包括无效投标人名单及原因；

⑤评标结果，包括中标候选人名单或确定的中标人；

⑥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评标过程中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

补正，评委更换等。

6.7 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

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不能诚信履约的，应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

书面说明，必要时还应要求其一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

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将其作为投标无效处理。

6.8 评委对需要共同认定的事项存在争议的，应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认

定。持不同意见的评委应在评标报告上签署不同意见及理由，否则视为同意评

标报告。

6.9 在评标过程中发现投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认定其投标无效，

并书面报告本项目监督管理部门：

（1）恶意串通（包括但不限于招标文件第三章第 9.7条规定情形）；

（2）妨碍其他投标人的竞争行为；

（3）损害采购人或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

6.10 评标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废标：

（1）符合性审查合格的投标人不足三家的；

（2）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废标的情形。

※若废标，则本次采购活动结束，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依法组织后

续采购活动（包括但不限于：重新招标、采用其他方式采购等）。

7、评标方法和标准

7.1 评标方法： 合同包 1采用综合评分法。

7.2 评标标准

合同包 1 采用综合评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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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

评审得分（即评标总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

（2）每个投标人的评标总得分 FA＝F1×A1＋F2×A2＋F3×A3＋F4×A4（若

有），其中：F1 指价格项评审因素得分、F2 指技术项评审因素得分、F3 指商务

项评审因素得分，A1指价格项评审因素所占的权重、A2 指技术项评审因素所占

的权重、A3指商务项评审因素所占的权重，A1+A2+A3=1、F1×A1＋F2×A2＋
F3×A3=100 分（满分时），F4×A4 为加分项（即优先类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

品在采购活动中可享有的加分优惠）。

（3）各项评审因素的设置如下：

①价格项（F1×A1）满分为 30 分。

a.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

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

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00。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进

行价格扣除的，以扣除后的价格计算评标基准价和投标报价。

b.价格扣除的规则如下：

评标项目 评标方法

小型、微型

企业，监狱

企业，残疾

人

1、参加此次投标的小型和微型企业提供本企业制造的或者提供其他

小型、微型企业制造的产品，其报价部分给予 6%的价格扣除优惠(联

合体 2%的价格扣除)，但必须同时提供如下证明材料，否则不予价格

扣除。若同一合同包内的小型、微型企业产品仅是构成报价产品的部

件、组件或零件的，则该报价产品不给予价格扣除。①中小企业声明

函（格式附后）。②有效期内(未注明有效期的则提供投标截止时间

前一年内)由企业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出具的属于小

型、微型产品企业的证明文件。中小企业划分标准详见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文件。2、根据财政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政府

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文

件规定，凡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评

审价格扣除的政府采购优惠政策。此次若有监狱企业参加投标的其报

价享受 6%的价格扣除，但必须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

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否则

评审时不予价格扣除优惠。3、根据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联文件

（财库[2017]141 号）规定及福建省财政、福建省民政厅、福建省残

疾人联合会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政府采购支持残疾人就业政

策的通知》，凡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

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此次若有参加投标的对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报

价部分给予 10%的扣除（对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与其他组织组成联合体

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协议合同金额占总合同金

额 30%以上的，给予联合体合同金额 3%的价格扣除），但必须提供《残

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否则评审时不予

价格扣除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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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技术项（F2×A2）满分为 55 分。

评标

项目

评

标

分

值

评标方法描述

1、总

体方

案

3

根据各投标人所提供的对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福建省儿童医院、福建

省妇产医院集团化信息系统建设项目的现状、需求及方案充分理解，

准确把握情况进行评价。对本项目信息系统建设现状、需求及方案充

分了解，准确把握项目情况的得 3分；对本项目信息系统建设现状比

较了解，需求及方案清楚的得 2分；对本项目信息系统建设现状、需

求及方案了解情况一般的得 1分；其余不得分。

2、投

标响

应情

况

20

根据投标人对招标文件第五章“招标内容及要求”第二点“技术和服

务要求”中合同包 1的响应情况由评委进行评分, 完全满足招标文件

要求的得 20 分；标注“★”的技术参数均为实质性条款，若出现负偏

离按无效投标处理；未标注“★”号的技术参数每负偏离一项扣 1分，

扣完为止，正偏离不加分。

3、数

据库
1

根据投标人提供所投产品的医院管理信息系统 HIS、电子病历 EMR 和

集成平台采用大型关系型数据库与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目前使用数据库

（Oracle）管理平台相同，确保历史数据的迁移和利用，保障项目运

维及数据安全。需提供省级及以上使用医院证明（含医院管理信息系

统 HIS、电子病历 EMR 及集成平台）数据库相同的得 1分，其他不得

分。

4、医

院信

息系

统、电

子病

历

3

根据投标人所提供的医院信息系统（HIS）、电子病历系统（EMR）、

掌上医院平台、专业的编辑器系统、全文检索、医院决策支持系统、

报表开发中间件系统、消息中间件系统、医疗卫生信息安全系统通过

IHE 测试报告。提供相应测评通过证书的复印件。产品名称可以略有

不同，但必须是功能相同的产品。共 9项，全部满足的得 3分，每少

一项扣 1分。

4、医

院信

息系

统、电

子病

历

1

根据投标人所投产品电子病历、医院管理信息系统等医疗信息化软件

产品获得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评审，并取得评审通过证书。提供证明

材料，并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得 1分。

5、信

息集

成平

台

3

1.根据投标人所投信息集成平台产品通过 IHE 医院信息平台中国专项

测试所要求的集成模式和必须性功能角色的(需提供 20 个或以上相关

证书作为证明材料)。提供相应测评通过证书的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

章的得 1分。2.投标人所投信息集成平台产品满足国家卫健委互联互

通符合性要求，信息集成平台产品通过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医院信息互

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产品评测达到 3A 的《产品标准符合性测试报告》，

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得 1分。3.投标人所投信息集成平台产品具有良好

的异构整合能力，集成平台支持与第三方主流 HIS、EMR 系统的对接使

系统达到数据统一。与不同品牌 HIS、EMR 集成案例，各提供 10 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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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标

项目

评

标

分

值

评标方法描述

以上品牌。需提供以下证明材料：①项目业绩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合

同中必须包含医院信息集成平台等关键产品）；②提供医院或医院指

定的供应商盖章的完成对接的相关证明的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的得 1分。

6、实

验室

信息

系统

2

根据投标人所投实验室信息管理软件（LIS)具备 IHE 测试通过证书，

并且通过全部实验室检验工作流（LTW）、实验室检验结果共享

（XD-lab）、实验室标本条码标签管理（LBL）集成模式和检验申请单

受理者（OF）、申请单结果跟踪（ORT）、内容生成者（CONTENT_CREATOR）、

标签信息提供者（LIP）、标签分发者（LB）功能角色 。提供相应测

评通过证书的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产品名称可以略有不同，但

必须是功能相同的产品。共 8项，完全满足的得 2分，每少一项扣 1

分。

7、影

像传

输及

存储

系统

3

根据投标人所投的影像传输及存储系统具有功能： PACS 系统、高级

三维后处理系统、临床影像调阅系统为同一品牌产品，提供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登记证复印件或医疗器械注册证复印件。其中高级三维后处

理软件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以及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检验报告》(投标文件中提供证书复印

件及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证书中需包含：高级肿

瘤分析软件包、容积重建软件包、高级心脏分析软件包、高级结肠分

析软件包、心脏功能分析软件包、高级灌注分析软件包、高级肝分段

软件包、高级肺结节分析软件包、MR 功能后处理基础软件包、MR 血管

分析软件包、动态穿梭软件包、高级融合软件包、高级融骨和血管分

析软件包、高级呼吸系统分析软件包、MR 体部功能后处理软件包。共

15 项，完全满足的得 3分，每少一项扣 1分。

1

根据投标人或生产厂商提供的软件具有 CT、MR、DSA、PET-CT 全部四

种大型医疗器械的完整影像链技术，提供公司网站截图并加盖投标人

公章的得 1分。

8、超

声影

像系

统

3

根据投标人所投的超声影像系统具有功能：1.超声会诊系统满足集团

医院之间远程会诊工作需求，支持对集团内部优质的专家资源进行整

合，要求无缝接入现有超声网络系统，实现超声检查的影像和报告统

一存储和管理。提供区域医疗影像共享系统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和

软件产品测试报告，并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得 1分。 2.超声产前检查系

统能与现有超声影像系统无缝对接，满足检查过程中患者影像数据共

享。提供产前超声诊断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

章的得 1分。 3.影像实时对比：根据“检查部位”处的系统切面和个

人经典切面，与实时影像相互对比，点击切面节点可以查看相应的影

像列表、影像说明、扫描方法。提供专业产前超声图谱教学系统软件

著作权登记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得 1分。

9、手

术麻
3

1.根据投标人所投产品对床边监护设备采集能力，能够成功采集 6个

及以上品牌的床边监护设备。需提供医疗机构或设备生产商出具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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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标

项目

评

标

分

值

评标方法描述

醉系

统

用证明材料佐证（证明材料需能提供监护设备的品牌及是否采集成

功），并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得 1分。 2.根据投标人所投产品成功集成

过医疗机构的 HIS、LIS、PACS、EMR、集成平台等软件品牌数量，成

功集成 8个及以上品牌。需提供与医疗机构的合同复印件及验收报告

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得 2分。

10、电

生理

系统

2

根据投标人所投电生理信息系统产品，软件产品通过 IHE 数字心电诊

断系统集成模式和功能角色的专项测试。集成测试包括：静息心电工

作流程(REWF)、检索心电图显示(ECG)、可显示的报告(DRPT)；功能角

色包括：证据创建者（EC）、图像显示（ID）、 集成的 ECG 管理者

（INTEGRATED-ECG-MANGER）、心电图数据源（INFO_SRC）、报告管理

/仓库（ IntegratedReportManger/Repository），软件产品全部通过

IHE 以上全部集成模式和功能角色的专项测试。提供相应测评通过证

书的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产品名称可以略有不同，但必须是功能

相同的产品。共七个，完全满足的得 2分，每少一个扣 1分。

11、医

院财

务及

物流

系统

3

根据投标人所投的医院财务及物流系统具有功能：1.投标系统可拓展

性好，组织机构设置既可以满足总部统一管理，也可以支持分院区灵

活设置要求。提供产品功能截图，并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得 1分。 2.

根据投标人所投产品系统采用平台化开发模式，具有动态建模功能，

可提供最适合当前业务管理要求的 IT 解决方案，在不修改程序代码及

重新部署软件的情况下，能够完成业务模型的调整。提供动态建模平

台的软件著作权证书证明，并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得 1分。 3.根据投标

人所投软件产品基于稳定的基础平台开发，支持跨操作系统、跨数据

库应用的，支持三层架构式应用要求。提供开发平台软件著作权证书，

并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得 1分。

11、医

院财

务及

物流

系统

1
根据投标人或所投产品厂商通过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分级评估，通

过 EAL3+级安全测评。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得 1分。

12、多

点结

算

2

根据投标人所投多点结算平台产品，功能需包括通用基础功能、诊间

结算系统、床边结算统、医保对账系统、后台管理系统等。对接福建

省省级、福州市医保线上、线下多点结算。提供省级医院用户证明，

多点结算产品可以对福建省、福州市医保进行线上、线下多点结算，

并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得 2分。

13、云

服务
3

本项目投标价含投标人需提供不少于 5年的 30 个标准机柜(需通电，

具备使用条件)作为纸质病历电子化存储及容灾备份中心。 1.云服务

商为政府指定的医疗大数据服务商的得 3分；2.云服务商为电信运营

商的得 1分； 3.云服务商为其他商业数据服务商的（如华为云、阿里

云等）得 0分。 需提供相关证明，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14、项1 根据投标人对本项目拟派实施管理人员数及资质： 1.项目经理(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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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标

项目

评

标

分

值

评标方法描述

目管

理团

队

备 PMP 证书)1 人； 2.IT 服务项目经理 1人； 3.IT 服务工程师 2人；

4.信息安全保障人员（安全集成专业级）1人。 需提供证书复印件及

在投标截止时间前连续 6个月（不含投标截止时间当月）由投标人单

位缴纳社保的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应至少包含养老保险明细表、并加

盖社保部门公章或电子章）。不少于五人的得 1分。

③商务项（F3×A3）满分为 15 分。

评标项

目

评

标

分

值

评标方法描述

1、投标

人项目

管理资

质

1

根据投标人同时获得： 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认证覆盖范围应包含

软件开发、系统集成、运维等内容）； 2.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认

证覆盖范围应包含软件开发、系统集成、运维等内容）； 3.信息技

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 投标人须提供有效的证书复印件且所提供的

证书应可在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http://www.cnas.org.cn）（或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http://www.cnca.gov.cn）网站查询到有效的证书信息。评标委员

会现场将通过上述网站对投标人提供的证书进行查询，若投标人提供

的证书与评标委员会查询结果不一致或在上述网站无法查询到有效

的证书信息的将以评标委员会现场查询结果为准进行评审。若因上述

网站原因导致评标委员会无法现场查询证书的，以投标人提供的有效

证书为准，并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得 1分，其余不得分。

2、投标

人安全

管理资

质

1

根据投标人同时获得： 1.三级或三级以上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服务资

质认证； 2.三级或三级以上信息系统安全集成服务资质认证； 3.

三级或三级以上信息系统安全运维服务资质认证。 提供有效的证书

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得 1分，其余不得分。

3、医院

信息系

统、电

子病历

3

按照《福建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转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推进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疗机构信息建设工作的通知》，投

标人所投产品的电子病历和医院管理信息系统的医院客户案例中至

少 1家通过电子病历应用水平评级 6级及以上，四家及以上得 3分，

每少一家扣 1分。（投标人或厂商须提供该业绩项目的：①中标公告

截图、②中标通知书复印件、③采购合同文本复印件，④能够证明该

业绩项目已经采购人验收合格的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原件备查），

⑤医院通过电子病历六级证书及以上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4、信息

集成平

台

3

按照卫健委《关于进一步推进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疗机构信息化建

设工作的通知》，投标人或厂商所投产品的集成平台医院客户案例中

至少 1家通过互联互通成熟度五乙及以上的评审，四家及以上得 3

分，每少一家扣 1分。（投标人或厂商须提供该业绩项目的：①中标

公告截图、②中标通知书复印件、③采购合同文本复印件，④能够证



43

评标项

目

评

标

分

值

评标方法描述

明该业绩项目已经采购人验收合格的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原件备

查），⑤医院通过国家卫计委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五级乙等及以上

牌匾照片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1
根据投标人或所投产品厂商参与卫健委《医院信息平台应用功能指

引》等规范制定的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得 1分。

1
根据投标人或所投产品厂商具有国家（部委）级大数据应用示范企业

认证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得 1分。

5、移动

医疗护

理系统

1

根据投标人或所投产品厂商参与国家卫计委医院管理所牵头组织的

国家护理质量数据平台的项目，并具有为其提供技术支持能力。提供

以下证明文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得 1分：①与国家卫计委医院管

理签订的技术支持服务合同。②具有国家护理质量数据平台软件著作

权证书。

6、电子

票据
1

投标人或厂商所投产品具备成熟的医疗电子票据管理系统，能对接财

政部或福建省级财政线上、线下电子票据。提供省级医院用户证明，

电子票据产品可以对接财政部或福建省级财政进行线上、线下电子票

据开据。提供合同、验收、中标通知或使用单位证明，并加盖投标人

公章的得 1分。

7、云服

务业绩
1

投标人具有省级三甲医院云服务（存储空间≥100T）业绩，提供的投

标人或厂商须提供该业绩项目的：①中标公告截图、②中标通知书复

印件、③采购合同文本复印件，④能够证明该业绩项目已经采购人验

收合格的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原件备查），得 1分。

8、培

训、售

后服务

方案

2

按照《数字福建建设项目运行与维护经费标准》，三年免费维护期后

五年内应用软件每年维护经费比例在 6-10%之间报价。根据投标人针

对本项目提供的培训方案应包含具体培训内容、方式、时间、对象以

及培训目标并配备专业培训队伍；售后服务方案方案完整合理、满足

采购需求、各系统驻点人数、响应时间、三年免费维护期后五年内维

护经费比例情况。售后服务方案内容完整、详细、人员安排、响应时

合理的得 2分；售后服务方案内容一般、人员安排、响应时间满足招

标文件要求的得 1分；免费维护期后五年内维护经费比例未承诺的不

得分。

④加分项（F4×A4）

a.优先类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

a1 若同一合同包内节能、环境标志产品报价总金额低于该合同包报价总金

额 20%（含 20%）以下，将分别给予节能、环境标志产品价格项（F1×A1，按照

满分计）和技术项（F2×A2，按照满分计）4%的加分；若同一合同包内节能、

环境标志产品报价总金额占该合同包报价总金额 20%-50%（含 50%），将分别给

予节能、环境标志产品价格项（F1×A1，按照满分计）和技术项（F2×A2，按照

满分计）6%的加分；若同一合同包内节能、环境标志产品报价总金额占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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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报价总金额 50%以上的，将分别给予节能、环境标志产品价格项（F1×A1，按

照满分计）和技术项（F2×A2，按照满分计）8%的加分。

a2 若节能、环境标志产品仅是构成投标产品的部件、组件或零件，则该投

标产品不享受鼓励优惠政策。同一品目中各认证证书不重复计算加分。强制类节

能产品不享受加分。

评标项

目

评

标

分

值

评标方法描述

节能产

品、环境

标志产

品

6.8

(1)执行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

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

库〔2019〕9 号) 、《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

通知》财库〔2019〕18 号和《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

的通知》(财库〔2019〕19 号)的规定。 (2)节能(非强制类产品)、

环境标志产品评审优惠内容及幅度如下： ①、若同一合同包内的

节能(非强制类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报价总金额低于本合同包报价

总金额 20%(含 20%)以下的，将分别给予节能、环境标志产品价格

评标项和技术评标项标准总分值 4％的加分； ②、若同一合同包内

节能(非强制类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报价总金额占本合同包报价总

金额 20%-50%(含 50%)的，将分别给予节能、环境标志产品在价格

评标项和技术评标项标准总分值 6％的加分； ③、若同一合同包内

节能(非强制类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报价总金额占本合同包报价总

金额 50%以上的，将分别给予节能、环境标志产品在价格评标项和

技术评标项标准总分值 8％的加分。 (3)对于同时属于节能、环境

标志的产品，应当优先于只获得其中一项认证的产品。投标人在投

标时必须对属于节能、环境标志产品单独在节能(非强制类)、环境

标志产品统计表中填写，并提供产品的证明资料复印件附在报价部

分(电子证明资料应上传在对应评分模块)且加盖投标人公章。未单

独分项报价或未按规定提供产品的证明资料的不给予加分。投标产

品属于节能、环境标志产品的，可享受相关的鼓励优惠政策；若节

能、环境标志产品仅是构成投标产品的部件、组件或零件的，则该

投标产品不享受鼓励优惠政策。评标委员会审查此项响应性只根据

投标文件本身的内容，而不寻求其他的外部证据。(本文件中其他

有关附加部分评审中节能、环境标志产品描述情况与此处不一致，

以此处为准)

（4）中标候选人排列规则顺序如下：

a.按照评标总得分（FA）由高到低顺序排列。

b.评标总得分（FA）相同的，按照评标价（即价格扣除后的投标报价）由低

到高顺序排列。

c.评标总得分（FA）且评标价（即价格扣除后的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

8、其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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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评标应全程保密且不得透露给任一投标人或与评标工作无关的人员。

8.2 评标将进行全程实时录音录像，录音录像资料随采购文件一并存档。

8.3 若投标人有任何试图干扰具体评标事务，影响评标委员会独立履行职责的行

为，其投标无效且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情节严重的，由财政部门列入不良行为

记录。

8.4 其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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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招标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概况（采购标的）

福建省卫健委委托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组建福建省儿童医院、福建省妇产医院。

本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建设医院统一的数据资源中心、建设医院业务应用、建

设医院基础信息平台、建设基于医院平台的应用、建设医院信息化基础设施环境、

建设省儿童医院信息化标准规范体系和安全保障与运维体系等。通过项目建设，

建立全面的管理信息系统和临床信息系统，对全院的信息资源(人、财、物、医

疗信息)进行全面的数字化，优化和整合医院内外相关资源为临床、教学、科研

及管理服务，提供先进的，便捷的，人性化的信息服务；提高医院的整体经营效

益与社会效益，打造现代化的数字医院。

本次信息化建设项目涉及新建两家医院的信息系统和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现有

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为保证三家医院医疗业务同质化、信

息数据一致性，承建方需根据实际情况免费升级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相应信息系统。

二、技术和服务要求（以“★”标示的内容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

本项目合同包中标注“◆”的为核心产品。

一、总体技术要求：

1、★所有系统要求适应集团医院版本，应是所投产品已公布的最高版本。若本次中标结果

与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现使用系统的品牌及版本不一致，要求将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对应的系统

免费升级到同一品牌及版本。

2、★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HIS、电子病历、PACS、集成平台、医技等各系统进行无缝对接，

支持对既往数据的利用、管理和查询。

3、★项目验收应满足可研设计要求，达到《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五级、《互

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四级甲等、《医院智慧服务分级评价标准评估》四级、《全国医

院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三级甲等；三年免费维护期结束后，应达到《电子病历系统应用

水平分级评价》六级、《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五级乙等。本项目投标人或产商所提

供业绩中要求至少一家电子病历和 HIS 通过电子病历评审六级、至少一家信息集成平台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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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互通五级乙等。

4、★超声诊断系统、放射科影像系统（PACS）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学影像（PACS）类医

疗器械注册证；手术麻醉管理系统软件具备供中华人民共和国麻醉信息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5、★本项目投标价含投标人需提供不少于 5 年的 30 个标准机柜(需通电，具备使用条件)

作为纸质病历电子化存储及容灾备份中心。

6、★售后服务要求：所有软件验收合格后算起，免费提供三年维护；所有硬件验收合格后

算起，免费提供五年维护。本项目投标人需承诺医院管理信息系统（HIS）现场维护

人员≥1人、电子病历现场维护人员≥1人、集成平台现场维护人员≥1人。

7、★在项目验收前、免费维护期、付费维护期，所有系统免收第三方接口费，设备联机只

收配件费用。

8、★本项目投标人需提供该项目总金额 10%履约保证金（可提供银行保函），该项目三年

免费维护期结束后返还。

9、本项目要求投标人对福建省儿童医院和福建省妇产医院分别报价、签订合同

及结算。其中福建省儿童医院信息化建设项目属于 PPP 项目，需要与第三方机构

（福建童筑未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三方合同，项目结算时全额费用由第三

方机构支付。

二、信息化建设项目清单

（一）、福建省儿童医院信息化建设项目清单

序号 资产名称 数量

1 统一身份识别系统 1

2 全预约服务系统 1

3 统一支付平台 1

4 多点结算平台 1

5 医疗电子票据管理系统 1

6 互联网+就医流程服务系统 1

7 医院管理信息系统（HIS） 1

8 ◆电子病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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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辅助诊疗系统 1

10 移动医护系统 1

11 急诊预检分诊系统 1

12 实验室管理系统（LIS） 1

13 医技报告系统（RIS） 1

14 内窥镜管理系统 1

15 放射科影像系统（PACS） 1

16 超声诊断系统 1

17 手术麻醉管理系统 1

18 重症监护管理系统 1

19 电生理信息管理系统 1

20 病理科信息系统 1

21 输血/血库信息管理系统 1

22 医技辅助管理系统 1

23 供应室追溯系统 1

24 医疗智能语音系统 1

25 病历质控管理 1

26 病案管理 1

27 手术分级管理 1

28 危急值管理 1

29 运维管理配置系统 1

30 药剂管理系统 1

31 院感系统 1

32 医保管理 1

33 上报管理系统 1

34 卫生应急管理 1

35 医务管理系统 1

36 医院护理信息化管理系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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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医院决策支持系统 1

38 价表管理 1

39 财务管理（财务做账软件） 1

40 绩效考核系统 1

41 基建管理系统 1

42 医院物流管理系统 1

43 物资设备管理 1

44 审计管理 1

45 预算管理 1

46 成本核算 1

47 后勤一体化管理系统 1

48 科研管理 1

49 教学管理 1

50 人力资源管理 1

51 集成平台 1

52 医院统一外联平台 1

53 患者公众服务门户 1

54 协同办公系统及移动办公 APP 1

55 网站信息发布系统 1

56 核心系统服务器 4

57 数据库备份服务器 1

58 虚拟化服务器 5

59 FC SAN 网络 4

60 心跳系统 8

61 服务器万兆应用系统 4

62 高性能存储 2

63 虚拟化存储 2

64 存储双活引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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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消重备份设备 1

66 备份管理软件 1

（二）、福建省妇产医院信息化建设项目清单

序号 资产名称 数量

1 统一身份识别系统 1

2 全预约服务系统 1

3 多点结算平台 1

4 互联网+就医流程服务系统 1

5

医院管理信息系统（HIS）、 医疗电子票据管理

系统、

运维管理配置系统

1

6
◆电子病历、

医疗智能语音系统
1

7 辅助诊疗系统 1

8 移动医护系统 1

9 急诊预检分诊系统 1

10 实验室管理系统（LIS） 1

11
医技报告系统（RIS）、

内窥镜管理系统
1

12 超声诊断系统 1

13 手术麻醉管理系统 1

14 重症监护管理系统 1

15 电生理信息管理系统 1

16 病理科信息系统 1

17 输血/血库信息管理系统 1

18 医技辅助管理系统 1

19 供应室追溯系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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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病历质控管理 1

21 病案管理 1

22 手术分级管理 1

23 危急值管理 1

24 药剂管理系统 1

25 院感系统 1

26 医保管理 1

27 上报管理系统 1

28 卫生应急管理 1

29 医务管理系统 1

30 医院护理信息化管理系统 1

31 医院决策支持系统 1

32 价表管理 1

33 财务管理（财务做账软件） 1

34 绩效考核系统 1

35 基建管理系统 1

36 医院物流管理系统 1

37 物资设备管理 1

38 审计管理 1

39 预算管理 1

40 成本核算 1

41 后勤一体化管理系统 1

42 科研管理 1

43 教学管理 1

44 人力资源管理 1

45

集成平台、

放射科影像系统（PACS）、

医院统一外联平台

1

46 患者公众服务门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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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协同办公系统及移动办公 APP 1

48 网站信息发布系统 1

三、详细的技术参数要求：

福建省儿童医院信息化建设参数

1、福建省儿童医院统一身份识别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一）

实名认证 患者对自己的身份进行实名认证。

1）提供通过自助机、患者公众服务门户、APP、

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方式自助操作进行实名认

证。

2）支持居民健康卡、身份证、社会保障卡、银

行卡等证件。

（二）

电子健康

卡管理

通过电子健康卡“二维码”实现社保卡、健康

卡、市民卡、就诊卡“多卡合一”，患者只需

要携带手机便可以完成就医，能够有效促进实

名制就医。通过 “二维码”实现患者诊前、

诊中、诊后全流程就医一码通，为患者提供全

新的、更为便捷的就医体验。

主要相关内容包括：

1）相关应用系统需支持连接二维码识读终端设

备；

2）窗口支持申请电子居民健康卡、注册建档、

注销、应用业务；

3）各服务窗口支持使用读取电子健康卡进行身

份识别；

4）电子健康卡与持卡人的就诊信息关联；

5）自动终端也许支持识读电子健康卡。

1 电子健康

卡账户管

理

电子健康卡管理具有虚拟化账户管理的管理功

能，包括账户信息的管理和账户生命周期管理。

包含以下功能：

1）账户实名注册、查询、信息变更、账户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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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账户变更日志记录及审计功能。

3）虚拟化账户生命周期，包含账户的注册、个

人信息变更、账户注销等。

4）虚拟化账户信息可与居民健康卡注册管理系

统进行同步，以实现电子健康卡与实体居民健

康卡相同的信息查询和存储功能。

2

电子健康

卡注册

用户通过 APP 或机构终端向电子健康卡服务平

台提交实名制信息进行注册。用户实名制认证

可通过线下方式（如通过自助终端读取用户证

件）或线上方式（如通过金融交易机构对身份

信息和银行账户信息进行验证）完成。

电子健康卡服务平台接受请求，查询注册管理

系统是否存在该用户： 如存在，注册管理系

统向电子健康卡服务平台返回用户信息。 如

不存在，电子健康卡服务平台根据虚拟卡用户

信息生成主索引。电子健康卡服务平台根据主

索引生成电子健康卡标识，结合用户身份标识

信息，完成用户注册。

二维码管

理

电子健康卡应用管理二维码管理功能，支

持二维码生成及二维码验证。二维码生成及验

证基于软件实现，也可基于硬件实现，机构可

结合自身使用场景和系统的实际情况选择安全

可靠的二维码实现方案。

二维码管理功能包括二维码的生成和验证

的记录模块，提供对二维码生成和验证记录的

分析和查询功能，提供对二维码使用过程的监

控功能。二维码管理功能与金融交易机构进行

支付数据的交互，实现二码合一。

提供对动态二维码的生命周期进行管理。

使用动态二维码时二维码管理功能应设置有效

时间，通过对时间的控制限制动态二维码的可

用时间，从而保障动态二维码的使用安全。

3
多态二维码聚合应

用

静态二维码没有时效性，可以长期使用，可以

打印二维码标签粘贴于就诊卡；动态二维码具

有时效性，临时动态生成，限时使用，可用于

病例查询、支付等关键业务场景。

4

二维码申请

通过 APP 或机构终端申请二维码，根据业务

功能确定的二维码类型（静态二维码或动态二

维码）进行二维码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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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户通过 APP 或机构终端申请二维码。

2) 电子健康卡管理平台根据业务功能确定的

二维码类型（静态二维码或动态二维码）进行

二维码生成。如需要实现支付功能时，电子健

康卡管理平台应向支付服务提供方申请支付二

维码数据，作为二码合一的组成部分。

3) 电子健康卡管理平台将二维码返

回 APP 或机构终端

5

二维码生成

二维码管理模块接受 APP 或机构终端的二维码

生成请求，依据电子健康卡二维码数据标准进

行二维码生成。

二维码生成过程中，需要判断二维码生成类型。

如果是静态二维码，由电子健康卡标识和静态

标识符组成二维码。如果是动态二维码，由电

子健康卡标识和动态标识符及有效时间密文组

成二维码；如果采用二码合一方案，二维码管

理功能还可根据用户绑定的支付账户信息向对

应的支付机构申请支付数据，并将支付数据加

入到二维码中。

6

二维码验证

二维码验证请求根据电子健康卡二维码数据标

准对识读终端上送的二维码进行验证。主要是

对二维码中数据内容的验证。二维码验证时，

通过密码服务解密电子健康卡标识，得到居民

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与账户管理中的证件类

型和证件号码进行比对，识别使用电子健康卡

的居民。动态二维码的有效时间密文通过密码

服务解密，检查有效时间是否在许可时间使用

范围内。如果采用二码合一方案，支付数据交

由支付服务提供方验证。

7

二维码用卡申请

用户通过 APP 或机构终端申请二维码，电子健

康卡服务平台（二维码管理模块）根据业务功

能确定的二维码类型（静态二维码或动态二维

码）进行二维码生成。如需要实现支付功能时，

电子健康卡服务平台（二维码管理模块）应向

支付服务提供方申请支付二维码数据，作为二

码合一的组成部分。

电子健康卡服务平台将二维码返回 APP 或机构

终端。

8 二维码
二维码被扫识别

用户通过手机在 APP、公众号出示二维码，医

院的工作站、窗口通过识读终端识读用户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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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 的二维码。

1) 用户通过手机在 APP、公众号出示二维码，

医院的工作站、窗口通过识读终端识读用户出

示的二维码。

2) 医疗机构业务系统根据使用场景对二维码

类型进行判定，将匹配通过的二维码发送至电

子健康卡服务平台（二维码管理）。

3) 电子健康卡服务平台（二维码管理）接收

二维码数据，对电子健康卡二维码中的数据进

行有效性校验、静态/动态二维码校验。，如果

是静态且验证通过，返回电子健康标识及人员

账户信息，医疗机构收到返回结果后，继续办

理后续业务。如果是动态且支付数据验证通过，

返回电子健康标识及人员账户信息，医疗机构

收到返回结果后，继续办理后续业务。如采用

二码合一方案，由支付服务提供方进行支付数

据验证。

9

二维码主扫

使用电子健康卡 APP、微信公众号等扫描自助

终端上的用卡二维码，进行手机端用卡确认并

授权。

1) 用户使用自助终端向电子健康卡服务平台

请求生成用卡二维码，电子健康卡服务平台返

回用卡二维码在自助终端显示。

2) 用户使用电子健康卡 APP、微信公众号等

扫描自助终端上的用卡二维码，进行手机端用

卡确认并授权。

3) 电子健康卡服务平台（二维码管理）对用

户手机端授权的数据进行验证。

4) 授权完成，自助终端异步定时获取读卡授

权结果，完成读卡操作。

10

二维码应

用

二维码在就医各环节中的身份识别应用。

1) 用户使用电子健康卡 APP、微信公众号等

向电子健康卡服务平台进行授权登记，并获取

临时票据，票据有效期 10 分钟。

2) 电子健康卡服务平台根据票据生成

access_token，访问令牌有效期 72 分钟。

3) 电子健康卡 APP、微信公众号等使用访问

令牌向电子健康卡服务平台请求电子健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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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4) 电子健康卡服务平台校验访问令牌及有效

期，授权完成

11

密码服务

安全密钥

安全密钥用于生成电子健康卡标识。电子健康

卡服务平台获得用户主索引标识后，虚拟化账

户管理系统调用密码服务功能，以应用加密机

中的安全密钥为根密钥，以用户的主索引标识

作为分散因子，通过 SM4 算法计算产生用户身

份认证密钥；通过用户身份认证密钥和 SM4 算

法对用户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加密生成电子健

康卡标识。

12

密钥保护

保护密钥用于动态二维码生成与验证。生成动

态二维码时，二维码管理调用密码服务，通过

SM4 算法将有效时间的明文信息加密。

2、福建省儿童医院全预约服务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一） 门诊资源预约平台

1

排班管理

科室管理

提供医院所有科室的管理，列表显示医院全部科室

的信息，包括：科室名称、科室编码、标准科室编

码、状态等等。用管理员用户登录时，医院默认全

部，列表显示全部医院科室信息，用医院用户登录

时，只能对本院的科室信息进行操作。

2

医生管理

提供医院所有医生信息的管理，列表显示医院全部

医生的信息，包括：医生姓名、科室、职称等等。

用管理员账号登陆可以对全部医院的医生信息进行

操作，用医院账号登陆时只能对本医院的医生信息

进行操作。

3

排班维护

排班管理支持未来一周内的医生排班管理，医院用

户可以自行生成排班模板，手动生成排班，需要填

写的信息包含：医院、医生姓名、科室、排班类别

（上午/下午）、排班时间、限号数等信息。用管理

员账号登陆可以对全部医院的医生排班进行操作，

用医院账号登陆时只能对本医院的医生排班进行操

作。

4
排班信息查询

提供对排班信息的查询，包括：总号源数、已预约

数、保留号、查看排班、是否停诊、状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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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预约管理

预约登记

患者就医前可通过电话预约、网上预约、自助终端

预约等多种预约方式，根据病情选科室及医生，并

选择合适的就诊时间，预约医生号源。

6

预约取消

患者按照预约服务规则，在符合预约取消规则的情

况下可通过网络、自助终端等方式进行预约取消，

取消后的预约资源可自动释放。

医院预约取消。出现科室或医生停诊的情况时，通

过短信等方式将预约取消的信息发送给患者。医生

停诊后，医院也可根据与患者沟通情况为患者进行

医生调配，方便患者就诊。

7

患者信用

根据医院实际情况，制定相关信用规则，对信用不

良的患者采取停用或限制预约次数和范围等管理措

施。

8
排队叫号

规则设置

按照医院业务要求，设置分诊规则，可按出诊医生、

专家、诊室、时间段、序号和初诊/复诊等条件配置。

9

信息获取

自动获取患者挂号或就诊信息，包括姓名、性别、

身份证号码等患者基本信息以及挂号 科室、预检

(如体温)、历史就诊信息等。

10

队列管理

根据签到自动生成排队队列，支持多个队列的分诊

排队模式。可根据实际情况为患者设置优先、撤销、

暂离等状态。

11

取号服务

患者可在自助服务机或导诊台取号，挂号凭证上显

示排队序号、诊室号、预计就诊时间、就诊医生、

注意事项等信息。

12

语音播报

支持多屏、单屏语音播报叫号。根据部分地区实际

情况，可提供多语种语音播报，播报应注意患者个

人隐私保护和伦理规范。

13
信息展示

叫号屏幕上可显示诊室信息和就诊、待诊患者信息，

患者姓名显示应注意个人隐私保护和伦理规范。

14

预约量统

计 预约时间段统

计

依据不同的诊室及预约时间段统计门诊预约的号源

总量，预约量及剩余号源情况，为持续优化排班提

供依据。

15
预约数量统计

统计不同诊室的预约次数及取消预约次数，实现对

诊室的工作量评估。

16
预约明细查询

根据预约诊室及预约时间查询该诊室下的预约明

细，包括预约时间、预约状态及检查的患者信息等。

17 预约号源统计
按就诊科室统计，查询不同诊室的可预约时间及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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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的号源数量。

（二） 医技智能预约平台

1
科室管理

医技科室维护

用于管理平台的医技科室的基础信息，包括维护科

室编码、科室名称、归属院区、详细地址等。

2

诊室维护

每个医技科室都会对应一个或者多个诊室，诊室管

理主要是将科室与诊室关系进行关联。诊室的设置

至关重要，影响到排班、预约、签到、诊室是否受

时令影响等环节。诊室维护的主要信息包括诊室编

码，诊室名称、归属科室、排班模式、预约签到模

式等主要信息。该功能定义了医技科室中包含的可

预约的医技项目分类，为后续医技预约中诊室的排

班提供支撑。

3

医技项目

管理

诊室项目关联

对诊室下开展的医技项目明细进行管理，通过诊室

医技项目的关联，为后续诊室下医技项目的预约排

班提供数据依据，同时对不同诊室下医技项目的组

合预约限制产生影响。

4

项目分类管理

基于检查类别之下对医院开展的医技项目的分类管

理，项目分类为各个科室共用，统一将医技项目进

行分类管理，方便后续项目组合和项目冲突的管理

维护。

5

项目组管理

项目组管理是对医技项目的分组管理，通过对医技

项目的分组，将同类别检查项目进行组合，可以将

医生申请单中的多个检查项目进行组合预约，以此

来减少预约时所消耗的预约号源数量。

6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是对医院具体的医技检查项目信息进行管

理，包括项目明细编码（His 收费项目编码）、项目

明细名称（His 收费名称）、检查分类、标准编码（医

保编码）、所属检查部位、注意事项等。支持通过

文件导入的方式，对医院的医技项目进行快速的维

护管理。同时将提供医技项目同步服务，实时与 His

的医技收费项目同步，自动对医院新增或修改的项

目进行更新，减少管理人员繁杂的手工录入工作。

7

医技项目关联

医技项目关联是项目分类与医技项目（即 His 收费

明细项目）的关联管理，用于对检查项目明细进行

分组，能够让用户更快速的查询相应分类下的医技

项目明细，并通过分类，对项目组进行快速的维护

管理。

8 功能要求
(1). 医技预约要求对省妇幼现有超声、放射、心

电等医技预约系统进行流程改造和扩建，实现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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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统一号源管理，满足集团医院医技预约全流程

管理工作需求；

(2). 提供医技预约所需的文件存储服务、任务管

理服务、搜索查询服务、Web 服务、接口服务等；

(3). 支持统一构建医技预约检查资源及号源池，

向各预约渠道发布预约计划，对检查资源统一规划。

(4). 检查安排时间表能够提供全院共享，并能够

及时进行同步；

(5). 支持检查患者主索引，能有效管理同一患者

的多项检查，一次检索即可获取到该患者所有的检

查申请和记录，做到一次完成检查预约工作；

(6). 支持不同预约模式可在系统登录时自动区

分，不同模式的号源设置、时间段划分可以独立配

置；

(7). 支持统一各医技科室检查字典，如系统用户、

临床科室、检查项目、检查设备、预约分类、扫描

方式等。

(8). 支持严格的权限管控，能根据不同的角色来

控制不同的权限，无权限漏洞；

(9). 支持配置 HIS 检查项目与 PACS 检查部位的映

射表，确保业务流程通畅；

(10).支持配置不同检查项目的检查注意事项和提

醒方式、提醒时间；

(11).支持突发状况提示功能：对于突发的情况（包

括但不限于设备故障、急诊患者突然增多等），提

供号源、设备故障等消息公告，告知预约中心；

(12).支持周末、节假日特殊颜色标记功能；

(13).如果患者的预约时间受到影响，系统支持将变

更后的检查时间、检查地点等信息通知已经预约的

患者；

(14).系统支持黑名单功能，支持根据规则自动加黑

/解黑、人为手动加黑/解黑方式，提供黑名单查询、

管理等功能；

(15).支持统计功能，能以图表或者图形方式展示统

计数据，满足医院对预约率，爽约率等医院决策数

据的统计要求；

(16).基础统计项目包括但不限于预约率、爽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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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方式、预约方式与年龄、预约量、预约详细信

息等，支持根据医院要求自定义编辑和配置统计项

目；

(17).支持数据导出和打印功能，可根据查询条件导

出预约申请明细，可根据统计项目以 Excel 格式导

出统计结果与明细，可以图像格式导出统计图。

(18).支持患者预约到完成检查全流程各个时间点

的记录和统计分析，为医技科室管理提供数据决策

支持；

(19).能提供不同级别，不同模块的日志记录以及查

看功能，根据需要配置，用于后续系统维护以及异

常问题的排查处理；

8
智能规则

库

冲突规则字典

维护

冲突规则字典维护，可以维护各种冲突规则，用于

配置项目冲突使用。

9

项目冲突维护

项目冲突规则维护功能，可以设置两个项目之间的

冲突关系，用于作为两个项目一键预约时的冲突依

据。

10

项目冲突组维

护

为了避免同一类型的冲突多次维护，可将相同

类型的检查项目设置为同一个冲突组，然后采用冲

突组冲突维护来快速批量冲突维护。

项目冲突组维护，用于建立一个项目冲突组，

并对该组设定名称和对应的检查项目。

11 冲突组冲突维

护

冲突组冲突维护功能，可选择冲突组 A和冲突组 B，

并像维护单个项目冲突一样对两个冲突组的冲突进

行维护。

12 冲突规则可视

化

将冲突组之间的关系通过链式结构进行直观的展

示，方便维护人员能够及时发现新规则及进行冲突

调整和优化。

13

规则引擎

(1). 提供医技预约过程所需各种规则的管理及发

布；

(2). 能提供多种规则库供医院配置，满足院方医

技预约需求，应用于院内预约推荐、修改校验、预

约提醒、预约签到等所有医技预约涉及到的环节；

(3). 智能预约科室规则库：接入医技检查科室（超

声、放射、内镜、心电），按科室检查的规则进行

规则管理与发布，检查资源的重构，检查差异性规

则，优先级规则，检查部位规则，设备开放日的管

理，设备检查差异化延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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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智能预约综合规则库 ：综合检查规则（检

查排斥）管理与发布，整体号源管理，多项检查排

斥规则，检查用药规则，前置检查规则，时间安排

规则，综合资源平均规则，不同检查时间先后规则。

(5). 方案推荐规则：根据选择的预约项目推荐最

优的预约方案，原则上确保患者在规则允许的范围

内能花最少的时间完全所有的医技检查；

(6). 急诊优先规则：急诊患者、老年人、孕妇、

小孩等特殊患者在预约、报道、排队均享有最优先

级；

(7). 检查类型优先：按照检查类型，根据不同医

院及不同的检查项目存在不同的优先级，配置规则

排序；

(8). 检查部位优先规则：同一检查类型，根据医

疗规则对部位检查在预约时间段内进行优先预约，

并在报到时优先安排排队号；

(9). 多部位同类检查组合规则：对多部位的同类

检查，系统自动组合，并配置占用号源数量，安排

在同一次检查；

(10).预约满足条件规则：针对检查类型的不同，提

供内置预约满足条件，预约时，按规则自动分配时

间，如：下午开单进行胃镜检查，则自动顺延至第

二天上午（可手动调整时间）；

(11).等待时间间隔规则：提供不同的检查类型的等

待时间计算，计算方式可调整；

(12).检查时间间隔规则：提供不同的检查类型的检

查时间计算，计算方式可调整；

(13).门诊/住院资源利用规则：可根据医院是否需

要提高患者检查及时率或者病床周转率，将资源优

先安排给门诊或者住院患者；

(14).超时预约规则：患者在预约时间段内超时过长

（如延时 2小时报到），患者将重新参与预约或者

根据医院需要直接安排在检查队列的最后一位；

(15).号源分配规则：将各医技检查科室的检查，按

照每天可检查数量建立号源池，而后根据检查峰值、

均值、谷值分配设计时间段内的号源数

(16).预约方案规则：根据医院的“淡季”、“旺季”，

工作安排时间等，提供某一预约方案的开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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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时间、结束时间；

(17).提供检查规则冲突校验提醒服务，冲突规则可

由医院自行编辑，包括但不仅限于检查部位冲突、

检查部位先后顺序冲突、检查类型冲突等；因规则

校验冲突而导致预约失败的情况，系统能将失败原

因告知用户，以便用户后续进行预约方案修改；

(18).对于超声产前检查的孕妇，系统可根据检查部

位、孕周，自动判断并预约可进行检查的最近时

间；

(19).支持按照病人来源（门诊/住院）分时段预约，

如门诊预约时间在早上 8点到 10 点，住院预约时间

为下午 2 点到 5点；

(20).支持特定临床科室保留预约号源；

(21).支持特定检查部位限制预约数量，特定类型部

位限定预约数量；

(22).支持规则算法的二次开发，以满足医院实际业

务场景需要

13

知识库动

态更新 智能规则抽取

引擎

采用机器自学习的模式，基于已有的患者检查信息

大数据作为训练样本，训练出一个动态预约规则模

型。

14
人工审核完善

机制

为了完善智能预约规则，形成完整的知识库，平台

提供了知识库的完善机制。

15

排班管理

固定排班管理

固定排班维护是对科室的下属不同诊室进行设定，

要求能够对所有诊室设定固定排班。固定排班支持

模板化配置，能够根据模版动态生成排班，一次生

成的排班时间间隔可以在模版中进行配置，支持假

期配置（例如：每周一固定生成相同排班，以此类

推，如遇假期自动跳过）。

固定排班支持根据时间段进行设置开始时间和结束

时间，支持根据号源数和时间间隔进行排班生成，

为了快速维护排班，固定排班资源支持复制功能。

16

动态排班管理

动态排班管理与固定排班类似，通过设置每天的起

始和结束时间来设定，动态排班无需设置号源数量

及间隔时间。

17

临时排班管理

为了避免因为诊室设备故障及人员安排或者追加新

号影响后续患者就诊，临时排班允许排班人员对已

完成的排班及已生成号源的排班信息进行追加，在

原有排班号源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新的临时排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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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18

号源信息管理

排班信息需要生成号源才可以进行后续的预约操

作，号源信息管理可以对排班进行生成，可以查看

具体诊室的具体号源信息（号源使用情况）及预约

情况（号源具体预约情况），已经被预约的号源需

要调整排班的，需要在此进行转诊处理。支持停诊

功能，停诊之前必须转诊已预约号源。

19
签到管理

签到查询

在医技科室分诊台、医生工作站、PACS 系统中可查

询诊室已签到人员数据。

20

预约签到

凭预约凭证在分诊台、自助机、医生工作站、便民

服务小程序等签到排队，根据签到顺序分配到候诊

队列最短的诊室，加入到该诊室的排队叫号队列中。

签到顺序规则只在预约号源所在时段内有效，超过

号源所在时间段签到，则自动顺延参与下一时间段

内的签到排序。

21

取消签到

签到后可到分诊台取消签到，成功后退出签到队列

并取消当前预约号。支持取消后重新预约下次检查

时间。

22

医技预约

门诊预约

门诊医生开单后，患者凭就诊卡到医技分诊台进行

预约，平台通过读取病人的就诊卡号获取到病人信

息及医技申请单信息，对于多项检查的病人可以选

择智能化一键批量预约，也可以根据病人的时间安

排进行选择性预约。对于预约成功的信息，平台返

回预约状态，为病人打印预约回执单。

23

住院预约

住院预约与门诊预约类似，在住院医生为患者开单

后，由医技窗口工作人员完成预约。工作人员通过

病人的住院号及模糊查询，可以看到不同病区的病

人信息及开单信息，通过医生的开单信息可以进行

智能一键预约及选择性预约。

24

组合预约

组合预约是针对同一个检查科室、同一个检查诊室

的检查项目进行组合预约，组合预约在该病人检查

时一次性完成，只占用一个预约号源。组合预约的

项目需要在医技项目管理中进行组合后才可预约。

25

特殊预约

对于需要执行紧急检查的医技任务或进行占位预约

时，使用特殊预约功能。工作人员需录入病人卡号

或住院号等病人基本信息，选择好相应的检查项目

和 HIS 检查项目，备注好相应的特殊预约原因，点

击开始预约，跳转时间选择页面，根据要求选择具

体的时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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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位预约一般适用于医生未开单情况或医生已开单

在 HIS 系统里面能查询到对应的申请单，却在医技

预约平台上查询不到相应的开单项目时，使用特殊

预约帮助患者进行占位。

医技科室预约

(1). 满足超声、放射、内镜、心电等科室室护士

预约管理工作，将预约数字化，统筹管理科室的设

备资源和预约资源；

(2). 支持科室护士在系统中获取患者本科室的检

查申请，统一进行预约安排；

(3). 支持手工录入或者扫描患者就诊号（病人号

/HIS 号/申请单号等）、刷卡等方式获取患者所有未

检查的开单信息并进行预约、修改、取消等操作；

(4). 支持录入校正功能，对非正常录入信息给出

提醒，要求修改。包含但不限于必填项未填、输入

年龄大于 120 等情况；

(5). 系统提供自动安排检查时间的规则，默认推

荐预约项目的最优预约方案，方便护士操作；

(6). 系统推荐方案允许修改，修改后能与患者已

有超声检查预约做自动校验，检验是否有规则冲突，

如有冲突，给出提示，要求重新修改；

(7). 支持将预约取消的号源在取消的同时重新返

回至原号源池，供其他患者预约使用；

(8). 支持检查申请项目单项预约，也支持选择多

项检查申请项目进行统一预约；

(9). 如果选择的多项检查中有可以合并一起检查

的项目，系统支持自动将其合并为一个检查项展示，

只预约一个检查时间段；

(10).对患者进行预约安排时，如该患者此前已有其

他未完成检查的预约项目的，系统能给出提醒，以

便护士对患者的检查进行合理的安排；

(11).预约完成后，系统提供预约小票打印功能，同

时能将预约结果推送给到超声系统；

(12).系统能提供默认预约小票模板，且模板支持自

动编辑，小票基本内容包含但不限于预约单号、预

约时间、预约项目、预约科室和地点、注意事项；

(13).预约日期和时间段支持按天/月展示，并能显

示预约日期/预约时段的总号源和已占用号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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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支持对有/无可预约号源日期区分标记，无号

源的日期不能进行预约操作；

(15).支持对可/否预约时间段区分标记，不可预约

时间段不能进行预约操作；

(16).对于当天预约当天检查的情况，系统支持预约

并签到功能；

(17).支持预约预览功能，可预览指定时间内的安排

与完成情况；

(18).预约记录支持多条件查询，包含但不限于患者

就诊号（病人号/HIS 号/申请单号等）、病人姓名、

工作站类型、检查类型、预约状态、开始时间、结

束时间、申请医院、接收医院、申请医生等；

(19).支持预约小票重打功能，避免出现因预约小票

丢失导致影响后续检查的情况；

(20).系统支持按照查询条件，支持 excel 格式导出

患者安排信息；

(21).系统支持绿色通道功能，支持在某个时段追加

预约数量；

(22).支持同一医院多个院区之间超声预约号源共

享，能采用自动/手动方式相互预约；

集中预约

(1). 建设全院医技检查集中预约服务台，可对同

一患者的所有医技检查项目（放射、超声、内镜、

心电）进行集中预约，提高护士预约登记效率，合

理安排患者检查时间；

(2). 集中预约服务台护士在系统中可获取患者所

有的医技检查申请，统一进行预约安排；

(3). 各科室检查设备资源和预约资源能够统一管

理及集中共享；

(4). 系统能够自动错开患者不同的医技检查时

间，对于冲突规则能够智能化提醒；

(5). 支持手工录入或者扫描患者就诊号（病人号

/HIS 号/申请单号等）、刷卡等方式获取患者所有未

检查的开单信息并进行预约、修改、取消等操作；

(6). 支持录入校正功能，对非正常录入信息给出

提醒，要求修改。包含但不限于必填项未填、输入

年龄大于 120 等情况；

(7). 系统提供自动安排检查时间的规则，默认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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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预约项目的最优预约方案，方便集中预约服务台

护士操作；

(8). 系统推荐方案允许修改，修改后能与患者已

有检查预约做自动校验，检验是否有规则冲突，如

有冲突，给出提示，要求重新修改；

(9). 支持将预约取消的号源在取消的同时重新返

回至原号源池，供其他患者预约使用；

(10).支持检查申请项目单项预约，也支持选择多项

检查申请项目进行统一预约；

(11).如果选择的多项检查中有可以合并一起检查

的项目，系统支持自动将其合并为一个检查项展示，

只预约一个检查时间段；

(12).对患者进行预约安排时，如该患者此前已有其

他未完成检查的预约项目的，系统能给出提醒，以

便护士对患者的检查进行合理的安排；

(13).预约完成后，系统提供预约小票打印功能，同

时能将预约结果推送给到超声系统；

(14).系统能提供默认预约小票模板，且模板支持自

动编辑，小票基本内容包含但不限于预约单号、预

约时间、预约项目、预约科室和地点、注意事项；

(15).预约日期和时间段支持按天/月展示，并能显

示预约日期/预约时段的总号源和已占用号源数；

(16).支持对有/无可预约号源日期区分标记，无号

源的日期不能进行预约操作；

(17).支持对可/否预约时间段区分标记，不可预约

时间段不能进行预约操作；

(18).支持预约预览功能，可预览指定时间内的安排

与完成情况；

(19).预约记录支持多条件查询，包含但不限于患者

就诊号（病人号/HIS 号/申请单号等）、病人姓名、

工作站类型、检查类型、预约状态、开始时间、结

束时间、申请医院、接收医院、申请医生等；

(20).支持预约小票重打功能，避免出现因预约小票

丢失导致影响后续检查的情况；

(21).系统支持按照查询条件，支持 excel 格式导出

患者安排信息；(22).系统支持绿色通道功能，支持

在某个时段追加预约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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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支持同一医院多个院区之间医技预约号源共

享，能采用自动/手动方式相互预约；

自助机预约

(1). 支持各医技检查（放射、超声、内镜、心电）

的自助预约，在减少护士预约登记工作量的同时缩

短患者预约排队时间，更合理地安排患者检查时间；

(2). 支持单科室、全科室以及特定科室组合预约

功能，根据医院实际情况个性化配置，满足各科室

预约要求；

(3). 门诊或住院医生开立检查申请单后，患者根

据申请单项目完成缴费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

况，在自助机上对相应的医技检查项目进行自助预

约。

(4). 支持与医院 HIS/EMR 系统进行对接，自动获

取门诊/住院患者的检查申请单数据；

(5). 支持患者手工录入 HIS 号或者扫描申请单上

的一维/二维码，获取所有的未检查的开单信息并进

行自助预约、预约修改、预约取消等操作；

(6). 为保障患者信息安全，系统支持身份确认功

能，患者需要刷诊疗卡或者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件

进行身份确认，确认无误后才能进行预约操作；

(7). 支持患者同时预约多科室医技检查项目；

(8). 支持检查申请项目单项预约，也支持选择多

项检查申请项目进行统一预约；

(9). 系统能自动推荐预约项目的最优预约方案，

方便患者进行预约操作；

(10).对于预约项目中能合并检查的项目，系统支持

自动合并处理；

(11).系统推荐的方案，患者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确

认预约或者修改操作；

(12).支持患者在规定时间内对之前已预约的项目

进行方案修改/取消操作，合并预约的项目可以进行

合并修改/取消；

(13).支持对患者修改后的预约方案进行规则校验，

检验是否有规则冲突，如有冲突，给出提示，要求

重新修改；

(14).支持对有/无可预约号源日期区分标记，无号

源的日期不能进行预约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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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支持对可/否预约时间段区分标记，不可预约

时间段不能进行预约操作；

(16).支持语音提示患者预约成功，同时自动打印预

约小票；

(17).提供默认预约小票模板，且模板支持自主编

辑，小票基本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预约单号、预约时

间、预约项目、预约科室和地点、注意事项等；

(18).支持对检查部位不允许进行自助预约检查项

目特殊标识；在患者进行自助预约操作时，系统能

给出提示，提示患者前往前台进行手工预约；

(19).急诊患者的所有检查项目均不支持自助预约，

在急诊患者进行自助预约操作时，系统能给出提示，

提示患者前往前台进行手工预约；

(20).自助机显示界面风格支持自定义配置，配置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医院 LOGO、医院名称、界面背景、

预约提示、显示模块等；

(21).支持超时处理功能，若系统在某个界面停留时

间超过设置值后能自动结束进程，返回初始界面；

(22).提供不同级别的日志记录以及查看功能，根据

需要配置，用于后续系统维护以及异常问题的排查

处理；

(23).支持与第三方自助机对接，可由第三方自助机

直接调用自助预约界面，并进行后续预约操作；

微信预约

(1). 支持与医院微信公众号相结合，为患者提

供各医技检查（放射、超声、内镜、心电）的微信

预约服务；

(2). 支持患者手工录入 HIS 号或者扫描申请单

上的一维/二维码，获取所有的未检查的开单信息并

进行微信预约、预约修改、预约取消等操作；

(3). 支持患者同时预约多科室医技检查项目；

(4). 为保障患者信息安全，系统支持身份确认功

能，患者首次使用微信预约功能时需要进行验证和

绑定操作后才能进行预约操作；

(5). 支持与微信公众号数据联通，在公众号已进

行身份验证的用户无需再次验证，输入 HIS 号或扫

描申请单上的一维/二维码后即可获取申请信息；

(6). 支持患者同时预约多科室医技检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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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支持检查申请项目单项预约，也支持选择多

项检查申请项目进行统一预约；

(8). 系统能自动推荐预约项目的最优预约方案，

方便患者进行预约操作；

(9). 对于预约项目中能合并检查的项目，系统支

持自动合并处理；

(10).系统推荐的方案，患者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确

认预约或者修改操作；

(11).支持患者在规定时间内对之前已预约的项目

进行方案修改/取消操作，合并预约的项目可以进行

合并修改/取消；

(12).支持对患者修改后的预约方案进行规则校验，

检验是否有规则冲突，如有冲突，给出提示，要求

重新修改；

(13).支持对有/无可预约号源日期区分标记，无号

源的日期不能进行预约操作；

(14).支持对可/否预约时间段区分标记，不可预约

时间段不能进行预约操作；

(15).预约成功后，系统支持自动推预约成功消息

（微信/短信）给到患者，消息内容和格式可由医院

个性化定制；

(16).对于不允许进行微信预约的检查项目，系统支

持给出特殊标识和说明，同时患者不能对其进行预

约操作；

(17).微信预约初始界面风格支持医院自定义配置，

包括但不限于界面背景、预约提示等；

(18).微信预约系统各界面均能展示提示信息，内容

支持自定义，提示患者某些注意事项，确保患者能

按规定操作；

(19).提供预约全流程提醒功能：预约成功后，推送

预约成功信息；检查日期前一天推送检查提醒信息；

对于需要特殊准备或者特别注意的检查项目，在一

定时间内推送提醒信息给到患者；推送信息的时间

节点以及模板内容均可由医院自行配置和修改；

26

转诊记录查询

通过预约时间及转诊的病人信息可以查看到历史转

诊情况，包括原诊室信息现预约信息及新的诊室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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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预约资源查询

预约资源查询可以查看某时间段内的诊室资源使用

情况，包括门诊及住院预约人数、剩余号源情况、

总号源数、已预约未签到人数等。

28
预约日志

预约日志查询可以查询不同的诊室历史预约情况，

包括预约信息、操作人信息及患者信息等。

29
取消预约

医技预约可以为已经预约的病人进行撤销预约和变

更预约时间。

30

一键退费

在取消预约时，可以实现一键退款。与 HIS 系统交

互，调用取消医技项目申请单和退费接口，若院内

已建设统一支付平台，则进行原路退款，将缴费充

值的金额根据支付方式原路返回。一键退费仅支持

院内的预交金缴费模式。

31

统计报表

预约时间段统

计

依据不同的医技科室，诊室及预约时间段统计不同

检查项目的号源总量，预约量及剩余号源情况，为

持续优化医技排班提供依据。

32
预约数量统计

统计不同医技诊室的预约次数及取消预约次数，实

现对诊室的工作量评估。

33
预约明细查询

根据预约诊室及预约时间查询该诊室下的预约明

细。

34
预约号源统计

按检查项目统计，查询不同检查项目的可预约时间、

班次及剩余的号源数量。

35

通知管理

预约成功通知

平台确认预约完成的消息出口，与医院集成平台实

现消息转发，返回预约请求状态，并实现预约确认

单据的打印。

36

取消预约通知

平台确认取消预约完成的消息出口，通过便民服务

小程序、院内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发送取消预约的通

知消息。

37

候诊通知

在患者通过便民服务小程序进行院内签到后，将根

据患者所预约号源的实际候诊排队情况，对患者发

送候诊通知。

38

基础功能

字典管理

主要针对平台的基础字典的统一维护管理功能，字

典简单、字典内容数据相对固定、字典数据可以相

对标准统一编辑模块进行维护，包括检查类别、检

查部位、归属院区、科室类别、菜单、接口服务等。

39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用来维护平台的用户信息，包括登录账号、

昵称、工号以及联系方式等；在系统初始化时，超

级管理员协助用户管理员进行用户人员的配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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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实际运行情况可以进行相关调整。

40
角色管理

每个用户可以分属不同的角色，角色是用来授权的

最小单位。

41
权限管理

每个用户可以分属不同的角色，角色是用来授权的

最小单位。

42
菜单管理

菜单管理为平台的基础配置，管理平台菜单的层级

及菜单的跳转路径。

通知管理 (1). 系统提供预约全流程短信通知功能；

(2). 患者预约成功后，短信推送预约成功信息告

知患者；

(3). 患者预约信息变动时，短信推送预约变更信

息告知患者；

(4). 支持同时短信推送患者检查注意事项；

(5). 检查日期前一天推送检查提醒，提醒患者做

好检查准备；

(6). 对需要特殊准备或者特别注意的检查项目，

在规定时间段推送提醒信息；

(7). 短信推送信息内容模板可由医院自行编辑；

(8). 短信推送信息的时间节点可由医院自行配置

和修改；

系统集成 (1). 支持与医院公众号对接，发送通知信息；

(2). 支持医院短信平台进行对接，发送通知信息；

(3). 支持与院内各种业务系统或信息平台（HIS/

集成平台、EMR、PACS 等）进行对接，获取门诊、

住院患者检查申请单信息，各系统间数据一致互通；

具备专业 PACS-HIS 网关软件。

(4). 支持与临床医生工作站集成，医生开单后即

可进行医技预约安排操作；

(5). 支持与第三方自助机进行对接，由第三方自

助机进行预约操作；

(6). 支持与第三方自助机进行对接，由第三方自

助机进行签到操作；

(7). 支持与 HIS 系统进行接口对接完成患者医技

检查项目的扣费及计费操作。

(8). 支持与 HIS 系统进行接口对接完成医保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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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医保患者的识别计费提醒。

（三） 住院床位预约平台

1

患者入院

申请

当医生评估患者诊断符合住院标准后，可通过住院

床位预约平台填写入院申请，提交患者基本信息、

门诊诊断等入院申请所需要的初步信息，等待相关

医护人员进行入院申请审核。

2

患者入院

查询

提交入院申请单后，可以通过自助机、微信公众号、

APP 等多种渠道查询入院申请单的审核情况。若申请

单已审核通过，患者需要根据申请单的内容完善患

者的详细信息，确保患者信息的完整性。

3

床位分配

管理

医护人员可以根据患者提交的入院申请单进行入院

申请的审核，一旦审核通过则需要对患者进行如愿

的床位分配。可以通过查找患者分配床位或按病区

空床来指定患者进行床位的分配。床位分配完成后

将通过发送入院通知单信息对病人进行住院通知提

醒（入院通知单可通过微信公众号、APP、自助机等

多种渠道进行查询），病人住院当天根据收到的住

院通知信息即可办理后续的住院手续，完成住院流

程。

4

床位智能

分配

当病人进行入院申请后，床位智能分配引擎会依据

病人基本信息、病区资源、病情分类、床位要求等

多个因素，结合特定的知识库规则进行综合计算，

分配最佳床位。例如：根据诊断计算患者平均住院

日，结合分配优先原则，包括患者是否是 ICU 转进、

转出，是否为急诊病人，是否需要做手术等多个条

件判断，以此进行床位的智能分配。

5

床位情况

总览

通过床位情况总览可以按病区、患者等多个条件查

询床位的总体情况。让床位管理中心清晰了解医院

整体的床位使用情况，对床位进行合理的分配管理，

包括转床、转科等操作。当床位数较为紧张时，可

以为 ICU或其他病区转入的病人提前进行留床操作，

避免床位资源不足导致病人无法正常入院的麻烦。

5

床位资源

分析

根据医院的床位资源情况，进行指标化的统计分析，

利用分析结果了解影响床位资源的相关因素和监管

对象的控制情况，以此作为辅助管理决策的依据和

抓手。

6
床位统计

统计各病区床位使用情况有床位使用率、可用床、

待入院、候床数等。

7 床位预约统计 统计医院各病区的平均预约时长、预约入院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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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跨科收治统计 统计各病区跨科收治率、跨科收治详情。

9
留床入院统计

统计各病区留床数、留床入院率。可以查询各个病

区下医生的病床超时取消情况。

3、福建省儿童医院统一支付平台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支付渠道

接入

1）提供对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POS 支付及其他

各种支付渠道进行统一的管理，进行统一的授权认

证、开通服务，运行监控。

2）微信支付:通过对第三方微信支付渠道管理，实现

微信交易信息下载与异常账目发现和处理，包括与微

信进行充值、退款确认，实现对网络异常导致的支付

退款消息重发确认机制。

3）支付宝支付:通过对第三方支付宝支付渠道管理，

实现支付宝交易信息下载与异常账目发现和处理，包

括与支付宝进行充值、退款确认，实现对网络异常导

致的支付退款消息重发确认机制。

4）MISPOS 支付:实现与建行、工行、农行等多家银

行 POS 支付系统相连接，实现 POS 支付消息的推送和

确认，包括与已开放退款接口服务的银行 POS 服务进

行对接。

5）银联支付:通过对第三方银联云闪付支付渠道管

理，实现银联云闪付交易信息下载与异常账目发现和

处理，包括与银联云闪付进行充值、退款确认，实现

对网络异常导致的支付退款消息重发确认机制。

6）其他支付方式:支持与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连接进

行充值、退款及相应的交易信息下载和确认。

2

支付信息

管理

1）支付平台向医院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开放对账后台。

支付平台订单记录有医院端 HIS 订单流水号、第三方

支付平台订单流水号、商户号及支付平台自身订单流

水号，支付平台通过分别发起与医院端 HIS 和第三方

支付平台的对账，记录同一订单三方流水号完整性，

并通过 HIS 及第三方平台返回的确认支付通知状态

判断订单是否为异常单。在此基础上，对账后台提供

历史费用订单明细数据及时间范围条件下的总订单

数量、订单总账和异常账数量及明细供查看。同时可

提供简单的数据报表及数据导出功能，供进一步统计

分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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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付请求服务:提供支付请求的入口，包括接收自

助机充值、窗口扫码付充值及相应的 POS 充值请求，

用来响应预交金充值成功通知。

3）聚合支付:整合支付宝、微信、云闪付等多种当前

热门的支付渠道，提供多种支付渠道同一个支付二维

码的聚合支付服务。

4）支付信息识别:能够自动识别用户支付扫码信息，

区分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渠道，与对应的第三方

支付平台进行支付服务对接，完成支付服务。

5）订单号生成服务:用户扫码后，统一支付平台将会

动态的生成订单号，保证该次扫码支付的唯一性，避

免了多人同时扫码、多渠道扫码支付等误操作造成的

多次支付问题。

6）商户号管理:用户扫码支付后，统一支付平台请求

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交易，根据交易订单动态生成商

户号，为后续的异常退款、对账提供识别的依据。

7）支付信息确认:用户扫码后将会提供支付信息确

认，包括充值卡号、姓名、手机号码、支付金额等，

让用户进行支付信息的确认，减少支付错误的可能

性。

8）交易信息确认:通过第三方确认完成的用户支付信

息由平台统一管理，并形成有效的通知机制，返回给

订单发起方，完成业务闭环。

3

多种服务

渠道接入

医院 APP 接入

1）线上支付支持微信公众号、支付宝服务窗与移动

医疗 APP 的在线支付服务，由移动端发起支付订单，

平台接受订单处理请求，返回支付确认并充值与院内

HIS 完成预交金充值业务闭环。减少患者在收费窗口

的排队等待时间，提高患者就医体验。

2）医院 APP 接入:提供医院 APP 软件的支付服务接入

界面，支持医院 APP 在线充值缴费。

3）公众号接入:提供医院公众号的支付服务接入界

面，支持医院公众号服务的在线充值缴费。

4）支付宝生活号接入:提供支付宝生活号的支付服务

接入界面，支持支付宝生活号的在线充值缴费。

5）自助机接入:提供自助机的多渠道支付服务接入界

面，支持自助机的在线充值缴费。

6）HIS 系统接入:提供 HIS 的多渠道支付服务接入界

面，支持 HIS 窗口的扫码支付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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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退款管理 1）线下窗口退款:患者在线下院内窗口退款时，可支

持线上、线下所有充值、缴费款项的退款。由柜台受

理退款申请，并在医院系统上操作完成退款流程，款

项金额将由充值、缴费的原路退回患者账户。具体到

款时间将参照患者使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所规定的

退款周期，有可能会有延迟。

2）退款状态查询:成功退款后，具体到款时间将参照

患者使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所规定的退款周期，有可

能会有延迟。平台通过定时查询服务获取第三方退款

状态，并记录退款明细。

3）退款路径管理:提供多种退款路径选择，记录每笔

付款途径，可以选择多条路径和单条路径退款，单笔

退款金额限制不能大于充值订单金额，有效防止套

现。

4）自动退款处理:针对支付超时、支付取消等操作，

导致用户支付完成，但支付平台没有正常完成交易的

支付问题时，支付平台将通过自动退款服务，完成自

动退款，避免了单边账的产生。

5）退款队列管理:由于账户中的金额每天定时流转，

在当天医院第三方账户收入不足时，将有可能导致隔

日退款的用户存在无法成功退款的问题。这时统一支

付平台将通过退款队列服务，把退款任务依次加入到

队列中进行自动退款操作，确保 24 小时内能够自动

退款成功。

5

综合运营

管理

1）交易信息查询:通过记录每一笔支付的请求信息与

第三方交易明细进行比对，提供交易信息的查询服

务，方便快速定位每一笔交易的交易时间、交易方式

及交易支付方的信息。

2）成功充值统计:充值成功统计每一笔成功完成支付

并同步到 HIS 预交金的订单信息，平台记录每笔订单

的充值时间、患者姓名、充值金额及相关的订单号信

息，方便管理人员查找每一笔交易记录。

3）异常充值统计:异常充值统计交易过程中由 HIS

及第三方超时、取消等引起的充值异常，为财务人员

对账管理，查找异常账、单边账提供入口。

4）退款统计:退款统计记录每一笔由统一支付平台发

起的成功退款记录，包括原充值订单号、退款订单号、

退款金额和退款时间等信息，为财务对账提供依据。

6 对账管理 对账概况分析
对账概况首页展示每天支付异常概况、全院总账概

况，使财务人员可以一目了然获悉每天/每月/每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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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务状况，同时支持按院区、按就诊类别、按支付

渠道下钻查看对账明细。

财务对账管理

支持现金、POS、微信、支付宝等多渠道对账，能自

动计算总账，比对出差账并展示明细，方便财务人员

快速对账。

跨账分析

支持跨天、跨月的结账汇总及分析，通过跨账分析，

财务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实际的预交金收入与银行回

执总和之间的数据是否一致。

异账智能提醒

平台具有异常账目自动发现的功能，通过 HIS 交易记

录与支付平台/第三方交易流水进行比对，可以分析

出差异账的产生原因，包括平台单边账及第三方单边

账等。平台提供异常账提醒功能，支持对未处理的账

目进行滚存查询，比对分析异常账退款数据，统计当

前异常账余额，方便财务人员在处理预交金收入与银

行回执金额差异时快速平账。

交易明细查询

交易明细查询包括支付平台交易记录以及第三方交

易记录（微信/支付宝/POS），交易详情，包括：支

付方式、支付金额、该笔订单的退款金额、收款员、

患者信息、流水号记录等，如果该笔订单存在部分退

款，则显示退款记录。退款记录能够显示原路退回的

账户，方便患者反馈退款未到账时，收费处进行查询。

4、福建省儿童医院多点结算平台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通用基础

功能

Windows 动态

库

1) 多点结算结果轮询查询：多点诊间结算后，

动态库轮询查询，获取多点结算结果。若需要

打印信息则调用诊间结算打印信息获取，并使

用打印机打印结果。

2) 支付平台诊间一码付下单：当动态库查询

多点结算失败（院内预交金不足）时，生成唯

一的支付平台诊间一码付商户流水号，按照多

点结算预结算结果的欠费金额，向支付平台发

起一码付下单，并关联多点结算的业务流水号，

接收支付平台返回的一码付二维码。

3) 诊间结算打印信息获取：动态库根据医院

业务流水号，获取诊间结算信息，和取药信息

以及取药码。

4) 医保结算结果打印：动态库按照预设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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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调用热敏打印机驱动，根据结算结果的

不同类型，将获取的诊间结算信息、补缴一码

付二维码、取药信息和取药码打印到单据上。

2

主服务地址与端

口设置

接入“多点结算平台”的系统在主程序启动时加载

Windows 动态库，通过设置主服务地址与端口，用于

建立与“多点结算平台”的连接，此功能可与备用

服务地址与端口设置功能共同使用，达到主从服务

器互备使用的目的。

3

备用服务地址与

端口设置

接入“多点结算平台”的系统在主程序启动时加载

Windows 动态库，通过设置备用服务地址与端口，用

于建立与“多点结算平台”的备用连接，此功能与

主服务地址与端口设置功能共同使用，达到主从服

务器互备使用的目的。

4
读取社保卡信息

功能

通过调用 Windows 动态库交互接口，使用加装 PSAM

认证卡的读卡器读取社保 IC 芯片中的个人信息，包

含：社保卡号、姓名、身份证号、性别、出生日期、

工作单位、联系地址等常用信息。

5

社保卡结算防伪

卡功能

为确保参保人员医保结算时社保卡真实性读卡，防

止伪卡交易的出现，多点结算系统采用了动态库接

口的方式提供给医院调用，依托社保卡高安全的 CPU

IC 芯片及加装部委统一标准的 PSAM 卡卡具终端，医

保结算过程中通过取社保卡随机数，成生校验数据，

将社保卡校验数据传至后台用于防伪卡校验。

6

社保卡结算终端

安全管理功能

为方便社保部门管理，有效保障医保交易信息的真

实性，多点结算系统采用了动态库接口的方式提供

给医院调用，在医保交易过程中，Windows 动态库将

交易相关的终端特征信息通过多点结算平台接口一

并上传， 用于社保卡结算终端安全管理使用。

7

社保卡结算操作

人身份认证功能

医院 HIS 系统的医生工作站、护士工作站登录功能，

在登录时需医生（护士）插入本人的社保卡用于登

录权限验证，医保系统通过验证医生（护士）在社

保的注册信息返回结果到医生工作站、护士工作站

登录窗口。在医保交易过程中，同样需要验证发起

人的身份信息，保证交易过程中的安全性，另外在

医生（护士）退出系统的同时也向医保发送退出请

求，以便认证社保卡结算操作人的身份。

8 获取平台、动态

库版本信息

通过查询平台及本地动态库的版本信息，即时有效

了解医院运行环境的情况，方便医院管理人员管理

医院端应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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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SL 证书自动更

新管理功能

医院多点结算平台服务器定时（时间可配置）向社

保 SSL 证书文件服务器请求最新证书版本信息进行

校验，如果证书版本已更新，医院多点结算平台 SSL

证书自动更新模块则自动下载最新版本证书文件到

本地服务器。证书的更新时间可以设置在原有证书

过期前一个月左右，防止因证书更新不及时导致的

多点结算业务无法办理的情况。

10
SSL 证书过

期告警通知功能

医院多点结算平台服务器证书版本即将过期或出现

使用异常等情况，系统后台自动生成告警日志。

11
数据安全传输

功能

数据传输主要从防数据泄露、防数据篡改、防数据

重发等几个方面进行设计，保障数据传输的安全。

12
凭据打印模板

配置

根据医院实际情况，对诊间医保结算凭据打印内容

进行配置。

13

诊间结算

系统

门诊挂号刷卡

门诊挂号刷卡获取个人的参保信息，如姓名、身份

证号、工作单位、参保中心、卡状态、个人账户余

额等。

14
门诊挂号

登记患者的社保卡号、挂号科室、挂号费用、挂号

次数等信息。

15 门诊挂号冲销 对已挂的号，进行挂号冲销。

16

门诊收费刷卡

门诊收费刷卡获取个人的参保信息，如姓名、身份

证号、工作单位、参保中心、卡状态、个人账户余

额等。

17

门诊收费

收费明细包含：项目编号、项目名称、发票类型、

是否医保、单位、规格、单价、数量、金额，以及

社保卡号、门诊科室、门诊医生、医生证件号码、

病情诊断、处方项目数等信息。

18 门诊收费冲销 对已收费的单据，进行收费冲销。

19

门诊预结算（无

卡）

使用系统的社保卡信息进行无卡预结算，门诊预结

算不直接进行门诊收费，先测算本次门诊费用的医

保报销金额，预结算发送明细数据包含：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发票类型、是否医保、单位、规格、单

价、数量、金额，以及社保卡号、门诊科室、门诊

医生、医生证件号码、病情诊断、处方项目数等信

息。

20
门诊挂号、收费

二合一功能

减少与医保交互的次数，合并门诊挂号、门诊收费

功能。

21
门诊收费明细查

医生可以查询患者的门诊收费明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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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

22 门诊电子对账 提供门诊医保电子对账单服务，减少财务工作量。

23

床边结算

系统

住院登记刷卡

住院登记刷卡获取个人的参保信息，如姓名、身份

证号、工作单位、参保中心、卡状态、个人账户余

额等。

24
住院登记

登记患者的社保卡号、入院病区、入院时间、住院

类别等信息。

25

住院免押卡授权

参保人在入院登记时，通过签定免押卡授权协议及

知情同意书，院方将能够对该参保人在院后续医保

业务的办理在脱卡状态下完成，避免参保人医保卡

押在收费处。

26
住院登记撤销

对已经入院登记，尚未收费的住院患者，可以撤销

住院登记。

27

住院收费

收费明细包含：项目编号、项目名称、发票类型、

是否医保、单位、规格、单价、数量、金额，以及

社保卡号、住院天数、住院诊断、责任医生、处方

项目数等信息。

28
住院收费冲销

对已经收费的单据，在尚未办理出院登记前，可以

进行住院收费冲销。

29

住院预结算（无

卡）

使用系统的社保卡信息进行无卡预结算，住院预结

算不直接进行住院收费，先测算本次住院费用的医

保报销金额，预结算收费明细包含：项目编号、项

目名称、发票类型、是否医保、单位、规格、单价、

数量、金额，以及社保卡号、住院天数、住院诊断、

责任医生、处方项目数等信息。

30
住院押金催缴

系统支持定时向住院病人推送医疗费用试算以及账

单、押金催缴账单消息。

31
出院登记

办理出院时，登记患者的社保卡号、住院流水号、

出院时间、出院原因等信息。

32
出院登记撤销

对已经办理出院登记，尚未重新入院的患者，可以

取消出院登记。

33

住院病案登记

登记患者的社保卡号、住院流水号、病案号、入院

病区、入院诊断、出院时间、出院情况、手术情况、

出院小结等信息。

34
住院病案登记撤

销 对已经登记的住院病案首页，可以撤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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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住院电子对账

系统提供住院医保电子对账单服务，减少财务人员

对账工作量。

5、福建省儿童医院医疗电子票据管理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一） 基础信息管理子系统

1

初始设置

单位初始化

单位用户通过单位初始化功能，在基础信息初始化

界面配置财政为单位初始化授权信息，用于从财政

同步数据。

2

基础信息

管理

单位信息

单位信息由上级财政配置，医疗单位定时从上级财

政同步，供医疗单位查询单位信息，单位信息包含

单位编码、单位名称、联系人、开票控制等。

3

可用票据

可用票据信息由上级财政配置，医疗单位定时从上

级财政同步，供医疗单位查询单位可用票据的信息，

包含票据代码、票据名称、开票方式、生效时间、

失效时间、保存年限等。

4

可用项目

可用项目信息由上级财政配置，医疗单位定时从上

级财政同步，供医疗单位查询单位收入项目信息，

包含项目代码、项目名称、收费标准编码、收费标

准、预算科目、资金性质、生效日期、失效日期等。

5

开票点管理

医疗单位根据单位实际业务情况，在系统中进行开

票点创建，并对开票的用户信息、可用项目信息、

可用票据信息及印章应用信息进行管理。单位开票

点可以只创建一级，也可以创建多级。

已有业务数据发生的开票点不能删除，只能停用。

6

印章管理

医疗单位存在各分院为会计独立核算的情况，各分

院独立应用印章，因此开票点根据归属分院情况不

同，不同的开票点应用的印章存在应用不同印章的

情况，系统提供开票点印章管理的功能，由医院管

理人员设置各开票点的印章信息。

印章应用管理存在继承关系，应用印章可逐级往上

继承，即本机构未维护相应的印章信息，则可继承

使用上级机构所维护的应用印章。

7

收费部门管理

医疗单位在实际业务情况中存在多个不同的收费部

门，各收费部门对应多个开票点，因此医疗单位需

在系统中进行收费部门创建，创建完毕后挂接本收

费部门所对应的开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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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收费员管理

医疗单位根据单位实际业务情况，在医疗电子票据

平台中维护 HIS 系统中对应的收费员信息，并与医

疗电子票据平台中已维护的用户信息进行绑定。便

于医疗电子票据平台按照收费员信息统计查看医疗

电子票据管理平台相关报表数据。

1) 新增收费员信息，按照 HIS 系统收费员信

息在医疗电子票据平台维护收费员编码、名称

及联系方式等。

2) 将新增的收费员信息与医疗电子票据平台

的用户信息进行绑定。

9

项目分组

医疗单位根据业务需要，根据票据种类设定该票据

的项目分组，项目分组是收费项目的组合。项目分

组设置完毕后，在后续开票业务中，开具相同票据

时相同收费项目时，票据种类选择完毕后，可直接

选择对应的项目分组，系统自动按照分组内的收费

项目及收费标准填充票面信息，实现快速开票。

10

单位证书管理

若医疗单位存在多级单位，且不同单位开具票据时

需使用各自相应的证书进行签名，则需在医疗电子

票据平台中对单位证书进行管理维护。针对不同的

单位维护相应的签名证书，通过绑定证书编码及配

置签名地址后，在开票时可自动调用对应的签名证

书。

11

业务类别维护

医疗单位按照本单位的各业务类别分别维护相应业

务发生时所需开具的票据种类信息。当 HIS 系统调

用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接口开具电子票据时，医

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将根据 HIS 系统发送的业务标

识来自动判断本次应开具的票据种类信息。

12

编码对照

医疗单位的 HIS 系统或其他与医疗票据平台对接的

外部系统，所使用的编码规则未采用财政统一编码

时，医疗单位需根据实际业务情况，将本医疗电子

票据管理平台的基础信息与外部系统转入的基础信

息进行编码对照。

医疗单位在新增对照模板时可选择需对照的基础数

据，其中包括区划、单位、开票点、收费项目、交

费渠道等其他基础信息对照。医疗电子票据平台根

据对照模板设置的已启用对照项，显示相应的对照

信息维护分页，且已启用的对照项必须进行相应的

对照信息维护。

（二） 医疗票据管理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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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票据管理

期初库存设置

上线电子票据平台后，需要将单位的纸质票据期初

库存录入到系统内，如果是开票点录入期初库存，

则需要上级审核后生成期初库存，上报财政。

2

票号申领

医院向财政部门发起用票申请，由票据管理人员在

线填写申领单，并提交给财政，财政接收到申领信

息，经审批后，并下发票号信息，医院进行入库确

认。

3

票号发放

电子票号发放为医院将电子票据号码发放到各收费

窗口和自助开票点，使其拥有独立的 4）开票号段。

票号发放方式分为两种，一种为系统自动发放，系

统根据预先设置好的发放条件，自动将票号段发放

至各开票点；另一种为人工发放，医疗单位根据开

票点用票情况，将票号发放至各开票点。

4

票据入库

医疗单位票据管理员收到向财政申领的纸质票据

后，需要在系统操作入库确认，将纸质票据在系统

完成入库。

5

票据下发

纸质票据发放，将纸质票据发放到各收费窗口和自

助开票点。

如业务系统需管理各收费窗口和自助机纸质票据发

放记录，可调用纸质票据发放接口，把对应的纸质

票据发放记录传输到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

如业务系统不管理纸质票据的发放，则由医疗电子

票据管理平台给各收费窗口和自助机发放纸质票

据。

6 票据申退及退库

确认

各个收费窗口和自助机票据领取错误时，可在系统

填写票据申退申请，上级审核后，将纸质票据退回

上级票管，完成纸质票据申退。

7

库存作废

单位从财政领购票据后，因票据遗失、损毁或财政

政策变更需要将纸质票据进行批量作废，可在系统

填写库存作废申请，提交上级财政审核。

8

票据销毁申请

已使用的纸质票据保管时间超过财政要求的保管年

限后，可在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提交销毁申请，

财政审核通过后单位打印销毁申请单，进行纸质票

据销毁。

9

票据审验

医疗单位根据上级财政规定将已开具的票据信息

（包含：开票明细、收缴情况、作废情况明细、冲

销情况明细等）上报上级财政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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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开票管理

在线开具

医疗机构在收费时，采用直接登录医疗电子票据管

理平台在线开具电子票据。

11
接口开具

医疗机构发生收费结算业务时，由医院业务系统

（HIS）调用医疗票据平台的接口开具电子票据。

12

票据冲红

当单位发生退费业务时，需要对已开具的电子票据

进行冲红。具体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1）电子票据未生成对应的纸质票据，只冲红对应电

子票据。

2）电子票据已生成对应的纸质票据，应先作废对应

的纸质票据，再冲红对应的电子票据。

13

票据打印

已开具的电子票据，可根据受票人需要，持电子票

到医院收费窗口或自助设备上，将电子票据打印为

财政纸质票据。

14

票据存档

电子票据下载

医疗电子票据平台通过财政提供的电子票据服务平

台之间的接口，定期从财政下载电子票据文件，存

储到本地。医疗单位可从已存储的电子票据信息中

检索相应的电子票据，并下载导出系统。

15

电子票据核对

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将每日已开具的票据明细数

据与财政监制归档的电子票据数据进行核对，生成

相应的差异数据报表，供医疗单位核查。差异电子

票据支持手动下载。

16

电子票据整理

针对医疗单位开具的电子票据，按照业务发生时间、

票据种类进行分类整理，医疗单位可按照年份、月

度查看该时间段的票据信息以及版式文件。

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将从财政下载的电子票据按

业务日期整理生成明细表，医疗单位可按照业务日

期、交款人、票据种类、票据代码、票据号码查询

看电子票据信息。

（三） 医疗票据交付子系统

1
电子票据

通知 自动通知

电子票据开具后，系统根据医疗单位设置的通知方

式自动推送电子票据信息。

2

批量补发

系统支持查看电子票据推送的状态，针对推送

失败的情况，可在系统重新推送电子票据信息，补

发方式包含：小程序、短信、邮件。

1.短信/邮箱补发通知

如果接口调用失败或运营商网关服务异常等问

题导致患者未收到通知，医院管理员可以手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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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补发的票据，支持单条通知或批量通知，确保

患者第一时间获取票据通知。

2.小程序补发通知

系统支持查询小程序推送电子票据失败的数据，针

对推送失败的情况，可在系统中选择推送失败的数

据，重新补发电子票据通知。

3

告知单通知

患者在业务窗口办理业务并缴费后，如果本人

不能提供手机号、邮箱的话，窗口工作人员可打印

告知单交给患者通知电子票据信息。

电子票据告知单，可以在现有导诊单后面追加

空白区域，用于打印电子票据告知单相关内容（内

容值由医疗电子票据平台提供）。

告知单相关内容：患者姓名、开票时间、票据

代码、票据号码、校验码、合计金额、开票单位、

二维码、查验地址。

4

取票小程序通知

患者需要注册取票小程序，医疗电子票据平台

开具电子票据成功，通过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向

取票小程序推送电子票据信息。

5 微信/支付宝卡

包通知

医疗电子票据平台开具电子票据成功后，在微

信/支付宝中查询到相关订单信息，通过 HIS 系统向

微信/支付宝卡包推送电子票据信息。

6 院内 APP/公众

号/生活号通知

患者需要提前下载 APP，关注公众号/生活号，医疗

电子票据平台开具电子票据成功，通过 HIS 系统向

院内 APP/公众号/生活号推送电子票据信息。

7

短信/邮箱通知

医院根据患者预留的手机号码/邮箱，在开票完成后

自动向对应的号码/邮箱发送通知短信，推送相关的

电子票据信息。

8

患者取票

服务

网站取票

患者通过财政建设的电子票据公共查验网站，根据

电子票据相关要素获取电子票据，可以根据需要下

载。

9

自助机取票

患者可通过在医院设置的自助机，使用医疗就诊卡

或身份证识别读取票据信息，在线打印获取电子票

据。

10

告知单取票

收到导诊单/结算单/告知单后，登录财政电子票据

查验网站进行查验，或者使用具有扫描功能的 APP

扫描告知单上的二维码，也可以查看电子票据。

11 小程序取票 患者使用微信扫描电子票夹小程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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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小程序取票时可根据就诊卡号、医保卡号、

身份证号、手机号、票号获取电子票据。

12
微信/支付宝卡

包取票

患者微信/支付宝卡包接收到电子票据信息，患者从

微信/支付宝卡包获取电子票据。

13
院内 app/公众

号/生活号取票

患者可通过下载的 APP 关注的公众号、生活号，

查看电子票据通知信息，通过取票小程序（医疗电

子票据管理平台的 H5 页面），获取电子票据。

根据需要选择发送到邮箱、微信卡包、本地。

14
短信取票

患者收到短信后，登录财政电子票据查验网站进行

查验，或通过电子票据地址下载电子票据。

15
邮箱取票

患者收到邮件后，通过电子票据地址下载电子票据，

或用支付宝、微信扫描获取电子票据。

（四） 医疗票据核对子系统

1

核对方式

自动对账

自动对账分两种方式，方式一：HIS 系统传送电子票

据明细信息及汇总数据给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

进行逐笔核对，回传差异数据给 HIS 系统，并对差

异数据做补开电子票处理。方式二：医疗电子票据

管理平台传送电子票据明细信息及汇总数据给 HIS

系统，进行逐笔核对，HIS 系统将差异数据回传给医

疗电子票据系统，补开电子票据。

2
人工对账

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根据医疗单位需求生成核对

报表，供单位财务人员与 HIS 系统的汇总报表核对。

3
核对维度 电子票据的核对维度包含开票点、收费员、缴费渠

道、业务类别、收费项目、票据种类、日期等。

4

核对类型

收费员日终对账

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按照票据种类、收费项

目、交费渠道、业务类别分别根据业务日期汇总统

计该时间段内所发生的业务数据；医疗单位根据医

疗电子票据平台统计数据与 HIS 系统数据进行收费

核对，核对成功后根据核对结果导出对应的单位收

费核对报表。

如上图报表所示，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按照

业务日期分别统计以下四种汇总数据：

1.票据种类汇总：按照票据种类统计该业务时

间段内医疗电子票据平台所发生业务数据的实收金

额、开票份数、退票金额、退票份数。

2.收费项目汇总：按照收费项目统计该业务时

间段内医疗电子票据平台所发生业务数据的实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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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退票金额。

3.交费渠道汇总：按照交费渠道统计该业务时

间段内医疗电子票据平台所发生业务数据的实收金

额、退票金额。

4.业务类别汇总：按照业务类别统计该业务时间段

内医疗电子票据平台所发生业务数据的开票份数、

实收金额、退票份数、退票金额。

5

结算中心对账

医疗电子票据平台可按照年度、月份提供电子

票据总览功能，便于在线查看记账总体情况，包括

会计凭证数、总金额、总笔数，同时可查看具体开

票明细数据，满足结算中心核对医疗数据要求。

（五） 医疗票据入账子系统

1

开票单位

记账

记账凭证

根据已经开具的电子票据生成汇总单作为记账凭

证。汇总单生成方式：1.由单位财务人员手工生成

汇总单；2.根据系统配置，自动生成汇总单。

2

接口记账登记

医院财务系统在完成记账后，通过医疗电子票据管

理平台接口将入账信息及撤销入账信息反馈给医疗

电子票据管理平台，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对相应

电子票据进行入账信息登记，并且会通过接口将入

账信息反馈给财政电子票据服务平台。

3
记账登记

单位财务人员在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批量选择

汇总单，进行记账登记。

4

撤销记账登记

当记账登记错误时，单位财务人员在医疗电子票据

管理平台，批量选择已经记账的汇总单，进行撤销

记账登记。

5

报销单位

入账

接口入账

报销机构接收电子票据后，在财务系统导入板式文

件进行入账，调用医疗电子票据查验接口查询电子

票据的真伪，验证通过进行入账，并将会计凭证反

馈给医疗电子票据平台，医疗电子票据平台再通过

接口将入账结果反馈给财政电子票据系统。

6

手工入账

医疗单位财务收到电子凭证后，在医疗电子票据平

台导入板式文件，调用接口查验电子票据真实有效，

验证通过则导入成功。批量选择导入的电子票据登

记在财务系统账的会计凭证和记账日期，进行入账。

并将入账反馈通过接口反馈给财政电子票据系统。

（六） 综合查询报表子系统

1 综合查询
票据领用存情况 用于医疗单位查看本机构及下属机构各票据种类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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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表 个时间区间的期初库存、申领、使用及库存情况。

2
票据领入情况表

用于医疗单位查看本机构及下级机构各票据种类某

个时间区间的领用明细。

3
票据分发情况表

用于医疗单位查看本机构及下级机构各票据种类某

个时间区间的发放明细。

4
库存结余表

用于医疗单位或开票点用户查看本机构及下属机构

的各票据种类库存情况。

5

医疗电子票据明

细表

用于单位或开票点用户查看本机构的开票明细情

况，医疗单位可按照开票点或业务日期筛选查看开

票明细信息，包含患者姓名、业务标识、科室、交

费渠道等详细信息；开票点用户只能查看本开票点

的开票明细信息。

6

医疗电子票据汇

总表

按照收费员、业务类别统计汇总各票据种类收费情

况（按照缴款渠道分别统计）和开票数量（开票份

数和冲红份数）；

医疗单位用户可按照业务类别或业务日期筛选查看

本单位或本单位下各开票点的开票汇总信息；开票

点用户只能查看本开票点的开票汇总信息。

7
交费渠道汇总表

按照患者交费渠道统计各单位或开票点具体时间段

内各渠道的交费金额。

8

部门开票点汇总

表

按照部门开票点进行汇总查看该开票点具体开票情

况，具体开票信息包含业务日期、开票日期、开票

点名称、收费员、患者姓名、业务标识、科室、交

费渠道、开票总金额、票据名称、票据代码、票据

号码、关联红票号码、关联纸质票号码、状态。

9

部门收费员汇总

表

按照部门收费员进行汇总查看该收费员具体开票情

况，具体开票信息包含业务日期、开票日期、开票

点名称、收费员、患者姓名、业务标识、科室、交

费渠道、开票总金额、票据名称、票据代码、票据

号码、关联红票号码、关联纸质票号码、状态。

10 收费员票据使用

情况表

用于查询开票点在筛选时间的各票据种类开票情

况，包含：开票分数、作废份数、空白作废份数等

数据。

6、福建省儿童医院互联网+就医流程服务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88

1

电子处方

平台

处方传送

建设电子处方平台，支持零售药店售卖处方药品，

拓展患者买药渠道，有效减轻患者就医负担。医生

开据的电子处方单由医院药师审核后，根据患者购

药流程的选择，流转到相应的医疗机构药房或药

店，为零售药店提供调阅医生开具的电子处方功

能，实现患者就近购药。

主治医生为患者开具处方后，电子处方平台实时采

集处方信息并保持同步。

2
处方调阅与发药

患者持卡到零售药店，药店药师调阅患者处方信息

对处方进行审核确认并发药。

3

互联网+医

院

互联网医

院

互联网医院是依托实体医院，通过互联网在线方式

为患者提供在线就诊服务，患者可以通过系统预约

医院医生，采用音视频交互的方式获取在线就诊服

务。主要包括就诊咨询、医生排班、患者信息查询、

在线就诊（音视频交互方式）、电子处方、药品配

送等功能。

在线注册

可支持患者在手机端提前录入患者基本信息，便于

诊疗行为开展；对于需要到院就诊的患者，可凭提

前录入好的信息或手机端上的身份凭证自助办卡。

就诊申请

用户通过系统选择医院的医生，并提出就诊申请，

医疗服务人员完成相关申请受理及信息反馈。

4
就诊咨询

患者可以通过系统，采用文字、图片、语音等方式

向医院的医生咨询康复、治疗的相关问题。

5

医生排班

通过与医院排班系统进行对接，实现对医院科室的

医生排班情况进行管理和查看，支持医生提交和调

整门诊出诊科室、时间等。

6

患者信息查询

主要实现对患者基本信息、疾病史、家庭史、过敏

史、历史用药、历史检查、健康数据等信息的查询。

支持在问诊过程中，方便查看患者基本信息和既往

就诊信息

7

在线就诊

患者与医生在约定的时间，采用图文、语音、视频

的方式进行在线就诊，医生根据问诊情况向患者提

供诊断结果的相关信息，支持在线开具诊断报告。

8
电子处方

医生在就诊结束后，可根据诊断结果开具电子处

方，并支持处方的查询、作废。

9 药品配送
医生开具药品电子处方后，通过系统自动流转到药

品配送关联方，药品会通过第三方配送直接送到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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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家中。

10

用药管理

用药管理包括药品用药提醒和药品查询。系统可根

据处方中设置的用药频率和时间，以短信或微信的

方式提醒患者用药。同时，也可以在此获得所属医

生的用药指导。同时系统支持海量药品信息库，关

联相关疾病和症状，直接了解用药指南。定位到药

品的所在药店，提交购药申请，由药店进行送药。

用药服务

预约药师团队服务，如居家药箱管理、正确用药宣

教等。也可代约居家药学上门服务、用药指导等。

可获得信息药师或网上值班药师药学服务，慢病患

者可选择药师作为 MTM 管理药师，获得个性化药学

服务。

11

服务评价

服务质量评价：针对线上或线下就诊的流程环节进

行一一评价服务质量。

康复评价：针对某次的就诊评价疾病康复情况。

12

健康知识推送

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为患者推送有价值的健康教

育信息，或者为公共用户进行健康知识教育。同时

能实现各种医疗知识传送，包括药品知识、疾病知

识、慢病讲座、国家医疗政策等。

支持图文、视频等多媒体形式

13

公众端

（APP、微

信公众号）

预约挂号

支持不同科室、不同医生全时段的预约挂号，可实

时查阅医生出诊、余号情况，停诊信息，支持能以

短信、APP、公众号的方式实时推送，智能提醒和

预约记录查询。

14

智能导诊

通过患者预约信息、分诊叫号、医嘱信息、费用信

息，结合一系列复杂运算，向患者推送各诊疗节点

的信息，实现全程智能引导服务，让患者顺利高效

的完成就医流程，提高就诊效率。

15

分诊叫号

实时查询各个分诊台的叫号信息与队列情况，让病

人无需长久在候诊室等待，通过手机即可了解当前

叫号情况，同时使候诊室病人得到分流，改善病人

就诊体验。

16

门诊充值

方便患者通过支付宝支付、微信支付、银联等方式

实现手机端门诊充值，扣缴门诊费用，充值记录查

询。实现移动支付场景，患者再也不用来回奔波于

科室和缴费窗口。

17 报告单查询
患者在家即可查看检查检验报告单，不必特地前往

医院打印。电子报告单不会丢失，也便于管理和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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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18 门诊服务 门诊服务包含门诊充值、门诊记录、门诊清单查看。

19

就诊记录

以挂号时间为轴、按科室分类，联合查询历次就诊

信息，包括挂号科室、挂号医生、诊断、处方、检

查检验、费用明细等。

20 住院预约 支持住院床位查询、智能提醒和预约。

21

日费用清单

支持查询患者历次住院日费用清单、住院费用清

单、结算清单。实现次日上午 10 点推送前日该患

者日清单信息。

22 住院充值 支持多渠道线上充值功能。

23

住院信息

1)住院记录

默认查询 1 年内的住院记录，也可查所有的住院记

录信息。

2)住院费用

默认查询 1 年内的住院费用明细，可查所有的住院

费用明细。

3)住院充值记录

默认查询 1 年内住院充值记录，可查所有的住院费

用明细。

24

便民结算

为患者提供诊间结算、床旁结算、移动支付等费用

结算方式，鼓励使用居民健康卡。

1）诊间结算

提供患者诊间结算服务，在医生问诊开单后，

将通过微信公众号或手机APP推送门诊结算清单到

患者的手机中，患者在确认结算清单后，可以进行

实时的诊间结算支付。

2）床旁结算

通过床边结算服务，快速为住院患者办理出

院，减少患者往返于病床和住院收费窗口之间的时

间，通过微信公众号或手机 APP 将患者的待结算清

单推送到患者手机中，在核对完患者身份，患者在

确认清单无误后，根据患者的预交款和医保卡进行

出院结算，结算完成后打印出院发票、费用汇总清

单和医保结算清单给患者。床边结算支持银联卡、

支付宝及微信等第三方支付渠道，极大方便了患者

办理出院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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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移动支付（含移动充值）

患者在通过个人身份识别后，绑定个人移动支

付应用或智能设备，通过各类便民终端实时查询待

缴费数据、缴费项目和缴费金额。患者可在窗口、

自助机、诊间、床旁等多种场景，通过二维码、移

动应用、智能设备等方式支付费用，并生成支付凭

证。扫码支付包括以下两种：

1.由患者主动出示动态付款码完成订单支付，打开

手机微信或支付宝付款码，主动贴近扫码墩，完成

识读并扣费。

2.在自助机、窗口、诊间支付等多个环节，微信、

支付宝生成包含订单信息的二维码返回给用户进

行扫码支付。

25

就诊指南

以图文方式展示了门诊、住院、医保等各种业务的

流程图和业务说明。方便患者在就诊过程中及时查

看了解，再也不用在医院内到处查找纸质说明。

26

医技预约

患者可在线完成医技项目号源的预约，预约成功后

进行再次预约或者查看预约详情，在预约记录中可

进行取消预约操作。

27

无卡预约

患者可通过平台通过人脸认证，进行无卡预约；通

过：① 选择科室 ② 选择医生 ③ 选择号

源 ④ 选择无卡预约 ⑤ 进行上传人脸认

证 ⑥ 上传身份证验证 ⑦ 校验成

功 ⑧ 无卡预约成功；无卡预约精确到时间点。

28

申请病历复印

患者可进行申请线上病历复印服务，通过：①新增

病历服务②阅读告知详情-开始认证③上传身份证

进行认证④填写信息⑤申请提交成功⑥复印病历

⑦选择快递寄送⑧添加收货地址⑨订单确认；可进

行病历详情、物流信息查看。

29

医院导航

1) 基本信息：介绍医院的办院宗旨、文化历史、

荣誉、特色、医院概况等信息，提升医院的知名度。

同时包含医院交通、官方网站、联系电话等信息。

2) 地图导航：使用腾讯地图，通过直观的地图展

示，让患者快捷知悉医院的地理位置，并提供公交、

自驾车、步行路线指引方案。

3) 楼层导航：通过平面图展示医院各个业务、办

公楼分布情况，同时提供楼层信息，通过点击各个

楼的编号或名字，显示该楼各个楼层的业务职能划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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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边商户：通过百度等地图，显示周边商户信

息，主要有药店、餐饮、便利店、酒店、银行、加

油站等方便患者日常生活的商户信息。

30

本院动态

本院动态提供展示本院各类公告信息和健康资讯，

同时主界面滚动图文可进行自行维护，为院方提供

展示最新医院资讯、各种活动的窗口。

31

消息提醒

消息中心会及时推送与患者相关的信息咨询，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预约提醒:提前一天提醒患者第二天就诊预约

情况，减少患者遗忘概率，提高医院服务水平。

2) 分诊叫号:通过一定规则（如离当前病人只差 N

个号时），推送分诊台叫号信息，提醒患者注意及

时就诊。

3) 报告单提醒:推送患者新出的检查检验报告，

及时告知患者。

4) 智能导诊：向就医过程中的患者推送各诊疗节

点的信息，引导患者顺利高效的完成就医流程。

5) 系统公告:推送最新的相关资讯，如活动消息、

疾病预警消息、健康资讯、法规政策等。。

32
卫生资讯

支持患者以图文的形式查看医院动态、健康资讯等

图文信息内容。

33

个人中心

1）基本信息：个人基本信息查询与维护。

2）预约历史：查询历史的预约信息。

3）趣味自测：包括乙肝两对半，BMI， 血型，安

全期，血压，三围等自测。

34
医护端

（APP、微

信公众号）

患者信息查询

查询门诊患者基本信息，方便医生护士掌握门诊就

诊情况和患者第一手信息。

35

历史报告查询

查询病人指定时间范围内的历史检查、检验报告、

治疗医嘱。让医生护士全面掌握病人过往病史，为

后续治疗提供相应依据，同时避免重复开检查检

验。

36

就诊情况

查询病人指定时间范围内的历史诊断、处方信息。

让医生全面掌握病人过往治疗情况，为后续治疗提

供相应参考依据。

37
排班情况

查询医院各个科室的门诊排班信息，实现医生对门

诊工作的合适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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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收入情况查询

查看门诊医生接诊费、药品总费用、药占比等接诊

费用统计数据。以此为依据合理进行科学决策，运

营调整。

39
报告单查询

查询接诊病人的检查检验报告单结果，及时跟踪病

人病情情况。

40

预约情况

查询医生个人的门诊预约数量和病人列表，以此合

理掌控病人接诊时间。同时提供门诊预约趋势图以

供分析。

41
住院皮试信息提

醒

用药前的阳性皮试信息，会及时告知主治医师与主

管护士，确保用药过程的安全，避免发生医疗事故。

42 住院病重、病危

患者提醒

医师针对患者下达病危病重医嘱时，系统会及时提

醒责任护士、护士长注意患者病情变化，以此提升

护理等级和医疗服务质量。

43
住院报告单危急

值提醒

根据报告单中结果数值，及时提醒医师关注危急值

信息，及时进行相关处置，保障患者生命安全。

44
住院报告单查

询、提醒

提醒医生查看病人的检疫检验报告信息。让医生全

面掌握病人住院治疗期间的病情情况，为后续治疗

提供相应参考依据。检查检验报告单支持双指缩

放。

45
住院抗生素用药

审批

针对特殊用药，上级医生可以随时随地审批抗生素

用药，确保用药及时性，保障患者治疗效果。

46
住院医嘱查询

随时随地查询患者医嘱执行情况，医嘱新开和停嘱

等信息。确保医嘱闭环管理的执行。

47
住院病历查询

查询住院患者病历详细信息，为后续治疗提供相应

参考依据。

48

院内通讯录

集成院内员工、值班人员通讯录，支持按科室、按

姓名、按工号快速检索，为院内移动办公提供一定

支持。

49
住院手术排台查

询

查询住院患者的手术排台信息，提醒医生和护士合

理安排时间。

50

会诊管理

会诊消息提醒，会诊结束后并向院内医生系统同步

会诊结果。

医生可以查询、应答院内会诊申请，及时为患者制

定后续治疗方案。

51 消息中心 所有消息的统一提示窗口，方便医生查询。

52 个人中心 个人基本信息、修改密码、切换业务科室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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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福建省儿童医院医院管理信息系统（HIS）

编号
一级模

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注册登

记/实名

建档

支持患者在医院使用身份证等相关证件实名制登记建

档，使患者健康信息能永久保存。支持窗口识读身份证

信息进行人工建档、支持自助机建档，支持用担保人身

份证建档。支持换卡后卡内信息的延续性，卡内资金安

全，可凭身份证、短信验证码等信息退款。支持多种类

型的就诊卡，包括居民健康卡（含电子健康卡）、社会

保障卡、金融 1C 卡、市民服务卡等，逐步过渡到以居

民健康卡（含电子健康卡）为主要就诊服务介质。

注册建档 支持患者身份信息读取。通过就诊卡、身份证、居民健

康卡、社会保障卡、金融 1C 卡、市民服务卡等读取患

者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是否办过卡(如已办理就诊卡，自动读取就

诊卡号)等；通过患者主索引功能，通过与患者的姓名、

性别、家庭住址等多个信息匹配，读取患者多次办卡记

录信息。

通过读取患者基本信息，将患者身份证号或担保人身份

证号与患者办理的就诊卡号相关联，为患者建档发卡。

2

补卡管理 患者身份信息读取补卡。根据患者的身份证号、姓

名、年龄、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属性检索患者信息，

查询患者记录，系统自动读取患者历次办理的就诊卡

号，确认患者身份之后，补发新卡。

患者身份信息比对补卡。根据患者主索引功能进行

补卡，患者提供姓名、性别、年龄、家庭住址、联系方

式等基本信息，支持根据各信息相似度进行比对，并将

相关信息关联后默认同一患者，同时支持手工调整。

患者 ID 号合并。新发卡号可与原卡号不同，但应

保证每一位患者拥有唯一主索引。

3
患者信

息管理

医疗记录与医疗管理所必须的患者基本信息和既往史

信息的管理。

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龄、婚姻、地址、职业，

身份识别信息(居民健康卡、身份证、军官证、驾驶证

等)、既往史信息、医保信息(新农合号、社保卡号、商

业保险号等)等。具体功能包括：基本信息采集、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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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信息采集、数据质量控制、基本信息变更管理等。

基本信息采集 通过居民健康卡、身份证、军官证、驾驶证、护照等身

份证件识别和人工录入患者个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

民族、籍贯、出生地、出生日期、婚姻、户籍地址、现

住址、工作单位、职业、联系电话(本人)、联系电话(家

属)等方式进行基本信息采集。

4

既往诊疗信息

采集

提供患者既往诊疗信息的收集、管理、存储和展现的功

能。

1.提供对患者既往疾病诊断（或主诉）和治疗情况

等记录内容进行增加、修改、删除等操作的功能，记录

内容应当至少包括疾病（主诉）描述、诊断、诊断医师、

诊断日期等。

2.提供对患者既往手术史等记录内容进行增加、修

改、删除等操作的功能，记录内容应当至少包括手术名

称、手术日期、术者等内容。

3.提供对患者既往用药史等记录内容进行增加、修

改、删除等操作的功能，记录内容应当至少包括药物名

称、用药起止时间、用药剂量、途径、频次等内容。

4.采集患者既往门诊诊疗有关信息的功能，门诊诊

疗信息应当至少包括就诊日期、就诊科室、诊断等，并

对患者的疾病诊断按照分类编码录入。

5.提供以自由文本方式录入诊断（或主诉）、手术

及操作名称的功能。

6.从患者本次就诊记录中自动提取诊断信息，并将

其归入诊断史中进行管理的功能。

7.对患者药物过敏史和不良反应史进行增加、删

除、修改等操作的功能，药物过敏史记录内容应当至少

包括过敏药物、过敏症状、严重程度、发生日期等；药

物不良反应史记录内容应当至少包括不良反应症状、发

生原因、严重程度、发生时间等。

8.能够按照类别完整展现患者既往疾病史、药物过敏史

和不良反应史、门诊和住院诊疗信息等。

5

数据质量控制 通过校验和跟踪对数据质量问题进行管理，从数据格

式、数据值域、数据间的逻辑关系等角度做质量审核，

如可按照空值校验、重复校验、格式校验、一致性校验

和逻辑校验等审核 规则对患者基本信息数据进行质

量控制。

6 患者主索引注
根据录入的患者基本信息，注册生成患者在院的唯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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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 索引，作为患者在本院就诊的唯一标识，可与院内各系

统之间进行关联，也可关联患者历次就诊的诊疗信息。

母婴管理 运用腕带管理（RFID）技术。提供婴儿腕带、母亲或家

属腕带、护理人员标签的发放、绑定和维护功能，建立

新生儿和母亲电子标签专属档案。并可以查看历史腕带

记录，这些标签都采用不可重复的唯一号，从而避免用

药错误、杜绝大人、婴儿被错误识别而接受了错误的治

疗等。

7

基本信息变更 对已录入的患者基本信息进行修改并同步更新，实现患

者基本信息的变更管理。

对患者基本信息的录入、修改等变更操作，可自动记录

相应的操作内容、操作人员和操 作日期，用于对操作

的追溯和审计

8
基本信息查询 支持对患者基本信息进行多条件组合查询，提供对查询

和统计结果的导出功能。

9

挂号服

务

挂号 患者可选择现场挂号、预约挂号、复诊挂号、分时段挂

号等不同类型的挂号服务。支持患者基本信息录入，患

者信息修改，配置挂号限制规则，允许同一个患者同时

挂多个门诊号源，支持患者选择就诊医生。可实时参考

各门诊当日限额与已挂号人数，确定是否允许挂号

10
换号 可查找患者当天已挂号源但尚未就诊的挂号信息，进行

换号操作，变更患者就诊科室与就诊医生。

11
退号 可査找患者当天已挂号源但尚未就诊的挂号信息，进行

退号操作。

12

收费 根据患者选择的挂号科室、就诊医生和就诊身份类别，

结算患者挂号、换号、退号等相关费用。对医保患者，

结算费用包括医保统筹支付金额、医保账户支付金额、

个人自费金额等不同内容。患者通过多种支付方式完成

线上或线下支付

13

结账 支持挂号费用日结功能，汇总每天窗口人工服务或自助

服务等各渠道收取的挂号、换号、退号等相关费用信息，

包括现金、储值账户、医疗保险记账等，并打印缴款报

表，提交财务部门确认，支持电子及纸质结账单。

14
统计查询 可统计并打印每天窗口人工服务或自助服务等渠道挂

号、换号、退号等相关费用的详细信息。

15
患者信用 对患者的挂号信用进行记录和管理，可进行黑名单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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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门诊收

费与结

算

门诊预交金管

理

读卡后获取门诊患者费用、单据及预交金余额信息，并

自动推荐补交金额。

17
门诊退费管理 可查询患者费用明细，可按单据、项目、明细等多种方

式开具退费单。

18

门诊费用结算 根据不同患者类别，自动确定收费比例，计算患者自付

金额与记账金额，支持根据不同患者类别打印不同格式

的发票。

13
门诊结账管理 提供门诊结账管理功能。对收款员的预交金、发票等工

作情况进行账务处理。

14

医保业务处理 支持与医保中心提供的相关接口对接，包括登记信

息上传、费用上传、费用预结算、费用结算、结算取消、

医保数据对照、诊疗信息上传、医保审核、控费、医保

对账等。

可实现与异地医保的实时对接，按照“就医地目录、

参保地政策、就医地管理”原则进行 跨地区异地就医

结算。

15

住院收

费与结

算

住院预交金管

理

可通过手工录入住院号、床位号、姓名等方式检索住院

患者费用及预交金信息。

16
住院退费管理 对于在院患者发生费用的项目，经相关部门确认后可进

行退费处理。

17
住院费用结算 支持与医保系统的实时交互。可实现中途结账或出院结

账等不同结账方式。

18 住院结账管理 提供住院住院结账管理功能。

19

医保业务处理 支持与医保中心提供的相关接口对接，包括登记信

息上传、费用上传、费用预结算、费用结算、结算取消、

医保数据对照、诊疗信息上传、医保审核、控费、医保

对账等。

支持新农合患者出院结算时，按照各地区关于新农

合就医结算的相关规定执行。

可实现与异地医保的实时对接，按照“就医地目录、

参保地政策、就医地管理”原则进行 跨地区异地就医

结算。

20

住院患

者入出

转

入院管理 入院登记。对于首次住院的患者，应为患者完善基本信

息，并建立入院档案生成住院号。若为复诊患者，可通

过患者主索引读取相关信息。对于尚未入病区的患者，

可以修改病区。支持登记需要预约床位的患者。

入院撤销。对尚未入病区的患者，可以取消患者的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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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如已分配了病区和床位，但没有发生实际费用，

可由病区先办理出区，再做入院撤销。

21

出院管理 出院结算前，需病区开立出院证明。对于医保患者，在

出院结算前应确保费用明细全部上传。

患者结账。出院结算前，需病区开立出院证明。对

于医保患者，在出院结算前应确保费用明细全部上传。

支持取消结账的功能。

补记账。支持患者补记账功能，患者额外使用的材

料或在医嘱执行时无法收费的项目可做补记账处理；支

持对补记账记录作废的功能。

出院患者账页。支持查询统计出院患者的费用账单，提

供账单汇总信息以及账单明细的查询功能。

22

转院管理 由患者所在科室经充分研判，或由患者和家属主动申请

转院的，报请院内医务管理部门审批后提交上级主管部

门批准，并提前与转人医院联系，征得同意后为患者办

理转院手续。

病区床

位管理

转科管理 院内可进行转科操作

23
病区床位设置

及维护

根据病区规模和学科特点设置和维护对应的床位数量

和床位属性。

24
床位等级管理 对全院的床位等级进行集中管理，根据当地医疗服务价

格管理规定维护不同等级床位的费用。

25
床位分配 除为患者分配床位外，还包括包房、加床等床位管理功

能。

26
床位调整 患者在治疗期间，医生可根据患者的病情发展等因素对

患者进行床位调整。

27

院前急

救服务

院前急救数据

与院内急诊信

息交互

院内门急诊部门可通过院前急救机构平台，实时共享院

前急救患者的基本信息、生命体征、评估表单、病情分

级、处置记录等数据。

28
急救车与医院

音视频对接

提供音视频功能，实现院内医生对急救车上的医护人员

开展远程急救处置指导。

29
急救车定位 通过与急救机构平台数据的实时共享，监控急救车辆的

实时情况。

30
院前处置知识

库

为急救车上的医护人员提供院前急救医学支持，并辅助

作出合理诊断，采取处置治疗措施。

31
急诊留

观管理

留观入出转登

记 进行患者基本信息的采集和入出转留观室的手续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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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留观床位管理 维护床位属性和收费项目。

33
留观病历书写 留观病历书写内容包括留观问诊、留观体格检查、留观

诊断、留观诊疗计划、留观诊疗过程记录。

34
留观护理病历 急诊留观室护士录入护理记录内容，其中包括：生命体

征、病情观察、护理措施等内容。

35

留观医嘱录

入、核对及执

行 留观医嘱开具，由急诊护士核对后申请执行。

36

门急诊

处方和

处置管

理

通用功能 所有处方处置录入和处理时显示患者支付方式、医保信

息、药物过敏等标志。

37
处方录入 支持药品处方录入，包括药品名称、剂型、规格、剂量、

使用频次等

38

检验申请 自动获取和显示检验项目字典信息，包括项目名称、取

材部位、标本材料、价格、医保费用类别等信息。录入

检验申请时自动获取患者的基本信息和临床诊疗信息，

包括历史检验结果、其他医疗卫生机构检验结果和报

告。支持检验申请加急、重复检验项目提醒、检验申请

执行状态查询、检验项目的参考知识、检验结果与报告

数据获取等。

39

检查申请 自动获取和显示检查项目字典信息，包括项目名称、检

查部位、价格、医保费用类别等信息。录入申请时自动

获取患者的基本信息和临床诊疗信息，包括历史检查结

果、其他医疗卫生机构检查结果和报告。支持申请检查

加急、重复检查项目提醒、检查申请执行状态查询、提

供检查项目的参考知识、检查报告和图像查阅等支持查

阅报告时，根据结果和患者诊断、生理指标、历史检查

结果对比等自动检查并给出提示。

40

手术、治疗申

请

自动获取和显示手术、治疗项目字典信息，包括项目名

称、价格、医保费用类别等信息。支持录入申请时自动

获取患者的基本信息和临床诊疗信息，包括历史手术记

录和治疗报告、其他医疗卫生机构手术记录和治疗报

告。支持申请加急、重复项目提示、申请执行状态查询、

项目的参考知识、报告查阅等。

41

处方处置模板 支持处方处置模板的创建、修改和删除。处方处置模板

的权限分类管理，包括公共模板、部门模板和个人模板。

可根据处方处置内容生成新模板。

42
处方审核 录入处方时对相关药品资料信息查询，并可对医嘱进行

药物过敏史、药物相互作用、 禁忌证、副作用等审查

来协助医生正确筛选药物和确定医嘱，并在发现问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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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提醒和纠正。

43

输血申请单 电子化的输血申请单流程管理，包括输血治疗知情同意

书、临床输血申请单、取血单、输血记录单和患者输血

不良反应单等表单的录入，记录和日志管理等。

44

处方和处置分

析

对所有的处方和处置的全流程关键节点数据进行采集

和分析，包括处方和处置的开立、审核、状态、结果等

数据。

45

住院医

嘱管理

医嘱录入 长期医嘱和临时医嘱的录入功能。包括检查、检验、处

方、治疗处置、卫生材料、手术、输血、护理、会诊、

转科、出院等。所有医嘱均提供备注，医生可以输入相

关注意事项。医生权限管理，如处方权、抗生素分级管

理、特殊药品(毒麻、精神类等)权限、手术权限等。合

理用药功能，如药品剂量、药品相互作用、配伍禁忌、

适应证等的自动提醒与检索功能。支持所有医嘱单和申

请单打印、续打、补打等功能。

46

医嘱核对 支持医护人员核对当前医嘱开立是否正确进行核对，核

对无误后提交护士，护士接收医嘱后再次对医嘱进行审

核确认。

47

医嘱作废 医生将根据患者病情情况进行医嘱的作废或停止操作，

在医嘱的执行栏上标记“作废”或“停止”并有医生签

名。医嘱作废或停止后，不能被执行。

48

医嘱执行 相关部门接收并查询患者相关的检查、检验、诊断、处

方、治疗处理、手术、输血、转科、出院等诊疗信息，

以及相关的费用信息，在医嘱有效的状态下对医嘱进行

执行操作。医嘱执行后，医生不能再对医嘱进行作废。

医嘱执行时自动计费。

49

医嘱模板管理 提供医院、部门、医生常用的长期医嘱和临时医嘱模板

和模板可视化管理、维护功能。提供编辑模板需要的临

床项目字典等医嘱辅助知识库。

50

医保政策提醒 医生在开立医嘱的过程中，支持对相关医嘱项目的医保

限制和自费项目的提醒功能，支持提醒后可继续开立医

嘱。

51

医嘱审核 护士对所有医嘱进行审核确认，根据确认后的医嘱生成

用药信息和医嘱执行单，记录医生姓名及时间。可根据

医院管理需求，设置已确认的医嘱不得更改。

52

电子申

请单管

理

申请单管理 对检验申请、检查申请、手术申请、治疗申请、病理申

请、输血申请、放疗申请、会诊申请、转院申请等，实

现智能开单、推送、接收、查询、反馈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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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功能包括：申请单录入、申请单与医嘱关键信息交

互、医嘱自动生成申请单、病史及疾病诊断信息调用、

申请项目智能组合、检查检验危急值推送与提醒、模板

管理、条码管理、打印等。

52

申请单录入 门诊、住院申请单录入，包括检验申请、检查申请、手

术申请、治疗申请、病理申请、输血申请、放疗申请、

会诊申请、转院申请、入院申请等申请单的开立、保存、

修改和删除等。支持常用项目快捷选择，支持注意事项

提醒，支持智能控制前置必做项目，支持申请单中必填

项目内容的提醒。

53
医嘱与申请单

的交互

根据医嘱信息按照申请单模板自动生成对应的申请单，

或根据申请单内容自动生成医嘱。

54
病史及疾病诊

断信息调用

根据预先设置的申请单模板，支持调用患者基本信息、

患者病史、疾病诊断、相关的历次报告等信息。

55

申请项目智能

组合

根据申请检验项目、标本类型及检验分组等信息，智能

组合并自动计算检验附加费；根据申请检查项目的执行

部门、部位等信息，智能组合并自动计算检查费用。

56

模板管理 提供检验申请、检查申请、手术申请、治疗申请、病理

申请、输血申请、放疗申请、会诊申 请、转院申请、

入院申请等常见申请单模板，提供各模板常用项目维护

管理。

57

条码管理 提供申请单条码管理功能，申请单保存时自动生成条

码，通过条码实现申请单和标本条码的管理，并实现申

请单的流转、状态与定位。

58
申请单查询 根据用户权限提供医生、护士、医技人员实时查看单个

申请单的流转、状态、执行反馈和收费等相关信息。

59

临床路

径管理

病种定义 定义需要执行临床路径的病种，支持指定病种适用的科

室、路径费用设置、路径审核、路径停用配置等。提供

根据标准住院天数的设置来设置病例的标准诊疗费用。

60

模版管理 常用模板的配置功能，如医嘱模板、护理模板、检

查模板、检验模板、手术模板等；支持模板按不同属性

分类，如按模板类型、病种、西医诊断、中医诊断、中

医证型等。

在设置临床路径时，支持调用临床路径内容模板，对模

板进行选择性引用，支持在模板引用后修改。模板类型

至少包括引用时间模板(如入院第一天所需完成的项目

和术后三天所需完成的项目)、引用临床业务模板(如医

嘱模板、护理模板、检查模板、检验模板等)、引用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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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类型模板(如护理人员模板等)。

61

路径内容定义 以时间为主轴对路径表单内容进行定义。针对不同病

种，制定不同临床路径。一个病种可制定多条治疗路径

和子路径。

设置每个路径日（阶段日）需完成治疗内容，路径内容

主要包括常规诊疗项目、检验项目、检查项目、药品、

手术项目、营养项目、护理项目、中医特色治疗项目等。

62

进入路径规则

管理

提供多种入径判断规则配置，如西医诊断名称匹配、中

医诊断名称匹配、中医证型名称匹配等；支持自动入径

和手动入径规则配置。

63

路径变异规则

管理

提供多种变异规则配置，包括完整性规则：路径中规定

必须限时完成的路径内容，如果未完成，必须填写变异

原因；依存性规则：某项内容的填写必须依赖于其他内

容的填写，如诊疗工作和医嘱项的某些关联项，必须同

时填写或者同时不填写。路径变异时输入变异原因。。

64
退出路径规则

管理

路径准出条件设置，如治愈、好转、未愈等情况；路径

异常退出，要提示输入退出原因。

65
路径改进 支持临床路径的实施过程和效果评价分析；根据评价分

析结果，对标准临床路径进行评价、修改、完善。

66

查询统计 面向医院管理层、临床科室管理者、临床路径执行者等

不同级别的查询功能。包括全院级、科室级使用的各个

临床路径的使用人次、变更人次、终止人次、完成人次、

执行率、治愈率、变异率、平均住院费用、平均住院天

数等指标的统计分析。

67

单病种控费系

统

单病种控费管理主要针对单病种疾病消费额度进行设

定和管理，将医生诊疗与单病种通过固定收费标准关联

起来，最大限度降低单病种医疗费用，提升医疗服务质

量。

（1）基础信息维护

可维护单病种名称、关联的 ICD10 诊断、付费限额

等。

（2）单病种登记

医师可进行单病种登记，选择患者选择其单病种类

别进行登记。

（3）单病种退出

如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发生疾病变异，则医师可以选

择退出单病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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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病种付费提醒

临床诊疗过程中，如患者费用超过单病种付费限

额，则实时提醒医师进行处理。

（5）临床诊疗过程智能提醒

当诊疗过程中同单病种治疗方案出现偏差，则实时

提醒医师进行处理。

（6）单病种费用审核

医师可对患者住院费用进行审核，对非单病种费用

记录进行标识，不纳入单病种付费范畴。

（7）单病种费用复核和结算

出院结算时实时提醒收款员当前患者为单病种付

费，要求进行费用复核；结算时，不论费用超出或不足，

均按单病种付费限额结算，非单病种费用另外结算打印

发票。

（8）统计报表

包括单病种质量管理统计表、单病种平均费用控制表等

68

非药品

医嘱执

行

实现检验、检查、治疗、手术等非药品医嘱进行审核、

执行打印等进行全过程闭环管理。具体功能包括：患者

身份确认、医嘱核对、标本管理、执行确认、执行结果

反馈等。

患者身份确认 打印患者信息条码作为患者的身份标识。护士进行治疗

护理时，扫描患者信息条码进行身份识别与确认。护士

端可查看患者基本信息，包括患者的住院号、姓名、性

别、年龄、入科时间、床号、临床部门、诊断情况、主

治医生、疾病状态、饮食情况、护理级别、费用等。通

过查看患者的入院评估单与护理记录单，可随时获得患

者的病情信息。

69
医嘱核对 护士在工作站、移动护理终端进行医嘱信息核对并执行

医嘱，对于存有异议的医嘱禁止执行。

70

标本管理 提供检验条码实现检验标本全流程管理。条码标识患者

检验标本和检验项目。扫描标本条码，识别患者身份信

息、标本信息(标本种类、采集时间、采集人)、检验项

目信息、标本配送、交接信息(配送人、配送时间、接

收人、接收地点、接收时间等)。

71
执行确认与结

果反馈

提供根据非药品医嘱生成患者的每天护理计划，通过扫

描条码，进行非药品医嘱的执行，录入医嘱的实际执行

时间和实际执行人等信息，护士长可随时查看全天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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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执行情况、各种护理行为的完成情况等信息，并将执

行结果反馈医嘱开立的医护人员。

72

药品

医嘱执

行

为保证用药安全，实现患者身份及药品的核对、使用针

剂、口服药、外用药等进行全过程管理。具体功能包括:

配药管理、标签管理、患者身份查对、药品查对、患者

呼叫管理等。

配药管理 按使用方式及种类对医嘱进行区分，将医嘱分为口服、

注射、输液、治疗、检验检查、其他等不同类型医嘱。

进行整合判定后配药，打印药品条码并贴签。

73

标签管理 药品的配药、发药、用药需要经过信息化的确认，每个

药品在从入库开始都生成唯一的标签，通过扫描药品标

签确认药品的正确性与患者医嘱是否匹配等。通过对药

品标签化，形成对药品的闭环管理。

74
患者身份查对 通过扫描药品条码与患者条码核对药品与患者的匹配

信息，信息核对一致后发放药品，保证用药安全。

75

药品查对 从药品入库开始，对药品进行标签化管理。在患者用药

环节，通过扫描药品标签与患者标签进行核对，最终形

成药品的全闭环管理。可以追踪药品在全院任何环节中

的使用情况。

76

患者呼叫管理 患者在药物使用过程中，发生不良反应以及症状，患者、

陪床人员及巡视人员可以通过呼叫设备对护士进行呼

叫。护士需立即与当值医生反映情况并及时处理。

77

门诊输

液管理

登记、双联条

码生成

登记护士扫描患者条码或刷卡实时获取患者基本信息，

处方信息及医嘱信息，自动生成双联条码(患者信息条

码及药品信息条码)。

78

皮试管理 提供患者皮试信息实时获取，对需要皮试处方和医嘱进

行提醒，对未做皮试患者进行提醒。录入皮试结果，并

根据皮试结果自动进入输液操作或处方和医嘱作废操

作。

79
数据核对 对配药、输液过程进行全流程查对管理。通过患者身份

条码与药物条码的核对，实现患者与药品准确配对。

80

输液执行 扫描输液袋标签，进行自动叫号，并将叫号信息显示到

输液室大屏，同时通过语音广播方式呼叫患者进行输

液。护士使用移动终端进行患者身份及药物的条码匹

配，实现准确的身份识别，并自动录入输液医嘱执行人

和执行时间。

81
查看剩余位置

和患者位置号
支持实时查看剩余位置，并分配患者到相应位置。扫描

条码调取患者姓名、出生年月、房间号、位置号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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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护士对输液位置进行安排和统计。

82

患者呼叫 患者根据自身的需要，通过呼叫单元向护士求助。提供

包括患者姓名、位置和所需要的服务（比如不适反应、

接瓶、拔针等服务)。

83
异常记录 在输液过程中出现异常情况，巡回护士通过护理端对患

者出现的不良反应进行记录，并中止该过程的输液。

84
生成护士工作

报表统计

护士实际扫描次数与数据库中核定数量药物的标准扫

描次数比对。

85

医嘱闭

环管理

医嘱闭环管理就是通过信息技术对整个医疗过程进行

实时监控和反馈，将医嘱管理模式从末端管理转变为过

程管理。通过移动终端对医嘱从下达、录入、转抄、核

对、领药、执行、确认执行结果的整个流程进行检测，

使得医嘱管理过程形成闭环。

医嘱闭环包括且不限于：药品医嘱闭环、检验医嘱闭环、

检查医嘱闭环、手术医嘱闭环、输血医嘱闭环、治疗医

嘱闭环、危机值闭环等。

药品医嘱闭环 用药的闭环医嘱主要涉及病房医生、病房护士与药

房药师之间的交互联动。

从医生下达药品的医嘱信息开始，在保存医嘱时对

用药合理性进行判断，判断条件有性别、年龄、过敏史、

病生理状态、诊断、检验异常值等，能对药品之间的配

伍禁忌和相互作用进行判断。

医嘱确认无误后，发送到护士站，护士执行医嘱校

对，申请药房摆药。

药房接收到临床的摆药单，对药单进行审核，系统

对其中的用药调用知识库进行合理性判断，对有问题的

处方进行提示，确认无误后完成配药并发送到临床。

护士工作站接收药品，对药品进行贴瓶签摆药等操

作，对输注的药品必须严格执行配药流程，由移动护理

工作站，辅助实现配药记录。

扫描患者的腕带和药品进行输注核对；不一致时，

移动 PDA 进行报警；如果是高危药品，输注时能进行提

示，注意滴速、输注时长等信息。

输注期间护士进行巡视登记，对有出现不良反应的

患者进行登记，以即时消息的方式通知临床医生进行相

应处置，药品输注完成后实现拔针操作。

医生站可以实时查看医嘱的执行状态，方便后续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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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

86

检验医嘱闭环 检验医嘱主要涉及病房医生、病房护士、送检人和

检验科室之间的交互联动。

医生下达检验医嘱，默认检验标本，系统通过检验

合理性知识库判断当前所下的医嘱是否合理。

护士校对医生发送的医嘱信息，根据检验的申请项

目打印标本的条码，贴在采集管上。

护士在患者床边进行标本采集时，通过移动护理

PDA 的扫描确认采集管与患者是否一致；不一致时系统

进行报警提示，减少医疗差错。

采集标本的过程中，对特殊的检验项目会对患者是

否空腹、是否用药进行判断，出现异常值时进行报警提

示。

护士对采集的标本进行打包处理，有护工或者相关

责任人登记接收标本，将其运送到检验科室。由检验科

室扫描接收并登记接收人和交接人。

检验科室对标本进行分组处理，扫描采血管上的条

码，进行标本的检验和报告登记；系统提供自动审核功

能，对不超出正常范围的数据进行自动判断，对异常值

需要人工审核的进行单独列出。

出现危急值时，系统通过医院信息平台将数据推送

到短信平台，以短信的方式通知相关责任人及时处理。

检验科室完成报告的审核后，医护站能实时查看患者的

报告状态，并根据患者的历史检验结果生成历史趋势图

和推荐疑似诊断，方便临床诊疗。

87

检查医嘱闭环 检查医嘱主要涉及病房医生、病房护士与检查科室

之间的交互联动。

医生站下达检查医嘱，系统通过检查知识库判断当

前医嘱是否合理，系统可查阅当前检查项目的注意事

项。

确认无误后生成电子申请单，并提示医生为患者进

行检查预约。医生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预

约时间；系统根据预约预制规则自动给与警示和提醒。

预约成功后，通过短信平台或护士打印导诊单给患

者，告知其检查时间、地点及注意事项。

检查科室接收患者后，进行检查登录，可以查阅患

者电子申请单、病历记录、医嘱用药、检查检验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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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检查科室完成检查操作，调用检查报告模板，完成

结构化检查报告，经由上级医生审核。

医护工作站可以实时查看检查的状态及报告状态。

报告审核完成，医护工作站接收到即时消息。可以在工

作站中根据患者姓名、住院号等信息检查查看患者的检

查报告。

检查报告中能结合患者的历史检查结果进行综合警示

提醒。

88

手术医嘱闭环 手术医嘱主要涉及病房医生、病房护士、手术室和

复苏室之间的交互联动。

医生下达手术医嘱，对患者的术前常规检查及对未

完成的工作进行提示。

根据手术医嘱，系统生成手术申请单，并对患者当

前存在的异常值和危急值进行警示；由临床医生结合实

际情况进行判断是否继续申请手术。

涉及重大手术和非预期再次手术的，提醒需要完成

重大手术申请审核和上级医师查房、进行术前讨论等内

容。

手术经过各层级审核后，发送到手术排台系统进行

排台工作。

手术室护士完成排台工作后，将排台信息发送到医

护工作站，各角色进行患者的术前准备工作。

手术日，手术室去科室接手术患者，采用机读方式

确认接收人员的一致性；手术患者运送到手术室，手术

室进行接收登记，并记录患者所带物品等信息。

手术麻醉系统中记录患者手术开始、麻醉开始、手

术结束、麻醉结束、复苏时间等信息。

手术结束后患者送到复苏室，工作人员完成相关的

记录，患者苏醒后由护工送回科室。

手术后，系统提示医生要在 48 小时内完成手术记

录等内容。

护士对术后患者进行监控，如果出现异常数据，以消息

方式提醒医生进行相应处置，护士进行护理记录。

89
输血医嘱闭环 输血医嘱主要涉及病房医生、病房护士、输血科之

间的交互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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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根据患者诊断或者检验结果提示的输血适应

症，进行新开输血医嘱操作。

输血系统提供严格的流程控制服务，首先必须完成

输血的知情同意书，对患者进行输血前的评估，系统提

供知识库判断，申请的血液制品的类型是否正确。

如果患者当次输血量或者 24 小时内的输血量超过

8u，需要进行三级审批；只有审核通过后，才能发送输

血的申请医嘱。

输血申请发送到护士站进行校对，护士打印标本条

码，使用 PDA 进行标本采集，将标本配送到输血科进行

交叉配血操作。根据交叉配血的结果进行配血出库。

护士站接收到输血科的配血完成通知，到输血科进

行领血，由双人进行血液的出库操作，PDA 记录出库人

和接收人。

血液运送到护士站，护士进行接收和再次确认工

作，都必须是双人核对。确认无误后扫描患者腕带和血

袋进行核对，确保用血的安全；核对无误后，进行输血

执行。

输血过程中，护士进行不同时间段的巡视。患者出

现不良反应时，使用移动护理进行登记，并将不良反应

的信息以即时消息的方式通知医师和输血科。医师进行

临床的处置，输血科对不良反应进行追踪。

PDA 执行的所有输血记录会同步到护士站的护理

记录中，保持患者护理记录的完整性。

最后对输血进行结束操作，将空血袋进行回收和销毁。

90

治疗医嘱闭环 治疗医嘱主要涉及门诊医生、病房医生、病房护士、

治疗科室的交互联动。

医师下达治疗医嘱，知识库结合患者的诊断等信息

进行治疗方案的推荐，医师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并完

成患者的治疗申请单。

护士对医师的医嘱进行校对，对需要多次治疗的项

目进行预约登记；系统根据执行的频率自动生成治疗时

间列表，护士对患者的每次治疗进行记录。

治疗系统中能实时调阅患者的病历，进行有针对性

的治疗。

治疗系统的记录能实时反馈到医生站，供医生进行

查看，并作为下一次治疗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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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结束后，由医生书写治疗记录小结，实现整个治疗

过程的闭环管理。

91

消毒供应室闭

环

消毒供应室闭环主要涉及外科医生、护士、病房护

士、消毒供应室的交互联动。

外科医生根据隔日所进行手术或急诊手术需要使

用特殊手术器械及外来手术器械包的情况，在提交手术

申请单的同时提交手术器械申请需求，消毒供应中心及

手术室可查询确认该台手术所需准备的特殊手术器械

及外来手术器械包。

手术室器械准备护士进入手术器械排台界面，标注

手术所需器械包、布类包，包括常规高压器械、低温消

毒器械、特殊器械，其器械准备模板内容由手术室提供，

支持修改维护功能。

汇总当日手术器械清单及特殊器械准备单，并形成

报表，消毒供应中心及手术间内可查询，并支持多筛选

查询。

外来器械电子系统申请、接收、消毒供应、发放查询：

外科医生根据隔日所进行手术或急诊手术需要使用特

殊手术器械及外来手术器械包的情况，在提交手术申请

单的同时提交手术器械申请需求，消毒供应中心及手术

室可查询确认该台手术所需准备的特殊手术器械及外

来手术器械包。

92

母乳喂养闭环 母乳闭环主要涉及病房医生、病房护士、新生儿科

之间的交互联动。

新生儿科通过信息化手段将母乳喂养纳入管理，形成全

条码化的喂养闭环管理。医生下母乳喂养医嘱后，护士

站确认打印出“母乳喂养”条码，贴在家属送来的母乳

袋上，需要给新生儿喂奶时，打印出执行标签贴在注射

器上，用注射器取奶、加热后，用 PDA 扫描执行标签和

新生儿腕带进行核对执行喂养。如果是冷冻的母乳，需

要先解冻，解冻后需要更新母乳标签，再打印执行标签

后喂养。

93

危急值闭环 可在实验室检查、放射检查、核医学检查、超声波

操作、磁共振成像、病理检查、心脏诊断及床边诊断检

查的各信息系统中设定危急值相关项目与标准。

检查、检验结果达到或超过“危急值”界限时，提

醒技师进行危急值复核；经复核确认为危急值后，即刻

审核发布；如复核可能有样本、试剂、操作等影响因素

时，可取消危急值提醒，但需即刻通知临床科室重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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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送检或检查。

通过短信、系统消息、电话等多种方式把患者病案

号、姓名、科室、危急值结果等信息通知申请医生。

提供语音或醒目的文字提示。

医生在接受到危急值通知后，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做

出对患者处置的诊疗意见，进行危急值处理登记，结束

危急值通知；如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危急值处置反馈，则

逐级把消息通知发送给上级医生、科主任、主管院长等，

直至完成危急值处理登记；如医生复查认为危急值报告

结果不当，可通知医技科室工作人员取消危急值报告。

自动生成危急值登记本，以便管理部门抽查监督。

（注：具体响应时间可根据医院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94

药房及

静配管

理系统

药事管理 实现药师深入临床科室进行药师查房与会诊，对药

物使用进行咨询、指导与监测，提供个体化给药方案，

开展处方审核点评、用药评价。

具体功能包括：用药咨询、处方审核点评、用药安

全宣教、药师查房、信息浏览(病历病史信息、疾病诊

断信息、医嘱信息、用药信息、过敏信息、检查检验信

息等)、药师会诊、药学监护评估、药历管理、药师数

字身份认证等。

用药咨询

药师根据所掌握的药理学、药效学、药品不良反应

等专业药学知识和药品安全信息，为患者及医务人员提

供药物治疗和合理用药相关咨询服务。

处方审核点评

药师根据相关法规、技术规范，对处方书写的规范

性、药物临床使用的适宜性(包括用药适应症、药物选

择、给药途径、药物相互作用、配伍禁忌等)，进行评

价，发现存在或潜在的问题，制定并实施干预和改进措

施，促进药物合理应用。

用药安全宣教

药师根据所掌握的安全用药知识，为患者和医务人

员普及安全用药知识，开展用药安全宣教，增强安全用

药意识。

药师查房

查房药师通过调阅参与查房所在病区患者的近期

病历，了解患者疾病诊断和用药状况以及临床检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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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等相关信息，协助医师合理选用药品；对危重患者用

药进行监护，对临床用药提出评价，对个体化给药的患

者进行监测，对可能的药物不良反应或相互作用进行讨

论。

信息浏览

药师通过统一的医院平台或各子系统可浏览患者

病历病史信息、疾病诊断信息、医嘱信息、用药信息、

过敏信息、检查检验信息等，便于药师为患者提供专业

有效的药事服务。

药师会诊

药师参与多学科医务人员针对疑难病例诊治的会

诊，分析解决临床治疗过程中治疗药物的选择、药物治

疗的安全性等相关问题，分析制订特定患者的个体化药

物治疗方案和药物治疗监护问题，分析解决危重症患者

的急救问题等。

药学监护评估

在开展药学监护的各项活动中，全面、系统地记录

各种药物相互之间的作用情况和患者的身体状况，对处

于药学监护的患者管理，制订监护计划、监测医嘱合理

性、监测病情变化、评估各种药物的作用。

药历管理

药师为患者提供药学服务过程中，建立患者用药档案，

主要包括患者的主诉信息、基本情况、病历摘要、用药

记录、用药建议与评价等信息；药师通过查询患者药历，

为患者提供连续、规范、有效的药事服务。

95

门诊发药管理 实现各药房、自动包药机、自动发药机的发药流程

管理以及退药等功能管理，支持与自动发药机进行对

接，确保用药安全，实现药品的可追溯。具体功能包括：

门诊处方审核、门诊药房配发药、门诊退药处理等。

1）门诊处方审核

全面展示待审核的处方信息，同时提示患者的基本

体征信息、过敏史、诊断、肝肾功能以及其他个体化信

息，药师在审核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可调取患者的病

历、检查检验结果等数据，审核维度覆盖患者个体化(如

体重、年龄、性别、肝肾功能、过敏史等方面)、药物

相互作用、用药剂量、用药禁忌等，并可实时与开药医

生进行交流。

2）门诊药房配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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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自动打印药品调配清单，由药师按调配单取药

后系统进行调配确认，通过发药机或者人工完成药品调

配工作。

处方调配完成后，门诊发药系统接收到处方信息，

通过刷卡或人工选择等方式确定发药的患者与对应的

处方，系统进行发药确认，同时扣减库存，按需要打印

用药嘱托给患者。

3）门诊退药处理

门诊退药申请由医生发起，患者将药物退还药房系

统确认退药，并传送退药信息到收费部门进行退费。

96

住院发药管理 住院发药管理

实现各药房、自动包药机、自动发药机的发药流程

管理以及退药等功能管理，支持与自动发药机进行对

接，确保用药安全，实现药品的可追溯。具体功能包括：

住院发药审核、住院药房配发药、住院退药处理等。

1）住院发药审核

根据医嘱进行住院发药审核。长期类医嘱只需在开

立后审核一次，全面展示审核的医嘱信息，同时需要提

示患者的基本体征信息、过敏史、诊断、肝肾功能以及

其他个体化信息，药师在审核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可调

取患者的病历、检查检验结果等数据，审核维度覆盖患

者个体体征(如体重、年龄、性别、肝肾功能、过敏史

等方面)、药物相互作用、用药剂量、用药禁忌等，并

可实时与开药医生进行交流。

2）住院药房调剂

口服单剂量摆药。打印摆药单，根据医嘱的用药频

次将同一个患者单次的口服药 进行包装，包装袋上打

印单剂量条码，然后按单据、病区等条件进行发药确认，

系统扣减库存。

批量摆药。打印摆药单，对摆药单中的药物按品规

进行汇总后摆药，调剂完成后进行发药确认，系统扣减

库存。

3）住院退药处理

住院退药申请由医生发起，或根据医嘱的停止由系统自

动判断生成退药申请，护士复核退药单，将药物送还药

房，药房系统进行确认，退药完成。

97 静脉药物配置
对静配中心实行全信息化的集中管理，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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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管理 医院医疗服务质量。

1）静配中心医嘱执行批次管理

为保证患者能够及时快速用药，合理临床用药时

间，在“以病人为中心”的管理理念下，静配中心设置

自动批次系统，确保有静脉用药的病人，人人有第 1

批，同时考虑到了连续输液的不间断、不积压，合理安

排。

2）静配追溯管理

采用二维码技术，每张处方均设有唯一二维码，从

审方、排药、冲配、空瓶核对、运送、输注等环节层层

自动审核确认，通过软件扫描处理可监控追溯至该处方

的每一操作环节以及操作人员，做到数字化实时监控。

3）药品配送管理

在药品接收时，护士通过扫描条码进行审核。当扫

描到其他科室的药品时，系统在串科记录中会添加一条

其他科室的药品信息，并发音提示。串科药品的所属科

室也可通过系统查询出药品当前所在的科室，并通知工

人转送，从而避免药品的丢失。

4）动态排台管理

管理者在线便可以了解员工的在岗、工作、纪律情

况和请休假情况，并对员工的工作情况以及静脉药物配

置、运送、使用情况能够实时掌握；员工还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安排班次调换、确认，体现管理过程中的人性化。

5）工人追溯考核

可查询送药人、出发时间、护士接收药品的接收时

间，进而统计出工人送药过程的用时及药品存放护士站

的用时，为工人的绩效考核提供科学依据，提供工人的

积极性，同时对静配成品药的物流进行监管及追溯。

6）配置成品效期管理

根据药品有效成分稳定性设置效期管理，对于配置

后存储效期比较短的药品系统自动提示，静配中心启动

应急运送管理机制，并通知临床及时应用，保证患者用

药安全性。

7）设备智能在线监控

设备智能在线监控可以对设备利用率情况、设备运

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做到随时了解设备使用情况及运

行状况，便于领导决策及设备故障提前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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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环境监控

环境监控可以对药品储存环境温湿度、洁净区环境

进行实时监控，做到随时了解药品储存条件、药品配置

环境条件。确保药品存储的安全性，保证患者用药的安

全。

9）静配药库管理

基于条码和自动识别技术对静配中心的药品仓库

进行信息化管理，有效监督仓库进出流程，实现批次管

理、快速出入库和动态盘点。

系统采用货位管理，设置最低库存量报警，自动盘点差

错，自动提醒管理人员及时补充药品，同时对用药量小

的药物进行醒目特殊提示，提示管理者合理计划调拨药

品，既保证临床用药，又可以使药品不至于用药量小而

导致积压浪费。提供多种报表，给管理及财务提供决策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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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库房管理 实现医院各级药库、药房的药品进销存管理，可接

收院外药品供应链信息，提供完整的药品账务管理，通

过药品标识码，实现药品批次追溯功能。

药库管理系统包含药品采购入库、药品出库、药品

盘点、药品帐页查询等功能，具体要求如下：

1、可扩展到多个药库库存单元（中、西、成）。

2、支持根据药品上月耗量或库存限量自动生成采

购计划；支持采购计划的多级审核；支持采购单的发送

及到货确认功能；支持采购单转成入库单；

3、支持药品的采购入库、退药入库、盘盈入库、

赠送入库、调拨入库、领用出库、报损出库、退货出库、

盘亏出库、调拨出库等多种出入库类别，且可根据要求

增删。可自动接收科室领药单，并转化为出库单；

4、在录入出入库单药品信息时，可自动获取药品

名称、规格、批号、发票号、进货价、零售价、生产厂

家、供货商、包装单位、发药单位等药品信息，以及医

疗保险信息中的医疗保险类别、处方药标志、中标标志

等并可随时生成各种药品的入库明细、出库明细、盘点

明细、调价明细、调拨明细、报损明细、退药明细以及

上面各项的汇总数据，且提供打印功能；

5、药品零售价格可根据院方公式自动计算；

6、支持汇款凭证根据供应商的采购入库单自动汇

总统计及打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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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提供药品库存的日结、月结、年结功能，并能

校对帐目及库存的平衡关系；

8、可追踪各个药品的明细流水帐，可随时查验任

一品种的库存变化入、出、存明细信息。提供药品的核

算功能，可统计分析各药房的消耗、库存；

9、提供药品字典库维护功能（如品种、价格、单

位、计量、特殊标志等），支持一药多名操作，判断识

别，实现统一规范药品名称；

10、提供药品的有效期管理、可自动报警和统计过

期药品的品种数和金额，并有库存量，全院库存分布提

示功能；

11、对毒麻药品、精神药品的种类、贵重药品、院

内制剂、进口药品、自费药等均有特定的判断识别处理；

12、 支持药品批次管理；要求可根据参数设置

药品“先入先出”或“效期先出”原则；

13、可根据物价部门的现行调价文件实现全院统一

调价，提供自动调价确认和手动调价确认两种方式；并

可记录调价的明细、时间及调价原因，记录调价的盈亏

等信息，传送到药品会计和财务会计；

14、统计查询：支持以上所有工作相关统计、查询

和打印功能；

15、支持批次管理功能，且效期和批号可修改；

16、具有药品停用和缺药的标识；

17、支持按按批次、批号或有效期出库的规则；

18、提供根据药品库存的上下限、同期或临近期间

消耗量等多种方法生成药品采购计划的参考量的功能；

19、支持药品通用名、商品名、别名管理功能；

20、支持药品换包装功能；

21、药库操作人员按角色进行管理，如入库、出库、

审核角色功能各不相同；

22、能够实现条码化管理；

23、提供药品效期、库存的自动报警。

24、支持条形码、二维码、 RFID 等 3 种药物识

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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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福建省儿童医院电子病历（EMR）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

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一） 门诊急诊电子病历

门急诊电子病历是在门、急诊医疗活动中，医护

人员通过问诊、查体、辅助检查、诊断、治疗等医疗

活动获得有关资料，并进行归纳、分析、整理形成的

医疗活动记录。

门诊电子病历系统按照《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要

求，确保病历书写及时、完整、规范。可以集成到医

疗机构的门诊医生站系统中，采用结构化结合自由文

本的录入模式。

主要内容有：

1.门、急诊电子病历主要包括初诊电子病历、复

诊电子病历、急诊电子病历、电子传染病报告、电子

出生证明和电子死亡医学证明等。

2.门、急诊病历首页内容包括患者姓名、性别、

出生年月日、民族、婚姻状况、职业、工作单位、住

址、药物过敏史等项目。

3.病历记录书写内容包括初诊标识、就诊时间、

科别、主诉、现病史、既往史，阳性体征、必要的阴

性体征、辅助检查结果、诊断及治疗意见和医师签名

等。

4.提供所见即所得的医疗记录编辑功能。

1
电子病历书

写

系统支持设置全院级病历模板，也可根据不同科

室、个人设置专科病历模板，对病历的所有编辑支持

所见即所得的痕迹保留技术，支持病历的自动质控提

醒。

医生通过门急诊电子病历模块能够快速的完成电

子病历的录入，系统通过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相结

合的方式，通过病历模板、医疗片段等提升医生对病

人的门诊电子病历的录入效率。

2
结构化模板

应用

能够通过病人的症状描述登记智能给予相关病种

病历模板推荐，并基于智能知识库，结合结构化病历

信息（病人症状、检查检验结果等信息）推荐临床诊

断和临床诊疗并自动生成电子病历，大大减轻医生的

病历书写工作。

3 多文本编辑
可在病历记录中嵌入图片、表格、多媒体数据并

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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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字符辅助工

具

可输入常用字符、特殊字符。

5
常用术语词

库辅助工具

术语词库包括症状名称、体征名称、疾病名称、

药物名称、手术名称、操作名称等。

6
自动保存功

能

在病历记录录入编辑过程中自动保存编辑内容，

并在系统出现异常中断的情况下恢复正在编辑文档。

7 传染病上报
提供电子传染病报告填写和上报的功能；根据患

者诊断自动触发上报录入界面。

8
死亡医学证

明上报

提供电子死亡医学证明填写和上报功能，也提供

疾病证明等其他证明材料。

9
病历记录双

签名功能

由实习医师、试用期医务人员代理书写病历时，

应当经过本医疗机构注册的医生审阅、修改，并保留

书写者与审阅者的双签名。

10
诊断编码管

理

疾病诊断采用 ICD 疾病分类编码作字典，可对疾

病诊断补充说明。医院可自定义诊断，对应到 ICD 疾

病分类编码。

11

门、急诊处

方和处置记

录

自动从门诊医生工作站中获取加载至病历中，不

需重复录入。

12
就诊信息

引用

可从患者本机构及跨机构的诊病记录中引用相关

信息，包含个人身份识别的基本信息、急诊预检信息、

检查检验信息、处方处置信息、既往病历信息、疾病

知识库相关知识文本等。

可在既往史中引用患者既往门诊诊疗有关信息，

应当至少包括就诊日期、就诊科室、诊断等。

13
复诊续写功

能

针对复诊患者，可选择初诊病历进行复诊续写；

自动引用初诊病历的主诉、现病史、既往史和体格检

查等信息。

14
复制权限设

置

病历指定内容中可复制、粘贴患者既往病历相同

信息；禁止复制、张贴非患者本人信息。

14 门诊预问诊

支持患者挂号后，医生接诊前，通过智能引导式

问诊，帮助医生规范、全面的采集患者的症状、体征、

病史等信息，从而实现诊疗流程的优化和配置。

15 知识库引用
在病历记录中可插入来自于系统内部或外部的疾

病知识资料库相关知识文本。

16 智能书写 要求提供智能书写引擎，利用了大数据和 AI 技术，具

有自学习的能力，通过不断的自学习，使推荐精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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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高，即使是专业生僻的医疗词汇也能高效的录入。

能够自学习医生所书写的内容，根据输入上下文环境，

及输入频次，智能的预测下一步需要输入的词汇或语

句，医生确认预测语句无误后自动补全剩下的词汇或

语句。

17 智能推荐

基于用户行为数据分析决策进化的智慧引擎，帮助产

品越用越懂用户，在医生录入医嘱场景下，可智能根

据用户习惯预测将要开具的药品，减少用户输入成本，

提高整体诊疗效率；在数据加载流程，可根据业务流

程预载相应数据，提升系统运行速度。

18 临床仪表盘

患者仪表盘实现基于患者的疾病情况，将医生最关注

的患者临床指标直观地展现，比如肾病患者，医生通

常关注尿素氮、肌肝等指标，以往医生通常需要在检

验报告中从翻阅才能找到相关检验结果，无法第一时

间直观地查看。而患者临床仪表的主要功能，就是将

某病种医生所关注的指标，通过可视化的定制，直观、

清晰地展示给临床医生。能同时兼容 PC 端与移动端，

为疾病诊治提供精准化的仪表盘指标。

19 患者标识

患者标识，即在临床活动中关于患者的相关关键

指标，如特殊生命体征，特殊治疗手段等，医护人员

需要重点关注患者的关键指标。传统的信息处理技术

效率低下，无法直观、及时地呈现相关信息。基于大

数据流处理技术，实现了对患者临床信息的实时预处

理，在数据的流转过程中，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大

大提高患者标识的处理效率，实现了快速、精准地为

医护人员提供患者的临床信息，以提高工作效率及保

障医疗质量。

20 病历编辑器

病历编辑器支持痕迹、批注、上下标等文本处理功能，

支持续打，拉线打印、选择打印等多样化打印功能，

以及方便的多病历合并浏览。同时内置多种医学表达

式以及医学图片实时编辑插入等功能。

21 自动检测

在病历书写过程中，对病历的完整性、规范性、

合理性进行自动检查和提醒。

22 质量评分

结合预先设置的门诊病历质控规则，自动生成病

历质量评分和质量报告。针对结构化病历记录项目进

行内容合理性检查与提示。

23 自动提醒 针对有传染病史、过敏史等患者及疾病诊断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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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病的患者，自动给与提醒和警示。

24 病历打印
提供门诊电子病历诊间打印、集中打印、自助打

印功能。

25 病历导出
支持门诊电子病历导出功能，可导出成 Word、PDF、

XML 格式。

（二） 住院医生病历系统

按照卫生部及地方卫生主管部门《病历书写规范》的

要求，提供完整及规范的电子病历系统，覆盖本院各

种医学文档的内容。用于协助医务人员方便快速地处

理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字、符号、图表、影像

等资料。主要包括：住院病案首页、首次病程、病程

记录、出院小结、住院记录、体温单、医嘱单、化验

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麻醉记录单、

手术以及手术护理记录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出

院记录（或死亡记录）、病程记录（含抢救记录）、

疑难病例讨论记录、会诊意见、上级医生查房记录、

死亡病例讨论记录等。

1 病人管理

医生可以针对我的病人、科室病人、出院病人、

随访病人、护理迁入病人和定位病人进行病人管理。

界面内病人显示病人基本信息，包括床号、姓名、

病案号、入院时间等显示，并按照床号顺序排序。该

病人基本信息可以通过参数配置进行自定义配置显

示。

可查看和修改所选择病人或选择病历的属性，医

生可查看病人、病历属性，如果病人属性错误，可重

新同步病人的基本信息。

如果是病人是我的病人可以把病人添加到我的病人列

表下，自动创建病历也会自动添加病人。

2 病历管理

电子病历系统模板要求编辑简单，样式展现丰富，完

全满足病历表现复杂的特性。同时通过电子病历模板

编辑器可以灵活定制结构化模板，根据卫生部标准数

据元和数据组进行定义维护，配置灵活简单。

3 借阅病历

出院的病人未提交的医生站都可以查看病历，提

交到病案系统的医生都无法查看病历，如果医生想参

考之前病人病历可通过借阅病历进行借阅历史病历。

如果医生需要参考其他病人的病历，可以申请借阅病

历。打开病历借阅申请窗口，查看病历借阅申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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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经提交的病历进行借阅。

4 回退病历

越来越多的医院都要求病人出院后 7 天提交到病

案室，但是总会出现病历不完善或者不完整的情况，

医院就要求把提交的病历回退到医生站重新完善病

历。

医生工作站方便医生与病案室的交互信息，当已提交

的病人病历出现问题时，医师可以申请病历回退进行

修改，但只能回退当前科室病历、或者有写过病历的

病人，其他科室的不可回退。

5
病历文本编

辑

对于非结构化病历，新建病历后，可直接对病历

进行书写编辑、以复制同份病人病历的数据进行粘贴、

撤销、重做操作。并可在病历内容中插入字典、图片、

自定义短语、特殊符号、日期时间等，书写完成后点

击保存按钮，病历书写完成。

主要功能如下：

1）插入字典：定位好病历位置后，点击插入字典，

选择需要的字典项内容，确定后直接显示到病历上。

2）复制到文档：可以通过片段或者病历上的其他

内容，复制到病历上，可以进行修改、重做、撤销等

操作快速完成病历。

3）插入自定义短语：事先定义好自定义短语后，

可在病历上进行插入自定义短语、自动域内容快速获

取病人数据，以达到快速书写病历。

4）插入特殊符号：病历书写的时候经常有一些符

号不好打，又不知道在哪里，只能是通过快速插入特

殊符号完成书写病历。

5）插入日期时间：病历书写的时经常要书写时间，

可预先设置好格式后书写病历时直接插入需要的日期

格式即可，以达到快速书写病历。

6）图片插入：同时病历上还支持多媒体图片的插入，

达到完善病历的描述，并可对图片进行编辑标记图片

记录。

6
病历结构化

编辑

对于结构化病历，病历中所有的结构化数据都可

以作为自动域数据供其它病历直接引用，通过特殊标

识完成内容节点的定位，通过特殊控制完成内容节点

的编辑。

如果在模板编辑器中设置数据元关联字典，右键

即可弹出相应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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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非只读数据元节点都是未确认节点，都

需要用户进行确认，确认后节点标签由橙色变为蓝色，

在病历保存时系统自动检索未确认标签，提醒用户，

该处需要确认，避免病历内容质量问题。

7 审核签名

审核签名功能用于保证病历书写的专业性，

下级医生书写病人，可以提交上级医生审核签名。上

级医生审核签名后，为保证病历的正确性，该病历不

能进行修改。

签名包括本人签名、上级签名、提交审签等菜单进行

病历的签名。签名后系统自动显示签名的内容。

8
病历浏览打

印

医生可以对病人病历进行浏览，当需要打印时，可以

进行病历打印。病历打印支持重打、套打、续打、隔

页打印等功能，且保留详细的打印日志，医生可以根

据需要打印文档的任意部分所有的打印提供详尽的打

印日志，支持自由定制打印格式功能及打印预览功能。

显示方式同时支持直接打印，书写样式和打印样式一

致。

9 会诊管理

由 2 个以上不同专科的有一定资历的医生共同诊

断疑难病症，对会诊进行管理。要对某个病人进行会

诊：

1）先写会诊单

2）会诊请求单病历，填写病史、会诊目的，在特

请出任意键弹出字典，可自定义选择要特请医生的科

室和医师进行会诊。

3）被邀请会诊的科室或者医生，在会诊界面显示未应

答会诊病人，在欢迎界面“今日待办事项”中也有显

示，可查看需要会诊的病人。

10 报卡管理

为保障传染病和死亡病例网络直报系统与医院信

息系统的成功连接，提高报告及时率，改进报告质量，

提升工作效率，系统新增了报卡管理功能，分为传染

病上报和死亡上报。

在诊断录入界面、菜单的传染病报告，病人列表中传

染病报告都可以进行传染病上报。如果该病人在治疗

过程总死亡，点死亡上报菜单可以进行死亡上报。

11 时间轴

时间轴主要展现病人的病情及病历书写情况，查

看病人时间轴曲线内容，可以显示一周的病人情况，

包括体温信息和病历书写情况，可以查看体温信息和

书写病历的具体病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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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危急值

危急值管理主要基于电子病历系统和检验检查系

统的升级改造，检查发现危急值时及时提醒临床医生，

质控管理部门可以去管理跟进危急值患者诊疗情况。

13
临床知识

库

临床知识库是实现医院信息化共享的必要途径，

知识库是面向全员临床医生,以疾病诊疗为核心，遵循

医生诊断和治疗疾病的客观过程，为医生提供诊疗数

据支持，便于医生进行技术共享和技术交流。

14 片段管理

片断管理是医生对常用病历片段进行维护的功

能，主要用于医生书写病历时快速便捷的使用已经编

辑过的文本内容。

主要功能如下：

1）片段的增删改：新建片断类别、新建个人片断、

删除片断、导入片断、导出片断；

2）使用片段：复制片段可以将复制到系统剪贴板；

复制到文档可以将片段复制到病历已经定位到的地

方；

3）片断排序：对已经存在的片段进行排序，将常用的

是放置上面。

15 自动域

自动域是自动获取数据的一项功能，在书写病历

时，为了方便医生书写病历，对于一些固定的信息，

使用自动域来获取，能方便快速的完成对病历的书写。

主要功能如下：

1）获取病人的基本信息：程序自动能从表里面获

取病人的基本信息与住院信息，无需进行配置。

2）获取病历上的内容：通过病历上配置的属性，

可以在同一个病人的病历上进行内容获取。

3）获取第三方的信息：通过语句的书写配置，能获取

到第三方的信息。

16
自定义短

语

自定义短语包括用户短语、科室短语、全院短语，

是医生书写病历的时候通过快捷键引用到病历上，方

便医生书写病历的内容。

主要功能如下：

1）维护自定义短语：包括自定义短语的插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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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删除；

2）使用自定义短语：在书写病历的过程中通过 ctrl+l

快捷键的形式引用短语到病历上。

17 系统字典

字典指的是在模板编辑器上添加的字典，用于结

构化电子病历使用的，包括用户、科室、icd、手术字

典等信息。

主要功能如下：

1）字典的维护：病历书写使用到的选择字段在模

版编辑器可进行增删改查的维护；

2）字典的同步：当然维护好字段后，需要对工具

-选项里对字典进行同步才能使用；

3）字典的引用：在书写病历时，对于结构化的信息节

点，可以通过快捷功能来引用。

18 系统工具

系统工具包括切换用户、锁定工作站、修改用户密码、

发送消息、升级客户端、打开欢迎界面、用于同步字

典、切换用户、修改密码、锁定医生站、关于电子病

历版本介绍，系统提示与消息盒子等功能。

19 系统消息

用于查看普通消息、病历整改消息，处方点评消

息、历史检验危急值消息、纸质病历归还消息、电子

病历系统消息、会诊病人消息、病案质控等消息。

主要功能如下：

1）消息发送：通过消息发送按钮可以实现用户之

间的发送消息；

2）消息提示：当消息发送过来后，客户端右下角

会弹出消息提示，消息会记录到消息盒子上，可以通

过时间去检索历史消息。

3）消息查看：通过消息盒子，可以查看到历史的消息

记录。

20
既往史管

理

自动记录病人书写过的既往疾病诊断、手术史、

用药史、门诊诊疗史、药物过敏史、药物不良反应史

等信息，医生可以通过既往史管理查看以前书写过的

病历信息，并且可以在既往史管理界面进行添加，删

除，与查看。

主要功能如下：

1）既往史管理查看：通过患者既往史诊断信息管

理界面对该病人的历史病历信息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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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既往史增删查：通过患者既往史诊断信息管理界面

对该病人的既往史进行删除与添加。

21 内容质控

内容质控是指病历通过脚本的方式对内容进行控

制规范病历的完整性，控制的内容会在保存的时候进

行判断提示，并且可以设置书写不规范是否能保存与

是否能够打印与提交病案室。

22 科室质控

由科室质控员选择性的对本科室医生书写的病历进行

质控评分，反馈给医生让医生进行修改，最后成汇总

表。

23
病历保密

功能

用户可以对病人的病历进行保密，保密后该病人

的病历只有本人能查看，其他人无法看到该病人。

智能数据检

索

基于大数据全文检索技术，对病历内容分词索引，实

现病历关键字的快速匹配查询，支持多种复合条件关

联查询，提升医生临床、科研工作效率。

病历离线恢

复

在突然断网、关机等异常情况下病历无法及时保存，

通过特殊技术处理，在能正常使用时，再次打开可恢

复之前未及时保存的病历内容。节省再次病历书写的

时间，使病历保持连续性、完整性。

医护共写病

历

特殊需医生护士共同完成的病历，通过模板控制，由

医护共同书写，权限书写上下级独立，书写修改痕迹

独立等。解决了医护人员对于病历书写权限无法独立

控制的状况。使整体病历更具灵活性、专业性及适应

性。

（三） 护理记录

1

护理记录自

动生成以及

录入

护士根据护理规范，编辑维护护理记录模板，如

体温单、血尿糖观察记录单、血压脉搏观察记录单等，

实现结构化录入。支持各类专科的特殊表单录入功能，

并支持表单的自定义。在录入的同时实现患者检索功

能，并能补充患者相关信息，能插入图形图像，并对

图形图像作标注，实现病历内容图文混编。

护理记录批量录入。批量录入患者生命体征信息，

按时间批量录入患者体温、脉搏、呼吸、血压、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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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等。

护理记录自动生成。根据体温单自动生成护理记

录单，并根据护理记录单自动生成体温单，具有自动

生成体温、血压等曲线图的功能，并能用颜色区别。

患者基本信息或诊断自动提取生成等。

2 信息引用

从相关系统获取患者基本信息、患者诊断、入院

情况等信息，并支持补充和修改。护士可根据病情描

述需要，自主选择检查、检验报告数据，并将数据插

入到记录中任意位置中。插入的元素包括文本报告和

图形图像。

常用医学术语引用。通过辅助输入及智能联想书

写方式，使用输入追踪的方式将医学术语快速地引用

到护理记录。支持结构化术语、医学术语的个性化设

置和维护。

医疗知识库引用。将预先定义好的诊断知识库、医疗

知识库、中医知识库以及专用的护理知识库等内容通

过快速定位、输入追踪等方式插入到护理记录中。根

据患者情况引用知识库的内容为护士录入提供临床决

策支持，支持结构化术语、医学术语的个性化设置和

维护。

3 输入项验证
在护理记录录入时，根据预先定义好的验证规则，对

患者体征(体温、血压、呼吸)、诊断等进行验证。

4
消息智能提

醒

对于护理记录必须书写的项目，但未进行录入或

操作的自动提醒。针对危急值、压疮不良事件上报等

有灵活的消息发送、提醒功能。支持对护理管理部门

重要工作安排和注意事项、护理记录病历质控的结果

进行提醒。管理部门对护理记录质量问题通过消息进

行提醒和交互，以此实现对病历质量的闭环管理。

5 模板管理

提供模板设置和维护，模板批量导入导出、删除

和共享权限设置，支持对结构化模板进行编辑与元素

自定义。

模板权限设置，在使用护理记录模板的过程中，采用

三级模板控制权限，限制护士对护理记录模板的修改

权。模板可按院级模板、部门模板、个人模板等权限

形式进行配置。

6
护理记录归

档封存

护理记录归档。自动或由管理人员手工对护理记

录进行归档处理，归档后的护理记录只能进行浏览。

护理记录封存。护理记录封存后，没有封存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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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户无法查看。

护理记录解档。护士如需借阅，可以通过系统申

请借阅归档病历，管理部门审核解档，解档病历按照

医院病历权限要求可以设置不允许修改、不允许打印、

只能浏览等权限。

7
护理记录统

计

提供符合医院护理管理部门、职能管理人员要求的统

计护士工作量、危重患者情况、压疮评分、护理质量

情况、分类等报表。报表形式能够以柱状图、折线图

等多种方式灵活呈现，对所有的查询数据都支持导出

打印功能。

8
护理记录打

印

提供符合医院护理管理部门、职能管理人员要求的统

计护士工作量、危重患者情况、压疮评分、护理质量

情况、分类等报表。报表形式能够以柱状图、折线图

等多种方式灵活呈现，对所有的查询数据都支持导出

打印功能。

9

护理质量管

理

护理质

量计划

设置

支持护理管理部门对质量管理计划(长期规划、年度计

划）的制订与发布，支持护理质量管理规划和计划落

实情况的追踪分析。

10

护理质

量考评

点设置

护理管理部门根据实际考评需求调整量化考评标准，

可新增、修改和删除质量检查标准组。

11

质量考

评结果

统计分

析

提供根据医院护理质量管理需求的护理质量考评结果

统计分析功能，支持全院综合分析、全院单项分析、

全院基线分析等。

12

护理质

量整改

计划设

置

根据护理执行情况，对护理计划进行持续调整改进，

包括管理制度、操作规程、质量考评标准、质量检查、

不良事件等。

13

护理人

员资质

管理

提供符合《护士条例》规范的护理人员基本资质情况

和培训考试成绩的管理功能，支持护士注册、护士定

期考核档案记录、汇总结果、评估分析等功能。

14

护理质

量管理

质控

对护理记录质量问题以消息形式提示护士，护理管理

部门或护士根据护理管理部门质控要求，对重点患者

进行筛查管理和质量统计分析。

9、福建省儿童医院辅助诊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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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一级模

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一）
临床知

识库

1

文档知

识库

检验资料库 包括检验标本种类、采集注意事项等说明内容的知识

库，及检验适应证、标本、作用等，供临床辅助诊疗

使用。

2

检查资料库 提供前台的维护界面，可对检查项目的准备工作、适

应症、作用、注意事项、检查意义等内容进行维护，

可直接引用到病历中。

3
药品指南 提供药品的使用指南，对药品的规格、分类、毒理、

用法等内容进行描述，供临床参考。

4
疾病诊疗指南 提供各种类型的诊疗指南，包括疾病治愈、好转标准、

医学资料等内容。

5

逻辑知

识库

用药合理性知

识库

用药合理性知识库主要包括药物相互作用审查、注射

药物配伍审查、药物过敏史审查、年龄与性别用药审

查、妊娠期妇女用药审查、哺乳期妇女用药审查、肝

功能不全患者的用药审查、肾功能不全患者的用药审

查、药品用量审查、给药途径审查、对同种同类同成

分的药品进行审查、对抗菌谱相同的抗菌药品进行审

查。

6

用血知识库 1.血液库存预警。

2.输血适应症：综合诊断、症状、生命体征、辅助检

查和血常规、雪凝等检验结果判断输血适应症。

3.输血申请：综合输血单种类、输血申请资质、血液

成分、输血性质等判断输血申请合理性。

4.血型复核：审核受血者、供血者、医生申请的血型

的一致性。

5.配血：配血相合判断。

6.输血：输血反应的表现及处理程序。

7

检查申请合理

性知识库

1.能够根据诊断、临床路径获取检查建议；

2.能够根据性别、年龄、病历、诊断、以往申请及结

果判断检查申请的合理性、必要性。

8

检验申请合理

性知识库

1.能够根据诊断、临床路径获取检验建议；

2.能够根据性别、年龄、病历、诊断、以往申请及结

果判断检验申请的合理性、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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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检验报告审核

知识库

能够根据结果和患者的诊断、生理指标、历史检验结

果对比等自动审核并给出提示，识别危急检验结果并

及时通知。

10

检查报告审核

知识库

能够根据患者诊断、测量结果、生理指标、历史检查

结果、其他检查等自动审核并给出提示，并能够根据

检查结果给出处理建议。

11

临床路径知识

库

1.具有针对临床路径管理的高级医疗决策支持功能。

2.能够将临床路径（指南）有关内容自动融合到病历

中，主要诊疗工作和时限质控关联。

3.能够实现护理记录与临床路径的无缝衔接。

12
外科手术评测

知识库

能够对外科前 20 种疾病进行测算。对术前、术后、抗

生素指标、预算费用等质控点进行自动测评。

13
专题知

识库

专题知识库能够根据逻辑知识中心联合搭建针对

诊断合理性、用药合理性、检查合理性、检验合理性、

治疗合理性、手术合理性等临床诊疗过程所建立的专

题知识逻辑平台，能够给予临床诊疗提供循证医学诊

疗计划建议，提升临床诊疗服务质量。专题知识库应

包括：

1.症状辅助诊断专题库；

2.症状推荐检查专题库；

3.合理用药专题库；

4.检查合理性专题库；

5.治疗合理性专题库等。

（二） 临床辅助决策

1

临床辅

助诊断

基于主诉、现病史中提到的症状（包括症状的诱因、

持续时间、部位、性质、程度、加重缓解因素）、疾

病，以及体格检查、检验结果推荐最相关的疾病（包

括概率）、相关症状及体征，按照诊断结果的可能性

由高到低排列。

诊断疾病的原

因查看

可以展开诊断疾病的原因，查看表现和体征信息吻合

情况。

2
查询诊断疾病

详情

如：疾病详情、疾病概述、临床表现、病因学等信息。

3

鉴别诊断分析

功能

基于主诉、现病史中提到的相关信息，来对初诊诊断

进一步做鉴别分析，引导医生进一步确定是否有其他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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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似病例查看 支持从症状、诊断、治疗三个维度，推荐与当前描述

情况相似的病例，为医生提供诊断、治疗的佐证。

5

医嘱项

目推荐

检查检验项目

推荐

根据症状、初步诊断、已经完成的检查检验项目推荐

进一步的检查检验项目，并给出对应的理由，辅助医

生更好地决策。

6

用药推荐 根据个人基本信息、主诉、现病史、既往史、过敏史、

检查检验结果、诊断结果等内容推荐合理的用药，并

给出对应的理由，辅助医生更好地决策。

7

评估表推荐 基于主诉、现病史、初步诊断等推荐医生需要的评估

表，方便医生做下一步工作。

8

手术推荐 基于个人基本信息、主诉、现病史、过敏史、症状、

初步诊断推荐医生可以进行的手术治疗方案，并列出

手术适应症、禁忌症。

9
逻辑错

误提醒

当出现明显的基本信息有误或者疾病描述方面语义矛

盾的情况时，系统会给出相应提示。

10
检验风

险警示

新开检验项目风险因素（性别、年龄、妊娠状态、

高危症状）的提醒。系统根据病历中的关键信息进行

判断，如有检查检验风险，会触发预警机制。

11
检查风

险警示

新开检查项目风险因素（性别、年龄、妊娠状态、

高危症状）的提醒。系统根据病历中的关键信息进行

判断，如有检查检验风险，会触发预警机制。

12
合理用

药提醒

通过自然语言解析技术可以合理地根据患者信

息，全面的评估用药方案的风险，当出现不合理用药

情况时，会智能提醒医生。

包括：人群禁忌、配伍禁忌、过敏禁忌、症状禁

忌、疾病禁忌、用法禁忌、高危用药警示等。

13
手术风

险警示

根据个人基本信息、主诉、现病史、初步诊断等

推荐医生可以进行的手术治疗方案，并列出手术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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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禁忌症，让医生进一步了解手术中的注意事项。

14

输血适

应症提

醒

根据输血适应症知识库，结合患者的检验结果、

诊断等信息进行判断，患者目前是否具有输血适应症。

15

护理决

策支持

基础体征异常

提醒

在保存体温单或护理记录时，对于异常的体征（如体

温、呼吸、心率、血压），自动发送通知给全科的医

生和护士，让其对患者进行必要的措施。

16

出量异常提醒 在进行护理统计时，对于一段时间内异常的出量（如

尿量、排便次数、术后引流管导出的体液），发送通

知给全科的医生和护士，让其对患者进行必要的措施。

17

护理评估 护理在对患者进行各类评估，发现患者有某类风

险（压疮，跌倒，疼痛，康复……）时，需要对患者

进行一系列相应的护理措施，避免患者发生不良的后

果。保存评估单时，会自动提示护理选择相应的护理

措施，在护士确认选择护理措施后，同步记录到护理

记录中，并且会添加到护理任务中，以便提示护士下

次评估的时间。

18

护理计划 当住院患者出现的异常体征之后，临床护士需要

对其进行一系列的护理措施，以及定期对护理措施的

效果进行评价。对患者首次进行护理计划时，系统会

自动加载患者主诉中的体征信息。此后，系统会自动

加载患者上一次的护理体征。

此外，系统根据患者存在的体征推荐相应的护理

问题。护士通过选中的护理问题查看对于该问题可执

行的护理措施。护士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已执行的护

理措施，需要的话可进行细节上的修改。护士可查看

该患者曾经做过哪些护理措施，哪些有评价，哪些未

评价。护士可对之前所做的护理措施进行效果评价，

系统会自动加载评价模板，护士可酌情修改。

19

参考

资料信

息查询

提供对药物的用法相关资料、临床诊疗指南等，供医

生查询。查询检索主要是对知识库数据结构化检索查

询、知识点的智能超链接。

20
合理

用药综

合分析

药品的合理性分用药合理性和用法用量合理性。

所谓的用药合理性，指的是通过当前用药与患者

的生理体征是否有冲突、与其它药品是否有配伍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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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支

持

两大方面。目前知识库所拥有的规则是对患者的年龄、

性别、诊断、妊娠状态、检验指标的判断。

而用法用量合理性是指对开具药品在单次剂量、使用

频次、总量和疗程上的合理性判断。

21

高危

用药决

策支持

此类知识发生在药品医嘱执行的时候，对于有高风险

的药品（通常是具有放射性、或者高浓度的药品）进

行护理要点提醒，告诉护士在执行医嘱时需要注意哪

里要点，如：药理反应、溶剂、不良反应等等

22

检查

注意事

项提醒

决策支

持

在医生打开检验报告时，系统会检测当前报告上

的指标是否与某些诊断互相矛盾，若有的话则提示医

生。

医生查阅报告时，系统根据临床知识库平台自动标识

异常指标，医生可点击异常警示图标，显示异常指标

的临床意义、历史检验结果对比等。

23

检验

注意事

项提醒

决策支

持

在医生打开检查报告时，系统会检测当前报告上的指

标是否与某些诊断互相矛盾，若有的话则提示医生。

或者根据结构化的检查结果（如：心脏彩超）相比前

次的结果是否有好转，或者恶化。

24

检查

申请合

理性决

策支持

为检查项目在开具时,与病人的生理现状校验, 提示

病人当前的生理状况与检查项目不符的项目。

25

检验

申请合

理性决

策支持

为检验项目在开具时,与病人的生理现状校验, 提示

病人当前的生理状况与检验项目不符的项目。

26

辅助

诊疗决

策支持

诊疗依据推荐

疑似诊断

诊疗依据包括主诉和体格检查中查出的症状和体征，

还有检验报告上的一些异常指标。系统根据上诉依据

推荐可能的诊断供医生参考。

27

诊疗依据推荐

检验检查

在诊疗依据不足的情况下，医生可能会通过检验/检查

来得到更多的依据。系统通过当前的体征和症状推荐

部分检查/检验供医生参考。

28

诊断推荐进一

步检验/检查

当患者所表现的诊断依据同时符合几种诊断时，为方

便医生做鉴别诊断，系统会综合这几个诊断来推荐进

一步的检验/检查，以便医生确诊。

29
诊疗建议 医生确诊之后，系统向医生推荐当前诊断的治疗建议，

供医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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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智能

手术决

策支持

在手术申请时，临床知识库将提示病人需要做的常规

检查和相关的危急值预警。

31

治疗

方案决

策支持

在必要的治疗项目中可根据诊断对治疗参数自动给出

建议。

10、福建省儿童医院移动医护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一） 移动智能终端管理

1 联网管理
可以进行 Wi-Fi、VPN 等配置，可以设定网络类型、

名称、终端联网数目等参数，保障医院网络安全。

2
应用程序

管理

在移动终端设备上安装医院必备应用程序，可通过白

名单和黑名单机制，有效阻止安装未知来源的程序。

3 内存管理
可显示内存使用情况，包括已用内存、可用内存、内

存空间总计等信息，并可提供内存优化等服务。

4
使用区域

管理

可对使用区域范围进行增、删、改等操作，并可预设

区域警报。

5
区域终端

管理

可查看区域内终端的设备名、ID、IP 地址、MAC 地址、

操作系统、制造商等详细信息。

6 推送管理 支持多种方式推送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文件。

7
操作统计

管理

可自动记录终端操作情况，实现操作智能追溯。

（二） 移动输液

1

门诊移动

输液功能

（PDA）

系统登录 登陆界面支持手动输入登陆和扫描工牌上二维码的

方式登陆，登陆账号密码与 HIS 系统上保持一致。登

陆过程加密验证登陆信息。

2

配药班 通过条形码扫描的方式代替其原先的手工签名操作，

记录当前药品是属于配药班的哪个护士配药，记录护

士工作量，防止出错，消除了以手工书写方式生成输

液单和输液袋标签，可能造成的配药错误等安全隐

患。护士对当前药品配药操作后扫描药品瓶签，记录

为当前护士配置的药品；如果药品配置或记录错误重

新扫描该药品条码清空配药。

3 注射班 注射班的护士通过扫描病人标签卡查看病人的药品

信息，再扫描药品瓶签，核对正确后给病人作穿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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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进行输液。避免人为核对信息出错，防止医疗事故

的发生。

4

巡视班 巡视班的护士扫描病人标签卡巡视病人药品的滴数、

病人点滴情况或进行拔针、续瓶操作，通过扫描核对

记录护士工作量。有利于及时查看病人的不适反应以

及进行输液护理等操作，避免输液室环境的嘈杂，维

持输液工作有序进行。

5

床位管理 提供护士查看当前床位占用情况，及时给病人进行转

床、清床等操作，界面采用明显的标识和颜色区分空

床、占床位置，方便护士查看。便于床位管理，避免

床位信息混乱，床位资源浪费等情况。

6

工作统计 记录护士详细具体的工作情况，提供护士查看本月内

的工作量统计，以及所属领导查看部门所有人的工作

量统计。解决了过去护士的工作量没有统计报表，需

要整理纸质文档，护士出现差错和工作疏忽等信息无

法记录，导致领导考核护士的工作量和差错率变的困

难。

7
通用设置 提供护士设置是否开启呼叫功能和语音呼叫、应用锁

等相关功能，并且可以进行密码修改等操作。

8

血袋接收 支持抢救室中在用血情况下的科室血袋接收，扫描送

至的血袋条码，可批量扫描所有血袋，然后扫描接收

者工牌号，再扫描送血者工牌号。当前工牌未制作完

成，可通过手动输入工牌号，信息录入完整后。

9

输血执行 支持抢救室中在用血情况下的科室血袋执行，在血液

输注开始时，首先扫描血袋条码，再扫描病人腕带，

核对正确后，再扫描操作者工牌进行双人核对。以此

避免因给病人用错血袋而发生医疗事故。

10

采样登记 护士给病人采血时使用PDA进行核对病人腕带与试管

条码。核对该试管是否是给该病人使用，避免因采错

病人而发生医疗事故。同时记录记录执行护士、采样

时间、采样项目信息等。同时会记录护士工作量。

11

皮试流程 护士通过扫描病人腕带，获取病人需进行皮试的项

目，接着扫描需要皮试的药品二维码，进行项目定位，

并可开始进行皮试。皮试时间到点后，主动提醒。

12

麻醉流程 支持双人核对用麻醉药，通过两个护士进行扫描病人

腕带及药品标签进行双人核对，并支持麻醉用药情况

登记。

13 表单录入 表单录入功能，集合电子病历上的可通过 PDA 进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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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评估单的录入，如：转科交接单的录入。

14
医嘱清单 医嘱清单，列出当天本科室素有需要完成的医嘱情

况。

15
医嘱执行 在医嘱执行菜单，可以针对相关的医嘱进行执行的操

作，记录相关医嘱的执行人、执行时间等数据。

16 消息提醒 接收到第三方推送的消息，并在 PDA 上进行展示。

17

呼叫管理 及时提醒护士病人的呼叫信息，查看当前呼叫病人的

座位号(床号)，并进行相关操作，避免护士听不清呼

喊及病人位置确认错误等问题，耽误病人的输液用

药。

18
移动护理

后台运维

系统

菜单管理 移动护理系统功能菜单及后台运维系统菜单的权限

管理。

19 系统设置 针对功能菜单进行设置维护。

20 呼叫管理

子系统

护士呼叫患者 实现护士呼叫需要穿刺的患者到对应注射台。

21 患者呼叫护士 支持患者通过座位呼叫按钮呼叫护士。

（三）
移动药师

/药事

1 用药咨询

药品信息咨询。提供药物基本信息查询和药物相互作

用查询，查询范围为流通药品信息。

用药安全宣教。发布用药安全宣教信息，对患者和医

生进行药物过敏、配伍禁忌、出院带药、药理说明等

方面的安全教育。

2 药师会诊

会诊审批。对审核医生发起的会诊请求(对会诊

科室、会诊时间、会诊医生、患者信息等)进行确认。

会诊查询。查询浏览已审核、未审核的会诊请求，

可以按照科室、时间、医生、患者等条件查询。

提醒提示。对未审核的会诊申请可以提醒审核，

对已确认的会诊记录可以提醒会诊时间。

会诊记录。可以记录会诊内容，提供新增、修改、审

核等操作功能。

3
药师查房

计划

人员管理。提供新增、修改、查询、注销等功能对药

师人员信息进行综合管理。

查房计划管理。通过药师人员清单进行日常查房计划

管理，可以进行新增、修改、查询等操作，并可以对

查房计划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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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患者信息

调阅

按照患者姓名、年龄、性别、科室等多条件查询，并

调阅患者相关信息。

5 药历管理

药历编辑。提供结构化的药历文书编辑操作，实

现对药历文书的新增、修改、编辑等功能。

药历模板管理。提供药历相关文书书写模板，模

板符合国家药历书写相关规范。

药历查询及打印。可以按照患者姓名、年龄、性别、

科室等多条件查询，并可以打印药历文书记录。

6 查房记录
对患者查房的内容进行记录，实现对查房内容的新

增、修改、查询等功能。

7 药师关注

临床药师根据患者的病情、当前用药情况等条件决定

是否对患者进行关注（干预），关注可以分等级，并

且将患者加入到不同的关注分类中。等级分类由临床

药师维护，并且可以修改，同时可以对关注标识进行

调整更改。

8 药学评估

药学评估表单

（通用）

提供通用药学评估模板管理，包

括药学评估模板新建、修改、删

除等功能。

药学评估表单

（重点专科）

提供重点专科药学评估表单创建，设置每个评估表单

或每一项的评分结果，可根据药学评估分值制定相应

的监护计划。

9 药学监护 药学监护计划

提供药学监护计划模板创建，包括药物治疗的安全

性、有效性和依从性三个方面；监护指标可以自定义；

药学监护计划制定可从模板中自动生成，也可以手工

生成。

10 用药干预 药师干预

药师工作站设置输入框用于输入用药建议。用药建议

可以制定个人/科室/病种的维护片语和模板。可以查

询患者以往的用药建议、建议日期、以及医生对建议

的反馈信息（包括是否接受和医生反馈的内容）

11 医师反馈

医师工作站可以接收药师的用药建议、有屏幕提示功

能。可以查询药师的用药建议、建议日期、以及医生

对建议的反馈信息（包括是否接受和医生反馈的内

容）。输入同意和不同意反馈，同时可以标注意见和

建议。

12 用药教育 用药教育

根据出院带药医嘱，自动生成用药教育单。也可以选

择有效的药物，生成用药教育单。提供用药教育基本

内容的知识库模板，也可以自定义编辑每个药物的用

药教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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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DR 管理
药物不良事件

上报

按照药物不良事件上报要求生成 ADR 报表，可以集成

已有数据，并可导出为 Word 文本，可统计分析。

14 科室管理

绩效考核 提供药师工作量统计，并进行图形化展示。

文件管理
提供药学资料管理，方便药师查阅资料，供药师科研

教学使用。

质控管理 提供药师内部的质控管理和药师对病人的质控管理。

（四）
移动术前

访视

1
手术患者

确认

使用移动终端对患者身份进行扫描核对，核对的内容

包括病历号、姓名、年龄、性别、科室、床号等，确

认手术患者身份。

2
患者临床

信息

可调阅患者临床信息，如生命体征、诊断、拟定手术

名称、麻醉方式、现病史、既往史、家族史、药敏史、

实验检查结果、有无活动义齿及角膜接触镜、女性患

者是否在月经期、重要脏器功能状态、有无感染、营

养状态等，为手术麻醉提供临床支持。

3
术前访视

计划

根据医护人员制订的访视计划，对患者实施术前教

育，并按照访视计划，进行术前访视。支持术前访视

计划的查询。

4
术前访视

记录

将对患者的访视情况详细记录，包括患者信息、手术

信息、简要病史、麻醉前病情评估、麻醉评估、访视

人和访视时间等。支持对访视记录进行新增、修改、

查询等。访视记录可与手术相关人员共享，以便了解

访视情况，制定相应的护理措施或调整相关手术计

划。

（五） 移动物流

1 订单生成

采购信息的生成不依靠人工统计计算库存缺口，而通

过分析历史消耗、库存上下限、供应商响应时间等规

则计算后自动生成。

2 验收入库

在验收入库环节，通过扫描物流装箱条码进行验收入

库，在扫描的同时直接实现采购信息、配送批号信息、

发票金额信息的比对工作，并自动提示货品在库房内

的码放位置。

3 库存维护
自动将库存中已经接近有效期的货品罗列出来，形成

清单，并提示进行退货处理操作。

4 盘点 可以设定动态盘点或循环盘点提示，通过手持终端扫

描条码进行库存盘点，并根据盘点结果调整相应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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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量，做到账物相符。

5 拣货配送

可以提示货品在库房内的码放位置，支持使用移动设

备对货物进行扫描核对，根据配送地点高效快速分

拣，并形成全程记录管理。

6 临床消耗

院内各部门的货品消耗信息，大部分可以通过 HIS 系

统内的医嘱、处方等信息直接获取。对于碘伏、软膏

等外用处置性药品、公药以及其他不计人医嘱、处方

药品的消耗，通过发行指定药品、部门、数量的定数

条码，由药库主动回收扫描该定数条码来确认相关药

品在对应部门的消耗。

7

病区签收

与药品追

溯

从仓库验收开始，记录每一步操作，并可以通过不同

方式追溯查询。可以查询每个批次货品及验收入库、

医院仓库出库、科室人库、病区签收、处方核对、发

货核对的时间与操作人员等信息，全程责任到人。可

以查询相应的供应商、订单与发票。能够按条码与处

方的核对记录，查询各批次货品的签收情况，能够实

现货品的签收记录，而且可以在患者需要退药时，扫

描条码，反向追溯处方、患者、发药药剂师，核对药

剂师、配药药剂师、验方药剂师等信息。

8
岗位职能

划分

可以根据不同的岗位，按照移动端与电脑端提示操

作，实现物流信息化，减少繁琐的人工交流与核对。

9
工作量统

计

根据扫描数据和信息化记录，统计临床、医技及物流

部门工作人员工作量，对工作效率考核管理。

（六） 移动查房

1

患者导航

患者导航界面显示当前医生所主管患者或全科患者

列表，以卡片式风格直观地展示患者的重要信息(如

费别、入院天数、主诊断等)，用各种的图标颜色体

现不同的护理等级，支持手指上下滑动进行翻页查找

患者。

2

医嘱查询

实现在平板上实时、动态地浏览患者的医嘱信息，支

持按照医嘱性质、医嘱状态过滤，通过不同颜色直观

地区分医嘱状态，数据与 HIS 保持实时同步，以仿纸

质医嘱本样式直观、自然地展示，支持平板的缩放手

势进行界面的放大缩小，以及左右滑动手势进行医嘱

类别的切换，方便医生使用。

患者收藏

医生可以对典型患者进行收藏，并可永久查看收藏病

人；

3 医嘱开单
实现医生查房时利用平板进行床边下嘱，支持以拼音

首码方式快速选择医嘱项目、支持利用模板来快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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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大部分项目以选择的方式录入以加快下嘱速度，

数据与 HIS 保持实时同步。

医嘱停用

按时点精确启用、停止长期医嘱，以及作废未执行医

嘱。

4

医嘱浏览

实现在 IPAD 上实时、动态地浏览病人的医嘱信息，

支持按照医嘱性质、医嘱状态过滤，通过不同颜色直

观地区分医嘱状态，数据与 HIS 保持实时同步，以仿

纸质医嘱本样式直观、自然地展示，支持 IPAD 的缩

放手势进行界面的放大缩小，以及左右滑动手势进行

医嘱类别的切换，方便医生使用。

5

病历浏览

通过单击“列表”按钮进行病历类别的切换，实时获

取患者已书写的病历、护理记录等信息，与电子病历

内容实时同步，同样也支持平板的缩放手势进行界面

的放大缩小，以及左右滑动手势进行病历类别的切

换。

6
体温单

实时获取和查阅患者体温单，支持手势放大缩小操

作。

护理文书 查询和显示特定病人和特定时间段的护理文书信息。

7

检验报告

能动态地获取患者的检验报告，默认显示的是最近的

检验报告，可以通过单击“检验报告列表”选择其他

的检验报告，支持平板的缩放手势进行检验报告的放

大缩小。

检验趋势

以折线图的方式,展示病人本次住院某一检验项目变

化趋势。

8

检查报告

能动态地获取患者的检查报告及相应的影像信息，默

认显示的是最近的检查报告，可以通过单击“检查报

告列表”选择其他的检查报告，影像信息以缩略图形

式展示，单击该影像缩略图可以以大图的形式展示并

可以利用平板的手势操作进行影像的放大缩小。

诊断历史 查看住院患者历次门诊&住院诊断信息。

费用查询 支持查看患者本次住院相关费用详细信息。

9 查房备忘

/录音

在查房过程中，医生可以采用文字录入或者录音的方

式记录备忘信息，满足不同情况的的需要，并且支持

支持按科室查询汇总的备忘信息。

10
备忘汇

总

可以汇总查看相应时间段该医生所写的查房备忘。

11
手术排

支持查看科室该科室相应时间段对应的手术排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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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息。

12 手术申

请单

提供给医生在查房的时候可以给病人开手术申请单。

术前诊断、手术名称、主刀医生、助手等都可以按照

拼音首码进行选择输入。

13 手术审

核

在移动医生工作站上实现手术申请审核的功能, 上

级医生可以通过 IPAD 对下级医生所开的手术申请进

行审核。

14
用血申

请

在移动医生工作站上实现用血申请的新开、修改、删

除、发送、审核、作废的功能。

15
检查申

请单

在移动医生工作站上实现检查申请单的填写及查看，

提供给医生在查房的时候可以给病人开手术申请单。

检验申请

单

在移动医生工作站上实现检验申请单的填写及查看，

提供给医生在查房的时候可以给病人开检验申请单。

16 病历书

写

医生可通过手持终端的移动查房系统，进行基础病历

的书写。支持所书写的数据直接保存录入到电子病历

中。

17

消息提

醒

支持查看相应时间段单个病人或者全科的检查检验

报告提醒和危急值提醒的信息。

在消息提醒界面，当病人的检查报告、检验报告单出

结果时的提醒，还可以接收到危急值的提醒，便于医

生在第一时间了解病人的病情情况。

18
基本信

息查看

显示患者的基本信息和住院信息，方便查看。

19
患者签

名

相关知情同意书进行病人签名，支持无纸化签名。

20

病历集

成视图浏

览

若医院有上集成平台，则可通过平板进行浏览病历的

集成视图，在该集成视图中可查看关于病历的相关内

容，包含病历浏览，报告浏览及医嘱浏览等。

日程管理

可从医院现有业务系统中，获取已有日程安排，实现

日程统一管理，医生可查询近期日程安排。

医学工具 可提供多个科室常用医学公式，供医生查房使用。

（七） 移动护理

1
患者管理 患者基本信息

展示

详细呈现出需要查询的患者的基本信息。

2 费用情况 可以方便查询患者的费用情况。包括每日清单，余额

查询，默认查看当天患者的费用类别情况。预交金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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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催交。

3

护理巡视 当护士巡视患者时使用扫描枪扫描患者腕带进行记

录护理巡视操作。移动医疗系统会自动记录巡视时

间、巡视护士以及巡视情况，同时记录护士巡视工作

量。如果患者不在或者正在手术，也可以记录患者不

在或者手术状态。考虑到晚上不影响到患者，如果有

房间号也可以直接刷房间条码进行整个房间巡视。只

要刷描房间条码就可以对该房间所有患者巡视。如果

巡视时操作有误，可以双击删除自己的巡视记录。

4

健康宣教 可以在床边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里面记载相关疾病

的详细信息。点击确定时记录护士健康宣教的工作

量。

5

患者动向 记录住院患者的位置状态，做到全程可跟踪。患者去

检查，检验，会诊等离开或回到病区时，通过扫描患

者腕带方式来记录患者动向。

6
医嘱管理 医嘱执行 护士在给患者执行治疗、检查、检验、护理医嘱时在

系统界面上钩选相应的项目进行执行操作。

7

医嘱查询 可以查看长嘱、临嘱、当日新开/停止、住院处方、

执行完的医嘱以及医嘱执行时间、执行护士、执行状

态等信息。比如可以查看当日某个患者哪医嘱已经执

行了，哪些医嘱未执行等，还可以查询某个药品是否

被停嘱。

8
医嘱扣费处理 护士在执行医嘱的时候能关联费用，支持医嘱扣费处

理。

9

护理文

书

体征录入 记录患者体温、大便次数、血压、尿量、术后日数以

及药物过敏等。可对患者体征信息进行脱纸的电子化

记录，这样就减少了护士重复手录患者体征数据的麻

烦，杜绝了医疗护理差错，确保护理工作的时效性和

规范性。

10
批量录入体征 满足了一次性批量录入患者体温、脉搏、呼吸等数据

等护理需求，提高工作效率。

11
体温单 根据录入患者的体征数据能自动生成体温单，支持可

以查看某个患者某一周的体温单信息。

12
体征查询 用来查询患者某一天所录入的体征记录。可以修改某

个时间点的体征信息。

体征趋势图
动态查询患者生命体征、能显示单个生命体征某时段

的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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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数据校验 判别录入数据是否符合要求（如体温只能录入数字）

体征异常提醒
智能提醒用户病区内体征异常患者信息，并给予相对

应的护理措施提示

13

血糖监测 在给患者测血糖时使用 PDA 录入不同时间段血糖数

据。对患者血糖信息进行脱纸的电子化记录，也可以

将患者的血糖监测表打印出来供医生参考。

14

护理记录 在给患者测血糖时使用 PDA 录入不同时间段血糖数

据。对患者血糖信息进行脱纸的电子化记录，也可以

将患者的血糖监测表打印出来供医生参考。支持患者

住院期间《一般护理记录单、特殊护理记录单、危重

护理记录单》相关信息的录入、编辑、修改、打印，

结构化文书操作，可配置，符合国家护理电子病历文

书标准

15
病历浏览 提供护士查看患者的病历、体检等信息内容。可进行

缩放（两个手指撑开、内收）查看内容。

16

表单录入 根据医院实际应用业务需求可以定制相关常用的表

单在移动端录入。如:新患者转科交接表、手术交接

单(通用)、手术患者交接表(DSA)、手术患者交接表

(内镜)、顺产交接表(产科)、血透患者交接表、健康

教育评价表、跌倒坠床危险因子评估表、住院患儿压

疮危险因子评估表、新生儿皮肤风险评估表、患者入

院护理评估表(成人)男、患者入院护理评估表(成人)

女、患者入院护理评估表(新生儿)、新生转科评估单

(产科)、检查交接表表单录入功能，集合电子病历上

的可通过 PDA 进行相关评估单的录入。如：支持入院

评估单、手术交接表单、跌倒/压疮评估单等表单的

新建，修改，保存操作

入院评估单

患者入院当天《入院评估单》相关信息的录入结构化

的入院评估单，可配置，易维护符合国家护理电子病

历文书标准，通过勾选的方式，方便护士操作，减轻

护士工作量针对中医特色医院，将提供中医特色的入

院评估单

入院告知书 根据医院相关规定，提供患者入院告知书

每日评估单

患者住院期间《每日评估单》相关信息的录入、修改、

预览、打印，结构化文书操作，可配置，符合国家护

理电子病历文书标准

出入量单

患者住院期间《出入量》相关信息的录入、修改、预

览、打印，结构化文书操作，可配置，符合等级医院

评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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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DEN 评分 患者住院期间 BRADEN 评分

疼痛评分 患者住院期间疼痛评分

跌倒/坠床评

分
患者住院期间跌倒/坠床评分

评分趋势图 针对不同评分的图形展示

护理评分查询 查询患者评分异常数据

护理评分汇总

（患者）
汇总患者的所有评分记录

护理措施（成

人/儿童）
根据评分，提供不同的护理措施

压疮告知书 根据压疮评分，提供患者压疮告知书

坠床跌倒告知

书
根据跌倒评分，提供患者坠床跌倒告知书

疼痛告知书 根据疼痛评分，提供患者疼痛告知书

17
口服药闭

环流程

护士在给患者发口服药或执行治疗扫描患者腕带、药

包条码床边执行确认医嘱，记录执行人、执行时间。

18

输液用药

闭环流程

静配接收 通过扫描药品二维码信息，实现对接收药箱的药品或

接收单个药品。实现对药品的跟踪，预防药品接收过

程的遗漏问题。

19

贴瓶签名 配药前，碰到需要贴药品瓶签的情况，使用手机扫描

瓶签进行核对，先看是否有被停嘱的药品。如果某个

药品被停嘱，要继续给患者使用点击确定，药品照常

使用。如果不给患者使用点击取消。这是双人核对的

第二步，同时记录贴瓶签的操作人和时间，统计工作

量

20
用药核对 在摆药完成后对每个患者要使用的药进行打钩核对，

看是否正确、是否遗漏。

21

配药确认 配药时使用 PDA 扫描药品上的输液卡进行核对，看是

否有被停嘱的药品。如果某个药品被停嘱，界面上会

提示是否要继续配药给患者使用。这是双人核对的第

二步，同时记录护士工作量。用药核对和配药确认必

须由不同护士来执行。

22

用药执行 当护士给患者输液和静推时使用PDA扫描药品及患者

腕带执行核对。核对该药品是否是给该患者使用，有

皮试结果会提示试信息，避免因给患者用错药而发生

医疗事故。同时记录记录执行护士、执行时间、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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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等。

23
用药查询 查询患者某天所有输液总数、已执行总数、最后执行

时间、查看某个患者输液详细信息。

24

输血闭环

流程

血袋出库 记录血袋从血库出库的过程记录，记录工作量，可查

询领血人、领血时间。批量扫描血袋条码，系统会显

示血袋的相关信息，供核对，可一次扫描多个血袋。

25

血袋接收 患者手术前，护工从血库把血袋送到病区，和病区护

士进行双人交接。扫描送至的血袋条码，可批量扫描

所有血袋，然后扫描接收者工牌号，再扫描送血者工

牌号。当前工牌未制作完成，可通过手动输入工牌号，

信息录入完整后。

26

输血确认 在血袋送到病区，输血前需要确认当前患者需要的血

袋，此时需要通过两位护士扫描配血单、血袋条码（献

血码和产品码）来确认。先批量扫描所有的血袋后，

需要扫描两个人的工牌号进行双人核对，以此确认待

执行输血的血袋是否都正确无遗漏。

27

输血执行 输血过程中，在患者输血前进行身份核对。通过扫描

血袋条码（献血码和产品码）、患者腕带来确认该血

袋是否属于该患者，在输血过程中可进行中断、拔针、

巡视操作。在血液输注开始时，首先扫描血袋条码，

再扫描患者腕带，核对正确后，再扫描操作者工牌进

行双人核对。以此避免因给患者用错血袋而发生医疗

事故。在输血过程中，护士进行巡视，先扫描血袋号，

点击“巡视”按钮，填写输注的点数，若无不良反应，

点击保存即可。若有不良反应，选择“有不良反应”，

系统直接弹出不良反应症状的记录界面。巡视记录和

不良反应记录可自动插入到护理记录中。

28

血袋交接 在手术结束后，病房护士和手术护士双人核对交接剩

余血袋。通过扫描血袋条码（献血码和产品码）、患

者腕带来确认该血袋，并且维护相应的血袋信息。

29

血袋回收 护士首先扫描血袋条码，点击“输血结束”按钮，

系统将提示“此袋输血结束”。

患者输血完毕后需要对用过的血袋进行回收通过扫

描废弃血袋和垃圾桶二维码来进行血袋回收。

30

检验闭环

流程

采血登记 护士给患者采血时使用PDA进行核对患者腕带与试管

条码。核对该试管是否是给该患者使用，避免因采错

患者而发生医疗事故。同时记录记录执行护士、采样

时间、采样项目信息等。同时会记录护士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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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检验报告查阅 通过条形码或者二维码扫描识别患者信息，调用检验

报告。

32

检查闭环

流程

医技预约 可以查看医技预约的单子是否打印和患者是否根据

医技预约的单子做检查，确保患者及时准确的进行检

查检验。

33 检查交接表 检查交接表信息移动录入。

34 检查报告查阅 提供护士查看患者的检查报告。

35
手术闭环

流程

出入院手术 可以查看患者出入院情况和记录护士协助患者出入

院的工作量。

36
手术动向 护士根据患者手术项目，登记患者术前术后的动向，

实现对患者手术流程中闭环跟踪管理。

37 手术交接 进行手术交接表录入。

38 手术排台查询 查看手术排台申请的情况。

配套硬件

PDA（140 台） 1、操作系统：Android 4.4 或以上；

2、CPU：≥四核处理器、主频≥1.2GHz；内存≥

2GB；存储≥8GB（支持 Micro-SD 扩展）；

3、电池容量：可充电的锂离子电池 3.8V;≥

4000mAh；

4、电池安装：具备可拆卸式后盖，电池可免工

具直接拆卸并更换；

5、显示屏：5.0-5.2 英寸彩色；分辨率 1280X720

多点触控屏，超明亮，阳光下可视（支持戴手套/带

水触摸操作）

6、无线局域网：IEEE 802.11a/b/g/n，支持 2.4G

及 5G 频段，支持 4G，提供入网许可证

7、外壳材料：外壳可耐受酒精、过氧化氢、丙

乙醇、聚维酮碘等化学品擦拭消毒（含屏幕部分）

8、抗跌落能力：可承受 1000 次 0.5m 滚落；1.2

米水泥地面的跌落冲击。

9、重量：225-270g（含标准电池）

10、配套：USB 充电线+适配器

11、接口：micro USB 接口（为确保兼容性，不

得采用专用接口,USB Type-c 等）；

12、键盘：触控屏+功能键，不带数字和字母键

盘；功能键：音量上调/下调键、左右扫描键、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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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需具备虚拟或实体触控式返回键、菜单键，主页

键。

13、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

14、工作温度：工作温度 -10 摄氏度至 50 摄氏

度

15、湿度：湿度 10 至 90% （无冷凝）

16、扫描组件：支持一维、二维条码扫描扫,描

引擎使用白色 LED 补光技术，在扫描条码时，发射出

的光线柔和而不刺眼，防止眼部疲劳并有效改善就诊

环境

17、保修：原厂整机 5 年保修服务，电池保修 1

年

18、软件：配套设备管理软件，能够对应用程序

进行管理。

配套自动配置软件，能够通过扫描单个条码配置

及升级设备。

19、蓝牙：≥Bluetooth Class 4.0。

20、操作温度：-10°C 至+50°C

21、存储温度：-20°C 至+60°C

22、是国家强制要求的 CCC 认证产品。

23、具备黑白名单管控功能，具备扫描二维码软

件安装功能、设备设置功能

24、符合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安全标准

UN38.3 认证

25、锂电池通过《联合国试验和标准手册》空运

或海运的相应要求并具备相应证书

26、产品锂电池具有物质安全证明材料

移动查房车

（56 台）

1.支架采用铝合金材料，配置可升降气弹簧的机

构，可调节高度，调节幅度为 250±10mm，升降负荷

≥12Kg。车身高度 1145mm—1395mm。

2.工作台面高度：780mm-1030mm。可通过底座中

央的脚踏板升降控制，适合不同身高人群的使用。前

扶手圆弧设计，提高使用舒适性。

3.台面为 ABS 工程塑料 UV 处理，耐清洗，耐刮

擦，抗紫外线。尺寸：490mm(L)×460mm(W)，台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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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可镶嵌不锈钢面板，既耐磨又便于清洁，金属质感

强；台面由按压式锁具控制打开及关闭，台面可翻盖

打开，台面下放置隐藏式小型电脑主机或工控设备。

满足主机+显示器的配置方案。

4.台面显示导轨立柱：386mm(L)×80mm(W)×

64.5mm(H) ，升降型内置恒力升降结构，升降时轻

巧便捷，显示器挂架：挂架高度调节范围 130mm，挂

架可倾斜 20°。立柱上配置扫描枪挂架和小置物盒。

5.双向伸缩式键盘鼠标托架，兼顾左/右手使用

习惯,键盘托盘尺寸：465mm(L)×234mm(W)。

6.配备消毒液固定装置和置物篮，随车升降。

7.台面下方车体预留内置双电池仓和逆变器固

定透明保护仓，配置 2 块便携可热拔插式高性能锂电

池，由锁具控制，快捷无障碍更换电池，为设备或电

脑提供不间断电源，安全、可靠、方便，配备高频率

纯正弦波逆变器模块，输出交流电压 220V,功率输出

可达 300W。

8.本设备采用的两组 24V 11.6AH 锂离子电池，

各组电池内部，通过专业设计 BMS 控制，配合电

池监控模块，精确监控并均衡每个电芯的温度与电

压，同时对电池组进行保护；采用无损耗均衡技术，

最大限度增加电池组供电时间，最达限度提升电池使

用寿命。两个电池组可以同时供电，也可以单独供电，

相互间不干扰不冲突。电池组可以边使用边充电，也

可拔下单独充电。

9.脚轮：采用医疗专用静音双轮脚轮，平稳顺畅，

其中前面 2 个脚轮为双踏板全制动脚轮，360 度无死

角刹车控制，后面 2 个为万向全自由脚轮，防缠绕。

10.推车体积小，底座长宽≤440mmX470mm,适合

用于空间狭窄的区域。

11.底座采用高强度金属结构框架，采用 ABS 工

程塑料底座包壳，稳定性好，易于清洁维护，承载能

力强，底座配有台面升降控制的脚踩踏板机构。

12.电脑主机必须是原厂原装，不接受组装电脑；

整机是分体式计算机,拆开可直接放桌面办公；显示

器白色高清屏。

12.1 处理器：不低于英特尔 i3-6100T 处理

器 (双核, 3MB, 4T, 3.1GHz, 3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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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主板：不低于 B250 主板芯片

12.3 内存：不低于 4GB DDR4 内存 4G(DDR4

2133*)，不少于两条内存插槽

12.4 硬盘：不低于 128GB SSD 硬盘

12.5 显卡：集成显卡

12.6 接口：HDMI≥1；DP≥1；USB≥8

12.7 操作系统：Windows Home 10 操作系统

12.8 键盘鼠标：原厂 USB 键盘鼠标

12.9 机箱：不大于 1.2L，可立可卧设计，免工

具拆卸设计，主板具有原厂 LOGO

12.10 电源：不高于 65W 电源

12.11 报修：5年 7*24*4 小时服务，出厂订制客

户开机 LOGO

12.12 显示器： 19.5 寸 LCD，带 DP 接口和 DP

线缆.

12.13 显示器颜色与推车颜色搭配为白色.

13.生产厂家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14.车体保修 5 年.电脑 5 年,电池 1年

11、福建省儿童医院急诊预检分诊系统

编号
一级模

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病情评

估模型

建立

1. 依据患者生命体征与病情评估等数据，智能分

级分诊。具体功能包括：病情评估、信息获取、急

诊分级、诊室分配等。

2. 急诊预检分诊系统患者可分级分区，到指定区

域就诊，护士先评估,快速分出一、二两级危重患

者进入抢救室，三级及以下的患者进行重点生命体

征监测来确定具体级别。

3. 系统提供快速评估常用检查项目，儿童与成人

预检项目独立的知识库。

4. 支持分诊挂号一体化管理，根据医院情况可自

行维护科室名称，如：急诊儿科、急诊内科、急诊

外科、急诊妇科、急诊眼科、急诊皮肤科、急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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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急诊耳鼻喉；与 HIS 挂号系统进行患者信息共

享，减少二次录入。

5. 支持疼痛评分、跌倒评估、胸痛、卒中、创伤

等多种护理评估工具，评分与分诊级别关联；需提

供分级分诊的知识库，分诊知识库具备患者主诉、

主诉判断依据，供预检分诊作为依据；分诊时可通

过调用知识库，选择主诉判断依据后进行自动分

诊，支持通过自动采集的体征，引入评分系统实现

病人自动预检分诊。

6. 支持入院方式记录、过敏史、家族史等记录管

理，发病时间，流行病学指标登记；自动记录患者

去向与转归的住院科室；登记信息可进行查询，查

询结果支持导出。

7. 评估护士直接将患者分诊到相应的科室及对

应的级别，科室与级别分别有相应的代码标识，如：

急诊儿科代码“1”，急诊内科代码“2”，急诊外

科代码“3”以此类推，患者病情级别为“1/2/3/4”，

急诊号的组合格式为“13001”代表意义为“急诊

儿科三级患者 01 号”，“24008”代表的意义为“急

诊内科四级患者 008 号”；病情分级依据允许用户

自定义、配置。主诉需要支持快捷键，允许快速选

择，有三级或四级患者突发变症，临时插入二级或

一级的功能，同时排队等候时间顺延并有原因提

示，病人分诊挂号后，在等候区等待，若出现病情

加重情况，护士需对病人进行重新进行分诊，并相

应的升高分诊等级。则系统会认为当前病人为变症

现象，系统自动将上一次的分诊挂号进行取消，以

重新分诊后的分诊单为准。

8. 评估系统可以打印小票给相应的患者，小票号

标识患者的就诊号信息及相应就诊科室及科室位

置。

9. 评估护士可根据患者病情修改患者就诊级别。

2
患者入

院评估

患者身份识别 系统支持就诊卡、身份证及电子健康卡的身份识别模

式。

3

基本信息获取 自动获取或人工录入包括患者姓名、性别、出生、年龄、

婚姻、地址、职业、身份识别信息 (居民健康卡、身

份证、军官证、驾驶证等)、医保信息(新农合号、社保

卡号、商业保险号等)等基本信息。

4 生命体征采集 支持急诊护士对患者的生命体征数据(心率、呼吸、血

压、脉搏、氧饱和度、体温等)进行测量和录入（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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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或人工录入)。可通过与仪器设备对接，自动采集

患者生命体征数据。

5

护理评估 系统支持疼痛评分、跌倒评估、胸痛、卒中、创伤等多

种护理评估工具，评分与分诊级别关联，选择主诉判断

依据后进行自动分诊，支持通过自动采集的体征，引入

评分系统实现病人自动预检分诊。

6

急诊自动分级 对患者病情进行分级分区管理。根据患者的多角度客观

数据(临床表现、体征信息、评分体系、既往史、过敏

史、伴随症状等)等，录入主诉及其判定依据，自动进

行病情分级:A 濒危患者、B 危重患者、C急症患者、D

非急症患者。

7
分级修改 评估护士可根据患者病情人工修改患者就诊级别，并注

明修订分级原因。

8

诊室分配 根据急诊分级结果，决定患者的急诊诊治区域。提供多

种诊室分配方法，允许急诊护士对已经生成的队列次序

进行诊室分配。急诊医生可以从队列次序选择患者接

诊，可专科诊室接诊。

9

分诊挂号 系统支持分诊挂号一体化管理，根据医院情况可自行维

护科室名称，如：急诊儿科、急诊内科、急诊外科、急

诊眼科、急诊皮肤科、急诊口腔、急诊耳鼻喉；与 HIS

挂号系统进行患者信息共享，减少二次录入。

10

队列次序设置 根据急诊分级结果，决定患者的就诊及处置的优先次

序，自动生成队列次序，允许人工设置调整，使患者获

得合理分流和诊疗服务。

11

就诊记录管

理

系统支持入院方式记录、过敏史、家族史等记录管理，

发病时间，流行病学指标登记；自动记录患者去向与转

归的住院科室；登记信息可进行查询，查询结果支持导

出。

12

医生诊

查及呼

叫功能

值班医生管理 支持简易排班功能，按照(白班)和(夜班)分别设置科室

的值班医生，值班医生可以多选，并支持勾选上屏显示，

以及可以选择或录入值班医生去向。

13

值班医生信息

显示

可显示各科医生姓名、去向告知分诊系统自动生成患者

就诊序号，患者根据分诊标签显示序号就行有序就诊，

并预估就诊等待时间，患者到候诊区域后，可通过候诊

屏幕上显示的就诊序号进行候诊等待，自动进行候诊提

醒。

14
急诊叫号 急诊诊室医生工作站有独立的呼叫器客户端，患者列表

根据预检分诊信息同步，呼叫器可顺呼、重呼，不建议

选呼；针对病情变化的患者系统可以修改就诊叫号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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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优先就诊。

15
预检分诊信息

显示

医生呼叫当前患者时，有一个小弹窗显示该患者预检分

诊信息，同时急诊电子病历直接获取分诊信息到病历。

16
非分诊业务叫

号

系统支持急诊科换药、注射等非分诊业务的排队叫号功

能。

17
系统集

成

1、评估系统与 HIS 接口获取患者就诊开始及结束时间；

2、评估系统与 HIS 接口获取患者基本信息；

3、评估系统与 EMR 接口，EMR 获取分诊信息，EMR 将患

者去向反馈给预检分诊系统。

4、系统与数据支持与集成平台对接。

12、福建省儿童医院实验室管理系统（LIS）

编号
一级模

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检验系

统

条码管理 支持门诊/急诊检验标本采集前处理流程条码化管理。

门诊条码管理：

1. 门诊申请单接收：支持与 HIS 系统集成，接收医

生站检验申请信息、病人信息及收费信息并确认；

2. 费用信息确认：接收医生站检验申请项目收费信

息确认；材料费（试管、针头等）自动计费；预缴金

病人收费确认；支持增加收费项目条码标志、急诊标

志；支持通过医嘱筛选匹配收费项目与各业务模块条

码分组、报告发放规则；支持已绑定条码的检验项目

强制退费；

3. 条码预/打印及采集确认：支持多种场景（如门

诊收费处、预检台、采血窗口等）的条码生成打印及

采集确认。条码生成打印模式支持条码预印模式、条

码即时打印模式；

4. 采血排队叫号接口：支持根据医院需要集成采血

排队叫号系统；

5. 采集预约登记：支持标本采集预约登记及修改；

6. 检验标本采集管理：支持自动按照标本类型、采

集要求、检验项目等条件拆分和合并成标本；支持标

本重采、医嘱与条码取消绑定、条码复制、条码重打、

条码补打、采集时间更新、条码备注、条码集中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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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执单管理：支持根据门诊报告发放规则分类进

行回执单打印/补打，支持统一领取时间、依据采集

时间的报告周期、报告日期+周末顺延+检测日程+抽

血截止时间+截止延续天数+统一领取报告时间等三

种常用回执单模式；

8. 标本跟踪查询：支持对标本采集前处理全过程查

询，可查看已绑定条码标本采集记录及标本实时状

态，可查看绑定信息，签收信息，入库信息，撤销、

拒绝信息；支持对采集时间、错误标本、错误容器、

未执行标本等实时报警提示及处理功能；

9. 信息汇总及单据打印：支持按条码类别、收费项

目、收费项目人次实时集中查询生成各类电子单据

（如采样任务表、标本交接单）等并打印。

住院条码管理：

1. 申请单接收及费用信息确认：支持与 HIS 系统集

成，接收医生站检验申请信息、病人信息及收费信息

并确认，材料费（试管、针头等）自动计费；支持已

绑定条码的检验项目强制退费；

2. 条码预/打印及采集确认：支持多种场景（如护

士站、床旁移动采血工作站等）的条码生成打印及采

集确认。条码生成打印模式支持条码预印模式、条码

即时打印模式；

3. 检验标本采集管理：支持自动按照标本类型、采

集要求、检验项目等条件拆分和合并成标本；支持标

本重采、医嘱与条码取消绑定、条码复制、条码重打、

条码补打、采集时间更新、条码备注、条码集中打印；

支持通过医嘱筛选匹配收费项目与各业务模块条码

分组、报告发放规则；

4. 标本跟踪查询：支持对标本采集前处理全过程查

询，可查看已绑定条码标本采集记录及标本实时状

态，可查看绑定信息，签收信息，入库信息，撤销、

拒绝信息；支持对采集时间、错误标本、错误容器、

未执行标本等实时报警提示及处理功能；

5. 信息汇总及单据打印：支持按条码类别、收费项

目、病区实时集中查询生成各类电子单据（如采样任

务表、标本交接单）等并打印。

体检条码管理

1. 申请单接收及费用信息确认：支持与 HIS 系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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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接收医生站检验申请信息、病人信息及收费信息

并确认，材料费（试管、针头等）自动计费；支持已

绑定条码的检验项目强制退费；

2. 条码预/打印及采集确认：支持多种场景（如护

士站、床旁移动采血工作站）的条码生成打印及采集

确认。条码生成打印模式支持条码预印模式、条码即

时打印模式；

3. 检验标本采集管理：支持自动按照标本类型、采

集要求、检验项目等条件拆分和合并成标本；支持标

本重采、医嘱与条码取消绑定、条码复制、条码重打、

条码补打、采集时间更新、条码备注、条码集中打印；

支持通过医嘱筛选匹配收费项目与各业务模块条码

分组、报告发放规则；

4. 标本跟踪查询：支持对标本采集前处理全过程查

询，可查看已绑定条码标本采集记录及标本实时状

态，可查看绑定信息，签收信息，入库信息，撤销、

拒绝信息；支持对采集时间、错误标本、错误容器、

未执行标本等实时报警提示及处理功能；

5. 信息汇总及单据打印：支持按条码类别、收费项

目、病区实时集中查询生成各类电子单据（如采样任

务表、标本交接单）等并打印。

设备条码双

工通讯

将系统与检测仪器连接，便与仪器将检测结果自动传入

LIS 系统中。

具体功能：

1. 不仅自动接收仪器检验结果，还能向仪器发送检

验项目，以便仪器按指定项目检验样本；

2. 支持多种双向仪器；

3. 支持没有条码，按试管架和试管位置进行的双向

通讯；

支持条码双向通讯。支持条码标本直接上仪器试管架，自

动核收的双向通讯。

标本登记及

收费

1. 支持实验室对标本进行集中、小组核收、标本的

让步接收，对需要补充检验申请的添加检验申请并计

费，记录签收人、签收时间、生成签收号；支持手工

计费及二次计费，支持检验费用核对功能，提供免费

检验管理功能，提供绿色通道管理功能；

2. 支持条码标本接收登记、外来标本接收登记、手

工单标本接收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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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持不合格标本（损毁、凝集、采集量少）拒收，

记录不合格原因并通知护士进行处理；支持对标本重

复、漏检、送检超时、送检地错误等问题进行控制。

2

常规检验 包含标本登记及收费、检验结果处理模块、报告审核、报

告发布回收及临床调阅等功能。

支持检验结果确认/修改、批量确认/修改，支持多结果合

并，具有酶标仪设置，支持酶标数据转换入库，支持外部

数据导入，手工结果录入。

常规检验

1. 支持对需要分类的标本进行分类、自动产生实验

室内部样本号，方便进行分批测试；

2. 支持对已签收的条码统一入库，生化、自动免疫

仪器标本提供便捷的批量入库功能；

3. 支持对数据进行增加、删除、修改、复制、标号

修改等操作，并对各种操作进行自动记录；

4. 支持报告批量输入相同信息和检验结果；

5. 支持标本存放位置，销毁情况记录，提供销毁记

录查询；

6. 支持对报告的项目数据进行批量校正。对仪器，

项目，检验日期，样本范围查询出项目，通过普通公

式或特殊公式来校正数据结果；

7. 支持显示病人的超限比较结果集。比较距执行日

期最近一次的结果；并能通过显示的内容查询到该化

验单，可以比较单个项目也可以比较组合项目；

8. 自动分析：检验项目数量验证，结果超出临界值

控制，自定义判定规则执行；

9. 危急值闭环：实时提醒—出现危急值时自动给出

报警提示（文字提示、声音提示）；处理记录—危急

值出现后，系统提供发布危急值通知到临床工作站的

功能，同时记录通知人、被通知人、发生时间等信息；

临床通知—临床工作站收到危急值通知时自动执行

提醒功能，系统弹出提示窗同时触发报警提示，需要

输入相应处理信息后关闭提醒并记录操作人、处理信

息通知实验室；

10. 复做标本管理：支持为病人增加复做标志，并

将信息以消息方式发布到临床；修改检验项目结果

值，保存每次的结果值。能够根据预先设定的审核规

则对复做标本进行自动筛选；能够准确、完整记录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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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复查情况和结果记录； 支持对复做病人结果进行

统计和分析。

11. 支持对需要进行数据签名的报告进行签名。

3

实验室监控 包括危急值闭环、标本 TAT 时间管理、标本状态监控、实

验室质控指标 BI 分析。

1、危急值闭环

提供危急值自定义规则设置功能，当标本检验出危急值

时，系统自动启动报警功能；实时通知临床，并可记录临

床处理及临床意见，支持临床反馈机制；提供危急值报告

的流程管理，实现危急值全过程管理流程闭环。

2、标本 TAT 时间管理

支持 TAT 时间分析和各个环节的 TAT 监控，各检验项目需

按病人类别设定不同的检验完成时间，如急诊血常规与门

诊血常规的时间不同。系统会自动提醒过期标本，防止操

作员由于疏忽导致某个标本检测时间过长。

3、标本状态监控

支持通过大屏幕监控或工作站消息窗口方式对检验全过

程中的异常情况进行报警和警示，提醒检验人员对异常情

况加以关注。

支持急诊标本提醒，不合格标本提醒，危急标本提醒，实

验室过程监控、异常标本监控、标本流转监控。

4、实验室质控指标 BI 分析

以 2017 年 1 月国家卫健委印发的新版《临床实验室质量

指标》为契机，研发的一款通用的、支持快速部署、轻量

级的、即时呈现高品质分析的临床实验室质控指标 BI 展

示工具。

4

图文报告管

理

支持检验图像采集方式有：文件读取、摄像头图像采集等，

支持与血涂片检验、尿沉渣检验、粪便检验、自身抗体等

显微图像系统的对接。

支持常规设备联机，实现各类设备仪器与信息系统的信息

通讯，单向数据采集、仪器控制、双向通讯等辅助仪器实

现自动化，从而降低人为干预程度减少出错进一步提高工

作效率。

具体功能：

1. 从检验仪器自动接收检验结果；

2. 常规、急诊、质控数据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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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转换、偏移、计算等处理；

常规转质控自动处理。

报告发布回

收

支持按不同分类进行报告的查询、浏览、打印和批量打印；

报告发布支持 Web 查询、医生站调阅、大屏通知、服务

台打印；

报告临床调

阅

支持检验结果、报告单的浏览、阅读功能；支持与 HIS 医

嘱匹配或按实验室完整报告方式调阅检验报告；提供扩展

调阅历史报告功能。

查询及统计 支持灵活方便的标本查询、申请单查询、报告查询以及各

种记录查询、统计、分析。具有各种统计报表功能。提供

统计分析报表库，提供基础常用报表，支持用户个性化定

制。

危急值管理 提供危急值自定义规则设置功能，当标本检验出危急值

时，系统自动启动报警功能；实时通知临床，并可记录临

床处理及临床意见，支持临床反馈机制；提供危急值报告

的流程管理，实现危急值全过程管理流程闭环。

1. 通过系统配置，设定危急值上下限，当病人所做

的项目结果超过所设置的数值上下限，系统将会自动

判断为危急值。

2. 检验科人员发现“危急值”情况时，检验者首先

要确认检验仪器、设备和检验过程是否正常，核查标

本是否有错，操作是否正确，仪器传输是否有误，系

统支持对标本进行，在确认临床及检验过程各环节无

异常的情况下，才可以将检验结果发出，在发出检验

结果的同时可以对危急值报告进行描述和备注来提

前医生。

3. 当危急值发布至临床时，系统会通过声音，闪烁

图标等多种方式自动进行提示，操作人员即可查看危

急值信息。

4. 护士站相关人员通过系统接收检验科发出的危

急值报告，并进行接收确认，并及时告知值班医生或

管床医生。

5. 当临床科室确认接收并完成危急值信息处理后，

系统会自动将危急值的处理的措施记录和过程信息

（包含接收科室、接收人、接收时间等）反馈给检验

科室。

6. 仪器产生危急值时，系统要通过科室大屏幕提醒

检验人员及时处理及审核超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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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危急值回报要有各种统计功能（月统计回报率）；

8. 危急值设置要求能细分：标本种类、性别、年龄、

临床诊断及科别。

5

LIS 科室管理 1. 档案资料管理

管理科室文档，管理各类电子文档，进行集中分类存

储、浏览、导出管理。

2. 试剂耗材管理

支持对实验室试剂、物资进行全过程信息化管理。

3. 设备管理

1) 记录冰箱、恒温箱、离心机等实验室设备信息。

2) 记录设备折旧情况。

3) 仪器设备信息化管理，记录各仪器设备的所有信

息，生成仪器设备的档案。

4) 记录仪器设备维护、维修情况

6

LIS 病员服务

平台

支持将病人的检查、检验报告的发送通知、结果以

短信、微信等多种形式发送到病人的手机上。

支持定时自动发送短信，提供报告发放、检验报告的短信

通知。

7
临床整合 支持急诊标本提醒和不合格标本提醒。支持危急值、不合

格标本、报告完成提醒。

8

CDA 支持检验数据管理 CDA 标准转换服务功能，基于卫生部电

子病历委员会（EHR-SC）临床检验结果报告共享互操作规

范（IPBB Lab Component），符合 IHE（Integrating the

Healthcare Enterprise）实验室技术框架第三卷

〖Laboratory Technical Framework Volume 3 (LAB

TF-3): ";font-family:宋

体;line-height:150%;font-size:14px">〗标准。

9

检验报告查

询台

当检验流程结束，检验报告上传至系统后，LIS 系统支持

在医院服务台进行检验报告进度查询，并将查询结果上传

门诊显示屏，通知患者报告进度情况。

10

质量控制

管理

对检验报告和制图质量进行管理。

1. 支持对仪器质控数据自动接收，自动绘制质控

图，系统支持绘制 Z-分数图、L-J 图、尤顿图、尿液

质控图、血液质控图等多种图，质控图绘制可按月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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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描绘，支持不同月份的质控点绘制在同一图上进行

对比；

2. 系统内置 15 种以上常用质控规则和经典多规则

组合(如 WESTGARD 质控规则)，同时支持用户自定义

质控，完成特定的质控测试；

3. 根据目前国际、国内公认的一种有效的多规则组

合质控方式，系统提供月质控图表、失控处理及数据

导出功能；

4. 设置仪器质控参数。支持生化临检免疫等的定量

质控，支持定性质控及半定量质控（如尿液、血液类

质控），针对免疫等项目测试频率较低成本较高的项

目，系统提供即刻法质控，并在完成相应测定后自动

转入 WESTGARD 多规则质控中；

5. 支持月、季、年的质控分析总结，质控阶段性改

进等质控管理，开放质控规则定义支持失控自动报

警、质控数据自动分析和失控处理意见记录。

6. 消息提醒服务

11

设备联机 1、常规设备联机

支持常规设备联机，实现各类设备仪器与信息系统的信息

通讯，单向数据采集、仪器控制、双向通讯等辅助仪器实

现自动化，从而降低人为干预程度减少出错进一步提高工

作效率。

2、条码双工通讯

将系统与检测仪器连接，便与仪器将检测结果自动传入

LIS 系统中

12
第三方系

统接口

支持与全院 HIS、EMR 等系统集成，实现患者检验数据等

信息等全院共享。

13

微生物

系统

实验流程电

子化管理（原

始记录单）

支持详细记录并管理微生物的接种培养、初步鉴定、鉴定、

药敏、报告全过程，实现微生物实验过程的无纸化。支持

记录微生物实验的每个过程完整记录，有培养、初鉴、鉴

定、药敏，取代原有的手工记录单，形成原始记录报告单。

14
三级报告临

床发布

具备多阶段结果处理及 24 小时初步报告、48 小时报告、

最终报告等分级报告，支持微生物检验分步计费。

微生物联机 依据微生物流程特点，在培养、鉴定、药敏各阶段支持在

不同仪器上做，根据仪器情况可支持培养、鉴定药敏仪器

的双工。由于各个仪器中的细菌代码名称或者抗生素代码

名称和我们系统中不尽相同，所以在本系统中，提供标准

细菌代码，保障后期数据的查询分析。提供抗生素药物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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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转换功能。

15
报告管理 支持样本的涂片、培养、鉴定及药敏的独立报告以及综合

报告。

微生物质控 支持手工药敏质控、仪器药敏质控、手工生化反应质控、

仪器生化反应质控、染色液质控；支持微生物室内质控（如

涂片、板条、药敏质控等）和室间质控（如空气、物表监

测等）记录管理。

微生物专家

库 支持提供微生物专家知识库，实现药敏报告临床用药建议

微生物院感 支持与院感系统连接，支持院感系统开职业暴露检验申请

单，打印条码送检，并检验结果自动发回院感系统，方便

院感科监控职工健康状况。实现电子化管理。

支持与院感系统连接，接收院感系统开院感环境监控申请

单，送微生物室进行细菌检测，并将检验结果回报给院感

系统。方便院感科，监控院感情况。实现电子化管理。

16

超级细菌管

理

支持设置重点细菌监控预警（如超级细菌、泛耐药菌等），

检验药敏结果可根据信息在工作平台给予及时提示，对防

控疫情有积极意义。

17

微生物质控 支持手工药敏质控、仪器药敏质控、手工生化反应质控、

仪器生化反应质控、染色液质控；支持微生物室内质控（如

涂片、板条、药敏质控等）和室间质控（如空气、物表监

测等）记录管理。

18

微生物

WHONET 接口

支持 WHONET 的 5.4 、5.5、 5.6 等主流版本的数

据接口，在药敏报告完成后，可将病人信息、细菌信息、

药敏信息自动导入 WHONET 中进行统计分析。

系统中只需要在抗生素药物和细菌种类模块配置符

合 WHONET 规则的 WHONET 代码。然后在 WHONET 模块，通

过条件查询出需要导入 WHONET 软件的数据。点击导入即

可。

打开 WHONET 软件后。就能浏览到导入的数据，并且进行

数据分析。

19
查询统计及

自定义方案

提供强大的数据统计分析功能。报告查询方案自定义功

能，方便实验室进行统计分析工作。

20

微生物联机 依据微生物流程特点，在培养、鉴定、药敏各阶段

支持在不同仪器上做，根据仪器情况可支持培养、鉴定药

敏仪器的双工。

由于各个仪器中的细菌代码名称或者抗生素代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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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和系统中不尽相同，所以在系统中，提供标准细菌代码，

保障后期数据的查询分析。

提供抗生素药物代码转换功能。

21
第三方系统

接口

支持与全院 HIS、EMR 等系统集成，实现患者微生物数据

等信息等全院共享。

13、福建省儿童医院医技报告系统（RIS）

编号
一级模

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检查登

记及收

费

科室检查预约 根据预约排班信息，安排预约病人的检查日期、检查

时间和检查地点。预约完后可进行打印预约单、扫描

预约单、打印病人基本信息条码等操作。

2
科室检查预约 自动安排安排病人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诊。自动安

排医生及其他工作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工作。

3

检查登记及收

费

登记病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年龄、住址、

收费类别、联系电话、检查日期、检查部位、简单病

史等基本信息，并对病人进行收费登记。

1. 支持与 HIS 对接，获取患者相关的检查信息；

2. 支持多过滤条件对患者列表进行过滤；

3. 支持对患者费用进行确、退、核、收等操作；

4. 支持将医生使用习惯保存于服务器，登陆后

在自动还原；

5. 支持进行留言操作；

4

流程管

理

设备集成 对于支持 WorkList 的设备。RIS 输入或接收 HIS 中有

关检查申请的信息后，可通过 WorkList 接口将检查信

息传送到检查设备。

5

申请单流程 为了保证医疗质量以及提高信息的互联互通，系统需

要满足电子申请单闭环流转，包括检查登记、技师工

作站、报告书写、审核工作站，满足医生调阅申请单

需求。

6

条码流程管理 通过条码，系统可以获取患者相关的检查信息、个人

信息、检查部位信息，涉及的工作站包括：登记工作

站、技师工作站医技报告工作站。

7
医学影像诊断

报告的书写 制作、审阅、打印诊断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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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师工作站 技师工作站模块，支持与排队叫号模块对接，实现对

分诊患者的呼叫；支持在技师工作站，对患者进行条

码合并；针对住院患者，技师可以增加收费项目，并

返回 HIS；支持对费用进行核收。

1.系统支持一台技师工作站控制多个队列 。

2.系统支持对患者费用进行核收；

3.系统支持对条码进行合并。

4.系统支持针对住院病人，增加检查项目，并向 HIS

返回相应费用。

5.系统支持对检查人数、未检查人数的实时统计。

6.系统支持与叫号软件对接。

7.系统支持技师检查任务的提醒。

8.支持呼叫患者家属，

8 报告管

理

病历管理 进行病人人数统计及相关病历的获取和管理。

9
资源管理 包括人力资源管理、设备管理、消耗材料管理等资源

的管理。

10
胶片、文件跟

踪 管理胶片及相关文件的借出、入库等。

11

检查报告处理 支持所见即所得的报告模块，拥有专业的模板库，方

便医生快速的、规范完成检查报告，并且医生在进行

写报告时，能够对报告内容进行自由调整。

报告打开

1. 系统支持按病人编号、病人姓名、性别、年龄、

检查日期、检查号、诊断医师、申请科室、设备类型、

检查部位、申请医师、报告医师、操作医师、审核医

师、显示诊断结论、显示阅片状态、显示报告状态、

显示审核状态等查询条件查询患者，并打开患者报告。

2. 系统支持打开患者各种报告状态下的报告。

3. 系统支持报告锁定功能，同一份报告（除已发布

的报告）只允许一位医生打开。

4. 系统支持打开报告时，自动调用对应影像进行浏

览。

5. 系统支持医生自定义报告列表。

报告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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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统支持查看技师留言。

7. 系统支持查看电子申请单。

8. 系统支持查看各种报告状态下的报告。

9. 系统支持不同状态的报告已不同的颜色标记。

10. 系统支持报告的同步放大缩小。

11. 系统支持报告任务列表查看，可按照不同的检查

时间，检查类型，检查部位、检查机房、申请医生、

申请科室等组合方式进行顺序显示。

12. 系统支持报告显示界面的明暗度调整。

13. 系统支持查看报告的无限次修改记录，包括修改

内容、修改人、时间等信息。

14. 系统支持修改痕迹对比。

15. 系统智能提醒任务报告。

报告书写

16. 整个报告结构采用所见即所得的输入模式，即可

根据报告输入要求，自由调节字体字号、上下角标、

中英文字体、特殊符号及公式、可剪切、复制、粘贴

相关内容，可插入表格、插入图片等功能；

17. 系统支持报告书写展现所见即所得，书写界面直

接展现图片、图注、数字签名图片、表格等文字外的

内容，预览、打印与当前展示页面完全一致。

18. 系统支持报告书写与图像采集各自加载图像列

表，可同步可异步。异步采集患者时与报告书写图像

列表互不干扰。

19. 系统支持多种语言报告。

20. 系统支持医生签名图像的自动打印。

21. 系统支持图文报告格式。

22. 系统支持对影像图像进行勾选添加及拖动添加。

23. 系统支持在图文报告中对图片放大、缩小、自适

应等操作。

24. 系统支持在报告界面的图片区域，通过鼠标拖拽

图片的方式任意调整图片位置。

25. 系统支持报告书写通过模板输入项配置，具有复

杂的逻辑判断及公式计算，自动得出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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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系统支持根据检查所见，自动完成诊断。

27. 系统支持报告书写全键盘操作，操作时可回车至

指定下一个输入项。

28. 系统支持报告退回，并记录退回原因。

29. 系统支持在报告界面将该报告设置为典型病例

或教学病例。

12

危急值 医生进行报告书写时，系统能够自动的对报告中出现

的危急值进行判断，经医生判断为危机之后，直接发

送至该患者所对应的临床科室。

专家模板库 1. 系统支持提供丰富的专家模板，包括普放、

CT、MR、DSA（血管造影介入治疗等，形成特有的

专家模块库。

2. 系统支持报告模板自动匹配报告类别。

3. 系统支持根据医生个人喜好编辑、添加、调

整报告私有模板。

4. 系统支持主任医生及管理员编辑、添加、调

整报告公有模板。

5. 系统支持模板报告库导入。

6. 系统支持报告模板插入前预览。

7. 系统支持一个或多个专家模板插入到报告

中，插入方式有新增和追加两种。

多级审核 具备三级报告体系，具备报告锁定机制，报告审

核医生通过该模块对报告书写医生的报告进行审核，

审核完成后即可进行发布；

1. 支持审核不通过留言；

2. 支持对报告的阴阳性进行选择；

3. 支持发起读片会诊；

4. 支持对报告历次的修改记录进行查看

相关报告 1. 医生进行报告书写时，能够在同一界面横向

和纵向查看患者历史诊断报告（横向是指患者的

超声、内镜、心电、检验等历史报告，纵向是指

能够查看患者的历次报告）。

2. 系统支持在同一检查报告页面，可查看患者

本科室内的历次检查报告。

3. 系统支持在同一检查报告页面，可查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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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室的相关检查报告。

集中打印 系统具有电子胶片功能，可与 RIS 系统相关联，实现

按需集中打印胶片与报告，并可根据医院实际业务需

求，实现自助打印。

13

质量控

制

放射影像质控 提供放射影像质控模块，可以为技师拍的影像进行甲、

乙、丙、废进行评分，并且质控结果保存在系统中，

支持查询与统计。

14

放射报告控制 针对报告，系统提供一套专业的报告质控模块，对医

生写的报告进行质控，包括报告书写的规范性、诊断

结论的准确性等进行评分。

15

统计报

表及条

件查询

在所有需要查询的界面为医生提供快捷查询及高级查

询两种查询方式，支持全院信息统一查询。精确统计

医务人员、科室工作量和各种病例统计、分析。

16

第三方

接口

PACS 系统与第三方系统对接（EMR、HIS 等），实现患

者影像信息的上传，能够满足跨系统调阅和共享。

RIS 系统与第三方系统对接（HIS、体检、手麻、院感、

各类平台、各类信息调阅、各类数据上传等），实现

患者个人信息、检查报告信息以及相关的检查信息上

传，能够满足跨系统调阅和共享。

14、福建省儿童医院内窥镜管理系统

编号
一级模

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基础管

理

设备管理 自动消毒机、数据采集器、RFID 卡、员工工牌卡的

登记管理。

2 内镜登记 新增内镜并登记 RFID 标签，登记后可以使用和监控。

3
病种限定 根据使用内镜的病人病种信息，限定使用自动或手动

消毒。

4
传染病监控 对于传染病人使用的内镜，消毒前进行预警，并可独

立控制消毒流程。

检查预

约及登

记

根据预约排班信息，安排预约病人的检查日期、检查

时间和检查地点。预约完后可进行打印预约单、扫描

预约单、打印病人基本信息条码等操作。支持打印检

查注意事项。

登记病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年龄、住址、

收费类别、联系电话、检查日期、检查部位、简单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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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等基本信息，并对病人进行收费登记。

1. 支持与 HIS 对接，获取患者相关的检查信息；

2. 支持多过滤条件对患者列表进行过滤；

3. 支持对患者费用进行确、退、核、收等操作；

4. 支持将医生使用习惯保存于服务器，登陆后

在自动还原；

支持进行留言操作

危急值

提醒

医生进行报告书写时，系统能够自动的对报告中出现

的危急值进行判断，经医生判断为危机之后，直接发

送至该患者所对应的临床科室，由科室进行危急值接

收确认，确认完成后对危急值处理的情况进行反馈。

5

流程监

控

手工洗消 包括初洗、酶洗、次洗、浸泡、末洗、干燥等环节的

流程监控；智能识别并启动相应消毒程序，计时提醒，

结束或中断报警。

6
自动洗消 登记进入消毒机的内镜信息，同时可通过消毒机接口

获得运行参数。

7 内镜存储 消毒合格的内镜置于指定存储柜中。

8

诊间管

理

使用登记 病人通过 RIS/PACS 等进行内镜检查时，自动识别所

使用的内镜系统提供多种接口方案，可嵌入在各类第

三方系统中。

9
使用修正 内镜使用登记后，如发现病人选择错误，可以修订使

用人。

10 监控管

理

消毒监控 以大屏方式监测每条流水线的实时运行情况。

11 内镜监测 按镜子操作顺序，查看内窥镜当前使用或消毒状态。

12 维修管理 自动消毒机、内镜的故障、维修、修复登记。

13 消毒液监测 监测消毒液浓度情况，并可将监测试纸拍照保存。

14 统计查

询

使用追溯 显示内窥镜的历史使用和消毒记录信息。

15 使用统计 按时间、科室统计各类内镜使用次数。

16
成本核算 根据内镜购置分摊成本和使用消毒成本，核算科室成

本情况。

17
水槽清洗数量

统计

记录每个水槽每天清洗数量，可以人工设置一个数值，

当清洗数量超过该值时会提醒。

18 内镜图 支持从 DICOM 3.0 接口的内镜设备传输影像至工

作站；支持胃镜、肠镜、喉镜、支气管镜等各种内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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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采集 镜。

支持通过图像采集卡从内镜设备直接采集单帧

（DICOM）、多帧（DICOM），支持采集卡+DICOM 双工

模式，满足各种规模医院的应用需求。

采集动态图像，形成 DICOM 多帧格式或 AVI 影片

格式，时间不限，可在任何符合 DICOM 3.0 的 PACS 系

统中实时回放。

支持鼠标、键盘、外接小键盘、脚踏开关等多种

采集触发方式；外接小键盘三个键之内，方便操作，

并且能绑定在内镜键盘上。

支持图像冻结数秒后（可自定义）自动采集图像

的功能，支持动态录像（AVI）采集、回放、在回放过

程中采集单帧影像。

支持匿名采集、后台采集或异步采集，支持内镜

报告与图像采集分离的工作方式。

支持在采集时设置对视频窗口进行裁剪。

支持多帧 DICOM 图像循环播放，可以手动设定播

放速率。

支持浮动视频监控窗口，可缩放并支持鼠标拖动。

支持缩略图栏，在缩略图上点击鼠标可放大显示

图像。

支持在缩略栏用鼠标将错误匹配的图像拖出当前

检查。

支持报告书写界面和图像显示界面同屏显示。

图像显示界面可手动调节大小、拖拽、位置移动。

支持图像导入、导出功能，支持 BMP／JPG／TIF

／DICOM 格式，可以实现自动 DICOM 格式图像的发送。

支持录像导入、导出功能，支持 AVI 格式。

影像数据能够存储在本地硬盘，支持在线、离线

存储方式。

支持多种图像后处理功能（大小、亮度、对比度

调节等）。

显示黑白和彩色影像。

支持为采集下来的每一幅影像添加描述文字标

注，并可打印在诊断报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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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单工作站以及整个系统的图像备份和恢复（CD／

DVD 刻录）

19

内镜图

文报告

报告撰写、审核，基于专家模版的计算机辅助报告系

统。

丰富的检查诊断知识库，并配有常用术语（可以随时

添加和修改）。

以固定描述项和可选项以及多级短语的方式组织报告

模版。

支持为不同的内窥镜定义各自的诊断报告模版并可由

用户自定义。

支持在工作列表、历史检查、同名检查、报告编辑和

报告模板在一个界面上同屏展示，帮助医生快速定位

检查，避免页面切换。

自动弹出检查申请单，自动获取相关检查申请单列表。

为了能够提高医生报告书写效率和诊断的准确性，系

统需要支持所见即所得的报告模块，拥有专业的模板

库，方便医生快速的、规范完成检查报告，并且医生

在进行写报告时，能够对报告内容进行自由调整，包

括字体、字号、插入表格、图片等，另外医生在写报

告时，能够在同一个界面查看患者的历史诊断结论，

最后，系统需要支持对相关的危急值、敏感词等进行

实时的提醒。

1. 整个报告结构采用所见即所得的输入模式，

即可根据报告输入要求，自由调节字体字号、上

下角标、中英文字体、特殊符号及公式、可剪切、

复制、粘贴相关内容，可插入表格、插入图片等

功能；

2. 提供丰富的专家模板库，并且模板能够根据

报告类型自动匹配，支持模板预览，支持医生将

自己的模板导入至个人模板库或者公共模板库；

3. 支持根据检查所见，自动完成诊断；

4. 支持胃镜、肠镜示意图展示

5. 支持在示意图上点选标注图注位置，支持色

块、数字显示标注

6. 支持图像标注示意图位置时自动获取图注信

息

7. 医生进行报告书写时，能够在同一界面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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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纵向查看患者历史诊断报告（横向是指患者的

放射、内镜、心电、检验等历史报告，纵向是指

能够查看患者的历次报告）；

8. 支持危急值、敏感词的自动提示；

9. 支持根据医生的需要，自由的选择图片插入

的张数；

支持一键影像平铺，方便医生快速选择

10. 医生进行报告书写时，能够在同一界面横向

和纵向查看患者历史诊断报告（横向是指患者的

超声、内镜、心电、检验等历史报告，纵向是指

能够查看患者的历次报告）。

11. 系统支持在同一检查报告页面，可查看患者

本科室内的历次检查报告。

12. 系统支持在同一检查报告页面，可查看患者

跨科室的相关检查报告。

图文报

告调阅

管理

报告审核后，提交到报告发布平台，系统内各临床科

室按权限均可以浏览

统计查

询

1. 日工作总汇表：统计并打印一个科室一天检

查的清单

2. 工作量统计：按某一时间段、申请科室、检

查医生、检查科室、检查项目、设备统计工作量。

3. 财务统计：按某一时间段、申请科室、检查

医生、检查科室、检查项目、设备统计财务收入

情况。

15、福建省儿童医院放射科影像系统（PACS）

编号
一级模

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一） 软件

1

影像服

务器管

理

建立影像数据

存储中心

支持建立 PACS 影像数据存储中心平台；能够管理

磁盘阵列等海量数据存储；支持大任务量并发请求，

支持医院日后进行新设备连接不需再升级PACS服务器

软件。

存储图像格式为DICOM标准，符合DICOM3.0标准；

图像存储 SCU/SCP，DICOM 工作清单，DICOM MPS，D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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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PATIENT/STUDY ROOT QUERY/RETRIEVE SCU/SCP；

支持符合 DICOM JPEG2000 国标标准压缩格式进行存

储。

2
压缩存储 支持影像有损压缩（LOSSY）和无损压缩（LOSSLESS）

两种常见格式。

3 影像匹配 自动将影像与 RIS 系统中的数据进行匹配、统一。

4
脚本设置 通过脚本语言灵活的对影像的分发、获取、存储机制

进行设置。

5 影像处理 查看存储系统的影像并对影像进行简单处理。

6
汇总统计 提供并支持汇总和统计，跟踪患者状况、检查报告以

及资源使用情况。

7
在线管理 对 PACS 系统中的设备以及站点进行综合的管理，支持

在线管理方式。

8

集中阅片 所有设备影像直接发送到服务器，不经过其他工作站

中转，患者所有影像可以集中阅片。

支持完整的 DICOM Worklist 工作清单。

9 患者数据管理 患者数据管理，记录、修改和查询任意患者记录。

10
检查信息转换 能够将患者中文检查信息自动转换成 DICOM Worklist

并能为各影像设备去调用。

11
日志管理 提供详细的系统日志记录和管理功能，易于进行系统

维护。

12

临床服

务器管

理

1、能定时检索符合条件的影像科室检查信息，并负责

上传到影像中心。

2、支持配置发布报告的间隔时间。

3、支持客户端允许连接的用户与访问口令，以及连接

端口的设置。

4、支持选择应用是否需要另存影像的设置。

5、各临床客户端浏览器可以通过 web 站点或电子病历

/HIS 系统界面直接提出报告浏览请求。

6、每个各临床应用端的用户可以自行更改或设置登录

密码。

7、支持对已发布报告数据的维护。

8、支持选择使用手工或自动审核及发布报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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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临床浏

览

图像显示控件 提供图像显示控件，能够直接嵌入到医生工作站等应

用软件中，方便调阅当前患者的相关图像及历史图像

与诊断。

19

图像检索 提供按人、按病区、按检查类别、按申请医生、按日

期等检索能力，能够显示患者所有的检查申请及处理

状态。

20

图像展示 能够显示静态图像，能够支持动态图像回放；支持灰

度和彩色图像显示；经特殊授权的用户可以把图像以

JPEG 等格式另存到本地介质；显示患者的文字报告快

照。

21
图像切换 可以在同一界面内，任意切换看到各影像科的原始图

像及报告。

22 模糊查找 支持对数据的模糊查找。

23
图像处理 支持基础的影像处理功能，如图像的缩放、旋转、灰

度调节、基本测量等。

24
预约登

记叫号

分诊叫号 根据不同设备类型进行分类排队、叫号；支持扩展为

二级分诊叫号模式。

25 自动排号 根据先后顺序自动排队叫号。可急诊优先和人工干预。

26

叫号展示 支持等离子电视机显示排队、叫号信息。叫号信息显

示格式：“请****号到第*诊室就诊”；并可自定义显

示的其它内容。

27
流水号打印 配备专门的窄纸打印机打印排队流水号和检查类型，

并能打印排队信息。

28

特殊叫号 适用于普放、CT/MR 的患者集中登记功能；

排队叫号系统可与技师工作站紧密集成，可由技师工

作站直接叫号。

29
预约管理 用于患者登记、预约及预约管理；预约模块可按月、

周、日视图模式工作。

30

影像定义 各可定义影像号的分配策略及起始编号；可识别并调

用复诊患者登记信息；支持扩展申请单扫描、支持多

种信息录入方式。

31

放射医

生阅片

1、符合 DICOM3.0 标准，图像存储 SCU/SCP，支持

JPEG2000 压缩 DICOM 影像文件；

2、确保能快速调阅图像普放图像≤2秒，CT/MR

序列首图像≤1秒；

3、支持单屏及多屏显示，支持高分辨率灰阶及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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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医用显示器显示处理；

4、旋转：进行各种翻转（左、右、水平、垂直）；

5、伪彩色：改变图像颜色（各种色彩）；

6、反色：使图像呈相反的颜色显示；

7、影像缩放：图像整体缩小、放大；

8、局部放大：放大镜功能；

9、图像漫游：当图像放大以后不能完全显示时，

可移动画面查看任意部分；

10、框大小显示：图像被放大、缩小后，恢复原

始大小；

11、掩膜显示：遮住图像其他部分，只显示感兴

趣部分；

12、动态播放：同时打开多个图像或多组序列时，

连续播放图像；

13、线灰度图：显示一条直线下的图像灰度值和

频率；

14、点灰度值测量：随着鼠标的移动，可以实时

测量并显示图像上某个点的精确灰度值（CT 图像应给

出精确的 CT 值）；

15、重新加载：对图像进行了缩放、反色显示、

翻转、平滑、锐化、去噪或窗宽窗位调节等操作后，

可以使图像还原到操作前的状态；

16、标注：在影像上标注线条、箭头、各种形状

及文字；各种标注、箭头等可整体移动，各热点端亦

可灵活改变，改变后能实时显示相关信息；

17、测量：进行角度、长度、面积及灰度值测量，

测量线可整体移动，两线段亦可灵活改变，改变后能

实时显示相关信息；

18、窗宽窗位值调整：鼠标动态调节、选取感兴

趣区（ROI）调节，快捷键调节（在系统中可预设）；

19、影像比较：在同一屏幕上，可同时方便地调

阅一个患者或多个患者不同诊断序列、不同影像设备、

不同时期、不同体位的影像进行同屏对比；

20、可按不同的影像模式对常规的图像处理按钮

进行自定义定制，并且在调图时，常规用的功能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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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按预先定制的方式自动设为默认方式；

21、时间轴管理功能：打开患者检查时，患者在

本院所产生的历史检查信息以时间轴的方式显示，鼠

标指向任意历史检查，可查看历史诊断信息简要描述，

双击鼠标左键即可调取历史检查图像；

22、显示 CT、MR 定位线：所有定位线或单图定位

线；

23、支持 CT、MR 图像联动定位功能，支持不同序

列定位同一层（或相似层）功能；

24、针对于 CR 及 DR 等普放片子提供专业的“影

像图像增强”功能，可根据不同部位设置专业参数；

25、严密而灵活的报告审核制度，用户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使用三级审核机制、二级审核机制或无

级审核机制进行工作；

26、诊断报告留痕功能：能把进入系统的患者流

程及报告修改流程详尽的记录下来；

27、系统提供模板，可在此基础上修改另存；并

能提供专用的报告模板编辑器，让使用者可以建立全

新的模板；

28、内置标准的专家术语库和常见词组（症状和

检查所需的数据字典），供用户选用；

29、从系统专家术语库选取词条完成报告或手工

编辑报告，可在报告中添加影像、设置文字颜色和字

体，并可查阅相关病史进行参考对照；

30、打印得出“所见即所得”的报告。

32

三维可

视化

1、三维可视化模块在放射科任意端点均可使用，

且所有端点具备科室业务高峰期同时并行运算的能

力；

2、三维可视化模块需与 PACS 系统为同一厂家生

产；

3、支持最大密度投影（MPR）及最小密度投影（MIP）

功能；

4、支持 CPR 功能，可提供 CPR360 度旋转显示；

5、支持新建 3D 布局，以适用于

MPR/MIP/CPR/MinIP 等的三维功能显示；

6、支持三维平面重建、曲面重建、斜面重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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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显示体重建，支持一键去床

7、支持一键去骨

8、支持一键金属物检出。

33

高级功

能模块

融合对比 可以对齐和融合两次来自相同或不同采集机型的体积

配准。将来自 CT、MR 的 3D 解剖图像与来自 PET、SPECT

和 X 射线血管造影机的图像进行对比。

34

高级肿瘤分析 肿瘤随访检查是大部分常规检查的组成部分。由于与

当今多设备、多时间点肿瘤学检查相关的数据范围不

断扩大，因此回顾这些检查可能非常耗时和费力。提

供组织和显示肿瘤学数据，以方便快速查看。

可以减少检索影像数据和准备数据的时间，并增加读

片的时间。自动化工作流程，以便于随着时间的推移

进行比较，并使复查后续检查变得高效。

35

容积重建 三维图像分析系统是一款医疗诊断软件，其可用于对

3D 重建图像及其与从 CT、MR、X射线血管造影和 PET

扫描设备原始采集图像的关系进行处理、审查、分析

和传输通信。采集的影像、重建影像、医师所做的注

释和测量结合在一起，可为相关医师提供用于诊断、

外科手术和制定治疗计划的相关临床信息。

36

动态扫描 动态CT扫描指采用容积穿梭扫描或容积螺旋穿梭扫描

得到的图像数据组，该数据组能反映对比剂在人体内

动态流动的成像。这些图像数据是随时间推移的三维

容积的动态图像组。动态穿梭 CT 扫描能提供一组无骨

遮挡的动态 CT 血管造影（CTA）图像。

37

融骨和血管分

析

CT 血管造影数据的工具，包括狭窄分析、血栓、放置

支架前后规划程序和定向血管扭曲可视化。提供了对

头部、颈部和其他解剖部位的零点击骨骼分段功能，

自动化与易用性特点优化了工作流。

38

高级心脏分析 心血管成像的集成后处理成像分析应用程序。可用于

显示、重构和分析 2D 或 3D 心脏 CT 图像，以便从单个

或多个心脏相位图像数据集对心脏解剖部位和冠状动

脉血管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

39

高级结肠分析 提供一种检测结肠病灶的综合性判读工作流程方案，

具有灵活性和高效性能。用户可对被标记液体阻挡的

解剖结构进行可视化。加上数字化造影剂过滤器，突

出显示潜在的疑似区域。

40 心脏功能分析 评估心脏功能，针对心脏疾病进行高度自信的诊断。

为左心室和右心室、射血分数和心肌质量提供准确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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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复性的量化分析，充分使用多相位、多层面心

脏CT图像对心脏功能进行评估，提供了一种易于使用、

节省时间的方法。

41

高级灌注分析 用于分析与中风和肿瘤血管生成的灌注图像。具有简

单的用户界面和全自动的灌注后处理，可创建降低噪

声的功能图，同时保留功能性细节

42
高级肝分段 用于检测具有特殊活性和性能的肝脏病变。可以观察

和测量肝脏、肝段和肝脏病变，确定肿瘤负荷。

43

高级肺结节分

析

提供高效的 CT 肺结节评估和诊断。能够通过对两个或

多个数据集进行配准进行病灶匹配、自动病灶分类和

自定义报告工具实现自动随访。

44

高级呼吸系统

分析

对肺脏进行量化测量，以便对肺脏疾病进行诊断。具

有自动化肺脏和气道分段，以及基本视图和高级肺脏

组织分析。

45

功能后处理基

础

通过对各扫描位置的多张图像进行 MR 数据集分析，从

多参数检查中获取最多的信息。用户经验驱动框架提

供方案和工具组合，快速、轻松地对多个数据集进行

量化分析。

46

体部功能后处

理

将 MR 人体图像的查看操作流水化，简化了工作流程，

提供算法、工具和工作流来处理从人体中采集的时序

数据，基于信号强度的时间演化通过对比增强图像计

算参数图像。

47

血管分析 跟踪血管几何结构并进行测量，包括显示、测量和批

量拍摄/存档功能，能有效地分析所选血管的狭窄、方

向扭曲和其他异常。

48

3D 打印 任意已分割 VR 图像一键式导出，利用常规临床流程，

节省时间，不需依赖第三方重建 3D 模型，适用于所有

AW 支持的图像类型，可用于临床教学，医师培训，外

科手术模拟等。

49

放射统

计及管

理

1、支持放射科室设备管理功能；

2、设置系统的用户信息以及权限、角色；

3、支持放射科室人员管理功能；

4、支持临床科室开申请单人员管理功能；

5、方便设置系统的工作流程。

6、患者数据管理，记录，修改和查询任意患者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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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检索管理患者的历史信息，基于“患者 ID”“患

者姓名”等的检索；

8、科室管理统计；

9、科室工作量统计；

10、科室每月的收入情况；

11、阳性率统计；

12、支持统计权重预设功能；

13、支持智能化统计报表，可向下钻取数据；

14、每台设备的使用情况统计；

15、不同临床科室申请检查情况的统计；

16、不同时间段的统计情况；

17、支持多种报表显示模式，如图表、饼状图、

柱状图等。

基础功

能

所投 PACS 软件与三维后处理软件须为同一厂商产品

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包括数据库、操作系统必须为正版

软件

PACS 系统软件能够完全兼容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现有

PACS 系统，并从现有 PACS 系统中读取患者影像，如果

产生相应接口费用，由投标厂商负责

PACS 系统软件能够从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现有 PACS 系

统中读取患者历史影像，并进行影像对比查看分析，

如果产生相应接口费用，由投标厂商负责

基于 Windows 或 UNIX/Linux 平台

支持 HL7(Health Level Seven)和 DICOM 标准的集成方

式

根据 HIPPA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健康保险便利和义务法案）标准，

提供对特殊病人信息的安全保密机制

支持全面虚拟化部署，构建基于VMware的虚拟化平台，

提供全院统一的计算资源分配调度池，同时充分利用

VMware 的 HA，FT 保障系统的高可用

系统支持负载均衡(Load Balancing)、双机热备

供应商所提供的 PACS 为全中文操作界面产品

所投 PACS 软件需支持与第三方 RIS 做系统集成，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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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S 与 RIS 系统使用统一的用户权限管理， 用户只

需一次登陆即可同时使用 RIS 和 PACS 系统

支持 IHE 集成模式：预约工作流（SWF）获取放射学信

息（ARI）患者信息整合（PIR）实例可用性通知（IAN）

一致时间（CT）影像显示一致性（CPI）分组检查的实

现（PGP）

数据库采用 ORACLE、Sybase、MySQL、Sql Server 等

大型关系型数据库

支持采用集中式（On-Demand）数据库影像储存管理机

制，记录所有影像的储存位置

管理所有图像、工作列表、用户偏好、存档、预取、

身份验证和授权

数据库将会自动记录下列资料：所有病人及检查的相

关文字资料,所有检查影像的属性资料,PACS 所有的系

统参数设置，包括所有用户的个性化参数设置

用户可以选择性地使用数据库复制的功能对PACS数据

库进行冗余设置，冗余设置的数据库服务器为热备用

服务器。这种高可用性配置通过消除任何单点故障机

会来确保数据库持续运行

记录病人检查(STUDY)／影像(IMAGE)/影像序列

(IMAGE SERIES)的相关信息

支持系统日志记录。对图像、报告等信息及系统的修

改、增加、删除均有日志记录

支持多场地医院、集团医院分院的数据管理和配置模

式

支持小波(Wavelet)压缩算法

支持历史影像的 Pre-fetching（预提取）功能

支持 128bit 的 SSL 加密技术，病人基本信息可以得到

充分的保护，确保数据在传输途中的私密性

支持文本式 DICOM SR(结构化报告)的管理

支持全面的 DICOM3.0 影像设备类型，包括：CT、

MR、CR、DR、RF、MG、RF、SC、DSA、NM、PET、US、

IO、ES、FFDM 等

服务器软件提供 DICOM Storage SCU/SCP SOP Class，

可直接接收所有符合 DICOM3.0 标准的影像数据

支持 DICOM storage comm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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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预处理服务器可以根据检查设备的数量扩展

可同时接收多个不同影像设备发送的数据，支持多个

用户对同一影像数据的并发调阅请求

可以作为外部 DICOM 客户端通过 DICOM

Query/Retrieve 和 C-Move 与 PACS 通信的接口

支持硬件负载均衡器的负载平衡，如 F5 或 A10

支持 DAS、SAN、NAS、CAS、云存储各种存储技术

具有自动存储管理功能，支持存储“水线”设置，即：

如果系统超出或者达到存储“水线”设置值，系统将

自动转存前期归档的数据以保障存储空间

可对不同种类影像数据分别设定不同的压缩条件包

括:不压缩、压缩，压缩可分非失真、失真压缩，失真

压缩又可分别设定不同的压缩比

存储之间的数据根据设定的规则实现自动迁移和统一

数据管理

支持影像存储和发布的无损和有损压缩即 DICOM

Lossless 和 DICOM Lossy，压缩比例不小于 2:1

在线数据往近线数据的归档全部自动完成

可以根据配置的检查状态（如，验证、完成等）完成

后或配置的时间到达后进行自动归档

支持 DAS、SAN、NAS、CAS、云存储各种存储技术

近线数据可直接被系统调用

存储数据提供设置为不可修改功能

支持 JPEG2000 无损图像压缩技术

存储格式遵循 DICOM3.0 标准：支持常见 DICOM 影像的

存储；支持 DICOM 结构化报告 SR 的存储；支持 DICOM

留痕信息 GSPS 的存储；支持 DICOM Store 服务；支持

DICOM WorkList 服务；支持 DICOM MPPS 服务；支持

DICOM Query/Retrieve 服务

支持 DICOM3.0 数据压缩算法，支持 Jpeg、

Jpeg-Lossless、Jpeg2000、Jpeg-LS、Deflate 等有损

及无损压缩模式

支持多种存储架构和存储介质，支持光盘塔，磁带库

等近线/离线存储设备，支持多重存储体系以及数据管

理方式，可以导出为符合 DICOMDIR 标准及 IHE 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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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格式的 CD 光盘

采用数据库与影像数据分离存储方式，用优化的算法

进行数据库管理，保障海量数据存储与检索

具有影像数据存储状态提示功能

提供数据还原、系统容灾等安全恢复手段

具有严格的用户分级数据访问安全管理机制

具有优秀的可升级性与扩展性，存档图像进行自动管

理，可以对存储空间进行自动控制，具有自动备份及

手动备份功能，有完善的系统监控及警示功能，并有

详细的日志记录

图像数据在存储系统中应以无损的形式保存，即：可

将数据恢复到设备生产的原始状态作为其他用途的多

级备份，可以以使用能够满足临床应用质量和性能需

要的有损压缩的数据备份

存储系统能够自动管理在线系统与离线系统之间数据

的迁移和恢复，能够提供用户可配置设备的迁移策略，

离线采用光盘或硬盘备份系统，可以对在线存储进行

定时、增量以及全备份

提供影像诊断工作站软件系统的 CFDA 证书

支持 CT、MR、CR/DR、超声、X 光机、心血管机、核医

学、内镜、病理等 DICOM 成像设备的图像联网直接接

入

支持设备配置的 MPPS 功能

可配置的图例目录和窗口排列，可配置的预设显示方

案，可配置的桌面方式(工具栏、命令按钮、快捷键等)，

提供交互式窗口和优化的显示设置，以用户定义的显

示协议自动呈显影像

支持不同的“皮肤”设置以适应医生在明亮和较暗的

阅读环境中的舒适度，减少眼睛疲劳

采用流媒体多线程调阅技术，支持影像的后台调阅，

当第一屏影像显示完成后即可以进行图像处理，不需

要等待全部影像传输完毕

具有 DICOM 查询/检索功能

可根据 DICOM 3.0 的数字化显示标准（GSPS）来储存

注释和测量结果

可根据患者姓名、门诊/住院号，就诊卡号，检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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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部位、影像号、检查日期时间等组合查询，方便

医生针对多种条件下获得影像资料的工作；可同时调

阅一个患者或多个患者不同诊断序列、体位、时期、

成像设备的影像对比显示和诊断

支持 VIP 保密患者的图像资料管理

默认显示协议（DDP）用于指定打开检查（当前及既往）

以进行查看时显示图像的方式，用户可以使用或修改

这些 DDP 来创建自己的 DDP

导航器时间轴上列出了同一患者的所有检查。单击时

间轴上某项检查时，该检查的各图像系列即显示在缩

略图条带的缩略图视图中

导航器网格抓取工具可以将图像系列加载到任意显示

器的显示区域中

有图标表示当前检查由另一用户打开。光标停留在图

标上时，会提示打开检查的用户、用户组、工作站名

称及时间

检查图像可复制到文件夹中，如会诊文件夹、理论文

件夹等

支持图标目录(多幅小图)浏览

可同时浏览多个序列或检查

用户可以自定义6个窗宽/窗位预设以应用于特定医疗

设备

可提供相关病例或序列的影像同步(Sync Image)，提

供不同检查、序列和病人的比较，以便互相参考

支持 DICOM 多帧动态影像回放功能，支持多序列联动

同步回放

支持显示状态记忆、结构化报告和关键病灶标记，支

持选择/显示重要(标记)的影像

支持单次大量影像的 KEY IMAGE 功能

可以根据上次保存图像时使用的窗宽窗位来重新显示

图像

可以根据上次保存的图像状态来显示图像

支持多种处理工具，例如：感兴趣区域(ROI)工具和测

量，可快速、自动调整窗宽窗位(WW/WL)调整，灰度反

转，左右上下翻转与旋转，缩放与漫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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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绘制矩形、椭圆、多边形 ROI

放大镜中的窗宽/窗位和反相，图像锐化和加强边界

过滤功能

可标志和显示关键图像

可标志和显示重要图像。将单张图像标记为“重要图

像”，这些图像会添加到“重要图像”系列中

可以为图像添加文本注解和箭头注解

测量功能：距离、角度、截面、ROI(感兴趣区)、Cobb

角度等

支持电影播放功能，“层叠模式”时，播放按钮会出

现在工具栏上

支持空间光标/多平面定位

支持CT多期增强扫描检查图像在同一序列和不同序列

中的同步对比显示。对同一序列中的多期增强扫描检

查图像，提供按不同的图像采集时间进行识别的分期

（各期）的轴位图像同步关联显示；对不同序列的多

期增强扫描检查图像，提供自动关联链接功能做分期

（各期）的轴位图像做同步关联显示

支持手动指定任意序列同步关联

支持交互参考线。可以显示/隐藏交互参考线

支持脊柱标记

支持 DR 和 CR 影像的实际尺寸图像显示，经测试最大

显示矩阵为 5M 像素

支持多显示器、和不同分辨率的多显示器

支持灰阶影像和 24-bit 真彩色图像

可把图像复制到剪贴板，可输出 ROI 参数到 Excel 表

格

可自动地将 DICOM 处理结果存储在本工作站、或推送

到中心数据库

可转换 DICOM 格式静态图像到普通 JPEG、BMP 格式和

动态图像到 AVI 格式，方便科研和教学

可将图像为输出 JPEG、BMP、AVI，可实施 DICOM JPEG

无损压缩

提供 DICOM 胶片打印方式

可在刻录的 DICOM 格式光盘上装载能自启动的 D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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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浏览器来在普通 PC 上浏览盘上影像并对影像做

DICOM 基本操作：可选单幅或 2X2 方式显示图像，动态

回放，可改变回放速度;支持鼠标滚轮功能，支持鼠标

右键快捷功能，可启动多种功能;放大镜功能，图像放

大 1、2 倍;对比度反转、图像翻转/旋转;测量距离、

测量角度;窗宽/窗位调节(使用鼠标右键);平移图像

(使用鼠标左键拽动);可恢复原始图像参数，显示或不

显示图像标注信息;可查看新 CD 盘

提供临床影像调阅软件系统的 CFDA 证书

支持显示 CT、MR、US、PT、XA、RF、SC、CR、DX、MG、

DBT、IO、SC、VL、NM、ECG、内镜、显微镜等 DICOM

图像

支持显示 DICOM 格式的 12 导心电数据

支持多区域超声图像显示和测量

支持显示 DICOM 封装的 PDF、MOV 等对象

临床影像查看器要求零安装时间、无需下载任何软件

(网络或产品)至用户设备,而且用户设备无需获得管

理权限

不会有数据留存到本地设备上，有助于保证数据安全

和保密

通过根据网络带宽显示有损压缩图形并自动禁用图像

的无损压缩进程，支持低带宽环境

允许以渐进和自适应流方式查看图像。无需用户干预

支持的操作系统为能够运行所支持浏览器的任意

Windows 或 Macintosh IOS 系统

支持以下浏览器以上版本：

·Internet Explorer 8 和 9,

·Internet Explorer 10 和 11

·Mozilla Firefox v32

·Macintosh 和 iPad 平台上的 Apple Safari

v7.1.8

· Google Chrome v32

基于 HTML5 标准的最新网络技术

可以查看 DICOM 数据，也可以查看 XDS（企业间文件共

享）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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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更改用户界面主题，提供开灯/关灯两种主题，可

以使影像在昏暗的室内和明亮的室内均有清晰的展

现。

支持环境光测试功能，确保进行诊断时的环境照明达

到理想状态

在平板上丰富的手势操作

最大化和还原视窗。此功能可以让用户在视图间快速

切换，而无需切换布局，以便更快地查看放大图像

使用覆层，用于显示或隐藏视窗中的覆层

支持导航器，使用导航器可以在影像查看器中方便地

查看重要图像备注或检查

使用序列选择器，采用序列选择器可方便访问所选患

者的比较检查

使用布局，用户可以使用布局来选择一台单一显示器

上的视窗排列方式。默认情况下，根据检查设备的不

同，检查将以视图_H 或视图_2x2 布局显示

调整窗宽/窗位设置

调整窗位和窗宽（窗口预设）设置

分页/滚动查看检查中的图像。用户可通过分页/滚动

功能使用鼠标中间按钮（滚轮）来分页查看检查和图

像

电影功能，用户可以用电影“循环”形式查看检查中

的所有“多帧”图像

以电影形式播放检查。以电影方式自动播放多达 4 个

多帧对象时，能够在播放过程中变更速度、窗宽/窗位

和平移参数

以电影形式播放检查。电影功能可播放序列中的各个

图像，并可在电影播放过程中使用图像操作工具，例

如缩放、平移、旋转和翻转等

对检查使用多层面电影。多层面电影功能可以电影模

式播放含有多幅图像的检查，例如 CT、MR、PET/CT 或

NM。多层面电影同一时间可在一个视窗中播放

2D 注释和测量，ZFP 查看器支持使用注释和测量功

能

可根据 DICOM 3.0 的数字化显示标准（GSPS）来储存

注释和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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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重要图像和重要图像备注(KIN)，重要图像和重要

图像备注可通过导航器查看

支持缩放系数和布局

平移影像

旋转影像，向左旋转，向右旋转图像

翻转影像，垂直翻转，水平翻转

反转图像

支持 MPR

支持 MIP

可以进行心胸比（CTR）测量

为检查构建容积再现图像。检查中选定序列可重建为

三维图像。重建时使用单一序列中的数据作为数据源

并运用该序列中的所有图像生成一个三维容积。除了

重建的三维容积外，系统还会显示三个正交平面：横

位、矢状位和冠状位。用户可以使用主工具栏或右键

菜单对容积进行多种方式的修改：增加缩放、平移和

旋转

使用交互参考线。交互参考线默认显示在 3D 模式中。

交互参考线可用于交互参考不同图像平面上的特定水

平或特定点，例如矢状面、冠状面和轴位图像平面。

交互参考线也有助于在定位器中关联不同平面

三维功

能

系统基于 web-base 的云架构。

支持将病人在不同设备上检查的图像放在一起浏览和

对比，更好的辅助医生诊断，提供丰富的专业后处理

功能，全面覆盖 CT、MR、PET-CT、PET-MR、DSA 等大

型设备。

系统与 PACS 无缝集成，支持从 PACS 客户端的浏览窗

口中启动运行三维后处理软件。

系统具备高可及性和扩展性。可以根据医院管理和临

床业务的需求，随时开放权限给放射科、临床科室的

用户。可以让全院任意科室实现随时、随地对疑难病

例进行影像的后处理。

在网络及防火墙允许的情况下，支持在任何地点（医

院内、医院外）进行三维后处理，从而实现远程诊断。

支持多模态影像间的配准，如 CT、MR、PET-CT、PET-MR、

SPECT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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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A 影像之间的配准，以及上述影像间的多方位重建后

的诊断与比较。

支持选择加载不同的系列，以自动、手动和标记方法

进行轻松配准；支持在融合视图中标识出不同的患者

信息；支持绘制感兴趣区的轮廓并进行测量；支持在

不同的后处理协议之间切换；支持刚性和非刚性配准，

且均可进行全身配准。

提供病灶轮廓绘制工具，支持绘出并保存等值线作为

RTSS DICOM 对象并导出 RTSS 功能。

支持图像的 2D、3D 融合功能，以及反转、平铺等视窗

显示功能。

支持即时访问区域配准，方便医生查看有挑战的区域

能够传输、处理和分析 3D 重建影像，以及从 CT、

MR、PET 和 DSA 等设备上获得的原始图像。原始图像、

重建图像以及技师、医师所做的注释和测量，都支持

传输和查看，为医师提供用于诊断、手术、治疗计划

及各期随访的相关临床信息。

提供专用的肿瘤分析工具：自动判断实性、部分实性/

非实性的 CT 肺结节, PET 图像上的病灶轮廓勾画以

及 DSA 数字造影剂的辅助诊断功能。

支持汇总表功能，显示日期、病变、测量结果、评注、

状态栏功能。

支持形态标准（高级汇总表）RECIST1.0、RECIST1.1

和 WHO。用户还可自定义形态标准，包括标准的类型、

统计数据的总和，病变的计数。

支持后续检查图像的测量及对比评价的功能。

支持两种查看模式，标准肿瘤查看和高级查看模式。

标准肿瘤查看:使用MR 关联进行简单CT 查看: 加

载 CT 检查; 在 CT 上进行查看和测量; 与

MR 检查关联（配准）;在功能 MR 上执行测量; 查

看测量; 保存状态功能。使用高级模式进行单个

CT 查看（“基线”）: 加载基线 CT 检查; 查看

和测量疑似病变; 设置形态标准; 保存并退出功

能。使用高级模式进行 CT-CT 后续测量: 加载用于

后续测量的检查; 将当前检查配准至以前检查; 在

当前检查上重复执行测量; 检查是否出现新病

变; 与基线对比结果;保存状态并退出功能

用于处理、分析和显示三维图像集的 “工具”。重



184

建后的图像是多方位

的，不再是原始图像的单一方位。支持从三维图像中

提取一个感兴趣区或一个感兴趣的解剖部位，进行查

看、倾斜和旋转等操作。

支持“3D”体积渲染、不同层厚的 MPR、MIP、MinIP、

VR（体积渲染）与 Average（平均）的渲染模式。

支持定制方案驱动工作流程，回看多个检查与多个机

型的比较模式，通过 Dynamic Load（动态载入）功能

载入并登记新系列到当前回看会话中。

支持 2D/3D 工具：距离、角度、报告光标、注释、手

绘 ROI 工具；支持 4D 模式实时交互，在 CT、MR 和 PET

多相位数据所有平面和 3D 视图上使用电影工具。

支持简易容积比较功能； 支持肝脏 CT 多期查看功

能。

支持兴趣区 (ROI)：标准 ROI (ROI 工具, 统计

数据, 比较数据, 扩展 ROI, 面积工具, 分割容

积工具)；3D 彩色 ROI(三维彩色 ROI 工具, 统

计数据, 首选项, 色图表) 。

支持分割工具：自动轮廓；解剖刀区域切割；层面着

色工具；高级分割工具，如手术刀、阈值、膨胀、腐

蚀、减影、交叉、添加和过滤浮标。

支持导航器工具：应包括飞越，优化显示，导航设置，

选择光标导航模式功能。

支持拍片、保存图像的功能：批量保存图像为一个新

系列，可以保存一幅图像，一个页面截屏，或一个系

列。

支持多种导出功能，采用不同的 DICOM 和非 DICOM 格

式，包括关键图像备注；保存的 STL 文件可以用于 3D

打印；容积重建的图像可以导出为图片或电影文件。

支持总结表扩展报告功能，同时在数据被放置在图像

上时就收集测量数据。

支持 CT 多损伤查看协议：包括选择协议，系列注释标

记，布局预设值功能。用于面部、颈椎、背部、腰椎、

骨盆、身体软组织、上肢和下肢损伤。

在 VolumeShuttle 采集上的头部、颈部、身体和四肢

的图像数据，自动去除骨骼结构后重建的图像。

4D 查看协议能提供血管动力学的可视化工具；从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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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注扫描中提取 CT 血管成像数据，使造影剂从动脉流

动到静脉的过程可视化。

支持 4D 穿梭回看协议：以电影模式动态显示多期头部

CT 图像。

支持 4D 神经 DSA：自动图像配准和骨骼移除完成后，

以类似 DSA 模式动态查看图像。

支持采用动态 CT 血管成像进行血管诊断，无需判读骨

图像的周围干扰。

支持创建动态电影供报告和展示

专用于头部、颈部、胸廓、腹部和四肢 CT 血管造影图

像，对骨骼部分进行自动分割去除。

支持自动去骨；自动提取血管目标；调整骨骼、血管

透明度；查看钙化组织或剔除钙化组织等功能。

支持自动实时快速跟踪所有血管结构；血管自动检测

和自动加标签功能；自动量化测定狭窄角度与片段长

度；快速 AVA（高级血管分析）功能。

改进容积图像（恢复容积图像的数据；从容积图像中

剔除骨骼；显示钙化点和血管支架）；使用多对象视

图功能。

支持 CT 图像、XACT 图像、3DXR 图像的血管分析功能

用于分析血管的解剖和病理，并辅助确定治疗途径。

可自动计算血管的中心线并沿中心线显示血管的“展

开”视图；提供带有变量插值工具的编辑功能，可以

快速进行中心线编辑并针对血管长度进行调整。

支持内腔视图、斜面视图功能；提供测量工具可进行

狭窄检测和 HU 值颜色识别，对不同密度进行量化。

支持多种 CT 血管分析协议：大动脉支架预分析；大动

脉支架后分析；肾脏分析；肠系膜分析；胸主动脉分

析；双侧颈动脉分析；颈椎分析；Willis 环分析；脊

椎血管分析；下肢 Simple（简单）和 Detailed（详细）

血管分析；上肢血管分析;常规血管分析）;支持 X 射

线血管分析、血管路径功能。

支持血管跟踪、分析工具。待分析血管；点设置；协

议配置；中心线动作；Edit（编辑）；血管分析首选

项设置；血管分析工具；向导面板；Edit Measure（编

辑测量）；编辑迹线/编辑截面；预定义测量；预定义

测量放置；手动测量；测量类型；修改测量值；配置

测量点和相关测量；配置测量点；配置相关测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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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保存和拍片功能。

支持半自动血栓分割功能。

支持血管不同期相、钙化与非钙化的并排比较模式。

支持狭窄和动脉瘤工具：包括测量狭窄；测量动脉瘤；

使用单/双参考点的测量计算功能。

跨相位自动提取冠状动脉树并分段，跟踪中心线并标

记冠状动脉分支的名称；自动测量冠状动脉；保存血

管分析的当前状态以供未来回看和操作；支持体积测

量功能的颜色编码斑块分析，以评估斑块硬化程度、

尺寸以及随时间变化的关系；生成并保存曲面重建、

腔内拉直图和横截面视图的旋转电影；支持血管树 3D

体积渲染或最大强度投影（MIP）的形式显示。

2D 查看，双重构回看允许在关联到纵向和横截面平面

中倾斜视图时从一个轴向图像自动回看冠状动脉。

支持一键点击提取冠状动脉；支持单击心脏导管 DSA

视图选项，使血管造影图像自动转到 RAO/LAO 或

CRANIAL/CAUDAL 朝向。

支持 IVUS 模拟视图功能：显示血管内腔狭窄或壁异常

相关的钙化、内腔与非钙化斑块。

支持左心室自动射血分数：应包括 Auto Ejection

Fraction（自动射血分

数）；编辑轮廓,添加/删除模式；编辑轮廓,解剖刀模

式；调整 ES 或 ED 的位置；保存和报告图像；查看运

动中的图像功能。

支持心脏的相位配准功能。包括配准；Around Cursor

（围绕光标）模

式；Between Lines（线条之间）模式；保存配准功能。

支持心脏多方位重建功能：应包括心脏重构协议；创

建批处理；输

出功能。

支持重建图像上显示 DSA 角度的功能。

支持透明心脏、动态心脏显示模式。

提供对四个不同豪恩斯菲尔德（Hounsfield）范围的

体积测量功能，帮助对轴向、曲面或 MPVR 视图中冠状

动脉斑块进行识别与可视化显示。

支持在目标血管上自动探测外侧边界轮廓并高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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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轮廓与内腔轮廓之间钙化和非钙化的斑块。

支持自动测量狭窄的工具，能够选择单个或两个参考

点的计算测量值。

用于研究结肠的内壁和外侧，可同时查看俯卧、仰卧

和褥疮位置的数据集，提供 2D，3D 或 360°的解剖视

图，使结肠病变检测更加简便。

支持电子清洁（EC）功能减少标记的粪便和液体，以

便于识别病变。

支持导航功能：可根据息肉标记位置和中心线的距离

同步俯卧和仰卧 3D 解剖视图导航。

支持自动解剖 3D 和自动解剖工作流程。

支持仿真活检功能。俯卧与仰卧系列的同步化；肠壁

视图；筛查首选项；创建电影；保存和加载数据；数

字造影剂（DCA）功能；图像测量;保存图象功能。

具有自动化预处理和加载单相位或多相位数据集的功

能，可在后台自动完成射血分数、体积分析和心肌分

析。自动执行射血分数和心腔体积分析，在 LV 和

RV 自动射血分数上具有 91%的可靠性。

自动检测左心室心内膜和心外膜轮廓

支持自动检测心内膜壁和心外膜壁，对心壁运动、心

壁厚度、心壁增厚和心肌质量进行分析。

支持以图形的方式表现心脏特征：包括室壁运动、室

壁厚度、心肌质量、心输出量；可从四个重叠的舷窗

中选择显示 17、20 和 49 分段模型，或一个冠状动脉

区域模型，并且在 17 和 20 分段中，可对室壁运动和

增厚进行手动评分。

支持自动检测舒张期末和收缩期末相位，并计算左心

室、右心室和左心房的实际射血分数。

是一组多期动态影像数据，包含影像强度随时间变化

的信息。

支持线型组织分类和可视化功能。

支持各种功能图功能，CBV、CBF、MTT、TTP、Tmax、

PS 等。

支持动态心肌灌注方案，提供评估动态心肌灌注的完

整指导工作流程：心脏重新格式化；分段-定义瓣膜平

面和心脏顶点；生成包含血流、血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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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增长斜率和平均传输时间的定量数据的功能图。

支持时间强度曲线视图功能。（可允许缓慢的注射速

率为 4cc/s）

支持 CT Brain Stroke（CT 脑中风）协议。

支持 CT Brain Tumor（CT 脑肿瘤）协议。

支持身体多器官 CT 4D 灌注协议：应包括 CT 身体协议；

CT 身体协议

功能图；CT Liver Tumor（CT 肝肿瘤）协议；CT 肝肿

瘤协议功能图功能。

支持保存功能图（拍片/保存选项，保存功能体积，快

速导出,保存图像）功能。

支持自定义设置参数。如 CT images threshold（CT

图像阈值）; Smart threshold（智能阈值）; Hematocrit

ratio（血细胞比容率）);显示设置 (色彩图,色彩范

围,默认的显示)。

支持加载多期肝脏造影图像，并自动挑选出用于肝分

割的门静脉期。

具有半自动的、用户引导的肝病变分割算法。

支持肝段、肝叶或肝脏肿瘤的自动测量。

支持肝、肝叶、肝段、肿瘤和门静脉的体积渲染的可

视化显示，供对比查看。

支持基于门静脉的肝分割方法和彩色编码。

支持用户在多个时间点加载多个相位。

提供快速、准确地检查肝和肝病变的用户界面。

对 CT 肺部图像，分析并记录可疑病变，提供多种高级

工具，可辅助检测、查看、分割和分析非实性、部分

实性和实性肺内结节。

支持结节的 2D 和 3D 测量。

支持查看图像时的活动注释，平滑模式，阀值，孔径

（适用于导航视图上结节尺寸）。

支持单次或多次检查的结节分析包括倍增时间，增长

百分比，结节的标签、分割提取与分析。

支持肺结节分析结果的交互式报告功能。

支持肺实质分析功能，自动将肺脏和气道分段；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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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设定阈值自动显示肺组织的不正常范围。

支持肺叶分段功能，用户可将左肺分为上部和下部肺

叶，并将右肺分为上部、中部和下部肺叶。在分段完

成之后，肺叶以色彩叠加或 VR 模式显示，并且显示有

肺叶、气道和气管。

支持对气道内腔壁和外壁进行分析，可显示为内腔、

横截面和曲面视图，也可测量计算。

支持用户处理动态或功能性容积数据，并且还可生成

显示影像强度随时间、回波时间、b 值（扩散影像）

以及频率 (Spectroscopy) 变化的映射图。原始图

像、重建图像、计算出来的参数图以及临床医生所进

行的组织分割、注释和测量，这些组合在一起可以实

现多参数分析。支持两种可选方案，如 MR 标准

和 SER，用于分析 T1 或 T2 随时间推移的造影

剂变化。

支持曲面重建，拍片和保存图像；融合图像；图表；

图像比较；测量；导航器；分割工具；容积渲染；窗

宽和窗位(W/L)；图谱生成功能。

支持容积查看器图像控件； 查看步骤区域 ；容积

查看器工具 区域；协议/应用程序面板；序列视图；

功能视图；图表视图功能。

支持活动注解；图像 on-view 注解；参数或功能注释；

相位/等级；波谱、图形（调整图表,图表 On-View 控

制）；融合；镜像 ROI；调整阈值；设置剪辑最小和最

大阈值；自动窗宽和窗位、调整窗宽和窗位快捷方式；

重新格式化；减影； 图像分割功能。

支持弥散张量成像 DTI。

支持弥散加权成像 DWI。

支持从 fMRI 或 BOLD(血氧水平依赖法)数据集中生成

参数图。

支持非介入式地测量和成像患者的组织铁浓度。采用

2D GRE 系列扫描协议、Multi-echoFGRE 或 FSPGR 数

据集参数图像，并使用水质子横向弛豫率( R2)技术。

支持对采用 Cartigram (T2 Map) 应用程序采集的数

据进行后处理，系列生成参数图。能够调整阈值。能

够剪切最小值和最大值。能够将参数图与源图像做融

合。

提供“MR 标准”的后处理协议来分析解剖部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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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或 T2 造影剂随时间的变化。能够创建下列图谱：

增强积分( 负和正)、Time to Peak (达峰时间)、要

增强的平均时间、最大增加坡度、最大减少坡度。

提供信号增强比率（SER）的后处理协议分析解剖部位

内的 T1 造影剂变化。能够创建下列图谱：正增强积分、

信号增强比率、最大增加坡度。

提供用于显示脑部、前列腺、乳腺和骨盆等部位中的

代谢物和代谢比率

的功能图。能够支持波谱工作流程、调整体素校正、

基线校正、相位校正、调整 频率位移、调整比率、

调整信噪比、定义用户选择的代谢物、调整 体素位

移、显示代谢物操作步骤等功能。波谱屏幕：应包括

全部

复位；计算；信息功能。

提供了算法、工具和工作流来处理从人体中采集的时

序数据，并基于信号强度的时间演化通过对比增强图

像计算参数图像。提供 2 种高级方案：用于分析 T1 或

T2 对比度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 MR 标准；可分析 T1 对

比度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 SER

支持 MR 标准生成多种参数图谱，如：增强积分（EI）、

达峰时间（TTP）、平均增强时间（MTT）、最大上升

斜率（MSI）、最大下降斜率（MSD）。

支持 SER 创建正增强积分图谱、信号增强比率图谱、

最大增加坡度图谱。

提供自适应方案来处理多参数乳腺、盆骨和肝脏数据。

支持不打造影剂的非侵入式血管分析功能，用于分析

血管解剖和病理，并辅助确定治疗途径。可自动计算

血管的中心线并沿中心线显示血管的内腔视图。

支持内腔视图、斜面视图，血管分析、测量。拍片、

保存功能。

支持 MR 血管造影图像分析功能。

支持多部位的血管分析功能：MRWillis 环分析；MR 上

主动脉瓣区血管分析；MR 肾脏分析；MR 腹部主动脉分

析；MR 胸主动脉分析；MR 多工作站下肢 Simple（简单）

和 Detailed（详细）分析；MR 下肢血管分析；MR 上肢

血管分析；MR 常规血管分析功能。

支持血管分析工具：跟踪中心线设置；血管分析工具；

向导面板；Edit Measure（编辑测量）；编辑迹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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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截面；预定义测量；预定义测量放置；手动测量;测

量类型；修改测量值；配置测量点和相关测量；配置

测量点；配置相关测量；报告；保存和拍片功能。

支持从 3D、容积重建或血管分析协议对病变快速执行

定量分析的功能。

支持 MR 并排比较模式

支持 MR 多站点式下肢分析（详细分析模式或简单分析

模式）；支持 MR 多相位血管分析功能。

支持用户对多站点式MR下肢图像作为一个整体评估右

腿或左腿血管分布情况。

支持血管狭窄和动脉瘤的测量与分析功能。

16、福建省儿童医院超声诊断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一） 超声影像信息平台

1 超声影像

图文报告

系统

病人登记 提供病人信息注册登记功能。

2

定制化的登记界

面布局

登记工作站终端支持对登记界面布局及功能项

的灵活调整；用户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把最常

用的登记信息调整到最方便位置；将不常用的信

息安排在相对靠后或取消掉，很大程度上，提高

了登记环节的工作效率。

3

查询结果导出 查询功能，支持具体查询、组合查询及模糊查询；

对于查询出来的结果，可以灵活导出保存为

EXCEL 电子表格、HTML 文件及文本文件格式，方

便医生收集论文资料。

4
复诊病人登记 针对在医院检查过的病人，支持历史病人快捷登

记的功能。

5

登记、取号功能 根据科室物理布局、病人流量、医生排班人数及

其它需求实现登记取号功能。

(1). 可集中统一登记病人信息，检查项目能自

由组合；

(2). 复诊智能提醒功能；

(3). 可在登记界面实现快速新增病人，连续新

增病人；

(4). 可编辑检查收费表，可为每台超声设定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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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收费，可用下拉菜单的方式输入收费；

(5). 可将检索结果导出来 EXCEL 电子表格进

行保存；

(6). 自定义质控字段：如必须登记的项目为病

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检查项目。其他信息可

选择登记；

(7). 登记界面设置自定义设置，只显示病人登

记时常用的信息字段，可以隐藏不常用的病人登

记信息。

6

诊室叫号 医院病人量多且开通叫号功能后，各个诊室可以

通过叫号来叫取队列中的病人进诊室检查，能为

病人、医院创造良好的就医环境，提升医院的竞

争力。

7
重新排队叫号 无法完成检查或者检查效果不明显，可以让病人

重新参与排队并享有优先级。

8
前后台、动静态采

集

诊断工作站支持前台、后台的动静态图像采集功

能。

9
遥控采集 提供了专用的采集器，脱离键盘，在较远的地方

进行采集。

10
图像对比 提供旧检查和当前检查之间进行检查图像的对

比、导出、及选用到当前检查的功能。

11

DICOM 存储 将超声设备采集的影响处理为 DICOM 格式进行

存储，利用 DICOM 国际标准影像存储结构，在保

证了数据的安全性的同时，方便医生在学术交

流、论文著作中提供素材。

12
图像处理 支持各种常用的图像处理功能，且操作简单，例

如校准图像、文字标注。

13

支持超链接模块 在诊断模块的诊断框，与知识库同步支持超链接

的模式，该模式极大的方便了医生，大大减少了

医生的输入工作量，提高了诊断效率。

14
专家知识库 支持让用户根据自己的习惯新建、修改、删除、

自定义、重命名属于自己的知识库。

15
历史病历快速写

报告

对于复查的病人，医生在写书诊断报告过程中，

可以调用历史病历进行快速书写报告。

16
检查参数自动计

算

某部分的检查参数，可以依据用户自定义的公式

计算出来，减少医生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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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检查图像的自动

排版

系统会根据用户选择的打印图像数量，自动排列

位置及大小。不需要医生选择另外的模板来适应

不同的图像打印数量。

18
检查参数的自动

排版

系统会根据已输入检查值的检查参数来自动排

列位置，不输入值的参数可以不打印。

19
诊断术语区自动

排版

系统会根据诊断术语的多少，自动设置诊断术语

区的高度，不需担心术语太多打印不完内容。

20
固定区域功能 如检查医生、检查日期等，希望固定显示在报告

单的右下角，则可以设置本功能。

21

报告智能提示 提供检查报告智能提示功能，系统会对医生输入

的内容进行自动监控，当其中出现系统可以判断

的常识性错误时或出现危急症状描述时会自动

进行提示。

22
报告质控 系统具有完善的报告质控功能和体系化的报告

质控标准。

23 图像质控 通过对影像进行质量评级来进行图像质控。

24
检查报告共享 方便的查看病人在其他检查科室的检查报告及

图像。

25 病历追踪 支持对已经检查的病人进行病历追踪的功能。

26

数据统计 支持多种数据统计：如医生工作量统计、设备工

作量统计、临床送检量统计、检查费用统计、阳

性率统计等等。

27

系统设置 系统可以灵活地对各参数进行设置，如：测量参

数设置、检查部位设置、检查设备设置、检查与

正常报告关联设置等。

2

超声语音

智能录入

助手

超声语音智能录

入助手

(1). 支持与超声工作站集成，在不改变原工作

站所有功能操作的基础上实现语音操作功能；

(2). 支持随超声工作站的启动而自动启动模

式，无需另行登录；

(3). 支持随超声工作站的关闭而自动退出模

式，无需另行关闭；

(4). 支持中文普通话医疗领域语音识别，且标

准中文普通话语音识别准确率超过 90%。

(5). 要求语音识别处理速度小于 0.5 倍实时。

(6). 支持输入语音指令实现对超声工作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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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功能按钮的操作。

(7). 支持输入语音指令实现工作站页签切换

功能；

(8). 支持输入语音指令实现选中指定患者功

能；

(9). 支持输入语音指令实现科室叫号（包括顺

序叫号、指定叫号、重新叫号）功能；

(10).支持“出本诊室”的语音指令，将当前不

符合检查的患者状态变为排队状态；

(11).支持“叫号达到”的语音指令，自动定位

当前患者；

(12).支持检查医生输入语音指令实现静态影像

和动态影像采集操作；

(13).支持检查医生输入语音指令实现选中或取

消选中影像功能；

(14).支持检查医生边检查边输入语音指令编辑

检查报告，简化检查流程，提高效率；

(15).支持语音选择当前病人的报告模板;

(16).支持语音打开特定知识库模板并将内容自

动回填至报告；

(16).提供结构化模板相结合的便捷输入模式；

(17).支持语音内容自动回填，系统自动填充语

音内容到对应的模板元素中；

(18).支持语音填充检查参数值，系统根据语音

自动定位，自动填值；

(19).支持检查医生输入语音指令实现检查报告

编辑、修改、保存、预览、打印、审核等功能；

(20).支持图文一体化报告打印功能，可语音选

择需要打印的影像；

(21).报告打印完成后，系统自动跳转到叫号列

表界面，进行下一轮操作，提高检查效率

(22).系统提供覆盖超声检查全流程的默认超声

科专用语音库（包括功能操作、知识库编辑），

满足用户正常操作需要；

(23). 支持语音指令自定义编辑，可个性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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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满足医生习惯的语音指令；

(24). 支持报告模板中元素名称的语音指令自

定义编辑；

(25). 支持报告模板中的长句、关键字自定义

设置，方便识别；

(26). 支持医生新增个人知识库语音命令节点

自定义编辑；

(27). 屏幕默认显示当前操作界面的所有语音

命令提示框，方便医生顺利操作；

(28). 语音命令提示框可选择关闭；

(29). 可编辑多个指令执行同一个操作，满足

不同用户的操作和语言习惯；

3

超声影像

临床浏览

系统

超声影像临床浏

览系统

临床浏览服务器端

(1). 能定时检索符合条件的影像科室检查信

息，并负责上传到影像中心；

(2). 支持根据医院临床科室的需要，自主设定

发布影像的条件；

(3). 发布可支持选择，只发布打印图、发布所

有静态图像、不发布图像；

(4). 各临床客户端浏览器可以通过 web 站点

直接提出报告浏览请求；

(5). 可根据姓名、查询号、时间、申请科室、

申请医生等查询条件查询报告，并以报告模式显

示 每个检查的数据与影像，支持精确与模糊两

种查询报告方式；

(6). 可根据时间、病人来源类型等条件检索预

约信息；

(7). 支持对已发布报告数据的维护；

(8). 支持对发布异常的检查项异色标记显示；

(9). 支持选择使用手工或自动审核及发布报

告程序。

临床浏览系统用户端

(1). 针对专业用户需求，通过 HTTP 协议实现

临床专业工作站的软件；

(2). 通过 WADO 协议，可以实现在 IE 浏览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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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报告与影像，支持临床影像

(3). 数据与 PACS 主服务器数据独立存放，保

证医技科室数据的相对独立性；

(4). 提供图像显示控件，能够直接嵌入到医生

工作站等应用软件中，方便调阅当前病人的相关

图像及历史图像与诊断；

(5). 提供按人、按病区、按检查类别、按申请

医生、按日期等检索能力，能够显示病人所有的

检查申请及处理状态；

(6). 可以显示病人的各类检查图像，具体有以

下需求：CR、DX、DSA、RF、US、MR、NM、CT、

ES 等；

(7). 能够显示静态图像，能够支持动态图像回

放；

(8). 支持灰度和彩色图像显示；

(9). 经特殊授权的用户可以把图像以 DICOM、

JPEG、TIF、AVI 格式另存到本地介质,可以导出

为符合 DICOMDIR 标准及 IHE 定义的 Web 格式的

CD 光盘 导入光盘数据；

(10).显示病人的文字报告快照；

(11).可以在同一界面内，任意切换看到各影像

科的原始图像及报告；

(12).支持对检查报告数据的模糊查找；

(13).支持“按设备类型统计”、“医院统计设

备类型工作量”、“医院检查人数”统计；

(14).可以查看各种检查设备类型的数据；

(15).支持在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查

阅报告影像；

(16).提供与放射科诊断影像工作站相同的图像

显示和处理能力

4

科室二级

分诊叫号

系统

科室二级分诊叫

号系统

候诊大厅/诊室叫号显示子系统

(1). 系统应支持候诊区一级分诊以及

诊室门口二级分诊，候诊区叫号将多名

患者呼叫到诊室门口等候，诊室门口子

叫号将患者逐一呼叫至诊室就诊；

(2). 系统可根据诊间环境大小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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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诊间等候区等候人数 1-3 人不等；

(3). 要求候诊区域一级分诊屏、医生

所在诊室门口的二级分诊屏显示各自对

应的叫号信息，呼叫患者进入诊室就诊

或者到诊室门口等候就诊；

(4). 二级分诊屏支持同步显示当前诊

室出诊医生信息；

(5). 支持顺序呼叫、选择呼叫、扫描

呼叫等三种呼叫方式；

(6). 支持叫号、重呼、选呼三种呼叫

方式；支持过号（呼叫未到）、叫号完

成两种结束状态；支持暂离、停诊等状

态切换；

(7). 支持全自动形成队列、人工报到

形成队列（患者自助报到、护士操作报

到）以及自动及人工混合报到三种模式；

(8). 支持多屏统一呼叫或分屏呼叫；

(9). 可对特殊诊区敏感信息隐私保

护；

(10).可发布通知类即时文字信息；

(11).系统可设定单级或多级的组织管

理和内容发布权限，实现统一管理、集

中控制；

(12).支持精确地定义指定显示器播放

内容的播放点、播放时间及播放周期。

各个播放点可以播放相同或不同的内

容；

(13).支持播放医院各类素材信息：如视

频、文字、图片、动画、数据信息以及

有线电视频道的素材；支持同时叠加多

个元素同时播放；

(14).显示界面风格、样式可根据医院需

求定制。

分诊台叫号软件子系统

(1). 软件支持密码登录功能，防止其

他人员误操作；

(2). 支持查看各检查项患者当日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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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信息和预约日的预约信息（如：排队

队列名称、候诊人数、已就诊人数、未

到过号人数、当前队列最后一次呼叫的

患者姓名、排队序号、呼叫医生或诊位、

叫号时间等）

(3). 支持刷卡、扫描条码、手工录入

等多种方式获取并显示患者基本信息和

所有检查项的信息。

(4). 支持护士灵活调整排队顺序，

可对患者进行初诊患者签到、复诊患者

二次签到、患者优先检查、过号调号、

暂停叫号等操作；

(5). 支持护士根据实际情况临时调整

预约检查和门诊检查的数量限制，方便

患者排队。

(6). 支持护士将患者手动分配至指定

医生或诊室下排队候诊；

(7). 支持同一诊区下转诊功能，可将

患者从一个队列转到另一个队列排队；

(8). 支持为患者打印预约凭条和取号

凭条。号票显示医院名称、检查科目、

检查地点、排队序号、等待人数、预约

时间、预约序号、检查内容等信息且模

板可调整。

(9). 支持对“特殊”患者进行标识，

并对此类患者进行优先就诊操作，例如

老、幼、军人、离休等患者可优先就诊，

同时叫号屏幕可显示此类患者标识，如

“军”、“幼” 、“急”等，并用其

他颜色以示区别，打消其他患者疑虑；

(10).支持过号患者签到再次进入队列

功能，同时可根据需求设置过号患者优

先就诊，延后就诊，延后就诊可设置延

后位数；

(11).支持延迟呼叫，例如在检查、检验

科室，当患者暂时不满足检查、检验条

件时，护士可对患者进行延迟就诊操作，

延迟时长可自定义，时间截止时，自动

取消患者延迟状态，也可以通过护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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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取消患者延迟状态；

(12).支持复诊（回诊）患者签到再次进

入队列功能，同时可根据需求设置复诊

插队策略，例如：优先插队、间隔插队；

(13).支持绿色通道（弃号）功能，可不

经叫号直接就诊；

5
超声报告

自助打印

超声报告自助打

印

6

服务器管

理

(1). 支持建立集团统一 PACS 超声影像数据存

储中心平台，能够管理磁盘阵列等海量数据存

储，要求升级后超声系统无缝兼容现有超声影像

和报告数据，原有超声系统上功能都要在升级后

超声系统上给予实现；

(2). 存储格式遵循 DICOM3.0 标准：支持常见

DICOM 影像的存储；支持 DICOM 结构化报告 SR

的存储；支持 DICOM 留痕信息 GSPS 的存储；支

持 DICOM Store 服务；支持 DICOM Worklist 服

务；支持 DICOM PPSM 服务；支持 DICOM

Query/Retrieve 服务；

(3). 支持符合 JPG、JPEG2000 标准压缩；支持

有损压缩（LOSSY）和无损压缩（LOSSLESS）两

种常见格式；

(4). 自动将影像与 RIS 系统中的数据进行匹

配、统一；

(5). 归档支持按照设备、检查类型分类定制方

案。灵活配置影像分发、匹配规则、信息引用、

压缩策略；

(6). 支持服务器集群、双机容错工作模式、并

行模式；

(7). 所有设备影像直接发送到服务器，不经过

其他工作站中转，病人所有影像可以集中阅片；

(8). 支持配置不同设备的中文字符编码格式；

为不同设备定义部位编码；

(9). 能够提供详细的运行日志和用户的操作

日志，易于进行系统维护并及时定位问题；

7
诊断报告

客户端
(1).支持按照患者档案号、检查号、姓名、性别、

病人来源、病人检查状态、诊断医生、检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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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设备等过滤条件查找符合条件的病人；

(2).支持关键词的模糊查询，如检查所见、检查

提示中的关键词查询；

查询的结果可以导出为 EXCEL 表格另外保存；

(3).医生只能修改自己的检查报告，不能修改其

他医生的检查报告；

(4).诊断报告打印后过了病历锁定时间则不能

修改；

(5).专业采集卡，图像采集数量无限制。分辨率

768×576。支持 VIDEO、S-VIDEO 信号；

(6).采集动态影像时能同步采集多普勒音频；

(7).支持动静态采集，采集图像数量不受限制；

(8).动态采集支持 VCD 或者 DVD 格式压缩；

(9).支持键盘快捷键采集、命令按钮采集、采集

器采集，能将图像采集到缓冲区；

(10).支持缓冲区静态、缓冲区动态图像；

(11).在任意界面下均可以采集病人的图像，不

须到特定的窗口采集图像；

(12).支持医生口述病历，支持 DICOM 采集；

(13).在病历管理、报告编辑、图像处理、打印

界面下均可以放大查看与采集当前病人的图像，

不须到特定的窗口查看、采集图像；

(14).图像可方便地导出；

(15).多种图像处理工具，如:校准图像、图像文

字标识，图像放大缩小、图像截取、图像聚焦、

图像测量、RGB 通道调色、图像标注、图像翻转

等；

(16).动态图像处理功能，如：向后/向前、停止

/播放/暂停、单帧播放、采集单帧、播放速度选

择等操作；

(17).可以在工作站中制作幻灯片，当前病人的

所有图像可一次性加入到幻灯片中，幻灯片中包

含病人基本资料，病历图像及检查过程与结论。

图像测量中同一图片上的电子尺寸没有限制；

(18).经处理的图像可保存，不可覆盖原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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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可使用常用术语分类描述方式、典型病历

术语方式、历史病历方式、正常报告自动生成、

正常部位描述自动生成等方式快速打印图文一

体报告单；

(20).诊断知识库：系统提供全面、专业的诊断

知识库，按检查部位分类；

(21).知识库结构包括：描述诊断术语、典型病

历、正常报告、个人术语库、个人典型病历库；

(22).知识库编辑器：可以添加更新术语，增加

典型病例，增加正常病例，增加目录，作废节点，

还原节点等操作；

(23).危急值管理：在检查报告的检查提示或检

查所见中出现危急病种，就会给予危急病种提示

框；

(24).打印图像的数量、字数、页数没有限制；

(25).打印的图像，自动排版，打印的图像数量

没有限制；

(26).未测量的参数应不在报告单中显示参数名

称；

(27).报告单能另存为图片文件或 PDF 文件等，

方便输出携带；

(28).打印时可切换诊断医生；

(29).可支持诊断提示的自动标号；

(30).若用户对病人有诊断权限，退出报告打印

窗体，可自动保存报告；

(31).检查部位的测量参数可以自由设置，设置

的项目含参数名、参数简写、参考值范围、测量

值。医生可以选择部分或全部参数作为需要输入

或打印的项目；

(32).支持测值参数通过 DICOM 协议自动获取，

避免因人为输入引起的错误；

(33).在编辑报告时，可在同一界面中比较当前

图像和历史图像的区别；

(34).集中预览或打印报告；

(35).通过科室权限设置可以对数据进行分级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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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统计管理 (1). 常用统计报表：系统自带常规统计报表，

如：诊断医生工作量、临床医生申请单、检查项

目分类、设备工作量、诊断结果分类、费用分类。

(2). 报表设计：按照实际需求设计自定义报

表。

(3). 分类统计：分类统计的查询条件包括时间

范围、检查部位、病人来源、检查科室、诊断医

生、设备名称、费用、积分等，视具体统计项目

而定。

(4). 统计结果图表化显示：表格、对照表、趋

势图等多种方式显示统计结果，支持按需要自定

义统计项目。

(5). 预览和打印报表：预览和打印报表；

(6). 导出数据：数据列表页面下显示的统计数

据都可导出，导出的格式为 Excel 文件。

（二） 超声影像会诊平台

1
诊室监控

功能

专家端可以实时看到各个诊室的实时检查影像，

根据布局方案可以调整显示布局。

2

专家指导

功能

通过专家端，专家可与诊室建立连接，实时语音

/文件交互，指导医生完成检查；针对经典图像，

专家可以协助诊室进行采集。

3

报告审核

功能

报告编写以后，保存并将报告提交给指定的审核

医生(会诊医生)以后，退出报告等待报告的审核

完成。

4
系统数据

交互

平台间的数据交互成为实现医院卫生信息共享

的关键。

5

会诊系统 (1). 超声会诊系统要求无缝接入现有超声网

络系统，实现超声检查的影像和报告统一存储和

管理，支持对集团内部优质的专家资源进行整

合，满足集团医院之间远程会诊工作需求；

(2). 支持会诊专家排班，可对集团内部专家信

息、会诊时间做统一管理，使会诊业务的开展井

然有序；

(3). 支持展示所有会诊信息，包括已申请，已

撤回，已接受，已拒绝或者自动结束等状态的会

诊数量和详情查看；

(4). 支持对超过某个期限未处理的会诊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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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特殊标记；

(5). 支持查看当前会诊所到达的节点；

(6). 支持用户自主管理是否开启会诊的权限，

未开启权限的用户不能做会诊；

(7). 支持用户自主管理是否开启会诊通知，并

选择通知形式；

(8). 支持数据统计功能，统计信息包含但不限

于申请会诊明细统计、申请医疗机构统计、申请

会诊综合统计、会诊明细统计、会诊医疗机构分

类统计、会诊综合统计等；

6

视频系统 (1).高质量的语音视频效果；

(2).最高 25 分屏的多分屏功能；

(3).高保真语音处理及多路混音；

(4).多功能电子白板协作；

(5).任意格式电子文档协作编辑；

(6).高速真彩色远程屏幕共享；

(7).应用程序远程共享及控制；

(8).Web 网页同步协同浏览；

(9).全方位会议录制及回放；

(10).跨网关端对端多媒体协作通讯；

(11).可灵活定制的层级组织目录；

(12).灵活的内部信息发布策略；

(13).256 位高可靠数据加密；

(14).有效可控的权限管理策略；

(15).支持双路视频传输，专家可同步查看超声

设备采集出的切面图和申请医生的操作手法；

(16).会诊医生可以通过扫描仪把病人的超声报

告单、超声图像、以及其他的临床单据存入会议

终端，即时会诊模式的情况下，远方的专家可以

看到超声设备探头的在会诊过程中可用来参考

也可以共享给其他会诊医生作为诊断依据；

17、福建省儿童医院手术麻醉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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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一级模

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基础要

求

该项目安装科室在福建省儿童医院麻醉科 24 间手术

间，要求与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原有手术麻醉系统之间

的数据的无缝对接，既往数据的管理查询，数据的一

致性。所投产品应用于省级及以上麻醉质控平台。提

供合同、验收、中标通知或使用单位证明，并加盖投

标人公章。

（一）

数字化

手术室

管理

1

数字化

手术室

终端应

用

患者转入 1. 提供患者自动转入功能，集成手术麻醉系

统，自动检测并转入正在实施麻醉的患者。

2. 提供集成手术排班系统功能，方便用户在手

术列表中选择对应的患者进行手工转入。

3. 提供自动匹配功能，在患者转入的同时自动

将患者相关信息与手术治疗过程的整个记录进

行匹配。

4. 提供时间间隔设置功能，设置后系统按照设

置的时间间隔定时检测当前患者。

5. 提供患者转入提醒与显示功能，在转入患者

的同时以弹出框形式进行提醒，并自动将患者的

基本信息、手术信息显示在系统界面上。

2

患者病情摘要 1. 提供患者病情摘要功能，可自动根据患者术

前相关检验检查报告进行分析，将结果以图形化

方式汇总成患者病情摘要，辅助医护人员在手术

开始前充分了解患者病情。

2. 提供患者病情摘要提醒功能，系统在转入患

者的同时，提取患者术前所做的相关检验检查信

息以及既往病史、过敏史，汇总成病情摘要并自

动在多功能显示屏上打开。

3. 提供患者异常结果提醒功能，分析患者既往

史、检验检查报告，对于异常的结果以突出显示。

3

手术视频与患

者病历显示

1. 提供触摸操作功能，用户通过触摸拖拽操

作，将各类视频或数据分别显示在手术室内的适

当位置的多个显示屏上。

2. 提供显示屏显示内容设置功能，可设置默认

将对应视频在对应显示屏上打开，系统启动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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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设置自动开启手术视频。

3. 提供信息系统集成功能，提取患者各类病历

报告，用户通过触摸拖拽操作在显示屏上打开显

示，对于多页的病历报告支持手工翻页。

4. 系统支持一屏多分显示，并提供多种类别布

局模板选择，用户可根据自身需求自定义屏幕分

屏方式，方便快捷。

5. 提供视频与病历报告集成显示功能，用户可

在分屏模式下，指定任意手术视频画面与患者病

历报告在同一显示屏上多路集成显示。

6. 提供进阶反交错功能，消除交错式影像的动

态梳齿条纹，使画面更清晰稳定。

7. 提供摄像机云台控制功能，用户可通过云台

控制，对支持云台协议的摄像机画面调节，调整

其角度、深度。

8. 提供视频切换功能，满足用户在需要时，可

通过触摸拖拽操作交换两个显示屏上显示的内

容。

9. 提供在分屏模式下，可在当前屏幕上进行全

屏显示或者关闭。

4

手术直播与转

播

1. 提供高清手术直播功能，提供用户在会场远

程观看实时手术视频的能力，并可根据医院不同

外科的需求进行手术直播转播，将手术室全景视

频、术野视频、腔镜影像、显微镜影像等医疗设

备的影像、手术患者病历信息、患者生命体征信

息等传到会场进行直播，辅助完成手术观摩、远

程手术指导、学术讨论等需求。

2. 提供实时音视频交流功能，实现手术室与远

程会场进行多方音视频交流。采用先进的 H.265

编解码算法，通过医院网络实现高清视频和高清

晰、高保真的音频传输，手术直播视频与手术录

像的分辨率必须达到 1080P 全高清要求。

3. 提供手术直播管理功能，主刀医师可以在必

要的情况下，随时中断手术直播，防止影响手术

进程。手术室端可随时查看本手术的被观摩情

况，并可随时终止掉观摩者的观摩。

4. 提供多方交流功能，可由手术间或会议室发

起交流申请，实现手术室间之间、手术间与会议

室之间的交流，实现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学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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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5. 提供多方交流功能，可满足多个手术间同时

且独立的进行手术示教直播。

6. 提供观摩权限管理功能，手术室可以随时根

据情况修改会场或者其他手术间的相应观摩权

限，如对应画面的观摩、摄像机的云台控制等权

限。

7. 提供手术申请接收管理机制，当手术室接到

观摩请求时，手术室可选择接受或拒绝，在手术

直播转播时，系统支持 5秒自动接受请求的功

能，满足手术观摩的需求。

8. 提供最新的 H.265/HEVC 技术，在限制带宽

条件下，在同样的手术视频质量情况下，系统可

以节约一半的网络带宽。

9. 提供手术室医疗设备 3D 影像的采集，并支

持 1080P 3D 视频 side-by-side、over under、

line-by-line 格式；支持 2 路视频 3D 拼接；支

持用户使用快门和偏正光两种观看方式观看。

10. 提供手术室内交流功能，在需要进行学术

交流的情况下，手术间可发起与其他手术间进行

交流的请求，并在获得权限允许情况下可接入其

他手术间的术野摄像机、全景摄像机、腔镜等画

面。

5

患者手术档案

记录

1. 提供手术全过程记录功能，可记录手术过程

中的过程视频、医疗设备影像、患者病历报告、

患者生命体征波形等信息，手术全过程记录按照

设定的路径进行存储。

2. 提供安全上传存储机制，在完成手术过程治

疗记录后，自动对文件进行加密处理，而后上传

至服务器进行存储。

3. 提供多线程处理模式，保证手术档案记录过

程中不影响手术视频的显示和正常切换，保证手

术直播过程中的高清视频传输。

4. 提供基于时间轴存储方式，将同一时间点上

的手术过程视频、语音交流信息，医疗设备影像、

患者生命体征波形、患者病历报告信息进行同步

存储，保证回顾某一时间时可真实还原当时手术

进展和具体情况。

5. 提供拍照功能，拍照操作时可锁定视频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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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拍照，并按照设定路径进行上传存储，拍照

方式支持手工点击拍照、通过脚踏方式踩下进行

拍照。

6. 应能够自动录制所有手术间的全景视频并

进行上传。

6

信息系统与医

疗设备集成

1. 提供医疗设备集成功能，将不同视频源（包

括高清内窥镜影像、全景摄像机影像、术野摄像

机影像、显微镜影像、C臂 X光机影像、监护仪、

术中超声图像、PACS 影像等）、术前检查的各

类医学影像、生化生理指标、电子病历以及患者

的生命体征参数均可传送到本手术室内的任一

显示终端。

2. 提供复合视频、分量、VGA、DVI、HDMI、

SDI/HD-SDI/3G-SDI 等信号接口，兼容 1080p

25/30/50/60Hz 以下分辨率，并支持

3840*2160p@60 的 4K 视频采集。

3. 提供非标准信号格式参数设置功能，可对格

式、水平像素、垂直像素、频率、偏移量、饱和

度进行设置，以兼容对应医疗设备，实现非标准

信号格式的采集。

4. 提供信息系统集成功能，将患者相关的病历

报告（包括检验报告、检查报告、影像报告、医

嘱报告、病历病程、病理报告）均可传送到本手

术室内任一显示屏上显示。

7

系统设置 1. 提供手术间设置功能，为各个手术端设定对

应所在的手术间号，系统可支持根据科室下拉选

择手术间号，系统在线情况以手术间号进行显

示。

2. 提供模板设置功能，可将任一指定显示屏进

行分屏操作，屏幕模板支持一分屏、四分屏、五

分屏等。

3. 提供设置功能，可以指定系统启动时各个显

示屏上显示的内容，包括手术视频、医疗设备影

像以及患者病历。

4. 提供医疗设备参数设置功能，可对医疗设备

影像的图像分辨率、占用宽带，传输帧率等参数。

5. 提供存储路径设置功能，设定后手术档案记

录按照设定的路径进行上传。

6. 提供设定功能，能够限定上传速率或者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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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保证患者手术治疗记录上传期间不影

响系统的正常使用。

7. 提供网络设置功能，可以保证系统在不占据

医院过多网络带宽的情况下，保证手术视频的高

清传输。

8

手术远

程指导

与观摩

手术教学与观

摩

1. 提供手术间情况一览功能，以一屏多画面方

式展现当前所有手术间情况，实时动态展现各个

手术间当前手术患者的信息、手术信息以及当前

手术进展情况。

2. 提供观摩权限管理功能，会议室在获得观摩

权限后，观摩手术前，需要获得手术室同意后方

可开始观摩，如果手术室拒绝则无法观摩该手术

间的手术。

3. 提供手术观摩功能，能够在会议室观摩指定

手术间的手术，实现双向的沟通交流，可同时观

摩一个手术间的多路画面，也可全屏显示某一路

画面。

4. 提供病历报告调阅功能，能够在具备权限的

情况下，在会议室调取病人相关信息及手术情

况，病历资料可以和多路手术视频集成显示，没

有权限则会提示无查阅电子病历的权限。

5. 提供在手术观摩时，默认接收手术间的所有

信息，可以任意关闭或者重新打开手术间的某路

视频或者患者病历。

9

学术会议讨论 1. 提供会议主题设置功能，可根据学术会议情

况，设置发布会议主题名称，主办医院名称，会

议安排等信息。

2. 提供患者病情摘要功能，可自动根据患者术

前相关检验检查报告进行分析，将结果以图形化

方式汇总成患者病情摘要，辅助专家在手术开始

前充分了解患者病情。

3. 提供云台控制功能，可对手术间术野摄像机

进行云台控制，调节画面角度、深度，满足专家

学术讨论需求。

4. 提供声音控制功能，可随时对麦克风进行调

节，实现音量调节、静音、麦克风沉默等功能。

5. 提供 AAC、G711Alaw、G711Mulaw、MPEG-2、

audio、AMR、MP3 多种音频编码协议支持，对声

音进行自动增益补偿、自动背景噪音抑制、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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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静音检测、麦克风加强等功能，保障会议

交流过程中的声音品质。

6. 提供病历报告调阅功能，可随时调取当前病

案患者相关的检验、检查、影像、病理报告及病

历病程等报告，方便专家进行讨论。

10

跨平台支持 提供并发多路不同分辨率视频码流，满足跨平台的可

视化应用需要，方便用户在系统支持的平台下随时进

行手术观摩和远程手术指导。

提供移动终端支持，用户可以在联网情况下，通过办

公室电脑、平板电脑、手机上随时进行手术观摩和远

程手术指导

11
系统设置 提供屏幕模板设置功能，支持在手术观摩时，将画面

设置为 2 分屏、3 分屏、4 分屏、6分屏、9分屏。

12

患者手

术档案

管理

档案查询 系统采用 B/S 架构，用户可通过任一一台连接院内网

的电脑通过浏览器形式方便的查询到自己所关注的

手术档案。

提供患者手术档案检索查询功能，手术医师可通过条

件检索查询自己参与的所有患者手术档案，条件检索

支持时间段查询，近 3 天或近 1 周的快捷查询。

提供快速查询功能，手术医师可输入关键字进行查询

快速获得自己所需的患者手术档案。

13

手术档案回顾 系统基于一例手术展现患者所有相关手术档案，自动

所有相关的手术过程视频/手术照片/家属谈话过程/

病理科讨论过程进行展现，并以醒目的方式展现文件

数量。

提供患者手术档案在线观看功能，手术医师可在线观

看对应患者相关的手术过程视频、手术照片等信息。

提供下载功能，支持具有下载权限的用户下载资料文

件至本地，下载后的文件仅能通过影像编辑工作站进

行编辑。

14

数字化

手术室

基础服

务

手术间管理 支持对手术间基本信息进行增加、修改、删除、启用

/禁用等管理操作。

支持根据所属科室、手术间号以及手术状态进行快速

定位查询。

手术间管理页面自动统计各手术间拥有设备数量以

及用户数量，点击可进入查看设备以及用户详情，快

速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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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对手术间所属设备进行增加、修改、删除、状态

启用操作，并可选择图片字典中的相应设备图片。

支持选择添加手术室默认用户，并设置用户对手术室

手术端/观摩端/监控端的系统操作权限。

系统支持无缝对接院方麻醉系统，同步麻醉系统手术

间数据，手动直接转化为数字化手术间，节省院方手

术间的维护工作。

15

用户管理 支持对用户信息进行增加、修改、删除、启用/禁用

管理操作，主要包括用户登录名，用户姓名，所属科

室基本信息的维护，支持根据相关字段进行快速查

询。

系统支持根据登录名、姓名，状态进行快速查询。

用户管理中，系统支持对用户密码进行重置操作。

支持集中权限控制，统一的权限分配机制，针对不同

用户，按需分配各个手术间操作权限，主要权限包括

手术端/观摩端/监控端针对各手术间的登录权限，档

案资料下载权限。

系统支持无缝对接院方麻醉系统，同步麻醉系统用户

数据，手动直接转化为数字化用户，节省操作用户的

维护工作。

16

字典配置 支持对数字化系统中需要选择的科室信息进行统一

的管理维护，包括对科室的增加，修改，删除，状态

启用操作。系统所属科室选择时，实时同步此模块中

存在且启用的科室信息以供选择。

支持对图片信息进行新增、修改、删除、状态启用操

作，对图片信息进行集中化统一管理，设备选择图标

时，可下拉选择本图片库中的图片资源。

（二）

手术医

疗行为

管理

1

医疗行

为综合

管理

标签管理 标签管理用于综合管理系统中拖鞋，洗手衣及人员工

作卡等不同类别的标签，可针对标签的不同类别进行

注册、可针对标签进行分组管理，可变更标签的类别

及状态信息。利用 IC 卡或 RFID 标签技术，可以对人

和洗手衣、鞋等物品进行有机的绑定，从而可对医护

人员进入手术室所领的物品进行有效的管理。

标签中记录洗手衣、鞋的大、中、小号等类别信息进

行综合的管理，系统可以根据手术室的日常使用量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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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配置好洗手衣的类型，并且支持标签中洗手衣的类

型信息进行更新维护。

2

医护人员信息

管理

系统通过和医院信息系统进行无缝对接，自动同步医

护人员的相关信息（如：姓名、姓别、科室、职称、

手术排班等信息）。

系统对医护人员进出手术室过程中的权限进行判断，

结合各个流程中鞋与洗手衣的判断来增强整个系统

的功能。

针对临时人员、参观人员、器械跟台人员，卡遗失补

办中、身材体征信息调整等情况，系统支持手工维护

界面，可手工对卡信息进行维护。

3

统计查询 基于 RFID、IC 技术，系统对于医护人员在进出大门，

洗手衣鞋的领用、归还等重要的节点相关信息都进行

自动的记录，按照时间统计各个控制点的数据信息，

统计洗手衣的使用数据，统计拖鞋的更换使用信息，

统计污衣回收信息数据。手术室的管理人员可以随时

按照医护人员查询一个完整流程中各个环节的信息

数据。

基于系统记录的信息，根据医院手术室管理的要求，

可以设置各种报表生成机制，如：每日报表、月度报

表等各项需求的综合报表。

4

异常信息提示 支持异常信息提示功能，当某医护人员没有正常走流

程时，异常信息显示屏上将自动推送信息到显示屏

上。

5

设备远程监测 系统管理界面上能实时显示设备使用状态，了解设备

资源使用的情况，如：发衣机以发多少件衣服、还剩

多少件衣服，低于一定数量会自动报警，报警值可以

自定义设置；衣、鞋柜多少被占用、多少被使用、多

少被锁定；回收机已经回收多少数量的衣服或鞋子，

每一次使用的信息都将被记录到数据库中。

系统基于 IP 网络的中央自动化控制构架，远程管理

任何接入管理平台的设备。

1、医护人员在任何一台自动发鞋机、自动发衣

机、换鞋柜或换衣柜刷 IC 卡，系统会自动与中心自

动化控制服务器比对识别人员身份，并作出发衣、开

门、提示等。系统具有智能识别能力，根据 IC 卡自

动判断医护人员的身高、体重，自动发放相应尺寸的

洗手衣（如：大、中、小号）并记录。

系统具有群组管理能力，手术室内所有的自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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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机和自动发鞋机都在一个平台上进行控制及管理，

具有衣物数量告警功能，当自动发衣机中某种型号的

洗手衣低于设定的数量，系统会自动进行提示，提醒

工作人员及时补充洗手衣，有效的保证各种型号手术

室的充足发放。

2、从医护人员领洗手鞋开始，就把洗手衣、手

术鞋与医护人员进行信息绑定，医护人员在出手术室

之前，需要将名下所领的洗手衣、手术鞋放到自动收

衣机的回收托板上，刷 IC 卡后，收衣机会通过红外

物品检测装置对洗手衣、鞋进行识别并自动进行回

收，系统中解除医护人员名下所领洗手衣、手术鞋，

以便具有权限开启手术室大门或下次领衣权限。（支

持各种权限设置的自定义）

3、医护人员只要在换衣柜的刷卡区域刷 IC 卡，

系统自动将所检测到的医护人员相关信息与中心服

务器数据进行交互通信，根据持卡人的身份权限就近

开启自动换衣柜的柜门或进行相应的提示，并自动记

录柜门开启时间。

4、系统平台也可以远程开衣柜、鞋柜、在某一柜门

坏掉的情况下远程锁掉该柜门，让其它人员不会误

用。

6

固定、流动分配

功能

可结合手术室设备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流动柜和固

定柜的权限设置，如为专家和老教授提供比较适合身

高的固定鞋柜衣柜等功能，体现系统人性化的服务，

横向开柜是为了避免人流拥挤。

7

多手术室管理 系统对于多科室、多手术室、多院区，支持统一管理，

医护人员进出手术室流程节点分开执行互不干扰，人

员进出、衣鞋及设备的使用数据可合并在一起统计。

8

异常数据应急

维护

针对未按流程规范、因设备故障而引起的员工卡锁定

情况，系统通过卡重置功能，可将卡信息恢复到初始

状态，保证医护人员的进出使用。

9
锁定功能 管理系统的界面支持一键锁定功能，避免其它人员误

操作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10

流程管

控

准入控制管理 系统具有严格的准入控制管理机制，可以针对不同的

医护人员设置不同的准入条件，包括各个门禁点的设

置控制，准予通过的条件设置。医生出入各个流程过

程中信息的记录，整个流程信息的追踪管理。

通过系统可以远程控制开关门，不符合验证条件的人

员系统给出语音提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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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流程控制管理 系统可以根据医院手术室实际管理流程的特点设定

进入手术室、换衣、换鞋等流程，借助系统中的门禁、

自动发衣机、自动换衣柜等自动化设备。如果医护人

员违反相关流程的操作，系统会自动通过设备屏幕进

行视窗提示或语音提示。

12

信息系统接口

管理

与手术排班系统进行无缝对接，一卡通接口。通过判

断刷卡者是否是医护人员、是否有手术排班，来确定

刷卡者是否具备系统使用的权限。

13

智能发

放回收

设备控

制

自动发衣机控

制

发衣机数据的采集、处理、储存与传输均以现代计算

机技术和护士长的排班记录为基础，在计算机软件下

工作的智能化收发衣设备。系统基于 IP 网络的中央

自动化控制构架，医护人员在任何一台自动发衣机刷

IC 卡，系统能够自动与中心自动化控制服务器比对

识别人员身份，并作出发衣、开门、提示等，并自动

发放相应尺寸的洗手衣（如：大、中、小号）。

系统具有群组管理能力，手术室内所有的自动发衣机

都在一个平台上进行控制及管理。系统具有衣物数量

告警功能，当自动发衣机中某种型号的洗手衣低于设

定的数量，系统会自动进行提示，提醒工作人员及时

补充洗手衣。

14

自动收衣机控

制

结合自动收衣机，通过手术区域医疗行为设备控制系

统，在医护人员领洗手衣开始，就把洗手衣与医护人

员进行信息绑定。医护人员在出手术室之前，需要其

名下所领的洗手衣放到自动收衣机的回收托板上，刷

IC 卡后，收衣机会通过红外物品检测装置或 RFID 检

测装置对洗手衣进行识别并自动回收，并且自动在中

央自动化控制系统中解除医护人员名下所领洗手衣，

以便具有权限开启手术室大门或下次领衣权限（支持

各种权限设置的自定义）。洗手衣高于一定数量、回

收池已满主动提醒。

15

自动发鞋机控

制

发鞋机数据的采集、处理、储存与传输均是以现代计

算机技术和护士长的排班记录为基础，在计算机软件

下工作的智能化收发衣设备。系统基于 IP 网络的中

央自动化控制构架，医护人员在任何一台自动发鞋机

刷 IC 卡，系统会自动与中心自动货控制服务器比对

识别人员身份，并作出发鞋、提示等。系统具有智能

识别能力，根据 IC 卡自动发放相应尺寸的手术鞋

（如：大、中、小号）。系统具有群组管理能力，手

术室内所有的自动发鞋机都在一个平台上进行控制

及管理，具有鞋子数量告警功能，当自动发鞋机中某

种型号的鞋子低于设定的数量，系统会自动进行提

示，提醒工作人员及时补充鞋子，有效的保证各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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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手术鞋的充足发放。

16

自动收鞋机控

制

结合自动发鞋机，通过手术区域医疗行为设备控制系

统，在医护人员领手术鞋开始，就把手术鞋与医护人

员进行信息绑定，医护人员在出手术室之前，需要其

名下所领的手术鞋放到自动收鞋机的回收托板上，刷

IC 卡后，收鞋机会通过红外物品检测装置或 RFID 检

测装置对手术鞋进行识别并自动回收，并且自动在中

央自动化控制系统中解除医护人员名下所领手术鞋，

以便具有权限开启手术室大门或下次领鞋权限（支持

各种权限设置的自定义）。手术鞋高于一定数量、回

收池已满主动提醒。

17

智能衣

鞋柜控

制

智能换鞋柜控

制

鞋柜采用主机控制平台控制各个柜体，主机内的单片

机直接和每个柜体的柜门锁，红外、臭氧相对接，此

设计安全稳定，减少更多中间环节。凸显了设备的高

端美观，使柜体整齐划一，视觉效果比原有的模式有

冲击力，在调试安装维修方面更加便捷。

手术室配置有多组自动换鞋柜，所有自动换鞋柜都安

装有智能识别及控制器，并连接 IP 网络，由后台统

一管理，协调工作，医护人员只要在换鞋柜的刷卡区

域刷 IC 卡，系统自动将所检测到的医护人员相关信

息与中心服务器数据进行交互通信，根据持卡人的身

份权限分配鞋柜并进行相应的提示。系统自动记录柜

门开启时间。

18

智能换衣柜控

制

衣柜采用主机控制平台控制各个柜体，主机内的单片

机直接和每个柜体的柜门锁，红外、臭氧相对接，此

设计安全稳定，减少更多中间环节。凸显了设备的高

端美观，使柜体整齐划一，视觉效果比原有的模式有

冲击力，在调试安装维修方面更加便捷。

手术室配置有多组自动换衣柜，所有自动换衣柜都安

装有智能识别及控制器，并连接 IP 网络，由后台统

一管理，协调工作，医护人员只要在换衣柜的刷卡区

域刷 IC 卡，系统自动将所检测到的医护人员相关信

息与中心服务器数据进行交互通信，根据持卡人的身

份权限就近开启自动换衣柜的柜门或进行相应的提

示，并自动记录柜门开启时间。

（三）

手术护

理临床

信息

1
人员管

理
通过对人员排班、手术排班、人员加班考勤、手术进

程的系统化管理，使管理更加高效、便捷、全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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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员管理效率，提供对人员考核所需的参考依据。

科室人员信息维护，支持对科室人员的学历、轮转、

进修、获奖情况等进行记录与统计。

系统根据护士长制定的排班规则，对全科护士进行每

月的大排班。对休假、外出进修等特殊人员系统自动

进行识别、标记状态，处于该状态的人员（即无法正

常参加排班、安排工作的人员）不进入可排班人员的

选择范围内。状态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修改。对护理

人员的不同班次、不同年资、不同职称及不同负责内

容进行标注并记录，为后期有关人员考核、绩效计算

等提供依据。

可以连接医院考勤系统或考勤机，完成科室人员出勤

考核并记录。为护士长提供护理人员的出勤记录，提

供考核参考依据，为绩效计算，休息计算提供必要的

数据依据。

1、护士考勤记录

护士考勤记录有两种考勤方式可选，可通过在手

术室外安装的考勤机，刷医院的胸卡实现护士每日出

勤记录。或通过手术室门口安置指纹机，实现护士每

日出勤记录。为人员考核、绩效分配提供参考依据，

方便护士长进行人员管理。

2、护士加班记录

对加班的护士，系统可以自动记录加班时长，形

成加班时长统计。为计算加班费或补休提供记录和依

据。解决目前人工记录加班、补休情况易造成遗漏和

无参考计算依据的问题。

2

手术排

班

包含接收指定患者申请、批量手术安排、手术通知单、

自动排班、智能排班规则配置等功能。

能够通过患者住院号能够单个提取和接受急诊患者

的手术申请。（急诊患者必须提交临时手术申请或具

有门诊 ID 号）

能够通过手术排班系统批量接受HIS或EMR系统中下

达的电子手术申请。

手术通知单查

询功能

能够根据手术排班情况进行查询汇总自动生成手术

通知单，并可以网站形式实时查看排班情况；手术通

知单中的数据可自定义配置。

打印手术通知

单
能够导出打印手术通知单信息。



216

手术通知WEB查

询

能够通过浏览器查看手术排班信息。便于临床科室通

过院内网络随时查看手术安排。

打印患者接收

单功能

能够打印患者接收单，便于手术室接收病区患者时核

对信息。打印接收单的患者手术状态变为接收患者途

中。

暂停接收功能
当发生手术计划变更时，能够对接收患者途中的患者

进行暂停接收，手术状态变回为术前。

3 手术安

全管理

手术室是医疗护理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

医疗护理体系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医院感染的高危

科室之一。

4

患者识

别

患者核对 术前、术中、术后系统通过手术进展的各个节点，界

面中出现相应的核查界面，扫描患者腕带正确后才能

进行下一步操作，核查信息是否准确，防止手术患者、

手术部位及手术方式错误。

1）手术室入口核对

通过扫描患者腕带形式，确保所接送患者为当日

手术患者，提高手术安全。

2）手术间核对

通过患者身份再次核对，防止手术患者、手术部

位及手术方式错误，提高手术安全。

手术间入口扫码核对手术患者及手术信息，避免手术

患者进错术间做错手术，提高手术安全。

按照病区与手术室护士的交接核查程序中应该遵守

的内容及要求，系统提供通过电子化的方式，帮助护

士实现对患者身份与手术名称核对、术前准备及带入

手术室物品清点等部分进行交接核查。避免手术误差

以及病人意外的发生。

5

护理访视 提供护理访视单模板，支持移动终端方式，完成病房

内患者术前术后访视项目，为提高专科护理服务质量

提供支持。

6

安全核查 出现由手术医生、麻醉医生及手术护士共同核查的三

方安全核查单中相应的核查信息，系统通过智能化的

设计，避免错误的病人、错误的部位，实施错误的手

术。

7
低体温提醒 系统自动获取监护仪监测的患者体温，一旦出现术中

患者体温低于设定值，系统会进行自动报警提醒，防

止患者出现低体温，影响手术甚至危及生命，提高护



217

理质量。

术中同

步手术

申请功

能

手术申请同步
能够在术中批量接收通过HIS或EMR系统安排的手术

申请信息。

急诊手

术功能

急诊手术信息

登记

能够通过录入急诊患者住院号或门诊号获取基本信

息，并快速安排手术。

患者知

情同意

功能

患者知情同意

书

系统提供知情同意书格式，能够自动填写患者基本信

息并生成符合卫生部规范的知情同意书。

知情同意自定

义功能
知情同意正文内容支持客户化订制。

知情同意项目

勾选功能

系统允许用户在备选的知情同意项目中勾选所需项

目，并自动将未勾选项标记为取消。

临时手

术安排

功能

急诊手术安排

功能

能够对急诊手术进行临时手术安排，便于快速开展手

术。

取消手术功能
当发生手术取消时，能够在系统中取消手术安排，并

要求用户录入手术取消原因便于统计分析。

手术申请接收

功能

能够手工同步 HIS 临时手术申请信息，便于安排急诊

手术。

新手术功能
能够在术中为急诊患者申请新手术，并进行手术安

排。

8
护理电

子病历

管理

手术风险评估 提供电子档的患者手术风险评估记录，自动进行评分

完成 NNIS 评级。

9

器械清点记录 系统可以供应室系统做对接，可以通过扫码直接获取

器械包信息，自动将器械包内容生成到器械清点单

上，对器械清点流程进行整体的电子化管控，严防因

器械清点不清造成的手术器械、辅料遗留体内。护士

长等管理人员可追溯器械清点的整个流程记录，当发

生与清点相关的意外或事故时，明确责任，责任到人，

有助于管理者优化管理。

同时系统支持模板套餐形式记录，便于快速完成清点

单记录。同时支持在 PDA 上操作。

10

护理记录 系统提供电子化手术护理记录单，术中发生的护理事

件系统通过设置的护理模板以勾选的方式，实现快速

记录并保存。规范手术护理记录，有助于低年资、外

院进修人员学习到准确、规范、专业化的护理记录，

对护理记录的表述、书写方式等进行规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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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压疮评估 系统提供压疮评估表单，按风险等级进行提醒和对风

险对应处理措施记录。方便后期追溯，减少压疮发生

率，明确责任人。

12

不良事件上报 术中如发生护理不良事件，系统针对符合标准的高危

患者提供相应的电子传报单，形成相应的不良事件上

报单。

13

手术进

程管理

手术进程概览 系统根据实际手术情况，显示当前各手术间实时的手

术进展情况，并在时间轴上将手术关键步骤的时间以

图形化方式清晰的显示出来。

手术排班大屏

公告

通过大屏液晶电视动态显示当天手术安排，内容包括

时间、手术状态、手术间、患者姓名、手术名称、手

术等级、手术医生、麻醉医生；能够可灵活配置手术

大屏公告显示的信息内容与显示风格。（需要平板电

视硬件支持）

家属大屏公告

通过大屏液晶电视动态显示患者手术安排及手术状

态，信息自动刷新，并可以在公告屏上分屏显示围术

期注意事项、宣传片等，实现患者家属宣教功能。（需

要平板电视硬件支持）

家属谈话呼叫

功能

通过大屏液晶电视发布家属谈话通知到家属公告区。

能够以语音呼叫家属到谈话间进行谈话。（需要平板

电视硬件支持）

患者隐私保护

功能

能够通过配置隐藏患者名字、床号、术前诊断、手术

名称等敏感信息，只保留姓氏和手术摘要，以保护患

者隐私。

14
手术调度 手术调度人员直观的概览当前手术室所有手术间的

使用情况，以进行手术间之间的手术资源调度。

15

手术计费 系统通过智能化的设计，帮助护理人员实现快速、高

效、准确地计录患者费用情况。

系统能够通过拼音字头检索或通过收费代码，快速录

入患者手术期间产生的药品、操作、耗材等各类收费

项目明细，并能将汇总信息提交至 HIS 收费系统，完

成收费。（收费过程中的试算价格信息仅供参考，不

作为最后收费依据及统计来源）。

16

计费审核 能够为科室提供内部计费审核员权限。系统支持计费

审核员对各台手术的手术收费项目、麻醉收费项目进

行核对，确认无误后再提交至 HIS 收费系统，完成收

费。

系统根据患者计费情况自动生成手术计费单，帮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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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进行计费核对，避免差错的发生。

17
术中输

血管理

输血申请 提供医院样式的输血申请单记录，完成申请单术中打

印。

18
输血接收 手术室护理相关人员同血库人员进行血袋的交接核

对。

19

输血核对 通过扫描输血袋的条码展现血液的基本信息，血液输

注前护士进行输血核查工作，并记录，出现流程遗留，

自动提醒。

20
输血评估 提供术中输血评估记录或展现麻醉医生记录的评估

记录结果。

21
血袋回收 用血完成后进行统一统计和回收管理，完成同血库的

交接，实现血袋的闭环管理。

22
术中病

理管理

病理申请 系统提供医院样式的病理申请单记录，完成申请单术

中打印。

23

标本管理 1）病理标本标签生成

手术过程中需要病理标本送检时，系统将术中病

理标本，进行统一编码，不同患者、来源部位等的标

本对应不同的唯一的二维码，只需扫描，即可快速、

准确、全面的显示该标本的相关信息，标本二维码与

患者 ID（住院号）绑定，可据此直接查询标本信息。

2）存放间标本管理

通过建立手术室标本存放间标本库，对存放在标本存

放间的标本进行管理，支持字典时间管理，对需要尽

快送检或已过期的标本进行提醒，记录标本入库存

放、巡查、送检的记录。对于送检交接记录，方便追

溯、查询。

24
病理结果查看 每份标本都使用独立条形码，通过系统查询功能，能

够快速获得病理结果。

25

高值耗

材管理

耗材入库 1. 耗材同步入库

对接医院已有一级库，实现快速高值耗材入库数

据同步，通过高值耗材二维码（或其它标识）快速扫

码核对入库。简化入库时核对数量、核对物品的流程，

实现系统快速匹配，快速统计入库数量，入库清单可

查询，支持导出、打印、签字，电子档便于后期耗材

追溯查询。

2. 耗材手工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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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对进入科室的耗材进行内部全流程管理，

提供页面进行手工登记高值耗材，详细记录耗材信

息，记录耗材入库对应的管理人员，入库时间批次等

重要数据，实时更新库存数量，便于护士长对高值耗

材入库进行统一管理，严格管控耗材出入流程，便于

随时查询追溯。

26

耗材申领 手术开始前，根据已有手术安排，检索手术信息，可

快速对需要使用高值耗材的每一台手术进行耗材申

请，申请信息可适当调整和修改，且与每台手术和患

者进行绑定，申请结果可快速查询，耗材申请快速录

入可支持耗材名称的模糊查询，系统自动根据库存情

况，展示可申请的耗材。申请单，患者，手术信息，

申请人申请时间记录可追溯。

27

耗材发放 根据耗材申请记录，对应每个手术发放高值耗材，通

过扫码快速完成耗材出库，根据发放实际情况，灵活

参考申请单，以实际发放高值耗材为准，准确记录高

值耗材出库后所绑定的患者手术、发放人、接收人、

发放时间，以便做到后续的使用和归还过程中的追

溯。

发放过程中系统会自动判断耗材是否符合发放条件，

若本身耗材已经过期，则系统会做出提示，防止问题

发生。

28

耗材使用 耗材手术间使用时，先扫描患者腕带（确定需要使用

的患者）、再扫描人员（默认为巡回护士等使用、处

置耗材的人员）、耗材的二维码，进行使用登记，系

统自动记录耗材使用的时间、使用人等，并记录使用

情况。所有使用数据均绑定唯一的耗材二维码，方便

后期追溯和报表生成。可对耗材的库存数量进行设

置，低于预设值系统进行提醒，可生成相应的报表，

方便管理。

29

耗材归还 通过高值耗材包装上的条码快速扫码归还高值耗材，

归还时将原绑定的患者手术信息解绑，库存数据进行

更新，同时系统自动判断此耗材是否已被患者使用或

耗材本身有过期等问题，防止错误记录或错误归还。

归还过程对归还人，回收人和归还时间系统有准确记

录，便于查询追溯。后期可统计耗材归还使用情况，

有利于耗材高效流转。

30

耗材出库 1. 自动出库

对于正常使用到患者身上的耗材，系统进行自动出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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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殊出库

对于某些耗材污染、损坏等需要特殊出库的情况时，

通过扫码记录耗材信息，并要求记录出库原因作为出

库依据，便于后期统计耗材损耗情况，并分析特殊情

况发生种类、频率，出库时间、出库人员、核对人员

等，方便后期追溯管理。

31

耗材追溯 系统通过扫描高值耗材包装上的二维码或人工录入

等搜索条件，检索查看该耗材在本科室的整个使用情

况，当出现耗材相关的差错、事故时，管理者可追溯

查询，耗材详细的情况记录，明确责任，做到责任到

人，帮助管理者缩短总结、分析发生原因，协助优化

管理，减少差错、事故发生。

32
字典维护 提供物资或耗材系统相关字典信息后，可为护士长设

定高值耗材的字典维护权限。

33
器械包

管理

器械包概览 直接提示无菌库房器械包库存情况、待补充情况、预

警信息等，方便库房人员快速查阅及补充库房。

34

器械包入库 供应室运到手术室无菌库房的器械包逐个扫码核对，

实现器械包的交接与入库，同时将器械包消毒及器械

信息自动带入。

35
器械包扫描 支持扫码识别器械包记录信息，自动判断器械包是否

过期确保患者器械使用安全。

36

器械包使用 手术间使用时，先扫描患者腕带、再扫描人员、器械

包的二维码，进行使用登记，系统自动记录，并对器

械进行清点，支持术中手动录入增添或修改器械、保

证上台的器械数量与实际使用的数量相符，生成术中

器械清点单。（可生成术中器械清点单），保存记录

使用情况。可对器械包的库存数量进行设置，低于预

设值系统进行提醒，给予人员充分的响应、处置时间，

减少以往由于工作衔接问题造成的手术延误。可生成

相应的报表，方便管理。

37

器械包追溯 系统通过扫描器械包上的二维码或人工录入等搜索

条件，检索查看该器械包在本科室的整个使用情况，

在出现器械相关的差错、事故时，管理者可追溯查询，

器械详细的情况记录，帮助管理者尽快分析问题的原

因，明确责任，做到责任到人，优化管理，减少差错、

事故发生。

在院方提供消毒供应系统相关字典及信息后，可为护

士长设定器械包的字典维护权限。可根据科室的实际

情况选择、使用字典。做到个性化定制，更加贴合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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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实际使用情况和本科室情况。

38
科室管

理

手术统计 系统按相应时间段内（每月、每季度、每年）手术间

实际进行的手术例数统计。

39

护理绩效 系统通过对手术室护士的排班、加班情况、手术级别、

每日考勤、职称等综合条件来对护士的绩效进行统

计。系统通过手术日期、手术级别（一级、二级、三

级、四级）、工作类别（洗手、巡回）等条件对手术

室护士进行护理工作量的统计。

40

准点开台率

统计

系统根据手术间的实际手术进行情况，统计准点开台

的手术例数，进行准点开台率分析。提高手术开台的

准时性和各岗位、各部门的工作衔接率。

41
手术室利用率

分析 支持对手术室开台情况、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42 输血统计 手术自体血、输血记录汇总，生成统计报表。

43

感染统计 统计院内感染例数，分析感染率，以便后期制定有效

的综合措施，降低院感发生。

信息监控功能 显示科室今日手术一览表，并能够进行分类筛选。

显示科室今日手术情况，所有手术间的使用情况。并

可以进入任意手术间查看手术信息详情（文字或图像

信息，不要求视频）。

集中显示选定手术间的当前手术患者信息、人员安

排、手术进程及生命体征趋势等概况，并可以打开麻

醉单。此外，还能够以卡片方式、时间先后顺序显示

接台手术信息。

集中浏览所有手术间的患者生命体征趋势图。

提供独立的警报界面，对手术间及其他手术间床位进

行信息监控，当患者出现异常体征时能自动弹出消息

窗，发出警示。

能够设置需监测的生命体征以及预警阀值。

自动获取最新的手术间及患者状态，并在独立界面通

过图形化方式集中展现手术的进程，如空闲、准备、

麻醉、手术时长，便于进程管理。可用不同色彩表示

患者手术状态。

支持回顾指定日期的手术麻醉患者记录及其详细信

息。

图形化统计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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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形化界面展示各患者手术进程。

统计指定时间段内所有手术间的利用率、准点开台

率、首台划皮时间统计，至少支持柱状图、饼状图两

种展现方式。

能够根据用户录入的条件统计手术麻醉的关键信息，

并能以多种图形化方式展现。

将统计结果以 EXCEL 格式进行导出，包括饼状图、柱

状图导出，并可切换到科室日常统计查询功能。

实现手术、麻醉等进程动态监控、支持多间实时动态

显示趋势图。实现手术开台情况实时分析、手术室使

用率实时分析等手术室、麻醉科室运行效率的综合分

析平台。

实现如具体手术时间、手术例数，自动统计科室医护

人员的麻醉工作量等人员管理绩效平台。

44

设备管

理

操作引导 系统提供各类手术设备的操作指引手册文档，同时，

对各类仪器建立字典，提供仪器字典的增加、修改、

删除等基础功能。

45
巡检记录 提供设备巡检记录，记录每次巡检设备信息，包括巡

检人员、巡检时间、巡检结果等。

46

维修记录 系统提供手术室各类手术设备维修情况的登记单，设

备在巡检或者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提供维修原因分

类归属选择，系统提供护士厂家联系方式，常见故障

类型、原因及处理方式的模板等进行快速勾选记录，

为设备维保提供记录和依据。对维修送检、外借等设

备离开手术室区域事件进行记录。

47

使用登记 系统直接将设备使用跟手术对接，对手术过程中用到

的所有仪器可以通过扫码或者记录的形式完成设备

使用记录，以便今后查询仪器使用次数、使用时长、

仪器使用的具体情况追溯。

48
设备统计报

表

自动生成设备入库、设备维修、设备巡检、设备报损

记录等报表。

（四）

麻醉临

床信息

系统

1
手术排

班管理

手术排班子系统是针对手术排班的工作流程，协助医

生完成手术申请接收和手术安排的计算机应用程序。

2
术前信 主要完成处理术前访视、麻醉前的评估与计划并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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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管理 麻醉知情同意书的工作。

3

麻醉诱

导信息

管理

诱导室模式
可以后台设置诱导室模式，用户可登陆使用诱导室模

式的程序。

诱导用药事件

记录功能

能够进行诱导用药记录、诱导期间事件记录，在麻醉

记录单中作。

诱导体征参数

记录功能
能够采集患者在诱导期间的生命体征。

诱导用药配置 能够对诱导用药进行配置，提醒用户用药安全。

入手术间通知

功能

当患者完成诱导需转入手术间开始手术时，能够通过

系统向指定手术间（默认为手术安排的房间）发送患

者入手术间通知。

3

术中麻

醉信息

管理

主要任务是患者监护数据采集，手术信息变更提醒，

术中麻醉记录，安全核查，麻醉总结，抢救模式，术

中交班和转出手术处理。

麻醉基本信息

自动生成功能

能够根据系统记录自动生成麻醉记录单上的手术麻

醉基本信息，包括患者姓名、年龄、手术名称、术前

诊断、手术医生、麻醉医生、护士等。

麻醉事件用药

快速录入功能

能够通过下拉菜单选择、拼音字头模糊检索的方式快

速查找麻醉用药、事件字典中的信息，实现麻醉事件、

用药、输液输血、麻醉气体等信息的快速录入。

事件详情快速

录入功能

在记录麻醉事件时，程序将自动记取该点对应的时间

作为事件发生时间（或持续事件的起始时间），同时

程序还将自动弹出详细参数子窗口，显示该事件对应

的剂量、浓度、速度、途径、持续情况等详细参数。

快速追加用药

功能

用鼠标双击任意一条已有的麻醉、用药事件的名称

时，系统将弹出详情录入窗口，用户可以跳过名称查

找及录入步骤，直接在该条用药记录后面快速完成追

加用药的记录。

自动匹配单位

功能

在录入麻醉用药详细参数过程中，系统能够根据药品

事件字典中的剂量单位、浓度单位、速度单位的设置

进行自动匹配，以便进一步简化用户的操作。

快捷事件菜单

系统允许用户将最常用的药品、事件等信息设置为快

捷按钮，以独立的界面进行集中保存。当需要录入这

些事件时，只需点击即可快速完成输入，时间默认为

当前时间。

麻醉治疗序号 能够对术中麻醉操作，如麻醉事件、用药记录等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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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标记为治疗序号，显示在标记区域。并在麻醉备注

区域记录事件时间等详情。

麻醉事件模板

功能

能够将麻醉事件保存为模板便于下次同类型手术直

接套用。支持公有模板及私有模板。

麻醉医生交班

功能

能够记录麻醉交接班前后的麻醉医生姓名、交接班时

间，便于进行精确工作量统计。

采集体征自动

集成功能

能够将获取到的监护体征数据按医疗规范要求的时

间间隔自动在麻醉单上绘制出体征趋势图。

体征显示类型

设置功能

能够设置体征数据在麻醉单上的显示方式，包括图形

方式、数字方式和不显示三种。

监护体征报警

功能

能够设定需要报警的体征项目与报警阀值，当系统获

取到超出报警阀值的体征时，将自动进行警示。

实时体征显示

功能

能够模拟监护仪的体征显示方式，在麻醉记录界面显

示当前患者的实时生命体征，与监护仪上的数据同

步。（最快支持每秒更新一组体征数据）

数值修正功能

能够以表格的方式展现时间与体征数据变化的关系，

并支持通过输入新的数值完成对伪差体征数据的修

正。

修正痕迹功能
修正体征时原始数据将自动保存，以备后台查。并支

持通过配置在前台突出显示修正过的数据。

图形化数据修

正功能

对于因外部干扰产生的伪差体征数据，系统允许用户

直接在趋势图中拖动数据点至正确位置完成修正。修

正结果自动保存。

数值修正功能

能够以表格的方式展现时间与体征数据变化的关系，

并支持通过输入新的数值完成对伪差体征数据的修

正。

修正痕迹功能
修正体征时原始数据将自动保存，以备后台查。并支

持通过配置在前台突出显示修正过的数据。

麻醉总结单
能够对麻醉过程、麻醉效果等进行总结，形成麻醉总

结单。

4

PACU 信

息管理

主要任务为其主要任务为复苏记录、复苏床位管理、

复苏室麻醉记录单调阅集复苏评分

PACU 术后复苏

单

能够记录术后复苏过程中的麻醉用药、事件、生命体

征、患者入室情况、出室情况，并能够自动生成独立

的术后复苏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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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复苏延续

麻醉记录

能够提供复苏记录单延续术中麻醉记录单的模式，便

于查阅术中信息，并保证术中与复苏期间的患者数据

前后衔接，无断点。

入 PACU 申请功

能

当患者术后需进入 PACU 苏醒时，能够通过系统向

PACU 发出转入申请。

PACU 转运提醒

功能

PACU 同意接收患者后，对应手术间能够收到反馈信

息。

入 PACU 申请声

音提示功能

当 PACU 接收到手术间发来的转入 PACU 申请时，系统

能够通过声音提示用户查看申请。

PACU 床位分配

功能

PACU医生能够根据床位情况为提交入PACU申请的患

者安排相应床位（预先分配，非正式转入）。

PACU 转入功能

当患者正式进入 PACU 按预先分配的床位后，用户能

够在系统中正式将患者转入相应的 PACU 床位，正式

接收患者。

复苏室床位一

览功能

能通过图形化界面显示现有复苏室所有床位的占用

情况，并显示复苏中的患者基本信息。

彩色名片显示

功能

能够以彩色名式的方式显示所有复苏患者的摘要信

息，随着患者在复苏室停留的时间越长，名片色彩越

深，以提醒用户及时将苏醒的患者送出。

5

术后信

息管理

术后随访单 记录术后患者的访视记录自动生成术后随访单。

术后镇痛记录

单

记录术后镇痛患者的镇痛方式、镇痛药物以及医生镇

痛总结自动生成术后镇痛单。

术后手术登记

功能

对术后患者进行手术信息补录，记录手术时间、麻醉

时间、术者、术中诊断等关键信息，便于术后统计。

复苏评分
提供麻醉复苏（Steward 苏醒评分）评分规则评估患

者术后复苏清醒程度。

疼痛评分 提供评分规则评估患者术后疼痛等级。

主要任务是协助医生进行术后随访记录及术后镇痛

观察记录，并实现术后麻醉评分及会诊记录登记。

6
手术取

消管理

支持术前、术中手术取消操作，支持模板字典快速录

入取消原因，支持手术取消例数统计。

7 病案管

理

病案提交功能

能够让用户在完成麻醉记录后对相关文书进行提交，

提交后的文档将自动封存，不允许用户修改。（用户

可根据权限撤销文书提交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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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案提交提醒

功能

能够在用户执行提交操作时弹出对话框，提醒用户病

案提交后无法修改，并进行操作确认，以避免无效的

提交。

病案提交统计

功能

能够统计指定时间范围内所有患者的病案提交情况，

并能够统计指定麻醉医生的提交情况。便于科室检查

病案提交工作。

病案登陆提醒

功能

在用户登录系统时自动提醒当前未提交的病案数量。

便于及时完成病案提交工作。

病案集中打印

功能
能够集中打印当前患者的麻醉相关病案。

患者历史住院

信息回顾功能

能够通过系统集成接口读取指定患者的历史住院记

录，包括入院诊断、检验检查等信息。便于病案分析

与回顾。（需要 EMR 系统提供接口支持）

患者历史麻醉

记录回顾功能

能够查阅指定患者历史住院的手术麻醉记录，包括术

前访视、麻醉记录、术后复苏、麻醉总结、术后随访

等文书，还可以详细回顾麻醉事件、用药、体征等信

息。便于经验总结与学习。

患者基本信息
通过系统集成接口浏览患者姓名、年龄、住院日期、

诊断等入院基本信息。

信息集成显示
通过系统集成接口浏览患者本次住院期间的检验结

果、检查报告等信息。

麻醉病案检索

功能

能够通过三种方式对患者及手术信息进行检索，包

括：患者住院号、医护人员、手术名称信息。

查询手术安排

概要
能够显示患者手术名称、手术时间、术者信息。

查询手术详情
能够查询患者的手术名称、手术等级、参与手术人员

等详细手术信息。

麻醉病案浏览

功能
能够浏览指定患者所有的麻醉病案。

麻醉病案WEB浏

览功能

能够通过浏览器在院内任意电脑终端查看患者的完

整麻醉医疗文书。

模板保存功能

能够将现有医疗文书内容保存为模板，便于下次直接

套用。系统提供以下文书的模板：术前访视单、知情

同意书、麻醉记录单、麻醉总结单、术后随访单、护

理记录单、器械清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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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套用功能
能够快速套用现有医疗文书模板，便于用户快速生成

同类手术的文书记录。

要任务是打印、管理、归档、回顾、变更、查阅病案

以及各种文书。

8

麻醉质

量管理

主要任务是对麻醉质控指标进行统计，处理核查、管

理、控制、统计、上报质控指标等信息。

提供卫生部标准的手术安全核查单格式，能够在麻醉

实施前、手术开始前和手术结束后对手术相关信息进

行手术医生、护士、麻醉医生三方签字确认。能够应

用在移动平板硬件上，实现触摸屏操作，同时需要扩

展到原有麻醉系统上。

能够自动提取卫生部麻醉质控 17 指标：

1麻醉科医患比统计

2 各 ASA 分级麻醉患者比例

3急诊非择期麻醉比比例

4各类麻醉方式比例

5麻醉开始后手术取消率

6麻醉后监测治疗室（PACU）转出延迟率

7 PACU 入室低体温率

8非计划转入 ICU 率

9 非计划二次气管插管率

10 麻醉开始后 24 小时内死亡率

11 麻醉开始后 24 小时内心脏骤停率

12 术中自体血输注率

13 麻醉期间严重过敏反应发生率

14 椎管内麻醉后严重神经并发症发生率

15 中心静脉穿刺严重并发症发生率

16 全麻气管插管拔管后声音嘶哑发生率

17 麻醉后新发昏迷发生率

9
系统支

撑平台

任务是进行各类信息系统及医疗设备的集成，并对基

础数据及模板进行维护。

10
用户 创建用户名密 能够创建用户，包括登陆用户名、密码及所在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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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管

理

码

修改用户名密

码
能够修改指定用户的登陆密码。

用户角色分配

功能

能够为指定用户分配角色以获得相应的程序访问权

限。

角色编辑

能够编辑系统角色的名称，用于分配一系列的程序功

能访问权限。系统默认的角色有：麻醉医生、麻醉主

任、手术护士、系统管理员等。

角色权限设置 能够分配指定角色所具备的系统权限。

HIS 用户对照
能够在 HIS 人员字典与本系统人员字典间建立关联，

实现人员及权限的统一管理。

系统角色管理功能模块支持为指定用户分配角色以

获得相应的程序访问权限，并可编辑系统角色的名

称，用于分配一系列的程序功能访问权限。

11

统计

查询

主要任务是为管理者提供实时的手术麻醉综合信息，

以及各类手术麻醉信息的统计分析

科室工作量统

计

能够统计指定日期范围内不同手术科室开展的手术

量，结果按手术大小级别进行分类统计。能够扩展显

示手术医生、手术名称、手术开始结束时间等科室工

作量详情。

麻醉医生工作

量统计

能够统计指定日期范围内麻醉医生实施麻醉的工作

量情况，包括患者信息、手术名称、麻醉医生、麻醉

方法、麻醉时长、麻醉开始结束时间，麻醉等待时间。

可以查询指定麻醉医生的工作量。

手术医生工作

量统计

能够统计指定日期范围内手术医生实施手术的工作

量情况，包括患者信息、手术名称、主刀医生、手术

助手、术前诊断、手术时长、手术开始结束时间，手

术等待时间。可以查询指定手术医生的工作量。

护士工作量统

计

能够统计指定日期范围内护士的工作量，包括患者信

息、手术名称、洗手护士、巡回护士、手术时长、手

术开始结束时间、手术等待时间。可以查询指定护士

的工作量。

手术统计

能够统计指定日期范围内开展的手术，并列出患者

ID、姓名、手术间、术前诊断、手术名称、人员安排

等信息。可根据医生、护士、科室、手术名称、麻醉

方法、手术等级、择期等条件进行详细查询。



230

复苏室患者统

计

统计指定日期范围内进入恢复室的患者信息，包括入

复苏室日期、患者姓名、床号、手术名称、入室评估、

出室评估等项目。

多功能统计 支持用户输入多种自定义条件进行自由组合查询。

麻醉科工作量

详细统计

能够统计指定日期范围内的手术麻醉工作量情况，包

括麻醉医生、麻醉时长、手术时长、等待时间、ASA

分级、麻醉方法等项目。

自体血输血统

计

能够统计自体血回输患者的手术情况，包括手术时

间、麻醉医生、术中诊断、输血血量等项目。

镇痛治疗统计

能够统计指定日期范围内的术后镇痛患者情况，包括

住院科室、患者信息、年龄、麻醉方法、镇痛方法、

麻醉医生、手术医生。

ASA 分级统计
能够统计指定日期范围内的手术患者的 ASA 分级情

况，按不同 ASA 分级进行分类汇总。

麻醉分级管理
能够按月/季度/年统计各级 ASA 分级的手术例数及

死亡例数情况。并能以图形化方式显示统计结果。

麻醉方法统计
能够统计指定日期范围内不同麻醉方法的手术例数、

平均麻醉时长等项目。支持按科室分类和排序。

综合统计
能够综合统计各项麻醉业务的汇总数据，包括麻醉方

法、患者年龄、入复苏室、术后镇痛、麻醉事件等。

心肺复苏统计
能够统计指定日期范围内实施心肺复苏的手术患者

例数。

非预期事件统

计

能够对麻醉医生记录的术中非预期时间进行汇总统

计。

麻醉复苏

（Stewared 苏

醒评分）

能够统计指定日期范围内患者术后麻醉复苏

Stewared 评分情况。

EXCEL 导出功能
能够将上述统计查询结果导出为 EXCEL 格式报表，便

于进一步分析处理。

12
不良事

件上报

不良事件信息

上报功能

当发生不良事件时，用户能够通过系统在第一时间进

行不良事件的信息化上报。

不良事件书面

报告功能

在发生不良事件后 24 小时内，用户可以通过系统打

印不良事件报告向上级进行书面呈报。

13 接口支 HIS 接口支持功
支持接入医院信息系统，以便用户查看患者住院信

息、手术申请信息（或手术安排信息）、科室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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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功能 能 人员字典、手术名称、手术等级、诊断字典、麻醉方

法。支持数据库直连及 WEB SERVICES 方式。

LIS 接口支持功

能

能够接入检验系统，以便用户查看患者住院检验结

果。支持数据库直连及 WEB SERVICES 方式。

PACS 接口支持

功能

能够通过 PACS 厂家提供的专用接口浏览患者影像资

料及诊断结果。

EMR 接口支持功

能

能够通过 EMR 厂家提供的专用接口浏览患者病历、病

程记录。

集成平台接口

支持

能够通过集成平台提取系统所需要的病人的基本信

息等

CA 数字证书

的接口支持
能够实现麻醉医院的电子签名

监护仪数据采

集功能

能够实时获取来自床旁监护仪上的血压、脉搏、心率、

SPO2 等患者生命体征信息。

麻醉机数据采

集功能

能够实时获取来自床旁麻醉机上的呼吸频率、潮气

量、呼吸比、ETCO2 等患者生命体征信息。

断网采集功能
当与服务器的网络联接中断时，能够在本地记录体征

数据，当网络恢复时自动上传至服务器。

维护基

础信息

功能

基础字典关联

更新功能

能够通过系统集成接口获取关联的最新 HIS 基础字

典，并更新本地字典。

基本字典维护

功能

能够手工维护本地字典，如手术名称、手术等级、诊

断字典、麻醉分级、科室字典、人员字典、手术名称、

麻醉方法字典。

手术间维护功

能

能够对科室手术间进行维护，实现新增、修改、删除

手术间配置。

HIS 科室对照功

能

能够在 HIS 科室代码、名称与本系统科室代码、名称

之间建立对照关系，便于进行字典维护。

麻醉记录字典

配置功能

麻醉事件：能够配置麻药、用药、输血、输液、输氧、

出液、手术、麻醉、插管、置管、拔管、呼吸、ECG、

其他。

麻醉常用量：用户能够配置麻药、用药、输血、输液、

输氧、出液、手术、麻醉、插管、置管、拔管、呼吸、

ECG、其他这类的常用用量。

麻醉方法：用户能够对麻醉方法进行编码、名称、输

入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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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模板配置

功能

麻醉文书模板：能够生成麻醉记录模板，用户可以进

行新增、修改、删除。

护理记录模板：能够生成护理记录模板，用户可以进

行新增、修改、删除。

手术清单模板：能够生成手术清单模版，用户可以进

行新增、修改、删除。

访视模板：能够生成访视模版，用户可以进行新增、

修改、删除。

麻醉前小结模板：能够生成麻醉前小结模版，用户可

以进行新增、修改、删除。

公有模板配置

功能

允许系统管理员对公有模板进行编辑维护，便于模板

的统一和科室规范管理。

私有模板配置

功能

允许系统用户创建私有模板，仅限自己可见，可在系

统任一位置登陆使用，便于个人学习和经验积累。

文书自定义功

能

能够灵活配置医疗文书上的字段，如添加删除录入项

目，修改字体、字号、颜色，插入表格、菜单等；全

面支持以下文书：术前访视单、麻醉知情同意书、麻

醉记录单、麻醉总结单、术后访视单；

离线体征数据

采集功能

当发生网络中断时系统能够保持监护数据不间断采

集，在本地进行保存，并在网络恢复数据自动上传。

定期数据库备

份机制

能够定期进行本地及异地数据备份。（异地备份需要

存储或备份服务器等硬件支持。）

（五）
物流机

器人

由调度控制后台、站点管理系统、机器人、电梯控制

系统等几大部分构成。

18、福建省儿童医院重症监护管理系统

编号
一级模

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基础要

求

该项目安装科室在福建省儿童医院 ICU 26

张，要求与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原有重症临床

信息系统之间的数据的无缝对接，既往数据

的管理查询，数据的一致性。

1

信息集

成

监护设备采集模块 系统可采集床旁监护设备的数据，并自动记

录在特护单上，减少护士手工登记的工作

量；所有自动采集的数据可直观展现给医护

人员；当需要高频率记录监护数据时，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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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数据采集频率；系统自动对异常数据报

警，并允许有权限的用户进行伪差值修正。

2

信息系统接口模块 系统与医院现有的信息系统无缝连接，形成

一体化的工作平台，在重症监护临床信息系

统中可调阅患者经过集成的所有信息，如信

息集成平台、电子病历、检验系统、HIS、

PACS 等。

3

患者体征信息采集 可自动采集各项生理参数（心率、血压、体

温、血氧等指标），可直接从不同厂商的监

护仪、呼吸机、输液泵等床旁设备上自动采

集。

1

患者信

息

体征曲线 系统自动对患者日常监测和人工登记的数

据整合，以连续的曲线图显示患者各项生命

体征的变化趋势。

2

体征曲线项目模板（科室模

板）

医护人员可以通过配置监测项目所有患者

体征曲线显示的项目，可选项目如：血压、

心率、呼吸、体温、血氧饱和度等。

3

体征曲线项目模板（个人模

板）

医护人员可以通过配置监测项目来维护当

前患者的体征显示项目，可选项目如：血压、

心率、呼吸、体温、血氧饱和度等。

4

监测项目显示 在监护系统首界面可以看到护士对患者观

察项目的记录，项目内容包括：意识状态、

瞳孔情况、呼吸机使用情况等。

5

出入量精细化显示 显示每班及全天的出量、入量信息；每班及

全天的出入量平衡情况；显示患者每个小时

的出入量情况，并且出入量项目可根据临床

的具体需要设置统计类型；可根据临床的具

体需要设置统计途径，如补液量、鼻饲量等

6

患者数据自定义展现功能 患者信息展现界面可通过条件的设定来对

患者数据展示内容进行控制显示信息，可设

定条件，如：具体时间段（如 XX：XX→XX：

XX）、全天、班次（白班、中班、夜班）等。

7

患者基本信息 系统可同步 HIS 及 EMR 的患者基本信息，包

括： 入院时间、入科时间、转入时间、诊

断信息、手术日期、手术名称、既往史、过

敏史、身高、体重、血型、床位医生、护士

等。

1 床位 待入科患者列表 在ICU中可以看到所有待入ICU患者的基本

信息，如：患者 ID、住院号、姓名、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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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科室等信息，为患者的接治工作做好准备。

2

入科管理 同步 HIS 中的患者信息后将患者转入重症

监护临床信息系统。在列表中不显示的信息

可手动筛选。

3

出科管理 已经治愈或其他原因出科患者转出，选择需

要出科的患者进行操作，系统支持批量出科

操作。

4

临时出科 患者因外出检查，需临时出科，采用临时出

科操作，返科后采集数据将于出科前数据连

贯显示，避免出现临时出科检查后数据不连

贯。

5

换床 由于患者病情变化，可能会使用到不同的设

备及特定的房间，在患者更换床位后在信息

系统中将换床操作进行详实记录。

6
仪器设置 可同时有自动连接仪器及手动连接仪器两

种模式，满足护士日常需要。

7

报警个性化配置 由于不同年龄、不同病种的患者生命体征的

稳定范围不尽相同，现系统允许用户对体征

数据的报警阈值进行个性化的设定。

10

护理管

理

护理文书 包括执行单、三管监测单、特别护理记录单、

生命体征观察单、危重患者护理记录、基础

护理记录、液体营养排泄记录、体温单等。

11
护理措施录入 系统可通过模板勾选与手动录入两种方式

完成护理措施录入。

12 入院评估单 对患者入院信息进行评估。

13 跌倒评估单 患者跌倒（坠床）防范措施进行记录与评估。

14
诺顿评估单 提供压疮发生危险因素量化评估—诺顿

NORTON 评分表。

15 出院评估单 对患者出院信息进行评估。

16

医嘱处

理

提取用药医嘱 能够同步电子医嘱中的医嘱信息，并将医嘱

进行分类，如长期医嘱、临时医嘱等，方便

医护人员核对、执行医嘱。

17

提取非用药医嘱 同步电子医嘱中的非药物医嘱，并将其拆分

成治疗类医嘱、护理类医嘱、检查类医嘱等，

方便护士核对、执行。

18 医嘱处理 可显示药物医嘱的具体名称、剂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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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用法等内容。对于补液类医嘱，执行

后液体量可自动记录到特护单中；对于药物

泵入医嘱，可根据公斤体重计算泵入速度，

并在药物泵入结束前提供预计结束时间报

警，方便护士工作。

19
非用药医嘱处理 通过勾选或其他快捷模式对非药嘱进行执

行登记，登记时自动生成登记时间。

20

医嘱信息配置 系统提供自动计算补液平衡的功能，在配置

了药物的属性后（晶体/胶体），系统可实

时计算出患者的晶体入量，胶体入量，体液

平衡总量。

21

医嘱快速定位功能 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医嘱的快速定位，让护士

能够快速定位到待执行的医嘱。

部分特殊患者每天用到的医嘱数量较大，护

士不便于做医嘱的选择，现系统能够通过多

种方式进行医嘱的快速定位，如：通过医嘱

的执行状态进行筛选；通过医嘱名称、用药

途径、医嘱频次、医嘱类别等多种模式进行

快速定位，让护士能够快速定位到待执行的

医嘱。

22

医嘱交班 对于本班未完成的医嘱，系统中可以交班，

方便下个班次的医护人员了解本班医嘱执

行的情况。

23
特殊交班 交班提醒，对特殊患者病情交接进行提示，

自动提醒下一班次医护人员。

24
医嘱分类配置 对医嘱分类进行配置，如抗生素类、制酸剂

等。

25
护理文

书

特别护理记录单 自动生成特别护理记录单，按照医院临床科

室需求合理展现生命体征数据、生命体征趋

势折线图、呼吸机相关参数、观察信息、出

入量信息、护理措施信息等，减少护士文字

书写时间。护理文书提供打印功能，并可提

供未满页打印提醒、打印当前页、打印设置、

打印预览等功能；护理文书根据临床具体需

要提供查询功能，例如：根据时间查询、根

据诊断查询等。

体温单 根据自动采集体征数据或手工录入信息，自

动形成体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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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查询 根据选定的时间显示查询内容。

文书打印 打印患者护理文书，或根据筛选时间打印。

支持打印同时备份 PDF 或打印上传功能。

25
出入量

管理

出量管理 详细记录患者的出量信息；并可根据临床具

体需要单独统计：尿量、引流量等信息。

26

入量管理 详细记录患者入量信息；可根据临床的具体

需要设置统计类型；可根据临床的具体需要

设置统计途径。

27
出入量平衡计算 根据患者出入量信息自动计算体液平衡，可

根据设置选择计算途径与类型。

28

重症辅

诊

病情总览 用连续的曲线图来显示患者生命体征信息。

以及患者的检查检验信息。显示患者医嘱执

行情况，显示药物开出剂量、已使用量、待

完成量。同时显示药物执行时间。

29

护理文书 集中展现患者自动采集的生命体征，观察项

目，出入量信息，护理措施信息以及医嘱快

速处理。 打印患者护理文书，或根据筛选

时间打印。

30
患者数据 用户可自由选择患者 24 小时内的生命体

征，并以折线图的形式展现。

31

电子病历 查询包括医生医嘱、检查报告、检验报告、

麻醉记录、手术记录、患者生命体征趋势图、

患者在某时间段内的异常体征数值等。

32

感染管理 可对感染信息执行添加、删除、修改等操作，

感染信息包括：感染部位、病原菌、类型、

检验编号、检验结果、感染日期等信息。

33 ICU 信息库 ICU 信息库

护理措

施

护理措施录入 系统可通过模板勾选与手动录入两种方式

完成护理措施录入。

护理模板 根据医院的具体需要，系统提供：基础护理

措施模板，可自定义模板内容；模板内容符

合《病历书写规范》要求；专科护理措施模

板，模板内容满足专科护理需要，同时符合

《病历书写规范》要求；可拼音或关键字检

索护理措施模板，勾选后直接记录到特护单

中。

自定义出入量统计 系统可以根据时间范围自动统计出入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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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方便插入护理措施。

统计查

询

基础统计 根据医院临床工作需要，系统提供统计查询

功能，具体包括以下

1) 基础数据查询：对患者数据、科室数

据的基本条件查询，如患者入科人数、出科

人数、床位使用率、床位周转率等。

2) 专业数据查询：对科室专业数据的统计

查询，如重症患者的死亡率、抢救成功率、

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生率等。

患者查询 可以通过姓名、住院号、患者 ID 等方式对

患者进行查询，显示患者的基本信息、标签

记录等信息。

出入量查询 通过自定义时间的方式可以对患者一段时

间内的患者出入量平衡进行查询，并以图表

形式直观表现患者的平衡状态。

年收治人数统计 提供报表功能，用户可以选择年份对一年内

的患者收治情况进行展现。包括出科人数、

入科人数。

床位使用统计 床位使用统计可以统计出科内所有床位的

实际使用时长。

体征查询 1、 手工采集体征项目查询

可查询出所有的手工记录的数据，包括修改

数据、手工录入数据。

2、 自动采集体征查询可查询出所有

的自动采集的数据

3、 所有体征查询

可查询患者所有的体征数据

历史病

案回顾

历史病案回顾 将重症科室在科患者与历史患者所有信息

进行集中，为用户提供患者数据查询，根据

选择患者查看历史护理记录单以及其他数

据，支持历史病案随时调阅、打印等功能。

患者标签查询 重症监护临床信息系统为医护人员提供患

者标签功能，可以为每一位患者添加分类标

签，并通过患者标签查询快速定位检索同类

标签的患者。

电子病 病历病程 系统能够接 EMR 信息系统，能够从 EMR 自动

同步患者病程病历记录，获取患者完整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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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历病程信息，实现电子病历信息的集成共

享，方便医生查阅。

检查检验 系统能够与 LIS、PACS 等系统进行接口，自

动获取患者的所有检查、检验信息，实现检

验检查信息的集成共享，方便医生查阅。

血气分析 通过采集套件自动采集血气分析仪上的数

据，并对血气分析数据进行永久保存。

医疗模

板

程序设

置

医疗模板 系统提供护理措施模板、观察项模板、出入

量模板、监测字典模板、医嘱途径模板等，

方便医护人员工作。

权限设置 针对用户的不同角色可以设定不同的权限，

如医生、护士、主任、护士长、管理员等，

根据角色不同可限定用户的实际使用模块。

报警配置 用户可对体征参数设置警报值，当科室内有

患者体征波动超过警报值后，系统发出警

报。

监护字典设置 系统提供监护字典设置功能，通过对监护字

典的设定，可以对日常监测内容常用值进行

设定，方便操作。

程序配置 用户可以对系统的一些个性化内容进行配

置，如：自定锁定系统时间、数据采集频次

模板、特护单导出等。

重症质

控模块

三级医院检测指标（共 8

大项）

1. 非预期的 24/48 小时重返重症医学科

率（%）

2. 呼吸机相关肺炎（ＶＡＰ）的预防率

（‰）

3. 呼吸机相关肺炎（ＶＡＰ）发病率（‰）

4. 中心静脉置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生率

（‰）

5. 留置导尿管相关泌尿系感染发病率

（‰）

6. 重症患者死亡率（%）

7. 重症患者压疮发生率（%）

8. 人工气道脱出例数

质控信息维护 可以通过系统对 ICU 质控信息的维护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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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非预期再入科类、感染类、拔管

类、不良事件上报等信息。后期可以对患者

进行信息查看。

质控检测统计 通过日常积累的数据，系统自动对数据进行

筛选分类，并形成报表。

报表导出 系统对质量监测项目的统计报表提供导出

功能，可导出为 Excel

数据详情查看 系统自动统计出质量监测报表后，用户可以

选择任意监测项目进行详细数据的查看。

卫计委

下发 ICU

质量控

制指标

（2015

版）

ICU患者收治率和ICU患者

收治床日率

定义：ICU 患者收治率是指 ICU 收治患者总

数占同期医院收治患者总数的比例。ICU 患

者收治床日率是指 ICU 收治患者总床日数

占同期医院收治患者总床日数的比例。同一

患者同一次住院多次转入 ICU，记为“多人

次”。

意义：反映全部住院患者 ICU 患者的比例及

收治情况。

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

（APACHEⅡ评分）≥15 分

患者收治率（入 ICU24 小时

内）

定义：入 ICU 24 小时内，APACHEⅡ评分≥

15 分患者数占同期 ICU 收治患者总数的比

例

意义：反映收治 ICU 患者的病情危重程度

感染性休克 3h 集束化治疗

（bundle）完成率

定义：感染性休克 3h 集束化治疗（bundle），

是指感染性休克诊断后 3 小时内完成：测量

乳酸浓度；抗菌药物治疗前进行血培养；予

以广谱抗菌药物；低血压或乳酸≥4mmol/L

给予 30ml/kg 晶体液进行目标复苏。感染性

休克 3h 集束化治疗（bundle）完成率，是

指入 ICU 诊断为感染性休克并全部完成 3h

bundle 的患者数占同期入 ICU 诊断为感染

性休克患者总数的比例。不包括住 ICU 期间

后续新发生的感染性休克病例

感染性休克 6h 集束化治

疗（bundle）完成率

定义：感染性休克 6h 集束化治疗（bundle），

是指在 3h 集束化治疗（bundle）的基础上

加上：低血压对目标复苏效果差立即予以升

压药；脓毒症休克或乳酸≥4mmol/L 容量复

苏后仍持续低血压，需立即测量

CVP 和 ScvO2；初始乳酸高于正常患者需

重复测量乳酸水平。感染性休克 6h 集束化

治疗（bundle）完成率，是指入 ICU 诊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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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休克全部完成 6hbundle 的患者数占

同期入 ICU 诊断为感染性休克患者总数的

比例。不包括住 ICU 期间后续新发生的感染

性休克病例。

意义：反映感染性休克的治疗规范性及诊疗

能力。

ICU 抗菌药物治疗前病原

学送检率

定义：以治疗为目的使用抗菌药物的 ICU 住

院患者，使用抗菌药物前病原学检验标本送

检病例数占同期使用抗菌药物治疗病例总

数的比例。病原学检验标本包括：各种微生

物培养、降钙素原、白介素-6 等感染指标

的血清学检验。

意义：反映 ICU 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的规范性

ICU 深静脉血栓（DVT）预

防率

定义：进行深静脉血栓（DVT）预防的 ICU

患者数占同期 ICU 收治患者总数的比例。深

静脉血栓预防措施包括药物预防(肝素或低

分子肝素抗凝)、机械预防(肢体加压泵、梯

度压力弹力袜等)以及下腔静脉滤器等。

意义：反映 ICU 患者 DVT 的预防情况。

ICU 患者预计病死率 定义：通过患者疾病危重程度（APACHEⅡ评

分）来预测的可能病死率。患者死亡危险性

（R）的公式：In（R/1-R）=-3.517+（APACHE

Ⅱ评分×0.146）+0.603（仅限于急诊手术

后患者）+患者入 ICU 的主要疾病得分（按

国际标准）。ICU 患者预计病死率是指 ICU

收治患者预计病死率的总和与同期 ICU 收

治患者总数的比值。

意义：反映收治 ICU 患者的疾病危重程度，

用来计算患者标化病死指数。

ICU 患者标化病死指数

（StandardizedMortality

Ratio）

定义：通过患者疾病危重程度校准后的病死

率，为 ICU 患者实际病死率与同期 ICU 患者

预计病死率的比值。ICU 实际病死率为 ICU

死亡患者数（包括因不可逆疾病而自动出院

的患者）占同期 ICU 收治患者总数的比例，

除外入院时已脑死亡，因器官捐献而收治

ICU 的患者

意义：反映 ICU 整体诊疗水平。

ICU 非计划气管插管拔管

率

定义：非计划气管插管拔管例数占同期 ICU

患者气管插管拔管总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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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反映 ICU 的整体管理及治疗水平

非计划转入 ICU 率 定义：非计划转入 ICU 是指非早期预警转

入，或在开始麻醉诱导前并无术后转入 ICU

的计划，而术中或术后决定转入 ICU。非计

划转入ICU率是指非计划转入ICU患者数占

同期转入 ICU 患者总数的比例。非计划转入

ICU 的原因应进行分层分析(缺乏病情恶化

的预警、麻醉因素和手术因素等)。

意义：反映医疗机构医疗质量的重要结果指

标之一

转出 ICU 后 48h 内重返率 定义：转出 ICU 后 48h 内重返 ICU 的患者数

占同期转出 ICU 患者总数的比例

意义：反映对 ICU 患者转出 ICU 指征的把握

能力。

ICU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VAP）发病率

定义：VAP 发生例数占同期 ICU 患者有创机

械通气总天数的比例。单位：例/千机械通

气日。

意义：反映 ICU 感控、有创机械通气及管理

能力

麻醉与重症系统需要连接

的基础设备

需要支持福建省儿童医院麻醉科和 ICU 现

有监护仪采集，在其他设备输出数据的前提

下，投标人要能够实现数据采集与应用。

19、福建省儿童医院电生理信息管理系统

编号
一级模

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院内心

电系统

电子化检查申

请

临床医生在门诊或病房通过医生工作站开具申请单，内

容包括病人信息及检查项目。申请信息设定完毕后将自

动保存于系统中。

2

预约登记 心电图检查医生通过 HIS 接口获得申请单进行登记和

预约，并生成排队号的条形码，患者按照排队号在检查

室等待检查。

用于门诊心电图检查。提取门诊医生站检查申请信息进

行预约安排，实现分诊。系统支持检查病人基本信息的

HIS 自动获取。支持 HL7 标准的集成技术，中间数据库

的集成技术，DICOM 标准的集成技术。

能够直接从 HIS 系统获得病人 ID、基本信息、交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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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诊断信息、检查要求等。在数据库中建立病人唯一

ID，方便管理。自动产生发放心电图病人检查号，可提

供集中登记、分部门登记两种登记方式。预约登记列表

中显示不同颜色来区分患者当前的状态。

根据登记先后顺序自动排队叫号，可急诊优先和人工干

预。

提示患者排队时需要等待的人数，可以让 70 岁以上的

高龄病人，危重病人和军人优先检查。

3

排队叫号 能够直接从 HIS 系统获得病人 ID、基本信息、交费信

息、诊断信息、检查要求等。在数据库中建立病人唯一

ID，方便管理。自动产生发放心电图病人检查号，可提

供集中登记、分部门登记两种登记方式。预约登记列表

中显示不同颜色来区分患者当前的状态。

支持供医生呼叫病人的大屏幕显示，系统会自动语音呼

叫,同时在大屏幕显示将要做检查的病人基本信息，提

醒病人做好准备，同时节省医生与病人的时间。

支持一级和二级叫号模式。支持与医院现有分诊叫号系

统联网使用。

显示屏可以设定动画播报，支持科教视频宣传。

4
心电检查 根据登记先后顺序自动排队叫号，可急诊优先和人工干

预。

5

检查数据上传 在上传到服务器之前，可以预览上传的心电图，

保证传送到服务器的图形清晰；如果干扰大，可以删除

该数据，重新采集；检查完毕，心电图立即存储在服务

器中等待医生分析确定。

检查支持静息心电图检查、运动心电图检查、动

态心电图检查及动态血压等不同种类的心电电生理检

查，检查数据以数字形式、统一的数据格式进行存储，

通过心电网络信息平台实现全院共享；

报告为中文图文格式，报告图形具有 6×2、4×3、

4×3+1、12×1 等格式；报告格式可以用户自定义；对

于大于 10s 的心电图检查，可以设定起始打印时间或屏

幕浏览内容为打印内容。

提供智能化报告模板，报告医生可以管理个性化的诊断

模板。

6
心电数据分析

与诊断

系统提供专用的心电测量工具，如同屏对比、波

形放大、电子分规测量及心电图数据分析功能。对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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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ID 号心电数据，系统自动分析比较心电图的变化，

并在报告中显示出来；对于传入系统的有干扰波形进行

再次滤波调节；心电图机的自动测量和诊断语句可存入

心电信息系统。

医生通过提供的专用的心电测量工具，对心电图

放大、测量、分析，查看心电轴。分析完成后生成心电

图报告，确定报告正确后签字，最后将签字的心电图报

告存储到服务器。

提供导联纠错的功能，适合在导联接错的情况下，通过

软件自动纠错。无需对病人重新检查。

7

报告审核与打

印

审核之后的报告，可以通过院内的网络发布，临

床医生就可以调阅该心电图报告，必要时可以把报告打

印出来。

图形对比功能：将同一病人历史心电图进行同屏

对比，可同屏显示两幅；

系统能够实现从不同心电图数据中抽取指定导联同屏

显示并打印。适用于阿托品及心得安试验。

8

数据上传与归

档

报告完成确认，根据设定的存储规划，上传到中心的数

据库服务器并归档。

数据归档规则可由用户设定，可按检查类型（静息、

Holter、平板），检查部门（门诊、急诊、病房、社区）

分类管理。

9

数据挖掘 通过心电共享平台，将实现病人心电图检查的全院及区

域共享。并且保存病人的历次心电图检查。通过数据挖

掘，实现管理功能。

10

院外远

程会诊

社区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所进行心电图检查，通过专网

或互联网将心电图数据传输到上级医院心电图诊断中

心，医生进行会诊后将诊断结果回传到数据发送端，同

时将数据自动转存到心电数据中心服务器。整个流程中

通过 NLMS 和短信平台实现诊断中心和检查端的流程交

互，并且把逾期为处理的数据，通过弹窗、短信等方式

及时提醒。

11

专家会

诊流程

心电诊断专家通过智能移动终端受理申请单位的

会诊申请。当智能终端连接到 WiFi 网络时，利用系统

内置的即时消息系统实现信息交互，当智能终端连接到

4G 网络时，通过短信方式通知会诊请求。

此模式解决专家和具体医生（检查部门）之间，

偶尔出现的疑难病例的远程协助。管理规则：



244

在公网的会诊平台可以建立多个逻辑会诊中心，每

个会诊中心管理区域内远程检查部门或心电会诊专家

所设定的远程检查部门，比如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业务

关系（转院）的三级医院和基层医院之间；

此模式一般为会诊模式而非正常工作时的诊断模

式；

此模式核心需要建立专家会诊平台及会诊中心，并通过

中心发展远程的专家客户端。

12
心电诊

断中心

建设

常规软件功能 分析诊断软件为诊断中心的心电医生提供了重要的分

析诊断工具，同时医生可以编写、发布、打印诊断报告。

13

病历列表 显示所有的心电图病历，按检查时间顺序排列。具

备如下功能：

1. 病历列表中具有患者的状态显示。有未检查、

已检查、未报告、已报告、已审核、已发送状态。

2. 病历列表也可按医疗机构选择，可以单选或多

选医疗机构作为默认的列表过滤条件。

3. 病历列表也可按时间范围选择作为列表过滤

条件。

4. 病历列表也可按检查项目选择作为列表过滤

条件。

5. 支持在同一界面上显示患者的信息个人信息

以及测量参数，报告诊断。

6. 具有特有的异常测量值，异常诊断的特殊颜色

提醒技术，为诊断医生提供快速诊断的优先条件。

7. 提供丰富的查询功能，所有患者信息都可作为

查询条件。

14

心电浏览 心电浏览主要用于从数据中心调阅心电及心电诊

断报告，具备对调阅的心电进行后处理，心电标注，测

量，打印等功能。主要具备如下功能：

心电数据支持 HL7-aECG 格式。

可接收和显示多种设备的心电图像。

可通过网络进行心电数据快速查询与调阅。

可将网络上的心电资料载入本机存储。

可显示病人检查的基本资料(姓名、性别、病历号、

检查日期、检查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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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心电的走纸和增益的调整。

支持智能化、模板化、个性化的诊断模板管理。

波形可以局部放大、测量。

支持多次检查的对比功能。

支持药物试验，包括阿托品、心得安等试验。

支持每份波形中，每个导联、导联中的每个心搏的

测量、标注。

支持不同格式的打印输出，包括 12*1、6*2、4*3

及自定义波形输出。

支持心电波形的滤波，包括肌电滤波、工频滤波、

高频滤波。

波形显示模式自定义，适用不同分辨率的显示器。

支持 android 和 ios 的智能终端，在智能终端上可

以实现数据接收、心电波形显示、报告编辑，以方便临

床专家及时获得心电原始数据并实现远程诊断支持。

心电格式转换功能，可以输出为 XML、PDF、JPG。。

15

心电图分析 主要具备如下功能：

显示同步十二导心电图波形也支持根据医生习惯

自定义多种显示模式，可以分肢体导联、胸部导联的电

压调节与走纸速度调节。支持 RR 间期与 R波幅值差的

测量，可以精确对心率不齐的倍数测量。

具有导联纠错功能：提供直观简洁的所见所得的导

联纠错，无需输入任何数字，操作方便简单。

波形显示具有时间轴，精确定位心拍，支持每组波

形、每个波形的单独测量，并可以修改测量参数。支持

12 导联叠加分析。

自动分析心率、PR 间期、电轴等所有心电参数，

可测量出超过 20 种以上的心电图参数，提供学术研究。

自动识别需要测量的心拍。

支持高频滤波、低频滤波、工频滤波调整。

支持分页和多种显示模式。

波形显示幅值自由调整。

心拍特征点手动微调功能。使分析结果更加精确。

测量值异常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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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导波形重叠显示功能。

具有电子标尺功能，测量幅值与压差，代替圆规直

尺的手工测量工具。

支持同一个患者多次心电图对比。

具有向量分析技术。

具有梯形图解，梯形图与心电图的关系---拼音与

汉字的关系。梯形图是用横线和竖线组成的阶梯形示意

图解释复杂的心率失常的重要方法。

支持漏诊提示，软件通过对比显示心电图和原始心

电数据的形态学差异，识别出无法正确显示的切迹和顿

挫，并用特殊的颜色将这些区域显示出来，以防止忽略

这些细节造成漏诊。

支持危急值管理流程，心电检查数据预分析处理，

根据分析结果分为：阳性危急、阳性、阳性可疑、正常、

不可识别五种类别，对于自动分析为危急值的检查，自

动启动危急值处理流程。

支持数据追踪。

16

报告编写 医生可以自动诊断或手动报告编写心电报告。支持

心电图特殊符号的输入技术，不需要在键盘上反复切

换。

提供丰富的报告诊断库，避免过多的键盘输入。支

持心电图原始数据多次对比功能。

提供多种输出报告格式：横排十二导、竖排十二导、

2X6、3X4、3X4+长 II 导、心电参数表、单独长 II 导等。

支持 B5 纸输出打印。

支持打印预览功能，在打印预览处可以选车打印的长导

联，支持双面打印，以及图文报告，为医生提供丰富的

诊断报告模板。

17

报告打印 报告打印支持多种格式打印方式。

报告打印可调整走纸速度、灵敏度及滤波特性等参数。

用户可自定义报告模板。

打印的报告应满足卫生部关于病案存储的要求。

18

报告发布 报告医师在诊断完成后，报告将被自动上传到区域心电

服务平台，并通过交换平台推送到 HIS 或电子病历系统

中供临床医生访问。



247

19

病案管理 多条件检索以及分类管理功能，使得查找心电检查报告

更方便。

医生可以对心电报告进行标记和收藏，并可对收藏病案

进行分类管理，以及自由性标记和说明，为操作医生提

供了一个进行心电数据分析和处理的私有科研空间。

提供可以自定义的统计分析模块，支持科研统计。

20

心电软

件处理

功能

导联纠错 医院检查病人多，检查医生操作失误导致导联接错。而

病人离开检查室，不能及时补做，可以通过软件方式提

供导联纠错功能。

医生只需要点击选择需要调整的电极，软件就可以实现

任意两个通道接错的纠正，免除病人重新检查的操作。

21

导联提取 对于临床中一些药物试验，比如阿托品试验和心得安试

验，需要再一定的时间内对患者连续或间断的采集心电

数据，最后根据需要，提取指定时间、指定导联的波形

组合分析。

软件功能：

1、把需要处理的心电图波形打开，

2、选择指定时间和指定导联的波形，记录下波形信息；

3、重复以上步骤，获得所有需要的波形；

4、生成组合波形；

22

漏诊提示 通过对比显示心电图和原始心电数据的形态学差

异并利用小波分析的奇异值的提取方法，可以准确的识

别出无法正确显示的切迹和顿挫，并用特殊的颜色将这

些区域显示出来，以防止忽略这些细节造成漏诊。

漏诊的波形系统对其进行颜色的处理，可以将高波形以

不同的颜色显示，医生选中该波形，进行双击就可打开

放大界面，查看其完整的波形。

23

自动诊断分级

与危急值管理

心电网络实施之后，报告集中处理，对各个检查

部门提交的心电检查数据，需要预先分析处理，根据处

理结果进行分级，根据不同级别分类，提示医生处理的

优先级或是否对阳性结果重点查看。

对已经检查待诊断的检查列表，在状态中可以显

示未诊断的病人其自动诊断的结果级别。

自动诊断级别共分五种：阳性危急、阳性、阳性

可疑、正常、不可识别。

对于自动分析为危急值的检查，自动启动危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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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流程，包括：

1. 在待检查列表中，标明该检查为危急；

2. 通过即时消息，在待检查队列中提示，当前诊

断组中的医生都可以优先处理该检查；

3. 通过系统配置，给科室主任发送短信，短信中

可以包括该检查的波形及自动诊断的结论。

需要启动危急值处理流程的诊断可以由临床医生

配置。

对于体检等心电检查，自动分析判断为正常的检查，可

以启动自动翻页的批处理模式，判断为正常的条件可以

由临床医生定义。

24

数据追踪 心电检查数字化之后，需要确保检查数据的完整

性，跟踪病人的检查过程；统计不同状态下的检查病人

数量，以便和收费、病房检查申请、体检数据进行核对，

确保所有的检查记录都能够在系统中有保存。人工删除

的记录，检查文件单独上传到服务器中删除目录中，以

便追查。使得实施心电系统之后，能够完整、透明跟踪

每个检查过程。

整个检查流程包括：

预约扣费；

排队叫号；

心电检查；

报告书写及会诊；

报告打印机共享；

检查数据归档。

25

心电工作站 心电工作站是基于心电网络系统的的高级软件应

用，可适用于任何应用场景，主要支持心电向量、频谱

心电、心率变异、晚电位、高频心电、心电事件、起搏

心电、梯形图等功能。

心电向量：包括额面曲线（X-Y）、横面曲线（X-Z）及

右侧面曲线（Z-Y）。

频谱心电：具有 12 导功率谱和十二导分析功能。12 导

功率谱可从普通心电波形中提取相关信息。对应分析的

项目包括：相干函数、脉冲响应，传递函数、相移和互

相关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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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率变异：具有心率变异分析的功能。

晚电位：具有心室晚电位的功能

高频心电：具有高频心电图功能。

心电事件：可进行长时间心电数据采集及心电事件分

析。

起搏心电：可显示采样率大于等于 1000hz 的心电信号；

分析、显示起搏心电信号。

梯形图：可使用梯形图解标记心电图数据。

26
系统架

构

扩展性好，性能稳定、高效，采用成熟软件开发技术。

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系统架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

术，以保证系统的先 进性。顾及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

注重系统的未来扩展功能。系统的数据传输全面支持

（FDA）所制定的 XML 格式为架构心电图传输标准，HL7

标准的集成标准。

接口必须满足招标方设备品 牌的全覆盖，能够支持现

有各种心电设备信息的数字化采集、统一存储、管理，

不接纳第三方接口的方式；并能保证今后扩增引进心电

仪器的有效接入，接口程序支持检查病人基本信息的自

动获取。

要求实现病房心电图机通过有线、无线、4G、USB 传输

等模式，将病房心电图数据传输给门诊医生远程分析。

功能齐全，流程规范，优化管理；严格权限设置，高度

安全保密；数据准确，图形保真；易学易用，操作简便。

系统要有检查工作站，方便医生核对病人基本信息系统

资料，以防出错。

支持安卓系统、iOS 系统智能手机浏览图形，分析图形

并发报告。

网络出现问题，可以单机版操作，并在网络恢复后可以

直接上传。

27

静态心

电数据

采集存

储

静态心电数据

采集存储

包括门诊、急诊、住院、体检、体检中心等部门心电图

机联机数据采集。技师根据不同的申请单选择不同的检

查。患者开始做检查的时候，患者的信息会自动调入，

通过接收患者的预约单，就可以提取患者的预约信息，

然后开始为患者做检查。

技师或护士在操作心电设备为患者检查时，系统会自动

填充病人的检查信息，显示出结果来。支持 WOR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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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扫描条码腕带

系统应该解决医院现有的数字口设备，兼容各种品 牌

心电图机的接入。

系统应该支持接收同步 12 导联，15-16 导联、18 导联

静息心电图数据并存储，编辑。

同时支持接收活动平板运动试验、动态心电图、动态血

压检查。

支持接收床旁监护仪 12 导心电图、心内电生理报告等

数据。

常规心电以 HL7-aECG 格式保存，能够转换为

MFER,CDA,PDF,DICOM 中的至少两项国际标准。

数据分

析
数据分析

提供通用的分析工具，如同屏对比、波形放大、电子分

规测量及心电图数据重新分析功能。

对于相同 ID 号心电数据，系统自动分析比较心电图的

变化，并在报告中显示出来。

对于传入系统的有干扰波形进行再次滤波调节。

对于波形重叠的心电图，支持重新排列以方便测量分

析，测量精度达毫秒/微伏级。

具有向量分析技术

支持 Cabrera 导联功能、附加导联功能。

导联组合：多份图谱任意导联组合，快速 15 导、18 导

处理。

图谱合并：多份图谱任意合并，快速 15 导、18 导处理

电轴测量，心电轴对照表。

阿托品试验采集及处理流程

任意心搏放大、单导联图谱漂移功能、全屏图谱漂移功

能。

梯形图生成技术。

危急值预警流程：出现危机值数据,执行预警报警、优

先诊断等。

诊断分级：对所有采集下来的数据进行诊断分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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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心电事件、起博心电、晚电位功能。

WEB 终端

浏览

WEB 终端

浏览

嵌入门诊医生站、住院电子病历系统。当心电图专业医

生确认检查报告后，在全院的医生工作站上就可以浏览

到具有查看权限的心电图结论，心电波形和打印带网格

的心电图报告。Web 浏览无需安装控件，可以查看原始

数据，可以调整走速和增益。

具有在线心电图分析功能，查看长时间原始心电波形；

提供心电图处理测量功能，波形显示、幅值调整、单页

多页显示、新旧病历对比功能、心拍自动分析、心拍特

征点自动识别、心拍特征点手动微调、走纸速度调整、

波形放大等功能。

专业统

计

查询

专业统计

查询

该系统可以设立多种查询条件，支持模糊查询，并可进

行统计。统计结果包括工作量、费用，消耗等。具体分

为患者信息查询，仪器使用统计，工作量费用统计，阳

性查询，低值查询，数据范围查询等，使心电图的各种

分类、心电图的查询、调阅和统计都变得方便。利用这

些资源，心电图科室在人员培训、研究创新、量化管理

等方面都可以很方便地开展。

管理功

能
管理功能

提供科室配置，医生、护士、技师等用户的角色权限管

理，工作量统计等。

教学科

研

支持

教学科研

支持

要求系统支持模糊万能查询。支持用户自定义查询方

法。支持数据输出为 DBF、EXCEL、TXT、JPG 等格式供

第三方软件分析，能进行各种分类分项统计，提供各种

统计报表样张。

系统集

成
系统集成

要求和医院的 HIS/电子病历信息系统集成，完成心电

数据等的信息共享。

数据安

全
数据安全

支持数据修正，显示数据的审计、修改的痕迹；支持数

据离线保存、恢复。支持单机版运行，保证异常情况下

的数据恢复。

在线数据采用 RAID5 进行备份，保证数据的安全性，且

病人资料具有延续性和完整性，方便操作和查询统计。

用户安

全
用户安全

提供集中的用户及权限管理程序，通过系统管理员为用

户授权，不同权限管理不同的内容。支持用户分组机制，

用于简化用户授权。

提供用户访问日志功能，对访问过的数据以及特殊的操

作进行记录，并提供记录查看和检索手段。

特殊处 特殊处理 支持漏诊提示：对心电图因显示分辨率问题导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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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功能

功能 被疏忽的细节异常进行提示，防止造成漏诊。

危急值管理：系统中具有危急值处理流程 ，演示在待

诊断列表中，标明该待检查病人为危急；通过即时消息，

在待诊断队列中提示，当前诊断组中的医生都可以优先

处理该检查； 通过系统配置，给科室主任发送短信，

短信中可以包括该检查的波形及自动诊断的结论。科主

任可以通过智能终端查看波形。

导联纠错功能：如果心电图数据因为导联接反或者胸导

联接错位置而导致数据不对，无需重新采集病人数据，

医生可以通过软件进行纠正。

接口 接口 可与省妇幼心电平台无缝整合对接（费用包含总价中）

20、福建省儿童医院病理科信息系统

编号
一级模

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病理应

用工作

站

病理登记 1、可按病例库进行分库登记，如组织学（常规）、细

胞学、液基细胞等，用户也可以自定义病例库。

2、信息录入界面提供常规和用户自定义两种方式。

3、本地申请单录入，录入过程采用提示选取、拼音代

码、数字代码等快速输入方式。

4、连接 HIS，接收临床发送的电子申请单。

5、通过条码扫描或直接录入患者相关编号从 HIS 中提

取信息。

6、病理号按当前病例库的编号规则自动升位，也可手

工调整。

7、打印病理号条码。

8、登记时出现病理号重号系统会自动提示。

9、标本签收。

10、记录不合格标本及不合格原因。

11、系统自动检索当前患者的历次检查记录。

12、可打印门诊患者回执单、原始申请单底单等。

系统自动进行“同名检索”，遇到同名病人能自动提

示“其他检查”，并能进一步进行住院号或病人编号的

匹配，以准确锁定该病人的历史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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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病理取材 1、通过色标自动提示已登记未取材的病例记录或是有

补取医嘱的病例记录。

2、取材明细表记录任务来源、取材序号、取材部位、

材块数、取材时间、取材医生和记录人员等信息。

3、系统自动计算蜡块数和材块数。

4、提供“标本处理”记录，包括“常规保留”、“永

久保留”、“教学标本”、“科研标本”、“全埋”、

“脱钙”、“已用完”、“销毁”等内容，也可输入剩

余标本的存放位置。

5、向诊断工作站提供病例的取材明细、状态及取材医

生的信息。

6、采集大体标本图像，进行大体组织描述。

7、提供录音功能，记录取材医生的口述录入，便于取

材医生校对录入员的大体检查信息。

8、大体图像的标注、测量。

9、提供切片工作表打印功能。

10、提供工作移交或医嘱需要的在线式留言功能。

取材时系统自动提示该病例是否做过冰冻，并能查看

冰冻结果，根据冰冻结果确定取材要求。

3

包埋工作站 1. 系统自动打开所有已取材但尚未包埋病例的

取材明细记录，供技术员在包埋时进行核对。

2. 记录组织材块“翻盖”、“无组织”等特殊取

材质量评价情况，能反馈到切片环节及病理医生

处，并提供取材质量评价查询和统计功能。

提供包埋环节工作量统计信息。

4

切片工作站 各个环节的信息有机关联，能自动根据包埋切片列

表或重切深切列表生成切片条码标签，并能自动从免疫

组化医嘱中提取标记物名称加到切片标签中，提供清晰

规范的切片标签管理。

1. 系统自动提示所有已包埋但尚未制成切片的

病例列表，或是有重切、深切要求的病例列表，或

是下了免疫组化医嘱需切白片的病例列表。

2. 可查看每一病例的肉眼所见和取材明细。

3. 可记录切片染色人、染色时间等相关信息。

4. 医生在报告站开出了重切、深切等医嘱，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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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可以自定义弹框提示，以提醒技术员及时处理。

5. 对于重切、深切等内部医嘱，系统会自动提示

原切片人的信息。

6. 按照蜡块包埋情况或重切、深切、免疫组化医

嘱要求自动生成切片条码标签列表，用户可以进行

手工调整。

7. 切片标签的生成适应切片不合并、自动合并、

手工合并等多种情况。

8. 可根据登记列表自动生成细胞学制片的条码

标签。

9. 批量打印切片条码标签。

10. 提供切片交接管理工具，用于技师和医师之

间的切片交接清点对照。切片工作表可按取材医师

或开单医师分别整理；可按照“标本类型”、“切

片类型”、“操作员”、“病理号单双号”等条件

进一步整理；可按照病理号、蜡块号或特检号分类

整理；可分别打印“常规制片交接单”、“免疫组

化交接单”等不同工作表。

11. 可进行切片交接状态的管理。

12. 提供切片环节工作量统计信息。

13. 对每个病例都产生出切片明细列表，可由医

生通过打分制进行切片质量评价工作，并提供切片

质量月报表、日报表、非甲切片明细表及优片率统

计功能。

14. 对已评价过的每一张切片可以进行切片评价

处理记录，如原因分析及处理结果。

对每个病例都产生出切片明细列表，可由医生通过打

分制进行切片质量评价工作，并提供切片质量月报表、

日报表、非甲切片明细表及优片率统计功能。

5

常规报告工作

站

1. 自动提示打开病例的状态信息以及历次检查

的情况。

2. 采集显微图像。

3. 输入光镜所见。

4. 书写诊断报告、打印或向临床发送确诊报告。

5. 提供三级医生诊断模式，上级医生可对病理诊

断进行复查、书写修改意见并单独保存供原报告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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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查看。

6. 向取材和制片站点分别发送补取、重切、深切、

特检等医嘱申请，可查看内部医嘱的执行情况。

7. 可对疑难或特殊病例进行追踪管理，自动进行

提示。

8. 可对感兴趣的病例进行收藏管理，可检索这些

记录。

9. 支持批量打印、批量审核、批量发送等批处理

功能。

10. 向临床批量发送已审核的报告。

11. 对记录的修改与删除操作，系统通过日志表

功能自动记忆修改前的内容，确保数据安全。

12. 提供 ICD10 疾病编码的统计检索。

13. 提供肿瘤疾病报告的标准常用词、模板与范

本词库。

14. 14、提供工作移交或医嘱需要的在线式留言

功能。

15. 提供病历导入、导出、转存与远程发送功能。

16. 支持图像采集卡、VFW、WDM、TWAIN、

DirectShow 协议（驱动）接口；视频 32bit 真彩

色 1024×768 分辨率 256 级灰阶图像一比一采

集转换显示；NTSC/PAL 制式

17. 实时显示；实时/静态单帧采集；大体采集：

脚踏开关控制变焦、单帧采集；扫描方式采集；图

像浏览窗（可方便查看当前病例的全部病理图像）；

会诊、读片时通过投影仪实时显示显微镜或网络调

用服务器存储的图像。

18. 储存格式：JPG/BMP/TIFF/DICOM 可选；系统

将病理图像存储于病理科前置服务器，待用户审核

并发送时自动转换为 DICOM 图像存储至 PACS 影像

服务器。；图像批量读入/输出。

镜下所见及病理诊断结果与标本名称左右部位冲突监

控提示功能：如标本名称为“左乳腺”，病理诊断中出

现“右”，系统将自行弹框提醒。

6
细胞学报告工

作站

1. 适应病理报告三级医生负责制，提供定向复

片、多级复片功能，初诊意见和复片意见单独保存

备查。上级医生可对初诊意见进行结果评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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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复片数和复片准确率。

2. 采用包括 TBS2004 在内的多种分级报告系统，

用户点选选项即可快速输出细胞学报告。

3. 病理诊断结果智能匹配提示功能：用户可自定

义特殊词汇和相应提示内容，在病理诊断中出现这

些词汇时，系统自动进行弹框提示。

4. 提供报告应发时间管理，用户可自定义不同标

本类型对应的报告应发时间，并能自定义接收标本

时间分隔点。系统采用特殊颜色来标记“最后一

天”、“报告超期”、“报告延期”等报告发放时

间状态。

5. 提供病理报告审核后的“犹豫期”自定义设定，

并可自定义设定临床查看审核后的病理报告的“缓

冲期”。

6. 可发出科内会诊申请，系统会自动加入“科内

会诊”列表并进行提示，其他医生登录系统后可以

快速定位这些会诊病例，可增加、修改、删除自己

的科内会诊意见。

7. 可对病例进行随访标记，系统会自动加入“需

随访病例”列表并进行提示，可录入并保存随访结

果，并可继续随访或结束随访。

8. 可对感兴趣的病例进行自定义收藏分类管理，

系统会自动加入到“我的收藏夹”列表并进行提示，

医生可以导出自己的收藏夹病例列表。

9. 可根据多个条件来组合查询或统计病例、可进

行模糊查询或精确查询。可提供“拼音码”来查询

姓名。查询或统计出的结果可以导出为 EXCEL 文

件，用户可自定义导出项目字段。

10. 提供多种病理科工作量统计报表，包括医生

工作量、技师工作量、科室工作量、技术医嘱工作

量、特检医嘱工作量、临床送检工作量、外院送检

工作量等。

11. 提供多种报告时间统计报表，包括细胞学报

告发放时间统计、未发报告统计、超期报告统计、

报告实际发放天数统计、报告实际发放天数汇总。

12. 提供同一病人的“细胞学—常规”诊断对照

功能，并能导出为 EXCEL 文件。

13. 提供用户分级权限体系，适应病理科不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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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医生相互之间的报告修改、审核的权限嵌套关

系。

14. 提供每日病理报告签收单管理，通过扫描病

理报告单上的条码，自动按照“病区”或“送检科

室”排序整理报告签收单进行打印，用于临床接收

病理报告后签字返回病理科进行存档。

15. 重要报告痕迹后台记录和溯源查询功能。

7

特检工作站 1. 系统自动提示已发出特检医嘱（免疫组化、特

殊染色、分子病理等）要求但尚未执行的病例信息

列表。

2. 同一病理号开出的特检医嘱，碰到不同蜡块号

或不同开单时间时，系统自动变为黄色进行提示。

3. 可从特检医嘱信息中提取病例信息、标记物名

称等内容，来自动生成免疫组化切片等切片条码标

签，并打印出来。

4. 可按照标记物或病理号分类来打印染色工作

表。

5. 有暂缓执行项目时，医嘱列表的“暂缓执行”

按钮需变为红色进行提醒。

8

归档工作

站

1. 按照病理号区段，将资料（申请单或底单）、

蜡块、玻片分别归档处理，录入具体的归档位置。

2. 按照病理号或日期，查看归档存放位置。

3. 病例状态自动变为“已归档”。

4. 借阅片管理，及时了解和处理“借出”、“归

还”、“作废”的切片情况。

5. 切片归还时记录外院会诊意见。

6. 打印借片凭证。

7. 外借资料超期时，软件启动时每次提醒，支持

借阅片管理。

9

物料管理工作

站
1. 病理科试剂、耗材的入库、消耗、报损等综合

管理。

2. 试剂的效期管理，临近到期试剂的自动提示。

3. 试剂、耗材的库存管理和领用管理，可进行安

全库存量设定，并提供订货点提示。

4. 提供各种病理科物料管理综合报表，方便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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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成本核算。

10

尸检管理工作

站

1. 尸检工作分库管理，提供“小儿尸检”、“成

人尸检”等不同类别子病例库，各自定义病理号标

识符；

2. 提供“大体检查”、“系统检查”、“组织学

检查”、“病理诊断”等常用描述模板，方便快速

生成尸检报告；

3. 尸检报告格式自定义功能；

4. 尸检报告时间管理，“最后一天”、“超期报

告”等状态提示。

报告签收单管

理

提供每日病理报告签收单管理，通过扫描病理报告单

上的条码，自动按照“病区”或“送检科室”排序整理

报告签收单进行打印，用于临床接收病理报告后签字返

回病理科进行存档。

11
接口对

接管理

数字签名接口

软件（CA认证）

与 CA 认证系统定制接口，以实现病理报告的数字签名

功能。

12
手麻系统接口

软件

病理系统提供 Web 浏览程序供手麻系统传参调用，以查

看术中冰冻病理诊断结果。

13

PACS 系统接口

软件

病理系统通过传参调用的方式调用带界面的 PACS 系统

浏览端或控件，实现在病理系统中直接查阅相关 PACS

图像及文字信息；并把审核后的病理报告发送给 PACS

系统。

14

体检系统接口

软件

从体检系统中提取体检人员基本信息；将审核后的体检

病理报告结果发送到体检系统，供体检系统统一打印包

含病理结果的体检报告。

15
电子申请接口

软件

从 HIS/EMR 系统提供的视图中获取电子申请单的内容，

并返回确认标记给 HIS 系统。

16
集成平台接口

软件

从集成平台中提取病人基本信息；把审核后的病理报告

或未发送报告原因发送至集成平台。

17
质控管

理

技术质控管理 对取材、包埋、切片、免疫组化染色、蜡块切片归档及

借还片管理进行全程质控管理。

18
诊断质控管理 定向复片和复片评价体系，不仅忠实记录各级医师诊断

及复片结果，更提供结果评价与评价统计功能。

19
结构化报告 针对十三类大标本和七类小标本，提供套装的标准报告

模版。

20 用户权限管理 重视报告信息的可控性、安全性，通过对整个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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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的因素进行适当的控制和调节，来降低风险及

明确责任。

21
用户个性化服

务

自动识别登录用户身份，自动提供该用户的相关工作列

表。用户还能拥有个性化的常用词库。

21、福建省儿童医院输血/血库信息管理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血型检查

鉴定及审

核

对病人验血后的血型鉴定和输血前检查结果的报告处

理模块。支持从 HIS 系统直接下载病人的信息，支持

条码流程，支持报告双人审核流程，血型报告打印。

2

备血、发

血及自动

收费

根据库存、血型档案对血样标本进行备血、发血管理，

支持发血单打印、预览，支持自动计费管理，支持病

人退费操作时自动退掉与此血袋的相关费用。

3
输血免疫

报告管理

输血免疫报告支持产前免疫、抗体鉴定、Coombas 实

验、血小板抗体、新生儿、IGg 抗 A 抗 B等报告。

4

血库管理 智能血袋出入

库及库存管理

支持血袋出入库的信息化管理，库存量临床提醒，支

持对血库库存血袋使用有效期限和血库血袋库存量预

警提示，可以与血站数据联动。

血型检查鉴定

及审核管理

对病人验血后的血型鉴定和输血前检查结果的报告处

理模块。支持从 HIS 系统直接下载病人的信息，支持

条码流程，支持报告双人审核流程，血型报告打印。

输血及发血管

理

支持根据库存、血型档案对血样标本进行备血、

发血管理，支持发血单打印、预览，支持自动计费管

理，在血型检查时自动收取血型检查相关费用，在发

血配血时自动收取血袋费、配血费、辐射虑白灭活等

费用，支持病人退费操作时自动退掉与此血袋的相关

费用。

支持对发血安全性进行校验。

支持设备仪器自动导入交叉配血结果。

支持对用血审证记录及管理。

输血免疫报告

管理

输血免疫报告支持产前免疫、抗体鉴定、Coombas 实

验、血小板抗体、新生儿、IGg 抗 A 抗 B等报告。

5

包裹袋管理 对于已经使用过的血袋须有处理过的血袋的记录，该

模块可以详细地记录处理的时间，处理人员等，便于

血袋包装袋使用记录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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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用血计划管理 支持每个病区或科室按血液成分类型制定年度用血计

划。

7
血袋库位管理 入库的血袋存放进行库位划分，配血发血时能快速查

找血袋的存放位置。

8
血袋过程控制

及跟踪

支持血制品流向的过程跟踪，记录采集、入库、出库、

报废等全过程时间、经手人。

9

自体血、互助

献血

系统可实现自体血出入库管理功能，当患者配血时，

如果血库有患者自体血，系统会自动提示是否采用自

体血，快速的定位。

10 用血审证 支持对用血审证记录及管理。

11

查询/统计 支持临床发血、科室用血、血液报废、血袋出入库、

库存、科室费用等各种综合查询、统计分析功能，并

以表格和图形等形式展现。

11

用血管理 医生站申请及

审核管理

临床医生开单时，系统支持识别该患者是否签署知情

同意书，对没有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系统将智能提

示。

支持审核申请单填写是否规范；申请内容是否合理，

库存是否充足等申请内容，审核不通过可通过消息回

报临床。

临床医生开单时，系统可智能识别该患者是否签署知

情同意书，对没有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系统将智能

提示。

12
电子申请单接

收及调阅

支持打印申请单的关键信息（含申请单唯一号、病人

姓名、病区、床号等）。

13
护士领血单管

理

支持包括血制品采集、条码绑定、领血单打印、标本

运送。

备血消息提醒 支持备血完成后以消息提醒模式提醒责任护士站护士

领血通知。

14

输血科申请复

核

支持审核申请单填写是否规范；申请内容是否合理，

库存是否充足等申请内容，审核不通过可通过消息回

报临床。

15

用血安全

管理

用血安全管理

（条码校验）

输血科在接收护士送来的申请单和血液标本时，同时

扫描持有的纸质申请单条码和血液标本条码，保证申

请单和血液标本是属于同一个病人。

支持手术室输血前信息核对及记录。

支持用血后疗效评价，自动获取患者输血前后各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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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体征及检测指标，并对结果进行分析评价。

支持记录确认患者输血中出现的不良反应，并通过系

统之间的无缝集成，将患者不良反应信息通过网络根

据库存、血型档案对血样标本进行备血、发血管理，

支持发血单打印、预览，支持自动计费管理，在血型

检查时自动收取血型检查相关费用，在发血配血时自

动收取血袋费、配血费、辐射虑白灭活等费用，支持

病人退费操作时自动退掉与此血袋的相关费用。上传

至电子病历系统和输血科管理系统,实现临床和输血

科实时的信息交互，支持对不良反应进行统计。

16

智能采集提醒 临床医生开单时，系统可智能识别该患者是否签署知

情同意书，对没有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系统将智能

提示。

17
无纸化流程 避免了纸质单据可能会出现的破损、丢失等情况，在

节约资源的同时，确保了流程的顺畅、准确。

18
输血管理 手术室输血核

对

支持手术室输血前信息核对及记录。

19
临床用血后评

价

支持用血后疗效评价，可自动获取患者输血前后各项

生命体征及检测指标，并对结果进行分析评价。

20

输血不良反应

记录及反馈

记录确认患者输血中出现的不良反应，并通过系统之

间的无缝集成，将患者不良反应信息通过网络上传至

电子病历系统和输血科管理系统

21 设备联机 单工联机 支持血型检查仪器、配血仪器的联机。

22 双工联机 支持仪器数据双工通讯，完整传输仪器检测信息。

23
第三方系

统接口

支持与全院 HIS、EMR 等系统集成，实现患者输血数据

等信息等全院共享。

22、福建省儿童医院医技辅助管理系统

编号
一级模

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透析治

疗信息

管理

患者基本信息 提供电子化患者透析档案的新增、修改、查询和删除

等操作。

患者登记 1. 支持通过患者就诊卡直接读取患者基本信

息，支持同步患者历史检查、检验信息和院内其

它卡号信息；

2. 支持手工录入患者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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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年龄、卡号、病员号、身份证号、血型、医

保类型等信息；

3. 支持查看、修改、删除患者基本信息，支持

查看患者信息修改记录，支持查看患者历史病历

信息；

4. 支持对门诊患者、住院患者进行颜色区分，

支持对传染病患者进行标识

预约排床 1. 支持自定义设置排床班次、床位、病区等，

并可设置床位、病区的阴阳性，支持修改床位、

病区启用状态；

2. 支持预约排床管理，并能按特定周期复制排

床信息，支持重置个人或本周全部排床，支持交

换床位；

3. 支持一个患者一天只能预约一次治疗项目，

对于多次预约进行智能提醒服务

4. 支持对已过预约时间进行置黑处理，当点击

到已过时间时，进行不予排床智能提醒服务

5. 支持在排床界面调整患者既定透析方案；

6. 支持按照时间段、传染病类型、班次统计 HD、

HDP、HP 数；

7. 支持打印不同班次排床信息；

8. 支持根据预约排床信息生成药品、耗材预配

清单。

预约签到 1. 支持患者刷卡自助签到和手工签到；

2. 针对自助签到患者，支持透前体重、血压等

数据的录入和自动传输，并能通过刷卡与患者信

息进行绑定；

3. 支持查看未签到病人信息并删除其预约信

息，支持对已签到病人进行诊疗项目修改、床位

更换、删除签到等操作；

4. 支持按照床位排序、已签到优先、未签到优

先、已称重优先、未称重优先等排序方式对整个

时间段、班次所有病人进行过滤；

5. 支持在签到界面修改预设超滤量，并能直接

打印患者透前、透后信息；

6. 支持打印已签到患者下次排床信息，方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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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其家属查看。

知情同意书管

理

1. 支持对血液透析知情同意书进行扫描上传、

删除、修改、查询和打印；

2. 支持对不同类型知情同意书进行分类管理

2

患者透析评估 提供医生透析前查询患者基本信息、历史透析记录、

检查检验结果等信息，对患者进行透析评估、包括透

析血液通路评估等。

3

病床监控 提供透析实时监控，监控及记录患者透析治疗中的信

息，包括透析前体重、透析后体重、血压变化状况、

心率变化情况、体温变化、肝素量等信息。

4

透析治疗记录 提供透析数据实时监控功能，自动记录透析详细结果

信息，生成透析治疗记录，包括透析前情况、治疗记

录、透析后情况等。

5
制订治疗方案 根据历史透析治疗记录、患者各项透析评估、实时生

命体征等信息，提供透析治疗方案制订功能。

6
用药、耗材和

设备

记录患者每次透析的用药情况，耗材使用情况，并能

在不同条件下查询统计用药数据和耗材数据。

7 质量控制 提供透析治疗质量相关数据监控和记录。

排班安排 为已经审核通过的治疗方案进行透析设备资源的合理

安排。

8

第三方接口 支持与院内 HIS、LIS、RIS、EMR 等信息系统进行对接，

实现患者基本信息、检验检查信息、透析费用信息、

透析治疗信息在院内的互联互通。

支持与科室内各型号透析机进行联机，采集、传输各

项透析数据；

支持与科室内电子体重秤、血压仪进行联机，支撑自

助签到等业务场景。

9

放疗信

息管理

预约登记 支持患者基本信息、放疗申请单、患者病历等信息的

获取功能，根据患者情况和放疗计划安排为患者进行

放疗预约。

10

制订治疗方案

和放疗计划

根据患者的病历、检查结果、历史放疗记录、患者各

项评估、实时生命体征和医嘱等信息，制订针对患者

的放疗治疗方案。

11 病历(含 CT 影 提供病历调阅功能，医生能随时查看患者的所有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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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调阅 住院病历。

12
靶区结构勾画 医生可根据患者的病情，随时调阅患者的 CT 影像，并

可在 CT 影像上进行精准的靶区结构勾画。

13

生物计量评估 提供生物计量结果记录功能，为放疗治疗患者进行生

物计量检查记录，为医生调整下一步的治疗方案提供

辅助依据。

14
设备管理 对放疗设备的运行情况、维护情况进行记录，并可提

供监控功能。

15
化疗信

息管理

患者预约登记

管理

提供化疗的患者登记功能、获取患者基本信息和诊断

信息、补充化疗需要的关键信息并保存。

16
化疗计量方案

制订

医生可查看患者的所有门诊、住院病历、历史医嘱、

处方等为患者制订化疗计量方案。

17
化疗输液管理 支持化疗过程中对患者的实时监控，可对患者进行全

程化的输液信息监控管理。

18

分次化疗前评

估

分次化疗前可根据患者的病历、检查结果、历史化疗

记录、患者各项评估、实时生命体征和医嘱等信息对

患者进行评估。

19
化疗疗程结果

评估

患者化疗疗程阶段性结束时，可对患者该阶段的化疗

治疗效果进行评估，记录患者化疗。

20 康复信

息管理

患者管理 包括患者信息登记和信息归档。

21

康复评估 评估量表维护主要实现对Ashworth疼挛评定、Barthel

评分、Berg 平衡、Brunnstrom 6 阶段评价等量表信息

的维护。

22
康复方案及计

划

康复医生根据患者的历次康复评估记录、诊疗记录等

信息为患者制订康复方案及计划。

23

康复治疗 实现对分次康复治疗过程中的各项治疗记录的管理，

支持治疗情况的录入和康复设备信息的获取，形成完

整的康复治疗记录。

24
电子病历查询 康复医生可以查看患者完整的门诊、住院电子病历，

包括门诊记录、住院记录、用药记录、手术记录等。

25
康复疗程结果

评估

根据康复治疗方案和计划以及分次治疗记录，实现对

康复疗程结果的评估管理。

26
患者治疗状态

监控

提供对患者康复治疗过程的实时监控，记录患者治疗

过程中的信息，并进行数据的实时上传。

27 放射介

入信息

患者预约、登 对患者基本信息、诊疗信息相关信息进行录入、修改、

查询、删除等操作，支持从外部系统获取患者基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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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记 息。针对患者的治疗医嘱信息进行介入设备等的预约。

（一）科室检查预约

根据预约排班信息，安排预约病人的检查日期、

检查时间和检查地点。预约完后可进行打印预约单、

扫描预约单、打印病人基本信息条码等操作。支持打

印检查注意事项。

（二）检查登记及收费

登记病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年龄、

住址、收费类别、联系电话、检查日期、检查部位、

简单病史等基本信息，并对病人进行收费登记。

1) 支持与 HIS 对接，获取患者相关的检查信息；

2) 支持多过滤条件对患者列表进行过滤；

3) 支持对患者费用进行确、退、核、收等操作；

4) 支持将医生使用习惯保存于服务器，登陆后

在自动还原；

5) 支持进行留言操作；

（三）申请单流程

为了保证医疗质量以及提高信息的互联互通，系统需

要满足电子申请单闭环流转，包括检查登记、技师工

作站、报告书写、审核工作站，满足医生调阅申请单

需求。

技师工作站 技师工作站模块，支持与排队叫号模块对接，实

现对分诊患者的呼叫；支持在技师工作站，对患者进

行条码合并；针对住院患者，技师可以增加收费项目，

并返回 HIS；支持对费用进行核收。

6) 系统支持一台技师工作站控制多个队列 。

7) 系统支持对患者费用进行核收；

8) 系统支持对条码进行合并。

9) 系统支持针对住院病人，增加检查项目，并

向 HIS 返回相应费用。

10) 系统支持对检查人数、未检查人数的实时统

计。

11) 系统支持与叫号软件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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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支持技师检查任务的提醒

报告工作站 （一）检查报告处理

(1) 报告打开

1) 系统支持按病人编号、病人姓名、性别、

年龄、检查日期、检查号、诊断医师、申请科

室、设备类型、检查部位、申请医师、报告医

师、操作医师、审核医师、显示诊断结论、显

示阅片状态、显示报告状态、显示审核状态等

查询条件查询患者，并打开患者报告。

2) 系统支持打开患者各种报告状态下的报告。

3) 系统支持报告锁定功能，同一份报告（除已

发布的报告）只允许一位医生打开。

4) 系统支持打开报告时，自动调用对应影像进

行浏览。

5) 系统支持医生自定义报告列表。

(2) 报告查看

1) 系统支持查看技师留言。

2) 系统支持查看电子申请单。

3) 系统支持查看各种报告状态下的报告。

4) 系统支持不同状态的报告已不同的颜色标

记。

5) 系统支持报告的同步放大缩小。

6) 系统支持报告任务列表查看，可按照不同的

检查时间，检查类型，检查部位、检查机房、申请医

生、申请科室等组合方式进行顺序显示。

7) 系统支持报告显示界面的明暗度调整。

8) 系统支持查看报告的无限次修改记录，包括

修改内容、修改人、时间等信息。

9) 系统支持修改痕迹对比。

10) 系统智能提醒任务报告。

(3) 报告书写

1) 整个报告结构采用所见即所得的输入模

式，即可根据报告输入要求，自由调节字体字

号、上下角标、中英文字体、特殊符号及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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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剪切、复制、粘贴相关内容，可插入表格、

插入图片等功能；

2) 系统支持报告书写展现所见即所得，书写界

面直接展现图片、图注、数字签名图片、表格等文字

外的内容，预览、打印与当前展示页面完全一致。

3) 系统支持报告书写与图像采集各自加载图像

列表，可同步可异步。异步采集患者时与报告书写图

像列表互不干扰。

4) 系统支持多种语言报告。

5) 系统支持医生签名图像的自动打印。

6) 系统支持图文报告格式。

7) 系统支持对影像图像进行勾选添加及拖动添

加。

8) 系统支持在图文报告中对图片放大、缩小、

自适应等操作。

9) 系统支持在报告界面的图片区域，通过鼠标

拖拽图片的方式任意调整图片位置。

10) 系统支持报告书写通过模板输入项配置，具

有复杂的逻辑判断及公式计算，自动得出要的结果。

11) 系统支持根据检查所见，自动完成诊断。

12) 系统支持报告书写全键盘操作，操作时可回

车至指定下一个输入项。

13) 系统支持报告退回，并记录退回原因。

14) 系统支持在报告界面将该报告设置为典型

病例或教学病例。

（二）专家模版库

1) 系统支持提供丰富的专家模板，包括普放、

CT、MR、DSA（血管造影介入治疗等，形成特有

的专家模块库。

2) 系统支持报告模板自动匹配报告类别。

3) 系统支持根据医生个人喜好编辑、添加、调

整报告私有模板。

4) 系统支持主任医生及管理员编辑、添加、调

整报告公有模板。

5) 系统支持模板报告库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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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统支持报告模板插入前预览。

7) 系统支持一个或多个专家模板插入到报告

中，插入方式有新增和追加两种。

（三）多级审核

具备三级报告体系，具备报告锁定机制，报告审

核医生通过该模块对报告书写医生的报告进行审核，

审核完成后即可进行发布；

1) 支持审核不通过留言；

2) 支持对报告的阴阳性进行选择；

3) 支持发起读片会诊；

4) 支持对报告历次的修改记录进行查看；

（四）危急值提醒

医生进行报告书写时，系统能够自动的对报告中

出现的危急值进行判断，经医生判断为危机之后，直

接发送至该患者所对应的临床科室，由科室进行危急

值接收确认，确认完成后对危急值处理的情况进行反

馈。

（五）相关报告

1) 医生进行报告书写时，能够在同一界面横

向和纵向查看患者历史诊断报告（横向是指患

者的超声、内镜、心电、检验等历史报告，纵

向是指能够查看患者的历次报告）。

2) 系统支持在同一检查报告页面，可查看患者

本科室内的历次检查报告。

3) 系统支持在同一检查报告页面，可查看患者

跨科室的相关检查报告。

（六）报告集中打印

系统具有电子胶片功能，可与 RIS 系统相关联，实现

按需集中打印胶片与报告，并可根据医院实际业务需

求，实现自助打印

28

电子病历查询

和介入治疗计

量方案及计划

提供病历调阅功能，医生能随时查看患者的所有门诊、

住院病历。可根据患者的诊疗信息、检查结果、实时

生命体征等信息制订最优的介入治疗方案。

29 分次介入治疗 提供记录介入治疗过程中的各个治疗环节，记录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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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 各项体征信息，并可记录治疗过程中实际使用的高值

耗材、低值耗材和药品等信息。

30

高压氧

信息管

理

预约登记 提供患者的基本信息登记功能，包括患者姓名、年龄、

性别等信息，髙压氧治疗医嘱、病历、检验结果等信

息，并进行高压氧治疗的预约、排班操作。

31
患者基本信息

管理

可增加、查询、修改患者基本信息，可实时查询预约

患者的梳理、患者历次治疗信息。

32
高压氧治疗方

案及计划

医生可根据患者信息判断是否存在高压氧舱治疗档

案，并可生成高压氧治疗档案编号。

33

分次高压氧治

疗记录

医生可记录患者每次治疗的操舱记录包括氧舱氧气浓

度、持续时间、压力等并可提供本次治疗患者的治疗

情况表。

34
不良反应监测

报告

通过仪器、设备可在患者治疗过程中对患者不良反应

自动监测，同时可生成不良反应监测报告。

35

电子病历查询

疗程结果评估

提供调阅患者电子病历，并可提供患者整个疗程包括

体征信息、不良反应情况以及患者恢复情况、疗效情

况等记录信息；提供查询患者治疗情况及治疗结果评

估报告。

36
患者治疗状态

监控

通过仪器、设备可在患者治疗过程中对患者不良反应

自动监测，同时可生成不良反应监测报告。

37

统计分析质量

控制

患者完成一个治疗疗程后，能够把患者整个疗程的治

疗记录、不良反应报告进行归档保存，并提供多种条

件的统计分析和质量控制。

1 核医学

信息管

理系统

科室检查预约 1) 支持根据预约排班信息，快速预约病人的检查日

期、检查时间和检查地点。

2) 支持预约排班信息管理。

3) 支持工作日历管理，可以对工作日，周末以

及节假日的最大预约数进行管理。

4) 支持预约完成后打印预约回执单，包含但不

限于打印病人基本信息、患者条码、检查项目、检查

注意事项等。

5) 支持预约患者自动或手动转登记。

支持患者已不同的标识对预约患者进行突出显示，预

约患者的标识为“预约”。

2
检查登记及收

费

1) 支持根据预约排班信息，快速预约病人的

检查日期、检查时间和检查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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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持预约排班信息管理。

3) 支持工作日历管理，可以对工作日，周末以

及节假日的最大预约数进行管理。

4) 支持预约完成后打印预约回执单，包含但不

限于打印病人基本信息、患者条码、检查项目、检查

注意事项等。

5) 支持预约患者自动或手动转登记。

支持患者已不同的标识对预约患者进行突出显示，预

约患者的标识为“预约”。

3

问诊工作站 系统支持通过问诊工作站，完成检查病人既望病史、

治疗情况以及过敏史等相关信息的记录，与 HIS 系统

完成对接欧，可从 HIS 中提取已有信息

4

注射工作站 对于核医学检查与治疗，需在病人上机之前尽心核素

注射，核素注射过程需严格控制计量、品种等，并做

相关记录。因此，系统支持配置注射工作站，完成与

此相关的功能。主要记录药物注射情况(品种、剂量等)

以及病人反应情况

5

报告检查处理
报告打开

12) 支持按病人编号、病人姓名、性别、年龄、

检查日期、检查号、诊断医师、申请科室、设备类型、

检查部位、申请医师、报告医师、操作医师、审核医

师、显示诊断结论、显示阅片状态、显示报告状态、

显示审核状态等查询条件查询患者，并打开患者报告。

13) 支持打开患者各种报告状态下的报告。

14) 支持报告锁定功能，同一份报告（除已发布

的报告）只允许一位医生打开。

15) 支持打开报告时，自动调用对应影像进行浏

览。

16) 支持医生自定义报告列表。

报告查看

1) 支持查看技师留言。

2) 支持查看电子申请单。

3) 支持查看各种报告状态下的报告。

4) 支持不同状态的报告已不同的颜色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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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支持报告的同步放大缩小。

6) 支持报告任务列表查看，可按照不同的检查

时间，检查类型，检查部位、检查机房、申请医生、

申请科室等组合方式进行顺序显示。

7) 支持报告显示界面的明暗度调整。

8) 支持查看报告的无限次修改记录，包括修改

内容、修改人、时间等信息。

9) 支持修改痕迹对比。

报告书写

1) 整个报告结构采用所见即所得的输入模式，

即可根据报告输入要求，自由调节字体字号、上

下角标、中英文字体、特殊符号及公式、可剪切、

复制、粘贴相关内容，可插入表格、插入图片等

功能。

2) 支持报告书写展现所见即所得，书写界面直

接展现图片、图注、数字签名图片、表格等文字外的

内容，预览、打印与当前展示页面完全一致。

3) 支持报告书写与图像采集各自加载图像列

表，可同步可异步。异步采集患者时与报告书写图像

列表互不干扰。

4) 支持多种语言报告。

5) 支持医生签名图像的自动打印。

6) 支持图文报告格式。

7) 支持对影像图像进行勾选添加及拖动添加。

8) 支持在图文报告中对图片放大、缩小、自适

应等操作。

9) 支持在报告界面的图片区域，通过鼠标拖拽

图片的方式任意调整图片位置。

10) 支持报告书写全键盘操作，操作时可回车至

指定下一个输入项。

11) 支持报告退回，并记录退回原因

6
报告审核

系统支持审核已书写完成的报告，可在审核时修改报

告，也可注明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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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福建省儿童医院供应室追溯系统

编号
一级模

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一） 软件

供应室追溯系统界面通过图表菜单选择消毒包追溯途

径，通过图表点击进入。可使用描枪或 PDA 进行扫描记

录；污染器械回收时，追溯系统已生成条形码、消毒包

名称、器械名称、数量及图片，在核对、打包时可通过

电脑追溯系统显示器械包图样，便于器械核对。制包后

打印条形码黏贴，条形码备有回收追溯及病例记录三联

贴，便于追溯。单包追溯，扣板上贴标签（包括名称、

明细等），作为手术包的身份证，可重复利用。同时，

系统可监测并采集设备数据，包括设备运行数据、设备

温湿度、环境温湿度、参数管理等

1

回收清

洗

清点 1、 扫描回收用追溯标签条码，显示消毒物品内

容；

2、 核对物品，物品无误后进入回收环节；

3、 物品有误，暂停流程，经由办公室处理后进

入回收环节；

4、 记录外来器械厂家、送物人、器械名称、器

械明细、手术医生、拟使用患者科室、拟使用患

者住院号。拟使用患者姓名；

5、 记录外来器械是否含有植入物。

2

回收 1、 记录包条码、包名称、使用科室、回收人、

回收时间、回收原因（已使用、超出有效期、内

容物缺失、包信息缺失、借包还回等）；

2、 记录科室名称、包名称、回收数量、回收类

型；

3、 提供借用归还信息的登记（科室、借用时间。

器械包名称、使用情况、回收时间、回收人）；

4、 提供汇总查询。

3
分类拆解 显示（图片或视频）提供包内器械数量；显示清洗的注

意事项、特殊要求。

4
登记 如有损坏或功能不良器械，记录其名称、数量、损耗数、

损耗原因（缺失、损坏、其他）。

5 标记 标记缺件的器械包，并在后续包装环节限制使其不能被

包装；标记含有植入物的器械包，并在后续环节中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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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提示。

6

清洗 1、 记录清洗人、清洗开始时间、清洗结束时间、

清洗机、适用程序、清洗架、清洗篮筐、器械包；

2、 绑定同一清洗架次的清洗篮筐信息，实现批

次管理；

3、 实时监控清洗机的运转情况；

4、 记录制水机运行参数；

5、 记录清洗步骤、消毒 A0 值；

6、 记录消毒剂（酸化水、含氯消毒剂等）参数；

7、 提供汇总查询。

7
包装 清洗质量检

查

记录存在的清洗质量问题，存在清洗质量问题的器械

（器械包）返回清洗流程。

8

器械功能检

查

1、 根据检查器械功能（良好、功能不全、损坏、

缺失）；

2、 记录器械功能（良好、功能不全、损坏、缺

失）。

9

配包 1、 处理器械功能功能不全、损坏、缺失（申请

器械并补充或略过）；

2、 配置器械包（添加、修改器械包中的器械；

修改使用科室；修改外包装；修改消毒灭菌方式；

记录包内容物；记录配置人、配置时间、修改人、

修改时间、修改理由）；

3、 记录处理时间、被处理器械包、处理人、处

理审核人信息。

10
包装材料选

择

可以根据不同的器械包自由选择包装材料。

11

包装 1、 显示包装步骤（图片或视频）；

2、 显示包装的注意事项、特殊要求；

3、 记录包装时间、包装人。

12

核对 1、 记录审核时间、审核人；

2、 如有器械错误或包装错误，返回包装流程；

3、 记录出错的器械包包装时间、包装人、审核

时间、审核人、错误类型（器械错误/功能不全/

包装错误/包装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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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临时包审核 生成追溯条码（二维码、审核科室临时包内容物、外

包装售后服务符合消毒灭菌要求；

记录送包时间、送包人、科室、包名称、包内容、接收

时间、接收人等。

14

生成并打印

追溯标签

1、 生成追溯条码（二维码、流水编号）；

2、 绑定追溯条码与之前的清洗流程信息；

3、 打印追溯标签，包标签及条码要求包含如下

信息：所属科室、包名称、灭菌日期、有效日期、

等信息并可与计算机系统关联查询。

15 查询 提供打包审核的汇总查询和打包到清洗的追溯查询。

16
灭菌 分类装载 记录器械包灭菌信息，记录器械包装载量，记录灭菌锅

信息。

17

特殊物品流

程

1、 判定是否有外来器械，外来器械流程约

定：

a) 是否有内植物

1) 是，判断是否需要提前放行，

2) 是，记录生物监测信息，进入绿

色通道

3) 否，记录生物监测信息

4) 否，进入正常程序

2、 判定是否有特殊污染器械：

记录更改的灭菌程序、被灭菌器械包名称、被灭菌

器械包条码、灭菌时间、灭菌人员。

18

灭菌 1、 记录灭菌程序；

2、 记录灭菌分类、灭菌程序、灭菌人、灭菌开

始时间；

3、 记录灭菌器信息结果，可以做到图像采集、

分析、录入和存储；

4、 记录灭菌过程参数（外缸温度压力曲线、内

缸温度压力曲线、灭菌温度、灭菌时间等）；

5、 记录灭菌完成时间。

19
灭菌监测 1、 审核灭菌过程参数（外缸温度压力曲线、内

缸温度压力曲线、灭菌温度、灭菌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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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审核锅号锅次、灭菌开始完成时间；

3、 审核化学检测参数；

4、 登记审核生物监测参数；

5、 记录包装情况（湿包/散开/标签脱落/）；

6、 根据器械包此时不合格情况（灭菌失败/包

装散开/追溯标签脱落）：

a) 决定召回；

b) 返回打包。

20
登记锅号锅

次

记录灭菌车次、灭菌器锅号、锅次的关联；记录器械包、

灭菌器锅号、锅次的关联。

21

存储发

放

审核入库 1、 入库：记录有效期；

2、 入库查询（包括：入库汇总查询、入库明细

查询、入库物品查询）；

3、 上架：根据摆放原则和要求分类摆放，记录

器械包名称、所在位置；

4、 查询：记录器械包清洗打包灭菌的全部此前

流程。

22

库存监管 1、 安全库存，色谱划分；

2、 做库存抽检。

3、 库存预警，低于安全库存物品，系统提供提

醒；

4、 库存不足，库存不足的物品，提交办公室解

决。

23

效期监管 1、 逾期物品，系统提供提醒；管理人员可以根

据物品使用要求对逾期的门限值进行设置，如设

置成 15 天到期提醒、5天到期提醒等；

2、 已失效物品，系统自动告警。不允许被领用。

24
临床申请 登记申请科室、申请器械、申请数量、特殊要求，提供

打印清单。

25

发放 1、 登记发放科室、发放器械、发放数量、发放

人、发放时间；

2、 出库查询（包括：发放汇总查询、发放明细

查询、回收明细查询、出库物品查询、回收明细、

科室领用查询、科室领用汇总、物品盘库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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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盘库单、成本核算参考单、外来器械包消毒统

计等统计）；

3、 提供打印清单。

26 盘库 库存盘点；发放统计。

27

信息管

理

提供集成的一站式信息管理桌面，提升护士长管理效

率，同时监控并实时接收库存告警、过期告警、清洗质

量检测、灭菌质量监测、配包工作量、科室消毒结算信

息。

28

科室病

人使用

追溯

科室申领管

理 支持根据还包情况，自动或手动生成申领计划

科室借包管

理 支持科室临时借包业务

科室接收确

认 支持对供应室发放包的接收确认

使用登记 支持灭菌包病人使用登记，科室消耗登记。

支持植入物（高值耗材）使用批号登记

还包登记 过期、不合格、使用过的包，均可以归还供应室。

科室库存查

询 支持实时查询科室当前消毒包库存情况

29

清洗灭

菌设备

监控

设备管理 清洗机/灭菌机数据参数管理

数据采集 实时采集清洗机、灭菌机物理参数信息

状态监控 实时监控清洗机、灭菌机物理参数信息，支持图文展示

设备状态查

询

根据历史查询清洗机、灭菌机物理参数信息，图文展示

并支持打印

30

护士培

训管理

护士培训目

标表

对不同的工龄的护士需掌握的技能，进行考核的目标清

单

岗前培训 对护士、工人、消毒员进行培训

进修护士培

训表 对进修护士进行培训

实习护士培

训 对实习护士进行培训

外出学习登
对外出学习进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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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外来参观人

员登记 对外来参观人员进行登记

业务学习登

记 对供应室业务学习进行登记

设备培训登

记表 对设备培训进行登记

操作培训考

核 对业务、软件操作培训进行考核

理论培训考

核 对业务理论培训考核

24、福建省儿童医院医疗智能语音系统

编号
一级模

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医疗语

音识别

与录入

包含病程记录、入院/出院记录、查房记录、医嘱、手

术记录等内容识别。

系统部

署环境

1、技术架构：基于医院医疗语音云平台应用情况，系

统采用 C/S 架构；

2、服务器操作系统：数据库服务器可支持 unix、

Linux、Windows 等操作系统；

3、客户端操作系统：支持 Windows（Xp 及以上） 系

列操作系统；

4、数据库系统：支持关系型数据库，满足至少 200 用

户并发访问的性能要求；

2

医疗语

音系统

功能

1、支持在院内搭建智能语音服务开发云平台，满足院

内各场景医疗语音应用服务，并可根据不同数据调用

量，提供服务器配置方案，保障系统的高可用性及稳定

性；

2、系统部署后，支持医生使用语音取代键盘，更加方

便、搞笑的进行医疗文本录入，为后续进行电子病历推

广应用及数据挖掘分析、病历质控等奠定基础；

3、系统具有智能辨识标点符号功能，支持用户通过口

述进行不同标点符号的录入。如通过口述“分号”“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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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即实现输入“；”、“：”。同时对 “”、《》、

{}等，支持用户直接口述“双引号”、“书名号”、“大

括号”等，系统可根据用户前后语境进行智能识别并匹

配为左双引号“、右双引号 ”等；

4、系统支持用户使用语音调用相关文字模板，并可使

用语音快速填写模板字段内容；

5、系统具备 7*24 小时运行能力，且系统的部署与使用，

不对其他院内系统的功能与正常使用造成影响；

6、系统能够满足常用中药品名 称、治疗方式等文本

的识别与转写需求，具有中医专科录入模块；

7、系统支持用户使用语音进行包括在指 定位置插入、

删除字段，以及将光标快速移动至指 定位置等操作；

8、系统支持用户在不中断服务的情况下，本地对部分

生僻词或容易识别错误的词进行优化，提升系统识别与

使用效果；

9、系统具有住院护士站专业语音录入模块，可满足护

士站患者信息、查房记录、用药记录等文本的录入需求；

10、系统具有编辑替换列表功能。用户通过简单操作，

预先设置简短字段与常用大段文字的对应关系，进而实

现用户通过仅口述简短字段，系统就能自动识别并输出

为用户预先设置的常用大段文字的功能；

11、系统可使用多种方式进行开始始录入和结束录入操

作：

1)鼠标点击客户端；

2)设置快捷键；

12、用户在进行语音录入过程中，系统可结合医生在语

句中的间断，自动添加标点；

13、系统具备专业医疗知识库，需包含至少 30G 涵盖各

科室常用病症名称、药品名 称、操作步骤等内容的医

疗专业知识库；

14、支持进行各类医疗相关内容录入，包括： 病程记

录、入院/出院记录、查房记录、医嘱、手术记录、医

疗专有名词、医疗特殊符号等；

15、系统可以在用户进行语音录入的过程中，将相关内

容以音频和文字的形式存储在本地服务器端，方便系统

后续的维护及信息管理；

16、系统支持在病理场景中进行语音文本录入，相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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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能够有效满足取材等特殊嘈杂场景中的语音录入需

求；

17、系统支持用户通过提前设置命令词与执行操作的对

应关系，实现系统功能的语音命令操作；

18、系统支持用户在放射医技科室双屏操作场景下，进

行不间断的文本录入，且语音文本的录入不会受到屏幕

切换操作的影响，持续输出在用户指定位置；

19、系统识别效率需满足：

1)语音系统识别输入速度 200~300 字/分；

2)语音系统识别处理速度＜0.5 倍实时；

20、医疗智能语音系统识别准确率要求在用户以不同的

语速进行录入、用户用普通话进行录入、用户用带有口

音的普通话进行录入等实际生产环境下，识别准确率平

均可达 95%；

21、系统整体采用简体中文，支持在电子病历系统等任

意能够录入文字的地方进行输入；

22、系统支持用户根据个人需求在系统中进行个性化的

模板编辑与管理；

23、系统支持用户自主设置本地医疗语音词典，对生僻

词进行优化，提升识别准确率；

24、系统具有后台管理功能，可随时获取系统部署及使

用数据信息；

25、系统具有住院医生工作站专业语音录入模块，可满

足住院记录、病程记录、查房记录等大段医疗文本的长

时录入需求，减少病历复制粘贴情况；

26、系统支持语音转写、语义理解、语音命令等功能，

同时支持未来进行病历合规分析、病历后结构化、语音

叫号、辅助决策等应用扩展建设；

27、系统具有支持医患对话录音转写的语音系统模块，

满足医患双方在交互场景下的特殊语音转写需求；

硬件麦

克风

1、输出连接头：USB 接头；

2、系统要求：Windows 等主流操作系统/USB2.0 或以上；

3、收音头：背极电容式双极头或更优；

4、电源要求：5V±10% 500mA±10% （USB）；

5、工作电流：30m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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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DC 采样率：44.1KHz/48KHz；

7、ADC 采样精度：16 位或更优；

8、指向性：心型指向；

9、频率响应：80Hz—15KHz（SPL=94 dB/1KHz）；

10、灵敏度：-45dBV/Pa（0dB=1V/Pa at 1KHz）；

11、最大声压级：≥120dB（总谐波失真；0.5% / 1KHz）；

12、信噪比：≥96dB；

13、最佳拾音距离：(10-50）cm

3

医疗语

音管理

功能

包含终端用户/科室数量统计、用户使用数据（音频、

文字）统计、用户使用时间段/录入量的统计等。

4

医疗语

音系统

应用

实现在门诊/住院电子病历系统、医技科室专科系统、

医生日常报告书写中实现语音识别。

25、福建省儿童医院病历质控管理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时限质控

时限质控采用事件触发机制，通过病人事件触发时限

质控处理。时限质控规则可配置，如时限内容、书写

份数要求、频率、提示时间、关联扣分项等。另外时

限质控有着复杂的业务规范，有些病历的书写可以代

替另外一部分病历的书写，如手术病程的书写可以替

换普通病程，即写了手术病程就不必再写普通病程。

有些病历书写就不可能再写另外的病历，这就是病历

的互斥关系，如写了危重病程即不必再写普通病程，

二者不可能同时出现。理论上电子病历可以处理任何

时限质控，但现阶段医院间信息系统没有做到全部互

联，电子病历本身产生的病人事件数量不足导致无法

对全部时限进行处理。

2 内容质控

电子病历内容质控限于计算机对自由语言的理解

限制，想做到完全的内涵质量控制并非易事，但对与

逻辑关系判断却是计算机的优势所在。采用 JS 脚本，

设计内容质控逻辑。该方式灵活方便，脚本的更新简

单，无需更新程序。脚本与模板相关，可以灵活配置

不同模板的不同内容逻辑要求。基本上可以实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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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判断、数值大小判断、字符串查找等功能。

内容质控结果直接在病历上分等级提示医生，并

且可以和打印关联，不修改相应等级的错误即无法打

印病历，从而从根本上杜绝了环节的可识别质量问题。

质控逻辑还可以通过配置和医院扣分标准关联，从而

实现内容控制到扣分的自动化。

根据内容逻辑规则，医护人员在书写病历构成中，系

统会智能提醒病历书写完整性和合理性，并作出提醒。

3
病历三级

质控

病历三级质控是指医生质控、科室质控和职能部

门质控。

医生质控：医生自行对病历质量进行检查，结合

病历质控规则，自动生成病历质量报告。

科室质控：可根据预设条件抽取病历，对病历质

量进行检查，结合病历质控规则，自动生成科室病历

质量报告；针对发现的病历质量问题，可实时反馈给

责任医师；责任医师收到病历质控消息提醒后，进行

整改；整改确认完成后，整改情况再返回科室质控组

审核确认。

职能部门质控：职能部门根据预设条件抽取出院

病历，对病历质量进行检查，结合病历质控规则，对

病历进行评分。特殊情况下，可退回病历，要求责任

医师补充或整改。每月定期生成病历质量报告。

病历质控的闭环管理：通过消息的方式实现对医生、

科室质控组、职能部门之间的贯通，通过消息的形式

实现了病历质控闭环管理应用。

4
病历质控

规则设置

根据国家或省市《病历质量评价标准》，设置病

历质控规则。

时限质控规则，根据住院病历书写的时限管理要

求配置质控规则定义和扣分规则。

内容质控规则，基于结构化的信息节点进行逻辑

组装配置，主要是内容完整性、内容一致性判断、数

值大小判断等质控规则。

提供便捷的质控规则自定义工具，根据医院实际管理

要求自定义缺陷项目。

5
病历质量

监控

时限质控，根据病历时间质控设置规则，对住院

病历记录完成情况进行自动检查，并对未按时完成的

病历记录向责任医师和病历质量管理人员进行提示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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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质控，根据质控规则设置，对不同病历的完

整性、规范性提供自动检查和提醒。

提供根据专科病历、诊断等差别化的质量控制项

目。

能根据以上质控规则进行自动判断处理并产生相

应控制报告内容。

提供病历质控人员对病历质量进行评价与记录缺

陷，并反馈给责任医师的功能。

对经病历质量管理人员审查的病历记录审查时间

和审查者。

病历质控人员可对病历缺陷内容的纠正情况进行追踪

检查。。

6
病历质控

分析

根据病历质量检查和评价结果，可自定义生成不同维

度的统计分析报告，指导职能部门有针对的进行病历

质量检查和评价。

26、福建省儿童医院病案管理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首页数据

管理

首页数据校对是病案系统中对出院并提交的病人首页

数据进行审核。首页数据基本信息、住院信息、诊断

及手术编码、费用等其他信息进行修改，审核，补解

析、首页数据传送。审核通过后才能把首页上的数据

传送给医管师平台。

病案首页填写过程和提交时，进行首页填写信息的自

动逻辑检查。

纸质病历示

踪管理 跟踪纸质病历所处状态，如借阅、架上、封存等。

病人检索

通过出院时间、编码时间、归档时间以及病人姓名、

住院号或者是病历状态、编码状态、编码人员、出院

科室等条件进行查询可以首页数据校对的病人。

2
数据校对

基本信息查看、诊断、手术编码、费用等其他条件审

核。

3
病人回退

发现病人数据等信息错的可以直接把病人回退还给医

生进行修改。

4 病案查询 病案查询就是病案管理系统病历流通功能的体现，可

以检索病人任何状态病历书写情况，已经病人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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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用户可对在院病人、出院病人、已提交病人、

归档病人进行快速检索。在结果列表界面，可快速过

滤病人。可对病人进行冻结、提交、回退等操作。

支持主诊断、主操作查询和例数统计与排序；增加诊

断和操作的“并”“或”查询功能。

对病历查询结果数进行，均数、例数等的统计图表输

出。

5

病案管理

归档管理

支持通过姓名、住院号、出院时间、提交时间等条件

进行检索未归档病人，审核病历通过后进行手动归档

或者批量归档，归档的病人不可修改病历。

6
封存病历管

理

查找纠纷病人进行封存后，可在封存病历管理界面通

过病人姓名、住院号、病案号、解封者、封存时间、

解封时间等条件进行检索封存病人，并对封存的病人

可进行解封操作。

7

编码管理

电子病历病案系统为病案编码提供了快速、灵活全面

的编码支持。病案室可对诊断、手术进行编码，支持

附加码、星码等编码操作，支持 ICD 编码快速、模糊

检索。

8
回退管理

根据条件快速检索待回退病人，可根据备注以及对应

的理由进行回退相应的病人。

9

借阅管理

电子病历对病历借阅管理有完整的流程支持。医生申

请借阅后，病案管理员可对借阅病人申请进行审核批

准，并设定归还日期。逾期用户可申请续借，连续续

借期满后，系统自动收回病历。

10
纸质病历

管理

纸质病历登

记

通过扫描抢或者手动输入住院号查询病人，检查护士

送交的纸质病历，并进行纸质病历缺漏项登记。

11 纸质病历查

询

检索电子病历的纸质病历查询状态，是否提交纸质病

历，生成条形码贴到病历本上方便下次通过条形码进

行检索病历本。

12
纸质病历借

阅

住院号、借阅人、借阅的原因、借阅科室等条件进行

纸质病历借阅登记。

13

图片病历

管理 导入图片病

历

在院病人、出院病人列表，选择你要的病人，右键添

加图片病历，选择需要的导入的图片病历即可在病人

下生成对应的病历。

14
图片病历管

理

导入的图片病历，可以在图片病历管理界面进行检索

图片导入病人病历，如果错了可以进行重新导入。

15 综合查询
综合查询是基于结构化病历信息节点解析后的数据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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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进行病案综合查询，用户可以根据检索需要自己定

义需要检索的病历条件。

16 统计报表

病案管理系统支持动态配置用户所需要的模板进行统

计查询，疑难病历统计查询、会诊查询等统计报表查

询

17 数据导出

病案管理系统对用户检索好的数据，可对数据进行导

出，可导出 EXCLE 数据，并根据用户选择需要导出的

列进行生成 EXCLE 文件。

27、福建省儿童医院手术分级管理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手术等级

设置

根据医疗机构级别和登记的诊疗科目，遵循国家、地

方级的手术分级标准及 ICD-9 手术编码设置不同的手

术等级。

2
手术分级

授权

支持按医生手术职称自动或人工进行手术分级授权和

审核，包括手术分级授权的新增、修改、删除、查询

等功能。

3
手术级别

管理

医生开具手术申请单时，根据手术技术难度、复杂性

和风险度(如麻醉类型、是否输血、是否有附加手术等

条件)进行手术级别确认。

4
分级审批

管理

支持对不同级别手术由不同级别医生进行审批，对资

格准人手术、高度风险手术、急诊手术、新技术新项

目科研手术等特殊手术分级审批。

28、福建省儿童医院危急值管理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危急值设

定

支持在检査、检验等系统中设定危急检验项目表与制

定危急界限值，并可对危急项目表、危急界限值进行

定期总结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可增加、删除、修改危

急检验项目及危急界限值。

2 自动筛查

当检查、检验结果达到或超过危急值界限时，支持自

动筛查出危急值，并提醒技师进行危急值复核，经复

核确认为危急值后，即刻审核发布。如复核可能有样

本、试剂、操作等影响因素时，可取消危急值提醒，

但需即刻通知临床科室重新取样送检或检查。

3 消息通知
支持通过短信、系统消息、电话等多种方式进行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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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提醒和通知，通知内容包括患者病案号、姓名、科

室、危急值结果等信息。

4
临床干预

反馈

医生在接收到危急值通知后，在规定时间内做出对患

者处置的诊疗意见，进行危急值处理登记，结束危急

值通知。如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危急值的处置反馈，危

急值消息则按管理部门规定的流程通知发送给上级医

生、科主任、主管院长等相关人员，直至完成危急值

处理登记。如医生复查确认危急值报告结果不当，可

通知医技部门相关人员取消危急值报告。

5
危急值追

溯

对危急值处理的过程和相关信息做详细记录，支持危

急值管理部门对危急值传报全流程进行追溯。

29、福建省儿童医院运维管理配置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用户管理

可在电子病历系统中维护用户创建用户，设置属

性、科室分发、片段权限分发、角色分发、医院

登录权限管理等。

2
系统参数设

置

系统参数配置涵盖系统方方面面的灵活设置，最

大限度的满足医院的个性化需求，可以根据参数

来控制。

3
菜单权限管

理

可以根据不同用户，不同角色，不同科室来分发

菜单。可以增加不同类型的菜单。

4
数据库连接

配置

用来切换电子病历数据库，HIS 数据库，临床路

径数据库，配置其他业务系统的数据库连接串，

用来进行数据交互。

5
外部数据接

入

对其他业务系统的数据引用的配置，如医生站新

建病历时引用血库里的内容。

6 日志审计
可以对用户的各种操作进行查询，导出，以便后

面对用户的各种操作进行查询。

7 服务器监测
监测功能是在登录医生工作站时，检测这些服务

或程序是否打开，若停止，则打开。

8
软件监控运

维平台

数据库语法性能监控。支持统计一段时间内执行

时间最久的 SQL 语句，包括调用来源、来源 API

接口、开始时间、结束时间、调用用户、参数等。

9
硬件监控运

维平台
1.存储监控。支持对存储做历史记录日志，统计

按小时、按月、按年的增长情况，查看当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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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储占用的增长情况。

2.内存监控。支持对内存做历史记录日志，统计

按小时、按月的增长情况，查看当前项目的硬件

占用的增长情况。

3.IO 读写性能监控。支持 IO 读写性能的实时查

看，实现性能问题的第一时间提醒。

10
网络监控运

维平台

医院网络环境错综复杂，实现对异常网络情况的

及时预警和修复显得尤为重要。对计算机所在的

子网络进行监控，发现超过延迟阀值后便向后台

汇报延迟情况，达到实时网络监控的目的

11 一键部署

通过简单的拖拽安装包，实现程序的多种部署方

式。支持普通更新，多服务器负载更新，以及多

服务器的不停服更新。支持无感知的后台更新，

不需要停止正常业务就可以更新后台系统。服务

更新后，用户界面会提示是否需要重新登录应用

新界面，避免强制更新导致正在编辑的数据丢失，

或者更新后不刷新页面导致业务异常。

12 日志中心

完整的后台日志，记录所有 API 请求与 SQL 请求，

并进行分析，报错时可以查看故障请求的请求者，

请求参数，请求地址，请求相关联 SQL 语句。用

户界面报错也可以点击“错误上报”功能，实现

前端界面自动截图发送管理员，管理员可以查看

问题所在 API，参数等相关数据，方便排查问题。

还包含应用健康日志，网络监控日志，客户端网

络监控日志。对服务器状态，服务器网络波动和

客户端网络波动都有相关记录，方便问题排查。

基于日志进行性能分析，统计每日最慢接口，最

慢 SQL，接口响应时间趋势图，磁盘增长趋势图

等相关数据，并通过微信通知管理员，提前预警

接口即将出现的问题，或者是磁盘即将出现的问

题。

13
病历模板平

台

统一的病历模板维护平台，基于类 Word 的电子病

历编辑器让模板编辑工作有 Word 般的体验，简单

易用。统一的数据元标准库，解决了病历结构化

数据标准化应用的问题。搜集了多家医院的病种

模板内容，作为知识库的一部分来源。强大的导

入导出功能方便模板的移植和复用。

在标准模板基础上，医生可使用自定义模板制作

个人所需模板。模板制作已不是管理员的专属，

让医生参与模板的制作，通过医务进行审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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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规范了流程也更贴近临床，提高模板实用性、

规范性、合理性。

14 票据平台

票据平台有 Word 式的票据模板制作体验，支持清

单、瓶签、腕带等丰富的数据排版方式，支持统

计、分组、大写金额等数据计算。简单易用的票

据模板制作过程，实施人员在现场就可以很快的

调整和制作票据模板，不需要发布程序。

15
体温单设计

器

体温单是一种专业型的混合图表，包含了很多附

加体征信息。

体温单模板设计器:支持时间点、图标样式、线条

颜色、模板布局动态配置，可根据医院体温单模

板要求灵活快速完成体温单模板设计。

体温单表单设计器:每个地区医院体温单采集信

息都存在差异，通过表单设计器，项目组可快速

配置完成体温单信息采集表单设计，以提高需求

响应效率。

体温单采集与绘制同屏实时展示，通过所见所得

的方式，实现在信息采集过程中，方便、实时地

查看体温单绘图效果，及时避免可能出现的错误.

16
体温单规则

管理

各地区体温单绘图规则都存在差异，通过体温单

绘图规则平台，管理、维护、收集各省、市体温

单绘图规则，形成绘图规则库，医院在上线前选

择本医院体温单绘图规则即可。

30、福建省儿童医院药剂管理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医药信息

查询功能 说明书

可查看已上市药品各厂家完整的说明书，其中用户药

品说明书带有标记。

2

其他医药信

息

可查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药品警戒快讯、说

明书修订公告、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等。

1. 可查询《国家基本药物处方集（2012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 年版)》、《新编药

物学（17 版）》、《浙江省中药炮制规范（2005

版和 2015 版）》、《北京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8

年版)》、《中国国家处方集（2010 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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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2012 版）》、《临床

注射药物应用指南(2014 版)》、《超药品说明书

用药目录（广东药学会 2018 年版）》等书籍资料；

2. 可查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药品警戒

快讯、说明书修订公告、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

3. 可查询卫健委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通知

公告和法律法规。

3

医院处方集

通过“提取关键字”的参数值配置，根据用户药品目

录自动生成专属于用户的处方集，并支持处方集查看

和导出。

4

医药学公式

提供“心脏学、肾脏学、血液学、肺脏学、神经学、

儿科学、妇产科学”7 类医学相关计算公式，可供用户

查阅并支持输入具体数据自动输出计算结果。

5

系统知识

库

系统提供的

知识库

提供满足三甲医院需求的合理用药知识库。

1. 系统提供 1 套初始化的说明书规则集，以及 1

套供引用、参考的三甲综合医院临床应用规则集，

知识库规则内容可视；

2. 说明书规则集基于药品说明书标准维护，经

过数百家医疗机构多年实践结果累积优化的一套

规则集，已覆盖用户药品及其他已上市药品的合

理性审查；并按不同的审查问题，进行警示级别

的区分；

3. 三甲综合医院规则集是基于医院自身对用药

的理解维护的规则内容。三甲综合医院规则集自

定义规则 10000+条，其中涵盖 8 级规则 21 条、7

级规则 2500+条、6 级规则 3600+条。

6
更新引导功

能

支持用户到任意规则集中进行规则的引用，引用的规

则内容在下次知识包更新的过程中会出现提示更新信

息，供用户自主选择全部更新、部分更新或不更新用

药规则；未引用的规则不会提示。

7

处方/医

嘱系统自

动审查功

能

审查问题的

严重程度管

理功能

通过采用警示级别的设置，对审查出的不合理问题实

现按严重程度进行区分。

8

西药和中成

药审查功能

抽查门诊处方或住院医嘱的西药和中成药，对抽查样

本提供丰富的审查功能，以事后审查方式降低用药风

险。

1. 将检验指标（覆盖中性粒细胞、白细胞、红

细胞、血小板、血红蛋白、白蛋白、血钾、血钙、

血镁、血甘油三酯、尿素氮、胆红素、血磷、丙

氨酸氨基转移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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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比值），与相关药品进行关联，实现该药

品用法用量、禁忌症、相互作用的审查。

2. 结合病人的具体情况（西医诊断、检验值、

年龄等），实现用药适应症（覆盖除溶媒、肠内

和肠外营养用药、疫苗、血浆制品和血浆代用品、

止血药、造影剂以外的药品）、禁忌症与病人疾

病情况关联的审查。

3. 实现处方/医嘱药品与给药途径不匹配的审

查；

4. 对门急诊患者处方中使用的口服剂型药品

（排除肠内营养制剂），审查其给药途径是否为

鼻饲、造瘘管滴入，提醒用户可能存在给药途径

不合理的问题。

5. 结合病人的具体情况（年龄、性别、体重、

体表面积、孕产、诊断、肝功能、肾功能、检验

值、给药途径、合并用药（剂量、频率、给药途

径）等），实现累计剂量、累计日剂量、每天剂

量、每次剂量、给药频率、给药时机、疗程的精

准审查；其中对长期医嘱和临时医嘱（st、once）

单次剂量实现分别审查；

6. 实现儿童剂量多维度审查，儿童剂量符合参

考标准中年龄和体重任一条件，均判断为合理的

剂量；

7. 通过设立药品成分剂量，对所开具药品按其

成分进行剂量的合并计算，实现同药品成分累计

剂量、累计日剂量的审查，避免同成分合并用药

时判断为重复用药的假阳性（已覆盖肿瘤用药和

心血管系统复方制剂涉及的成分累计剂量或累计

日剂量审查）；如：复方制剂和单方制剂一起合

用，但药品中各成分累计剂量符合最大用药剂量

范围内，判定为合理的合并用药；

8. 实现缓释片、控释片、肠溶片等对分剂量服

用有特定要求的药品，其每次给药剂量是否为合

理的可分剂量的审查；

9. 实现校正剂量（覆盖除肿瘤药品外的口服药

品）的审查，通过对涉及体重、体表面积计算出

的非整数剂量的校正，提高审查准确率（如某肿

瘤药根据体重、体表面积计算出患者应使用 0.98

片，而医生实际开具 1 片，判断为合理的剂量）；

10. 实现异常剂量（覆盖除溶媒、疫苗、血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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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及血浆代用品、造影、氨基酸、脂肪乳外的成

品输液型药品、小容量注射剂和口服药品）的审

查：80 岁以上老年患者和 14 岁以下儿童患者，每

次或每天剂量不得超过说明书常规剂量上限的 1

倍；其他患者，每次或每天剂量不得超过说明书

常规剂量上限的 2 倍；14 岁以上患者每次或每天

剂量不得低于说明书常规剂量下限的 1/5。

11. 结合病人的具体情况（诊断、检验值、合用

药品（剂量、频率、给药途径））等信息，实现

可根据不同药品名称在实际用药中是否存在不良

相互作用的精准审查；

12. 实现含有乙醇的药品与特定药物不良相互

作用的审查，提示可能存在双硫仑样反应；

13. 含有 2 个或 2 个以上乌头碱的中成药（如：

虎力散制剂、强力天麻杜仲制剂、祛风止痛制剂、

尪痹制剂、复方夏天无片等）进行相互作用的审

查，提示可能存在毒性反应；

14. 实现治疗感冒的中成药与滋补性中成药的

审查，可能存在不良相互作用。

15. 实现可根据不同药品名称、或药品成分在实

际用药中重复治疗的审查，重复治疗审查提示处

方/医嘱中的两个或多个药品（带给药途径）同属

某个药物治疗分类（即具有同一种治疗目的），

可能存在重复用药的问题（已覆盖质子泵抑制剂、

HMG-CoA 还原酶抑制药、苯氧酸类血脂调节药、二

氢吡啶类钙通道阻滞药（尼群地平除外）、干扰

转录过程和阻止 RNA 合成的药物、磺酰脲类、格

列奈类与磺酰脲类、格列奈类、DPP-4 抑制剂、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依帕司他除外）、噻唑烷二

酮类、胰高血糖素样肽-1 受体激动剂、双胍类、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药、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

药、胶体铋剂、双膦酸盐类药物、ADP 或 5-HT 受

体拮抗剂、H2 受体阻断药、非甾体抗炎药及抗菌

药物、麻醉药品缓控释制剂）；

16. 实现病人用药处方/医嘱中的同一个全身给

药的药品（排除溶媒等药品）重复开具的审查。

17. 实现《400 种中西药注射剂临床配伍应用检

索表》、《459 种中西药注射剂临床配伍应用检索

表》的应用；

18. 实现注射剂在开具时，实现配伍审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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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组药嘱中是否存在溶媒用量、溶媒选择、稀释

（小容量注射剂）、配伍、及钾离子浓度不合理

的问题；

19. 对于必须先用注射用水稀释的注射剂，实现

其同组药嘱中是否添加注射用水的审查。

20. 实现用药处方/医嘱中是否存在特殊人群

（妊娠期妇女、哺乳期妇女、老年人、儿童等）

中的禁用及慎用的药品；

21. 通过结合病人的具体情况（相关数据计算得

的 CTP 评分、诊断），审查肝功能不全患者是否

存在禁用和慎用的药品；

22. 通过结合病人的具体情况（eGFR 指标值、诊

断），审查肾功能不全患者是否存在禁用和慎用

的药品。

23. 在获取病人既往过敏原或过敏类信息的基

础上，提示病人用药处方中是否存在与病人既往

过敏物质相关的、可能导致类似过敏反应的药品；

24. 在获取病人对乙醇过敏，提示病人用药处方

中是否存在含有乙醇的药品。

25.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不良反应

信息通报，提醒医生在使用相关药品时需要注意

的问题；

26. 处方/医嘱中肿瘤注射药品需要避光输注、

冲管的，提醒医生用药需要注意该问题；

27. 处方/医嘱中肿瘤注射药品有特殊的滴速、

输注速度，告知医生其适宜的滴速、输注速度。

9
中药饮片审

查功能

实现饮片十八反、十九畏的配伍管控；审查毒性饮片

用药剂量是否超过药典推荐的剂量上限范围；审查是

否存在药典规定的孕期禁止使用的饮片；审查外用饮

片与药典不匹配的给药途径。

10

其他特殊药

品审查功能

提供规则模板，可按《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2015 年版)》实现抗菌药物围术期用药、越权用药的

管控等。

1. 提供规则模板，可按《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

导原则(2015 年版)》实现抗菌药物围术期用药、

越权用药的管控；

2. 实现处方/医嘱中是否存在作用机制相同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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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重复应用的审查（同重复用药）。

3. 对已上市精、麻、毒、放、高危药品，维护

精神药品、麻醉药品、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

高危药品的属性标志，用户可采用属性进行规则

自定义，实现相关药品的管控；

4. 提供一类、二类精神药品管控规则模板，可

按《处方管理办法》实现用药疗程天数管控；

5. 提供麻醉药品提供管控规则模板，可按《处

方管理办法》实现用药疗程天数的管控；

6. 对于麻醉药品缓控释制剂（如芬太尼贴剂、

硫酸吗啡控释片、盐酸羟考酮缓释片、盐酸羟考

酮控释片等），实现不同品种药品重复使用的审

查。

11

知识库自

定义功能

自定义合理

性审查规则

支持用户自定义药品规则，能够对所有使用规则（包

括引用自外部的规则和本院维护的规则）进行新增、

修改和删除，实现对用药适应症、禁忌症、用法用量、

给药途径、相互作用、重复用药、特殊人群、配伍、

过敏、不良反应等精准审查，规则审核后立即生效。

1. 支持用户自定义药品规则，能够对所有使用

规则（包括引用自外部的规则和本院维护的规则）

进行新增、修改和删除，实现对用药适应症、禁

忌症、用法用量、给药途径、相互作用、重复用

药、特殊人群、配伍、过敏、不良反应等精准审

查，规则审核后立即生效（不需要重启服务器）；

2. 提供 130+判断条件，支持用户自定义编辑复

杂规则判断，使药品的使用更加符合用户的实际

用药情况；

3. 提供 40+代表药品特点的属性（如单胺氧化酶

抑制剂、磺胺结构类药品），支持用户在自定义

规则中使用；

4. 支持用户自定义规则，可实现对 q8h，q12h，

q6h 等特殊给药频率合理性的审查；

5. 提供 69 个判断条件（如检验指标肌酐）可选

择“为空”值（代表未获得病人的该类信息），

支持用户在自定义规则中使用，避免审查时存在

缺陷；

6. 提供中药颗粒目录，支持用户自定义规则，

可以进行相应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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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支持用户在自定义药品规则时，采用病人特

征字典表达病人疾病情况。系统提供 1600+个病人

特征（如高血压、妊娠期妇女，已覆盖 21 个疾病）

及其定义的规则，其规则可采用诊断、检验、手

术等信息进行定义，已可基本满足已上市药品合

理性审查（与西医诊断关联）时所需的病人特征；

支持用户查看病人特征定义的规则，根据医院不

同的管控需求，用户可对系统病人特征定义的规

则进行修改或添加新的病人特征并自定义其规

则。修改后，使用该病人特征的药品审查规则也

会同时调整；并可快速查看该“病人特征”在药

品适应症、禁忌症、用法用量、疗程、肝功能、

肾功能、孕产等审查规则中的应用，可对规则的

正确性进行校验；

8. 系统支持自定义规则审核后立即生效（不需

要重启服务器）；可快速实现处方/医嘱的干预、

查询、分析和统计。

12

自定义管理

规则

支持用户自定义管理规则，实现对整体用药的管控。

1. 支持用户自定义管理规则，实现对整体用药

的管控，包括门、急诊处方药品超多日用量、门

诊输液审查（可限定科室、疾病）；药品品种（名

称和品种数）、药品发药数量、处方金额、中药

饮片帖数、中药饮片味数等（可限定患者病历号、

处方时间、科室、来源（门诊、急诊或住院）等；

2. 支持用户自定义医保规则，控制“指定疾病

的医保药品”在未患该疾病患者使用医保结算的

管控；

3. 例：肝移植患者使用医保结算来采购只限肾

移植患者医保结算的药品时，系统支持非肾移植

患者须自费使用的审查。

13
自定义说明

书

支持用户对药品说明书内容进行自定义维护与更新；

支持对应说明书的药品图片上传与修改维护。

14

处方/医

嘱干预功

能

干预配置功

能

支持对处方/医嘱的用药合理性进行实时审查，并给予

医生提示，对于严重的用药问题可以直接在医生端进

行拦截。

1. 支持对处方/医嘱的用药合理性进行实时审

查，并给予医生提示，对于严重的用药问题可以

直接在医生端进行拦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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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持医生端是否开启“双签名”的配置；

3. 支持门诊按患者、按处方提示医生用药问题，

按患者提示即合并患者当日所有有效处方进行审

核；

4. 支持配置住院长期医嘱和临时医嘱之间是否

开启重复用药审查；

5. 支持配置门诊处方特殊给药频率（如 st、

once）是否开启重复用药审查；

6. 支持配置是否开启最小药理分类重复用药审

查；

7. 支持 2 套 eGFR 计算公式

（Cockcroft-Gault 公式和 CKD-EPI 公式）备

选配置用以患者肾功能审查。

15

问题处方/医

嘱提示信息

的管理

支持按患者就诊类型（门急诊/住院）、就诊科室、警

示类型和警示等级，可多维度管理在医生端问题处方/

医嘱的提示信息，提高有效干预。

可以对系统干预结果的数据进行自动采集和保存，支

持药师查看系统发现的问题处方/医嘱及其审查结果，

可对具体的审查结果对应的知识库规则进行确认/待

查操作，或对知识库规则进行修改完善，提高有效干

预。

16

处方/医

嘱查询、

分析功能

处方/医嘱分

析功能

支持处方/医嘱每天自动导入合理用药管理系统，并支

持全处方/出院医嘱的自动审查等。

支持对处方/医嘱中用法用量、相互作用、配伍禁忌、

重复用药、禁忌症、适应症、特殊人群用药、妊娠期

用药、哺乳期用药、过敏、给药途径等不合理用药情

况进行自动审查；

17

处方/医嘱系

统审查结果

的查询功能

系统自动审查出的问题处方/医嘱及审查结果。

1. 支持药师/医院管理人员查询：系统自动审查

出的问题处方/医嘱及审查结果；

2. 提供医生/科主任/医院管理人员登入系统，

查看本人/本科室/本机构：系统自动审查出的问

题处方和审查结果；

3. 提供科主任/医院管理人员登入系统，查看本

科室/本机构：系统自动审查出的问题医嘱和审查

结果；

4. 支持从门诊处方、门诊患者、住院医嘱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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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问题处方/医嘱及审查结果；

5. 支持从时间、处方号、住院号、患者号、科

室、医生、诊断、分析类型、警示信息提醒类型、

警示信息等级、警示状态、药品名称、药品规格

厂商等检索条件，筛选出问题处方/医嘱及审查结

果；

6. 支持药师查看所有处方/医嘱。

18

处方/医

嘱点评功

能

点评功能

支持全处方点评和全医嘱点评，对特定药品进行专项

点评，支持建立点评项目，实现处方/医嘱点评任务分

配等。

1. 支持全处方点评和全医嘱点评；处方/医嘱抽

样点评；

2. 支持处方/医嘱中对特定药品进行专项点评；

3. 支持建立点评项目，实现处方/医嘱点评任务

分配。将抽取的处方/医嘱分配给药师进行人工点

评。

4. 自带系统审查功能，实现预先自动点评（支

持一次住院的跨天合并审查），支持药师可对自

动点评结果进行确认或忽略；并可填写人工点评

结果，选择警示类型；

5. 支持多角度的抽样筛选条件，满足用户不同

的抽样要求。对于门急诊处方，支持按照来源（门

急诊、门诊、急诊）、科室、医生、医生职称、

处方类型（西药方、草药方、中成药方，可单选

或多选）、处方金额、药品品种数、药品分类、

基药类型、抗菌药物类型、是否注射给药、诊断、

年龄、警示信息（按警示信息类型、状态、等级）

进行筛选；对于住院医嘱，支持按照科室、年龄、

住院天数、诊断、用药金额、抗菌药物类型、是

否手术、手术名称、手术等级、切口类型、警示

信息进行筛选；

6. 支持自定义分析规则，满足用户个性化抽取

特定药品的抽样要求；

19
问题代码设

置功能

按警示类型自动配置问题代码，并支持根据药师点评

选择的警示类型自动生成问题代码。同时支持用户自

定义问题代码与警示类型的对应关系；问题代码可在

点评界面和导出工作表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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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点评工作表

生成及导出

功能

处方点评项目结束后，支持根据点评的结果生成点评

工作表并导出，满足《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对处

方点评工作表的要求。

1. 处方点评项目结束后，支持根据点评的结果

生成点评工作表并导出，满足《医院处方点评管

理规范》对处方点评工作表的要求；

2. 住院医嘱项目结束后，支持根据点评的结果

生成点评工作表，满足医院医嘱点评的要求；

3. 可支持用户设置样本导出方案，提供即可选

择处方或医嘱点评样本的导出字段（系统提供 80+

待选字段），满足用户的个性化要求。

21

点评结果查

看

支持科主任/医院管理人员登入系统，查看本科室/本

院的处方/医嘱及点评结果。

1. 支持科主任/医院管理人员登入系统，查看本

科室/本院的处方/医嘱及点评结果；

2. 支持医生登入系统查看本人的问题处方及点

评结果，可对药师的点评结果进行申述，并支持

填入申述理由；

3. 系统可以对管理人员及医生查看的处方/医

嘱及点评结果进行配置，支持查看全部处方/医嘱

或问题处方/医嘱。

22

处方/医

嘱统计功

能

标准报表

根据《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抗菌药

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阳光用药制度实施办法》、

《质子泵抑制剂的合理使用管理办法》、《手术抗菌

药物应用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提供合理用

药统计指标及药品使用情况统计报表。

1. 常用上报报表（3张）：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临

床应用指标数据上报表、阳光用药数据上报、抗

菌药物临床应用指标；

2. 抗菌药物用药（9张）：门（急）诊抗菌药物

数据-按医院统计、门（急）诊抗菌药物数据-按

科室统计、门（急）诊抗菌药物数据-按医生统计、

住院抗菌药物数据-按医院统计、住院抗菌药物数

据-按科室统计、住院抗菌药物数据-按医疗组统

计、手术用药抗菌药物统计-按医院统计、手术用

药抗菌药物统计-按科室统计、手术用药抗菌药物

统计-按医疗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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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药品监控（3 张）：住院药品使用统计 -

按医院统计、住院药品使用统计 -按科室统计、

住院药品使用统计 -按医疗组统计；

4. 质子泵抑制剂用药（5张）：质子泵抑制剂用

药数据-按医院统计、门（急）诊质子泵抑制剂用

药数据-按科室统计、门（急）诊质子泵抑制剂用

药数据-按医生统计、住院质子泵抑制剂用药数据

-按科室统计、住院质子泵抑制剂用药数据-按医

疗组统计；

5. 手术用药（1张）：手术用药情况调查表；

6. 药品适宜性分析（2 张）：门诊用药适宜性分

析、住院用药是适宜性分析。

23

自定义报表

支持医疗机构根据数据统计需要，在线制作报表，并

根据管理需求设计报表的格式，满足医疗机构对医疗

用药数据的统计分析及数据挖掘工作。

1. 覆盖医院用药数据统计的各种维度，包括按

机构、按科室、按医疗组、按医生统计，按药品

统计、按手术统计、按问题类型统计等；

2. 支持报表的新增、修改、删除、复制等，并

支持将报表分类管理；

3. 支持周期及非周期性的报表数据统计；

4. 支持用户选择系统统计指标重新组合成新报

表，同时也支持用户自定义统计指标；

5. 支持在线调整报表的格式，包括表头表尾设

置、单元格合并及指标排序等；

6. 支持报表导出为 excel 格式。

24

审方系统

医嘱（处方）

审核

展示患者的基本信息给审核提供参考，按患者合并，

展示患者被审核的所有医嘱（处方），并能分组查看

明细，结合合理用药系统，可查看审核医嘱（处方）

相关的警示信息，供审核药师参考。

自定义审方

策略

支持药师自定义规则维护、可视化、图形化自定义本

院审方策略，审核后即生效，并支持集团医院信息化

共享。例如：

1、孕期用药：育龄女性就诊产科自动计算孕周，如系

统未记录是否怀孕与患者未次月经，医师端弹框医生

填写，否则医嘱或处方不能生成。生成处方或医嘱应

显示孕周数、供审方药师判断是否为禁忌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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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婴幼儿用药：儿科处方需当日获取体重方可确认医

嘱或处方可发送，体重与用药剂量不符触发自定义用

药规则提示医生与审方药师。

3、静脉输液用药：嵌入药师能维护相应规则的静脉输

液专项审方系统模块。（1）审核配伍禁忌、阳离子浓

度是否过高、糖脂比、葡萄糖浓度、胰岛素用量、渗

透压等。（2）TPN 监测效果评价、单病人 TPN 的详细

医嘱信息、单病人 TPN 审方指标明细、TPN 基本营养配

比结构图、TPN 审方指标的雷达图。可实时监测 TPN

临床用药状况，详细记录和评价 TPN 合理性，同时对

不合理 TPN 医嘱的原因和相关因素进行关联性评价，

并可实时与开药医生进行交流。（3）根据医嘱进行静

配药品审核。长期类医嘱只需在开立后审核一次，全

面展示审核的医嘱信息，同时需要提示患者的基本体

征信息、过敏史、诊断、肝肾功能以及其他个体化信

息，药师在审核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可调取患者的病

历、检查检验结果等数据，审核维度覆盖患者个体体

征(如体重、年龄、性别、肝肾功能、过敏史等方面)、

药物相互作用、用药剂量、用药禁忌等，并可实时与

开药医生进行交流。

互动平台

支持审方药师与医师、药师与护士、医师与护士平台

互动，可留言、语音及弹框提示，支持药师推送当前

用药注意事项，如避光、滴速、严重 ADR、口服药特殊

交待等信息到医师端或护士端。

25
审核设置

可根据医院实际人力及工作量等情况，由管理者设定

审核范围，针对重点科室进行医嘱（处方）审核。

26

后台管理

统计药师医嘱（处方）审核工作量；对标记的问题医

嘱（处方）进行回顾、分析；多维度分析药师审核医

嘱（处方）的质量，有效建议、建议采纳率等。

27

药师临床

辅助决策

管理系统

审方流程

系统提供审方药师门诊审方工作平台，支持审方药师

在患者缴费前完成门诊处方的实时审查。

1. 系统提供审方药师门诊审方工作平台，支持

审方药师在患者缴费前完成门诊处方的实时审

查；

2. 系统提供审方药师住院审方工作平台，支持

审方药师在医嘱调剂前完成住院医嘱的实时审

查；

3. 系统按照预设的合理用药规则对处方/医嘱

进行自动审查，包括过敏、禁忌症、适应症、特

殊人群、配伍、相互作用、重复用药、给药途径、

给药时机、给药剂量、给药频率、疗程审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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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交由药师可选取全部或部分处方/医嘱进行人

工审核；审方药师可将审核不合理的处方/医嘱打

回到医生端，由医生选择双签或修改，直到处方/

医嘱审核通过，进入调剂环节，实现审方药师的

实时审方。

28

审方方案和

模式设置

支持筛选需要审方药师人工审查的处方/医嘱；支持按

药师分配审方任务；门急诊支持单张处方或合并患者

当日所有处方审查医生用药问题。

1. 支持筛选需要审方药师人工审查的处方/医嘱。可

按照科室、病区、医生、药品、诊断、警示信息等条

件设置一个或多个审方方案，用于待审核处方/医嘱的

过滤，确定总的待审核处方/医嘱任务。对于不符合方

案设置的处方/医嘱，支持处方/医嘱自动通过审核；

2. 支持按药师分配审方任务：可按照科室、病区、

诊断、药品等条件设置药师的审方权限，系统可根据

药师权限自动将总的待审核处方/医嘱任务分配给审

方药师；

3. 门急诊支持单张处方或合并患者当日所有处方审

查医生用药问题；

4. 住院支持按患者审查或按组拆分审查，按患者审

查即患者一次传入的医嘱为一个审查任务，按组拆分

审查即患者一次传入的医嘱按组号拆分为多个审查任

务，便于医院根据实际需要合理安排审方工作；

5. 支持在审方方案中设置药师工作时间，对于非工

作时间的处方/医嘱，可自动通过审核，不影响处方/

医嘱的执行。

29

审方页面展

示

审方页面一体化展示患者信息、处方/医嘱信息、检查

检验信息、手术信息、电子病历信息、生命体征趋势

图、入院记录、病程记录及系统自动审查结果；其中

对患者异常检验指标突出显示。

1. 审方页面一体化展示患者信息、处方/医嘱信

息、检查检验信息、手术信息、电子病历信息、

生命体征趋势图、入院记录、病程记录及系统自

动审查结果；其中对患者异常检验指标突出显示；

2. 药品使用监护点的突出展示，药品使用监护

点（已覆盖上市西药）即药师在审方某个药品的

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信息，包括与药品适应症、

疗效、禁忌症、不良反应等相关的检验指标、检

查、生命体征和手术信息，其中对患者异常检验

指标突出显示；助力药师快速、全面、精准的审

核处方/医嘱；

3. 可实时展示给审方药师，总的待审核处方/医

嘱任务数量和分配给该药师的的待审处方/医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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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数量；

4. 支持呈现药师对处方/医嘱的历史审核记录、

状态、干预过程等内容；

5. 支持用户自定义设置处方/医嘱明细页面展

示的字段，并可设置字段排序，方便药师关注信

息的优先展示；

30

处方/医嘱人

工审查

支持审方药师查看分配给自己的待审处方/医嘱任务，

支持优先审核，支持审方药师在审核处方/医嘱时对系

统自动审查结果进行确认，并支持人工输入审核意见

及用药建议。

1. 支持审方药师查看分配给自己的待审处方/

医嘱任务；门急诊可按科室、医生、处方号进行

任务筛选；住院可按病区、医嘱类型、患者号进

行任务筛选；

2. 支持优先审核：先开具处方/医嘱、紧急处方

/医嘱；

3. 支持审方药师选择多张处方/医嘱，批量审核

通过；

4. 支持审方药师在审核处方/医嘱时对系统自

动审查结果进行确认，并支持人工输入审核意见

及用药建议；对于人工输入的内容，支持药师自

定义审核意见模板，便于药师在审核时进行选择；

5. 支持审方药师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选择是否

强制要求医生修改处方/医嘱；

6. 支持待审处方/医嘱超过规定时间，自动超时

通过，并支持用户自定义超时时间；

7. 支持处方/医嘱打回后，当医生超过一定时间

未处理时提示给药师，且可以对医生超时未处理

的时间进行设置；

8. 支持处方/医嘱打回后，当医生跟审方药师沟

通后可以通过审查时，支持处方/医嘱的重新审查

通过，并支持药师输入通过理由；

9. 支持处方/医嘱的收藏，并可设置收藏分类，

用于经典案例回顾等；

10. 支持在处方/医嘱审核任务上添加备注信息

用于审方过程的记录，如“跟医生沟通需要审核

通过”等。

31

审方评价

支持查看进入审方系统的全部处方或医嘱，包括人工

审核通过及打回的处方/医嘱、系统自动通过、超时通

过的处方/医嘱。

1. 支持查看进入审方系统的全部处方或医嘱，

包括人工审核通过及打回的处方/医嘱、系统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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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超时通过的处方/医嘱；

2. 支持处方/医嘱审核历史的查看，包括审方药

师审核意见及医生处理结果；

3. 支持根据多重条件，抽取已审核处方/医嘱供

药学管理人员进行回顾性分析评价，并可根据评

价结果生成评价报表；

4. 支持审方药师登入系统查看本人的审方评价

结果；

5. 支持处方/医嘱审方工作统计，包括：

1） 从机构、科室、医生等角度统计处方/

医嘱数量及审查概况，便于审方药师掌握本院

审方整体情况，针对性安排回顾性分析和管理

措施；

2） 统计各审方药师审核的处方数/医嘱组

数、审核通过、审核打回的处方数/医嘱组数

等，便于审方负责人查看各审方药师的工作情

况，可用于审方药师的绩效考核；

3） 从机构、科室、医生、药师等角度统计

处方/医嘱打回后医生对打回处方/医嘱的处

理情况，便于评估药师审方对医生的影响，从

数据层面提供依据管控医生行为，提高审方的

有效干预率；

4） 从机构、科室、医生、药师等角度统计

药师审方的效率及医生处理的效率，有助于合

理安排工作，并可辅助用于审方超时时间的设

置；

5） 统计药师审核的处方/医嘱中各问题类型

的发生的情况，有利于药师了解审方中问题的

发生情况，可辅助药师进行审方方案调整。

32

医院患者

用药管理

系统

系统知识库

内容及更新

系统知识库支持更新，更新后，会出现提示更新信息；

供用户自主选择全部更新、部分更新或不更新患者用

药规则。

33

患者用药教

育自定义

1. 药师登录合理用药系统知识建设后，即可对

药品/产品的患教规则进行查看和维护，能够对用

药教育规则进行新增、修改和删除；

2. 系统支持药师根据诊断、药品或合用药品（剂

型、剂量、频率、给药途径）、性别、年龄、妊

娠状态（孕周）等情况进行个性化患教用药教育

信息自定义内容，即自定义改变用药指导单中的

注意事项，设置间隔服药、育龄女性/男性用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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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孕期用药提示、其他用药注意事项等个性化

规则，为相应患者提供医院个性化用药指导，实

现患者教育内容精准化，提高患者用药的依从性

和有效性；

3. 系统支持自定义规则审核后立即生效（不需

要重启服务器）；药师自定义对患者进行用药相

关指导提示，并可以快速更新到患者手中。

34

患者用药指

导单打印

1、从 HIS 方获取处方后，患教系统自动进行用药指导

单的组装与生成。并可设置内容，包含：用药指导单

名称、指导单提示说明、给药时机名词是否显示、药

物销售单价是否显示、发药窗口号是否显示、生产厂

家是否显示、药物存放区码是否显示，用药指导单中

的数据显示是否以医院数据为准。

2、支持对已生成的用药指导单到打印机的分配，最终

打印出供药师和患者使用的用药指导单

3、支持向医院系统提供电子版用药指导单，供医院系

统自行打印。

35

患者用药教

育信息查看

1. 用药指导单生成后，药师可直接查看处方中

存在的注意事项信息；

2. 系统提供相应的患教规则入口，点击即可查

看某药品的相应规则；

3. 系统支持药品维度患教信息统计、日期两种

维度的患者教育指导信息统计。

36

患者离院后

用药教育后

台

1. 支持权限组管理、设置医生问答端的权限、

分类、描述等信息；

2. 支持设置前台分类；

3. 支持查看用户总数、分类；

4. 支持查看医生工作量、服务质量；

5. 支持对问答总量、时间进行限制；

6. 支持患者查看。

37 患者离院后

用药教育前

台

1. 患者离院后用药教育支持多渠道发送消息：

2. 支持对接医院公众号；

3. 支持问答消息推送；

4. 支持患者管理个人药箱并进行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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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支持导入并查看医院的电子处方。

38

电子药历

管理系统

电子药历操

作

按患者为单位新建药历，可查看未归档和已归档的所

有药历，可将未完成编辑的药历自动暂存，随时进行

修改和补充编辑，可将已完成药历进行归档，归档后

不能进行修改。

39
电子药历界

面

可根据患者使用过的药物选择性导入，用药分析内容

编辑、模板建立、引用，初始药物治疗监护内容编辑、

模板建立、引用；可根据患者使用过的药物选择性导

入等。

40
模板管理

对建立的共享模板进行新增、归类、编辑、修改、以

及删除。

41 工作量统计 支持统计药师电子药历填报工作量。

42

不良反应

管理系统

报告表操作

以患者为单位，门诊、住院分别新建报告表，一个患

者可建多份报告；可查看所有建立的报告表；可对建

立的报告表进行编辑；可将未完成编辑的报告表自动

暂存，随时进行修改和补充编辑；可对自己创建的报

告表进行删除。

43

报告表界面

可根据患者使用过的药物选择性导入，可自定义添加；

填报内容的结构化、固定化，多数内容进行勾选填报

即可。

44

门诊发药

管理

门诊处方审

核

全面展示待审核的处方信息，同时提示患者的基本体

征信息、过敏史、诊断、肝肾功能以及其他个体化信

息，药师在审核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可调取患者的病

历、检查检验结果等数据，审核维度覆盖患者个体化

(如体重、年龄、性别、肝肾功能、过敏史等方面)、

药物相互作用、用药剂量、用药禁忌等，并可实时与

开药医生进行交流。

45

门诊药房配

发药

系统自动打印药品调配清单，由药师按调配单取药后

系统进行调配确认，通过发药机或者人工完成药品调

配工作。

处方调配完成后，门诊发药系统接收到处方信息，通

过刷卡或人工选择等方式确定发药的患者与对应的处

方，系统进行发药确认，同时扣减库存，按需要打印

用药嘱托给患者。

46
门诊退药处

理

门诊退药申请由医生发起，患者将药物退还药房系统

确认退药，并传送退药信息到收费部门进行退费。

47
住院发药

管理

住院发药审

核
根据医嘱进行住院发药审核。长期类医嘱只需在开立

后审核一次，全面展示审核的医嘱信息，同时需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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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患者的基本体征信息、过敏史、诊断、肝肾功能以

及其他个体化信息，药师在审核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

可调取患者的病历、检查检验结果等数据，审核维度

覆盖患者个体体征(如体重、年龄、性别、肝肾功能、

过敏史等方面)、药物相互作用、用药剂量、用药禁忌

等，并可实时与开药医生进行交流。

48

住院药房调

剂

口服单剂量摆药。打印摆药单，根据医嘱的用药频次

将同一个患者单次的口服药 进行包装，包装袋上打

印单剂量条码，然后按单据、病区等条件进行发药确

认，系统扣减库存。

批量摆药。打印摆药单，对摆药单中的药物按品规进

行汇总后摆药，调剂完成后进行发药确认，系统扣减

库存。

49 住院退药处

理

医生发起或根据医嘱的停止由系统自动判断生成退药

申请，护士复核退药单，将药物送还药房，药房系统

进行确认，退药完成。

50

静脉药物

配置中心

管理

静配中心医

嘱执行批次

管理

为保证患者能够及时快速用药，合理临床用药时间，

在“以病人为中心”的管理理念下，静配中心设置自

动批次系统，确保有静脉用药的病人，人人有第 1 批，

同时考虑到了连续输液的不间断、不积压，合理安排。

51

静配追溯管

理

采用二维码技术，每张处方均设有唯一二维码，从审

方、排药、冲配、空瓶核对、运送、输注等环节层层

自动审核确认，通过软件扫描处理可监控追溯至该处

方的每一操作环节以及操作人员，做到数字化实时监

控。

52

药品配送管

理

在药品接收时，护士通过扫描条码进行审核。当扫描

到其他科室的药品时，系统在串科记录中会添加一条

其他科室的药品信息，并发音提示。串科药品的所属

科室也可通过系统查询出药品当前所在的科室，并通

知工人转送，从而避免药品的丢失。

53

动态排台管

理

管理者在线便可以了解员工的在岗、工作、纪律情况

和请休假情况，并对员工的工作情况以及静脉药物配

置、运送、使用情况能够实时掌握；员工还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安排班次调换、确认，体现管理过程中的人

性化。

54
工人追溯考

核

可查询送药人、出发时间、护士接收药品的接收时间，

进而统计出工人送药过程的用时及药品存放护士站的

用时，为工人的绩效考核提供科学依据，提供工人的

积极性，同时对静配成品药的物流进行监管及追溯。



305

55
配置成品效

期管理

根据药品有效成分稳定性设置效期管理，对于配置后

存储效期比较短的药品系统自动提示，静配中心启动

应急运送管理机制，并通知临床及时应用，保证患者

用药安全性。

56 设备智能在

线监控

对设备利用率情况、设备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做

到随时了解设备使用情况及运行状况，便于领导决策

及设备故障提前预警。

57

环境监控

环境监控可以对药品储存环境温湿度、洁净区环境进

行实时监控，做到随时了解药品储存条件、药品配置

环境条件。确保药品存储的安全性，保证患者用药的

安全。

58

静配药库管

理

基于条码和自动识别技术对静配中心的药品仓库进行

信息化管理，有效监督仓库进出流程，实现批次管理、

快速出入库和动态盘点。

系统采用货位管理，设置最低库存量报警，自动盘点

差错，自动提醒管理人员及时补充药品，同时对用药

量小的药物进行醒目特殊提示，提示管理者合理计划

调拨药品，既保证临床用药，又可以使药品不至于用

药量小而导致积压浪费。提供多种报表，给管理及财

务提供决策支持。

59
药品库房

管理

药品入库管

理

处理采购入库、其他入库及财务验收、付款处理等功

能。

60
药品出库管

理 提供药品出库、出库单确认和出库汇总等功能。

61
药品调价管

理

支持进行药品调价、汇总处理等；支持自动调价与人

工调价功能等。

62
采购计划管

理

系统根据药品消耗情况自动生成采购计划，并进行计

划的审批、执行及评估等。

63
药品管理

对库存药品进行质量的审查，同时可不定期进行库存

的盘点，并进行月底过账处理；支持药品报损管理等。

64

库存管理

库存分布、药品存放位置、采购计划、定货、调价、

盘点、溢余、短缺、报损、结存等日常单据的业务并

记明细帐、流水帐和打印，系统自动进行库存调节。

65
批次管理

支持药品批次管理和药品条码化管理等，要求可根据

参数设置药品“先入先出”或“效期先出”原则。

66
特殊药品管

理

对贵重、麻、毒、抗菌药品进行识别，对用药权限与

数量进行控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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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效期管理

各药品库存单元可设置近效期药品报警天数，低于设

置低限系统自动弹框提醒。药库点击报警信息查看，

自动获取该药各调剂部门库存余量，以便全科统筹调

配或及时联系供货商解决是否退货处理；药房点击报

警信息查看可获取其它调剂部门库存，以便于调剂部

门之间调拨使用及各部门呆滞药品管理；病区药房或

急诊药房还可掌握各临床科室基数药品效期与库存是

否合理，减少药品报损浪费。支持近效期药品生成报

表导出、打印等。

67

会计核算

实物台帐与会计台帐的查询；进销差价的比较、分析；

库房的收支分析及收支报表；财务月报和总分类帐查

询、统计、打印等。

68 综合查询功

能

包含库存查询、采购差价统计、收发存表、收发存分

析、统计查询，支持所有工作相关统计、查询和打印

功能。

69 库存预警管

理

按照各药品设置好的高储标准和低储标准，系统自动

统计超过高储数量的药品及低于低储数量的药品，进

系统时候自动弹出以示提醒，利于医院合理用药等。

70
药品参数管

理

提供系统选项，药品基本信息维护，库位编码维护，

入、出库方式维护，药品报表的设置，初始转账和初

始账册等维护，能对药品实现商品名和通用名的双重

管理。

31、福建省儿童医院院感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院感染病

例监测

投标人或厂商所投产品应用于省级及以上院感质控中

心。提供合同、验收、中标通知或使用单位证明，并

加盖投标人及厂商公章。

感染病例登记、查询，各类医院感染报表，可从医院

信息系统（HIS）中自动获取或手工补录入患者基本资

料及感染相关信息。

1、疑似医院感染病例预警列表展示

1)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在院患者所有仍未处理的

疑似医院感染病例预警工作列表中患者预警的浏

览、导出功能

2)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在院患者所有已经处理的

和仍未处理的疑似医院感染病例预警工作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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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预警的浏览、导出功能

3)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出院患者所有仍未处理的

疑似医院感染病例预警列表中患者预警工作列表

的浏览、导出功能

4)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出院患者所有已经处理的

和仍未处理的疑似医院感染病例预警工作列表中

患者预警的浏览、导出功能

2、疑似医院感染病例信息内容展示

1)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感染病例预警信息中包含

疑似感染部位

2)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感染病例预警信息中包含

疑似感染日期

3)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感染病例预警信息中自动

区分院内院外感染情况

4)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感染病例预警信息中自动

设置感染所在病区

5)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感染病例预警信息中根据

医院诊断情况自动设置感染相关致病菌的菌培养

类型

6)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感染病例预警信息中包含

预警持续的时间段中特定产生预警的异常发生次

数

7)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感染病例预警信息中包含

预警持续的时间段

8)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感染病例预警信息中包含

预警持续的天数

9)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感染病例预警信息中包含

预警持续的时间段中发热次数

10)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感染病例预警信息中包

含预警持续的时间段中送检血常规的次数以及血

常规异常次数

11)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感染病例预警信息若为

三管相关感染，会包含三管相关危险因素的疑似

感染发生前置管天数

12)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感染病例预警信息若为

三管相关感染，会包含三管相关危险因素的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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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时间段中置管天数

3、感染要素时序图

1)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感染要素时序图，以天为

单位图形化展示患者入院到出院整个住院过程中

感染相关危险因素的变化情况

2) 院感系统支持以天为单位图形化展示患者住

院过程中三大管使用情况

3)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以天为单位图形化展示患

者住院过程中发热情况及发热值

4)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以天为单位图形化展示患

者住院过程中血常规、尿常规、粪常规、其他常

规异常情况、送检培养情况及细菌检出情况

5)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以天为单位图形化展示患

者住院过程中手术基本信息

6)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以天为单位图形化展示患

者住院过程中使用抗菌药物情况

7) 院感系统支持点击感染要素时序图的任意一

天后以两周为单位展示患者感染相关明细数据数

据

4、感染相关诊疗数据展示

1)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患者住院过程中的转病区

记录

2)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电子病历的病程记录的浏

览功能，在电子病历系统提供了文本内容的前提

下，院感系统提供病程记录中感染关键词标注功

能

3)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影像检查报告浏览功能，

提供影像检查报告感染关键词标注功能，院感系

统支持展示一个住院患者例次住院过程中影像检

查报告浏览功能

4)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患者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包括抗菌药物名称、医嘱起止时间、药物等级、

开医嘱医生、医生等级、给药方式

5)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患者细菌培养原始数据展

现功能，包括标本、细菌名称、细菌培养分类、

耐药级别、是否 ESBL 阳性

6)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患者手术原始数据展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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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包括手术时所在病区、手术名、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愈合等级、切口等级、麻醉评分、手

术医生、手术助手、麻醉医生、麻醉方式、手术

小时

7)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患者常规检验数据展现功

能，包括标本、常规类别、白细胞值、中性粒细

胞值

8)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患者医嘱中插管相关原始

数据展现功能，包括治疗类型、治疗名称、开始

时间、终止时间、持续天数

9)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患者异常体温数据展现功

能，包括体温异常时所在科室、体温异常日期、

体温

5、医院感染病例预警处理操作

1)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和临床医

师展示患者入院以来的感染诊断信息

2)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和临床医

师提供快速“确认”疑似感染功能

3)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和临床医

师提供快速“排除”疑似感染功能

4)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和临床医

师提供快速“排除全部疑似诊断”疑似感染功能

5)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和临床医

师提供快速“确认全部疑似诊断”疑似感染功能

6)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提供添加

感染部位的功能

7)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提供编辑

感染部位的功能

8)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提供确认

一个疑似感染例次为社区感染的功能

9)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提供确认

一个疑似感染例次为医院感染的功能

10)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提供拆

分感染例次的功能

6、医院感染病例处理工作辅助

1)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展示提供



310

浏览病例收藏夹的功能

2)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展示提供

最近访问患者列表的功能

3)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展示支持

导出病例数据和病例情况表的功能

4)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展示提供

患者 ID、姓名模糊查询的功能

5)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提供记事

本的功能

7、暴发预警辅助诊断

1)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任意日期超出阈值的病区

超出的指标值过去 2 周的变化趋势图

2)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任意日期超出阈值的病区

超出的指标值过去 2 周的变化趋势图中每一天的

节点点击后显示患者明细信息的功能

3)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任意日期上述危险因素全

院汇总的指标值

4)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任意日期超出阈值的病区

全院汇总的指标值过去 2 周的变化趋势图

5)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任意日期超出阈值的病区

全院汇总的指标值过去 2 周的变化趋势图中每一

天的节点点击后显示患者明细信息的功能

6)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任意日期任意病区住在患

者人数过去 2周的变化趋势图

7)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任意日期任意病区处在感

染状态的患者人数过去 2 周的变化趋势图

8)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任意日期任意病区现患率

过去 2 周的变化趋势图

9)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任意日期任意病区住在患

者人数过去 2周的变化趋势图中每一天的节点点

击后显示患者明细信息的功能

10)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任意日期任意病区处在

感染状态的患者人数过去 2周的变化趋势图中每

一天的节点点击后显示患者明细信息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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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手术部位

感染监测

由手术室在手术信息登记时填写，并自动传送到院感

管理系统中；也可以由院感工作人员补录入。

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手术患者手术部位

感染发病率

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手术患者术后肺部感染发病率

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择期手术患者医院感染发生率

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按 ICD-9 编码的手术部位感染发病率

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清洁手术甲级愈合率

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清洁手术手术部位感染率

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清洁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百分率

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清洁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人均用药天数

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手术术前 0.5h～2h 给药百分率

1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手术时间大于 3h 的手术术中抗菌药物追加执行率

1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按危险指数统计各类危险指数手术部位感染发病率

1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按手术医师（代码）统计医师感染发病专率

1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按手术医师（代码）统计医师按不同危险指数感染

发病专率

1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平均危险指数

1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医师调整感染发病专率

3 ICU 监测

患者感染

主要对于成人及儿童重症监护病房（ICU）的患者进行

目标性的监测。计算导尿管病使用率和与导尿管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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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 性尿路感染率、中心静脉导管使用率和与相关性原发

性菌血症感染率、呼吸机使用率和与相关性肺部感染

率。

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能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各 ICU 病区的医院感染（例次）

发病率

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千日医院感染（例次）发病率

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各 ICU 病区的尿道插管千日使用率

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中央血管导管千日使用率

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呼吸机千日使用率

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能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各 ICU 病区的尿道插管相关泌尿

道感染发病率

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中央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病率

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病率

4

高危新生

儿感染监

测

主要对于高危新生儿（HRN）的患者进行目标性的监测，

计算中心静脉导管使用率和与相关性原发性菌血症感

染率、呼吸机使用率和相关性肺部感染率

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能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各新生儿病区的新生儿患者医院

感染发生率

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不同出生体重分组新生儿千日感染发病率

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新生儿患者医院感染例次发病率

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1000g 新生儿千日医院感染例次发病率

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1001~1500g 出生体重分组新生儿千日医院感染例次发

病率

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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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2500g 出生体重分组新生儿千日医院感染例次发

病率

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2500g 出生体重分组新生儿千日医院感染例次发病

率

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1000g 新生儿中央血管导管使用率

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1001~1500g 新生儿中央血管导管使用率

1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 1501~2500g 新生儿中央血管导管使用率

1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2500g 新生儿中央血管导管使用率

1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1000g 新生儿呼吸机使用率

1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 1001~1500g 新生儿呼吸机使用率

1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 1501~2500g 新生儿呼吸机使用率

1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2500g 新生儿呼吸机使用率

1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各新生儿病区的不同出生体重分

组新生儿脐或中央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病率

1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不同出生体重分组新生儿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病率

1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1000g 新生儿中央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病率

1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 1001~1500g新生儿中央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病

率

2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 1501~2500g新生儿中央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病

率

2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2500g 新生儿中央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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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1000g 新生儿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病率

2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 v1001~1500g 新生儿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病率

2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 1501~2500g 新生儿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病率

2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2500g 新生儿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病率

5

抗菌药物

监测

自动统计抗菌药物的使用人数、使用目的进行监测，

记录联合用药的信息，输出相关统计分析图表。

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能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出院患者抗菌药

物使用率

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

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预防使用抗菌药物构成比

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治疗使用抗菌药物构成比

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出院患者人均使用抗菌药物品种数

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住院患者人均使用抗菌药物天数

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出院患者使用抗菌药物病原学送检率

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出院患者治疗性使用抗菌药物病原学送检率

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治疗前病原学送检率

1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住院患者限制类抗菌药物治疗性使用前病原学送检

率

1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住院患者特殊类抗菌药物治疗性使用前病原学送检

率

1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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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洁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百分率

1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清洁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人均用药天数

1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手术术前 0.5h～2h 给药百分率

1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手术时间大于 3h 的手术中抗菌药物追加执行率

1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住院患者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治疗前血培养送检率

1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住院患者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治疗前血培养送检率

1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住院患者体温异常血培养送检率

1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 I 类切口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率

2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 I 类切口手术预防使用抗菌药物天数

2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 I 类切口手术术后 24 小时内抗菌药物停药率

2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能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各手术医师的手术术前 0.5h～

2h 给药百分率

2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手术时间大于 3h 的手术中抗菌药物追加执行率

2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能自动按季度统计全院及各病区对各致病菌耐药超

过标准值的抗菌药物种类

6

环境卫生

学监测

录入医院消毒卫生学监测的检验结果，软件可对监测

结果自动评价，并打印监测报告单和各类统计图表和

报表。

7

现患率调

查

供感染科做现患率调查时录入数据，基本上是仿照现

患率个案调查表的形式来做的，重点用于统计各科室

调查时的感染情况、抗菌药物使用情况、细菌培养等

情况。

8
针刺伤录

入及处理

录入职工针刺伤的详细情况之后，系统可以自动根据

关联患者的情况做出处理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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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9

职业暴露

录入及处

理提示

录入职工的血液体液暴露情况之后，可以自动为此次

暴露评级，并根据关联患者的情况做出处理提示。

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登记暴露者基本情况、本次暴

露方式、发生经过描述、暴露后紧急处理、血源患者

评估、暴露者免疫水平评估、暴露后的预防性措施、

暴露后追踪检测、是否感染血源性病原体的结论等

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录入功能

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保护医务人员隐私的保密功能

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到期提醒疫苗接种、追踪检测

等功能

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分析功能

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可提醒针刺伤医护人员后续检

查

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提供对针刺伤医护人员随访功

能

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提供针刺伤事件登记搜索功能

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提供针刺伤事件登记导出和打

印报告、统计功能（按工龄、职业、暴露科室、暴露

途径进行统计）

10

暴发预

警

此暴发预警会从当前日期开始，向前推算一定的天数

内，自动计算同一科室、同一感染诊断的次数，达到

用户设定的次数时，给予提示，双击记录时可以自动

打开该患者的详细感染记录。

1.高风险因素相关医院感染聚集

1)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任意日期基于危险因素的

预警：群体性发热预警、群体便常规送检预警、

群体性使用呼吸机预警、群体性使用中心静脉插

管预警、群体性使用泌尿道插管预警、重点菌检

出预警、同种微生物群体性检出预警

2)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发热阈值、便常规送检阈

值、呼吸机使用阈值、中心静脉插管阈值、泌尿

道插管阈值、菌检出阈值调整功能

3)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的预警设置参数有时间范

围和最小次数范围

4)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任意日期超出阈值的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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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任意日期超出阈值的病区

超出的指标值

2.指定日期在床患者相关医院感染聚集

1) 院感系统支持监测任意日期所有病区的现患

情况

2) 院感系统支持对各病区现患情况分别设定基

准感染率阈值

3)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对任意日期超出阈值的病

区自动标红显示

4) 院感系统支持可以根据现患率对各病区进行

排序

3.医院感染散发病例时间、空间分布

1) 院感系统支持点击病区后展示该病区任意日

期的前后各一周的按照床位列表的在病区患者医

院感染情况

2) 院感系统支持点击病区后展示该病区任意日

期的前后各一周的按照床位列表的在病区患者通

过图例展示住院患者的呼吸机使用情况、中心静

脉插管使用情况、泌尿道插管使用情况、发热情

况、血常规情况、尿常规情况、痰培养检出情况、

其它培养检出情况、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11

数据采集

和记录

1、住院患者的基本信息

1) 院感系统支持采集住院患者的基本信息：住

院患者标识符、住院次数、病案号、姓名、性别、

出生日期、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入院日期时间、

出院日期时间、离院方式、主治医师

2) 院感系统支持采集住院患者的住院期间转移

信息：入住病区代码、入病区日期时间、出病区

日期时间

2、住院患者诊疗相关临床数据

1) 院感系统支持采集住院患者的器械相关治疗

信息：医嘱号、器械相关治疗医嘱、器械相关治

疗医嘱开始时间、器械相关治疗医嘱终止时间

2) 院感系统支持采集住院患者的病原学检验信

息：检验号、标本采集时间、结果报告时间、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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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培养结果、特殊标记、备注

3) 院感系统支持采集住院患者的抗菌药物敏感

性试验信息：检验号、标本采集时间、报告时间、

标本、菌名、抗菌药物名称、药敏结果

4) 院感系统支持采集住院患者的生命体征信

息：日期、发热体温

5) 院感系统支持采集住院患者的常规检验信

息：检验号、标本采集时间、结果告时间、标本、

检验名称、检验子项名称、子项结果值、是否异

常

6) 院感系统支持采集住院患者的影像学报告信

息：检查号、检查部位、检查类型、检查时间、

检查所见、印象

7) 院感系统支持采集住院患者使用抗菌药物的

通用名称、使用开始日期时间、使用结束日期时

间、等级、用药目的、给药方式、处方医师姓名、

职称

8) 院感系统支持采集住院患者的手术信息：手

术名称、手术 ICD 编码、手术开始日期时间、手

术结束日期时间、手术切口类别代码、手术切口

愈合等级代码、美国麻醉师协会（ASA）评分、急

诊手术、手术患者进入手术室后使用抗菌药物通

用名称、手术患者进入手术室后抗菌药物给药日

期时间、手术医师（代码）、植入物使用、失血

量、输血量、手术备皮方式及时间

9) 院感系统支持病案首页手术登记、手术麻醉

系统、术后登记系统等多个数据来源的手术记录

3、医院感染判读类数据

1) 院感系统支持记录医院感染判断相关数据：

医院感染部位名称、医院感染日期时间、医院感

染转归情况、医院感染转归日期时间、是否新发

医院感染、医院感染属性、手术部位感染名称、

实验室检出病原体的感染类型等

4、自动采集要求

1) 通过数据访问中间件，院感系统支持每天定

时自动采集 HIS,RIS,LIS，PACS、EMR、手术麻醉

系统等医疗机构已有业务系统中存储的住院患者

感染相关临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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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综合性能

监测

1、每日自动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提供医院感染病例工

作列表

1) 院感系统支持根据每日新采集的住院患者感

染相关临床数据自动生成住院患者的疑似医院感

染病例预警

2)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医院感染病例预警以待处

理任务列表的形式展示给医院感染监测人员

3)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在院患者所有仍未处理的

疑似医院感染病例预警列表，列表按照科室分组

4)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在院患者所有已经处理的

和仍未处理的疑似医院感染病例预警列表，列表

按照科室分组

5)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出院患者所有仍未处理的

疑似医院感染病例预警列表，列表按照出院月份

分组，不因转科、出院等情况消失

6)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出院患者所有已经处理的

和仍未处理的疑似医院感染病例预警列表，列表

按照出院月份分组，不因转科、出院等情况消失

2、每日自动向临床医师提供医院感染病例工作列表

1) 院感系统支持无需医院感染监测人员操作疑

似医院感染病例预警自动以任务列表的形式展现

给临床医生

2)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医院感染病例预警列表临

床医生只需要确认或者排除

3)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在院患者的疑似医院感染

病例预警情况给临床医师

4)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出院患者疑似医院感染病

例预警情况给临床医师

3、增量式预警

1) 院感系统支持根据每日新采集的患者感染相

关临床数据与之前采集的患者感染相关临床数据

综合分析，已经确诊的医院感染病例没有新的变

化不再预警

2) 院感系统支持已经诊断医院感染例次中的致

病菌重复检出不再重复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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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干预和反

馈

1、医院感染监测专业人员与临床医师交流

1) 院感系统支持具备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和临床

医生对疑似医院感染病例诊断进行沟通的功能

2)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医院感染监测人员与临床

医生基于患者的交流功能

3) 院感系统支持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可以主动发

送消息给临床医师

4) 院感系统支持发送消息可以选择模板

5) 院感系统支持可以自动发送多重耐药菌该月

消息

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未读消息提醒功能

7) 院感系统支持以患者为单位显示所有交流信

息

8) 院感系统支持记录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和临床

医生交流双方账号

9) 院感系统支持交流信息查询参数包括发送时

间、病例 ID、患者病区、发送人帐号

1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消息内容模糊查询功能

1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干预

院感管理功能

2、干预推送

1) 院感系统支持具备干预措施推送功能

2) 院感系统支持将病例诊断建议

3) 院感系统支持感染防控要点等内容及时推送

给医生进行干预

3、临床医生反馈

1) 院感系统支持临床医师可以主动发送消息给

医院感染监测人员

2) 院感系统支持临床医师确认的功能

3) 院感系统支持临床医师排除的功能

4) 院感系统支持若临床医生排除预警，需要先

发消息给医院感染监测人员解释排除理由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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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院感系统支持临床医师编辑的功能

6) 院感系统支持临床医师移动的功能

7) 院感系统支持临床医师主动上报的功能

8) 院感系统支持临床医师全部确认的功能

4、医院感染知识学习

1) 院感系统支持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可以维护感

染学习知识库

2) 院感系统支持临床医生可以学习感染知识

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医院感染学习知识访问量

统计功能

14

统计分析 1、统计分析的基本功能要求

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具备查询任意时段全院及

各病区医院感染统计分析结果的功能

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任意日期凌晨 0 点现患情

况的功能

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结果为全院、病区等

多级层次展示的功能

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以表格等方式展示统计分

析结果的功能

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直接导出统计分析结果的

为 Excel 格式的文档

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以图形等方式展示统计分

析结果的功能

2、医院感染基础数据统计指标-无需医院感染病例识

别的指标

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住院人数

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住院天数

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出院人数

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尿道插管千日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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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中央血管导管千日使用率

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呼吸机千日使用率

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手术人数

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多重耐药菌检出数

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抗菌药物使用人数

3、医院感染发病率、患病率等需要医院感染判读的指

标

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在每日新发医院感染病例得到确认的基础

上，根据预设的标准算法

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医院感染（例

次）发病率

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千日医院感染（例次）发病率

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医院感染现患（例次）率

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手术患者手术部位感染发病率

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尿道插管相关泌尿道感染发病率

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中央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病率

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病率

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多重耐药菌感染（例次）发生率

1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多重耐药菌感染例次千日发生率

1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多重耐药菌定植例次千日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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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手术相关统计指标

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手术患者

手术部位感染发病率

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清洁手术甲级愈合率

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清洁手术手术部位感染率

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清洁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百分率

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清洁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人均用药天数

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手术术前 0.5h～2h 给药百分率

5、器械使用率、器械相关感染发病率指标

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能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尿道插

管千日使用率

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中央血管导管千日使用率

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呼吸机千日使用率

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尿道插管相关泌尿道感染发病率

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中央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病率

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病率

6、抗菌药物相关指标

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能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出院患

者抗菌药物使用率

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

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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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预防使用抗菌药物构成比

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治疗使用抗菌药物构成比

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出院患者人均使用抗菌药物品种数

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住院患者人均使用抗菌药物天数

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出院患者使用抗菌药物病原学送检率

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出院患者治疗性使用抗菌药物病原学送检率

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住院患者抗菌药物治疗前病原学送检率

1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住院患者限制类抗菌药物治疗性使用前病

原学送检率

1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住院患者特殊类抗菌药物治疗性使用前病

原学送检率

1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清洁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百分率

1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清洁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人均用药天数

1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手术术前 0.5h～2h 给药百分率

7、细菌耐药指标

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能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多重耐

药菌检出率

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多重耐药医院感染致病菌分离绝对数

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多重耐药医院感染致病菌对抗菌药物耐药率

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多重耐药菌感染（例次）发生率

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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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多重耐药菌感染例次千日发生率

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多重耐药菌定植例次千日发生率

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不同医院感染病原体构成比

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医院感染致病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15

数据上报 1、临床医师主动上报医院感染病例

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设置临床医生主动上报功能，对系统未自动

筛查出的、由临床医生诊断的医院感染病例进行

上报

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对临床医生诊断的系统未自动筛查的医院感

染病例进行上报

2、医疗机构上报院感过程数据到各省区域化、信息化

平台

1) 省院感数据上报平台符合国家质控中心规定

的按照过程类数据上报的要求

2) 医疗机构无缝对接省上报平台，满足过程类

数据上报的标准要求

16

消毒灭菌

监测

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监测数据的手工录入功能

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自动判断监测结果是否合格

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空气、物表、手监测报告浏览、

编辑、配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一次性无菌物品监测报告浏

览、编辑、配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手术器械报告浏览、编辑、配

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口腔诊疗器械报告浏览、编辑、

配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灭菌器生物学监测报告浏览、

编辑、配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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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一般医疗用品报告浏览、编辑、

配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呼吸机管路报告浏览、编辑、

配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1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床单位报告浏览、编辑、配置、

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1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清洗质量监测报告浏览、编

辑、配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1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软式内镜报告浏览、编辑、配

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1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硬式内镜报告浏览、编辑、配

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1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手术房报告浏览、编辑、配置、

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1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移植病房报告浏览、编辑、配

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1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监护室浏览、编辑、配置、搜

索、导出、打印功能

1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配液间浏览、编辑、配置、搜

索、导出、打印功能

1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实验室报告浏览、编辑、配置、

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1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透析液浏览、编辑、配置、搜

索、导出、打印功能

2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置换液浏览、编辑、配置、搜

索、导出、打印功能

2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反渗水浏览、编辑、配置、搜

索、导出、打印功能

2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 A 液报告浏览、编辑、配置、

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2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内毒素报告浏览、编辑、配置、

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2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消毒剂浏览、编辑、配置、搜

索、导出、打印功能

2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灭菌剂报告浏览、编辑、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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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2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紫外线灯强度监测报告浏览、

编辑、配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2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被服监测报告浏览、编辑、配

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2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食品卫生监测报告浏览、编

辑、配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2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致病菌定性监测报告浏览、编

辑、配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17

细菌耐药

性监测

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能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多重耐药菌检出

率

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多重耐药医院感染致病菌分离绝对数

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多重耐药医院感染致病菌对抗菌药物耐药率

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多重耐药菌感染（例次）发生率

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多重耐药菌感染例次千日发生率

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多重耐药菌定植例次千日发生率

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不同医院感染病原体构成比

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医院感染致病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多重耐药菌(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率

1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万古霉素的粪肠球菌)检出率

1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万古霉素的屎肠球菌)检出率

1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三、四代头孢菌素的大肠埃希菌)检

出率

1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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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重耐药菌(耐三、四代头孢菌素的肺炎克雷伯菌)

检出率

1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大肠埃希菌)检出率

1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肺炎克雷伯菌)检出率

1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鲍曼不动杆菌)检出率

1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铜绿假单胞菌)检出率

1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医院感

染发生率

1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万古霉素的粪肠球菌)医院感染发生

率

2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万古霉素的屎肠球菌)医院感染发生

率

2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三、四代头孢菌素的大肠埃希菌)医

院感染发生率

2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三、四代头孢菌素的肺炎克雷伯菌)

医院感染发生率

2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大肠埃希菌)医院感染

发生率

2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肺炎克雷伯菌)医院感

染发生率

2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鲍曼不动杆菌)医院感

染发生率

2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铜绿假单胞菌)医院感

染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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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医院感

染例次发生率

2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万古霉素的粪肠球菌)医院感染例次

发生率

2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万古霉素的屎肠球菌)医院感染例次

发生率

3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三、四代头孢菌素的大肠埃希菌)医

院感染例次发生率

3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三、四代头孢菌素的肺炎克雷伯菌)

医院感染例次发生率

3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大肠埃希菌)医院感染

例次发生率

3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肺炎克雷伯菌)医院感

染例次发生率

3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鲍曼不动杆菌)医院感

染例次发生率

3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铜绿假单胞菌)医院感

染例次发生率

3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医

院感染例次发生率

3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万古霉素的粪肠球菌)医院感染

例次发生率

3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万古霉素的屎肠球菌)医院感染

例次发生率

3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三、四代头孢菌素的大肠埃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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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医院感染例次发生率

4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三、四代头孢菌素的肺炎克雷伯

菌)医院感染例次发生率

4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大肠埃希菌)医院

感染例次发生率

4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肺炎克雷伯菌)医

院感染例次发生率

4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鲍曼不动杆菌)医

院感染例次发生率

4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铜绿假单胞菌)医

院感染例次发生率

4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定

植例次发生率

4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万古霉素的粪肠球菌)定植例次

发生率

4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万古霉素的屎肠球菌)定植例次

发生率

4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三、四代头孢菌素的大肠埃希

菌)定植例次发生率

4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三、四代头孢菌素的肺炎克雷伯

菌)定植例次发生率

5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大肠埃希菌)定植

例次发生率

5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肺炎克雷伯菌)定

植例次发生率

5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331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鲍曼不动杆菌)定

植例次发生率

5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铜绿假单胞菌)定

植例次发生率

5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能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血标本培养各

病原体分离绝对数及构成比

5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医院感染致病菌的绝对数及构成比。

5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能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医院感染致病

菌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中不同药物药敏试验的总株

数、敏感数、中介数、耐药数、敏感率、中介率、耐

药率

18

院感质量

控制

根据（国卫办医函〔2015〕252 号）要求，提供符合标

准的质量控制指标：

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医院感染发病（例次）率

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任意时点全院

及各病区的医院感染现患（例次）率

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医院感染病例漏报率

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多重耐药菌感染发现率

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多重耐药菌感染检出率

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率

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

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抗菌药物治疗前病原学送检率

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I 类切口手术部位感染率

1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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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I类切口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率

1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血管内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病率

1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病率

1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导尿管相关泌尿系感染发病率

32、福建省儿童医院医保管理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医保项目

审核 对上传的结算数据中医保报销项目进行审核、反馈。

2
医保指标

分解

将医院医保整体指标按照科室、人员等进行分解，按

业务科室进行调整。

3
医保实时

监控

对医院医保指标执行情况实时监控，对违反医保报销

规则、报销指标超额等情况进行实时提醒。

4
医保拒付 将医保款项被扣或被拒的信息进行集中管理、综合分

析，提取合理信息后向医保中心申诉。

5
医保合理

性考核

将医保款项被扣或被拒的信息进行集中管理、综合分

析，提取合理信息后向医保中心申诉。

6
医保政策

査询

将医保款项被扣或被拒的信息进行集中管理、综合分

析，提取合理信息后向医保中心申诉。

33、福建省儿童医院上报管理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HQMS 上报

字典映射
按照《住院病案首页数据采集接口标准》，进行病案

首页原始数据与 HQMS 数据标准的映射。

2
结构化病案首

页数据抽取

从电子病历结构化病案首页中自动抽取出医管司所

需要病案首页原始数据。

3 数据转换
根据字典映射结果，将抽取的病案首页原始数据按照

字典映射进行转换。

4
DBF 文件和打

包

根据接口标准和开发说明书，将数据信息转换成

dBase III 格式的 dbf 文件，并压缩为 zip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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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上传管理
通过前置程序自动在每天规定的时间段将数据上传

至医管司站点。

6

传染病信

息上报

传染病上报登

记

门诊：门诊医生在录入门诊诊断时，系统自动判断是

否传染病，自动弹出传染病登记卡，也可以事后补填

传染病登记卡。每天自动生成试用抗结核药物的患者

信息报表、传染病登记统计表等。

住院：住院在录入住院诊断时，系统自动判断是否传

染病，自动弹出传染病登记卡，也可在专门窗口填写

传染病报告卡。另外还提供死亡报告卡、恶性肿瘤、

慢性病报告卡。每天自动生成出院诊断传染病明细报

表、慢性非传染病疾病统计报表等

7 暴发预警
实现维护好的规则进行预警，双击预警信息可以自动

打开相关记录。

8 基础数据维护 传染病诊断及相关信息维护。

9 统计查询
根据用户自定义条件进行统计查询，并支持查询结果

的导出、打印功能。

10

医疗安全

（不良）

事件上报

不良事件上报

(个人)

支持由事件涉及人员针对医疗安全事件的发生报告

填写，详述事件的发生过程和造成影响以及处理措

施，上报于医务科。医务科针对事件的整体报告进行

意见陈述、改进措施和处理进度等后续跟踪。

11
不良事件上报

（科室）

支持由涉及的科室填写不良事件内容，并提交于医务

科审核。与不良事件上报(个人)区别有：1、不可匿

名上报；2、是否需要进一步协调处理；3、科室主任

签名确认。

12

重大疾病

信息上报 上报流程审批

严重精神障碍、肿瘤、职业病等信息上报审批流程设

置。规范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肿瘤、职业病等信息上

报流程，以及复核、审批的模板设置。

13 上报诊断触发

严重精神障碍、肿瘤、职业病等上报诊断触发。临床

医生录入诊断为严重精神障碍、肿瘤、职业病患者信

息自动触发上报。

14 患者信息釆集
基于个人主索引、电子病历等，按照国家信息釆集标

准，釆集患者基本信息、疾病信息。

15 信息导出配置 配置导出文件类型、导出途径。

16 统计分析 对重大疾病信息上报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17 质量控制管理 对于漏报情况进行监控和管理。

18 死因信息 上报流程审批 死因信息上报审批流程设置。规范死因信息上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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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 程。

19 死因信息采集
基于个人主索引、电子病历等，按照国家相关数据标

准釆集死亡基本信息。

20
死因信息上报

卡导出配置
配置导出文件类型、导出途径。

21 质量控制
对于漏报情况进行监控和管理，并能对死亡信息漏报

情况进行补报。

22

预防接种

信息上报

实现对预防接种信息、受种者接种个案信息、疫苗管

理和使用信息、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个案信息的上

报功能。

23

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

相关信息

上报

上报流程审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上报审批流程设置。规范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上报流程，以及复核、审批的模板

配置。

24 上报诊断触发

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控规则分析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发生情况，临床医生录入相应的诊断信息，自动

触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上报。

25
患者疾病信息

釆集

基于个人主索引、电子病历等，按照国家相关数据标

准釆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患者基本信息、疾病信

息。

26

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上报卡导

出配置

配置导出文件类型、导出途径。

27
质量管理与控

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漏报补报流程。对于漏报情况进行

监控和管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质量管理。支持流程设

置、电子签章和时间戳模板配置。

28

食源性疾

病信息上

报
食源性相关疾

病信息

提供食源性相关疾病信息的采集和录入功能，食源性

相关疾病信息包括病患基本信息、主要症状与体征、

初步诊断、既往病史、暴露信息、生物标本采集、病

历信息、填报机构信息记录等。食品分类、加工或包

装方式、进食或购买场所类型等信息项有基础字典数

据支持，供医生录入监测信息表时直接选择使用。进

行重点信息项完整性及逻辑错误的校验提示。

29
患者病历摘要

信息

提供疑似食源性异常与异常健康事件信息采集和录

入功能，支持包括报告卡编号、病历序号、姓名、出

生年月、性别、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联系地址及电

话、主要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结果和辅助检查结果、

主要诊断、可疑病因、可疑食品、上报原因等信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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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进行重点信息项完整性及逻辑错误的校验提示。

30
实验结果信息

上报

支持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生物标本检验结果信息的

采集与上报，上报信息包括检验项目、检验日期、检

测方法、定性结果、定量结果、定量单位、血清监测、

鉴定结论等信息。

31
食源性疾病统

计

支持在食源性疾病信息上报过程中，自动与上报系统

进行编码对照，包括病历编码对照、标本编码对照、

菌株编码对照 3 部分，根据医院信息系统中的规则进

行编码对照后，将食源性疾病信息上报。

32

食源性疾病病

例、疑似食源

性异常病例的

审核

医院专管部门的专管人员可通过系统对临床上报的

食源性疾病病例/疑似食源性异常病例进行审核确

认。在未提交审核之前，临床医生可进行修改、删除

操作。只有已审核确诊的病例才向上级部门上报。

33
其他相关查询

统计

食源性疾病病例/疑似食源性异常病例的病例数、发

病率、中毒病例率、分布情况、变化趋势等。

34

妇幼信息

上报

出生缺陷填报

功能

系统根据出生缺陷的条件获取信息，填报出生缺陷登

记卡，审核后上报。

35 分娩信息提取

1 能够根据需求灵活设置各种条件下的分娩信息，分

娩信息包含产妇数、剖宫产产妇数、阴道顺娩产妇数、

阴道手术产产妇数、分娩数、活产数、围产儿死亡数、

早产数、巨大儿数、双胎及多胎数、产后出血数、严

重产后出血数等，并且形成常规的报表；

2 母婴安全信息提取需求，产生相应报表，包含活产

数（性别），孕产妇死亡人数、新生儿死亡人数；能

够根据保健科死亡上报系统提取新生儿（小于 28 天）

死亡相关信息，包含父母亲姓名、地址、联系电话、

分娩孕周、体重、性别、出生日期、死亡日期、分娩

单位、住院相关诊断信息、死亡地点等信息；

36
母婴传播疾病

信息填报功能

根据艾滋病、梅毒、乙肝诊断条件，提醒医务人员是

否需要填报登记卡，登记卡以电子形式让医务人员填

写，信息尽量从系统获取，无法获取的让医务人员完

善。

37 院感上报 院感初次报告及订正报告

38

其他医院

数据上报

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要求，实现医院数据按照标准要

求定期规范上报，满足行业规范管理和医疗机构数据

挖掘分析需要。

34、福建省儿童医院卫生应急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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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应急值守 支持应急信息采集、信息接报、信息上报、信息处理、

处理监控、初步研判、启动预案、信息简报的报送及

查看、应急值守报送、应急排班管理等功能。

2

突发急性

传染病和

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

监测

对突发急性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性事件

的重要目标进行监测和可视化管理，支持突发事件信

息管理、后果分析、突发事件分级和突发事件统计分

析等。

3

风险评估 对突发急性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性事件

的重要目标进行监测和可视化管理，支持突发事件信

息管理、后果分析、突发事件分级和突发事件统计分

析等。

4

信息报告 对突发急性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性事件

的重要目标进行监测和可视化管理，支持突发事件信

息管理、后果分析、突发事件分级和突发事件统计分

析等。

5

应急资源

管理

对卫生应急指挥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类应急资源进行管

理，支持包括床位数据、血液数据等数据的实时采集。

可通过报告、图表、GIS 等展现方式对各类卫生应急

资源及时统计分析，获取综合性的信息。

6

辅助决策 支持事件应急预案知识库。根据事件类型和分级级别，

自动从应急预案知识库中搜索和调阅与此类事件处理

相关的预案，供应急人员指挥调度时参考。

支持对事件应急处置有关的影响范围、涉及人数、资

源情况、处置措施等数据的可视化展示，包括集成显

示、叠加显示等，并提供对应急处置有关数据的统计

分析等。

支持对处置方案及决策原始资料进行管理。

7

指挥调度 提供事发现场信息采集功能，采集事发现场的多媒体

信息、气象信息、环境信息等，应急专家根据现场情

况，制订救援方案，并推送给现场事件处置人员，为

现场救援提供支持。

8

培训演练 提供对医疗卫生机构和医护人员定期开展突发事件应

急处理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定期组织突发事件应

急演练。

35、福建省儿童医院医务管理系统



337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医师基本

信息管理

医师基本信息可与人事档案关联，自动提取人事档案

信息，医师只要针对执业信息进行录入提交，科室、

医务部审核确认。

2

人员变动

管理

可进行人员变动处理，科室调动处理，所有处理都记

录处理时间、变更时间等信息，对所有变更信息可查

可寻。

3
科室管理 以树型展现，显示科室的层级关联，同时还可以查看

科室人员信息（并显示总人数）。

4

人员信息

高级查询

可对人员档案信息进行高级查询，自主选择字段组合

查询或组合查询条件进行信息高级查询，所有查询数

据都支持导出。

5

医师技术

档案管理

记录医生个人技术的内容，包括病历书写、操作手术、

门（急）诊信息、院外会诊、指令性任务等日常专业

工作工作量，讲课信息、业务学习、出科考核、理论

考试、课题立项、课题成果、发表轮文、教学工作量

等科教培训工作量，以及轮转安排等院内工作记录，

和医疗纠纷、奖励（表彰）等情况。同时还包括已归

档病历质量检查、运行病历检查、临床技术考核等档

案内容。实现所有医生个人技术档案的全面统一管理，

部分内容可从医院已经有的 HIS 等系统中提取，避免

二次操作给医生带来的工作量。全部技术档案信息在

同一个页面以展开、收缩的形式显示，更直观、易操

作、易查看。医生用户登录平台后，可根据年度来显

示个人的技术档案，其中讲课信息，业务学习，发表

论文，教学工作量，课题立项，课题成果等内容由自

己个人维护。这些内容可在科研教学信息，讲课信息

管理，业务学习管理模块中填写维护。以及医师个人

资质与权限信息。

6

汇总统计 持按年月进行科室工作汇总，各个科室手术操作，门

诊，病案书写，指令性任务，院外会诊的总数汇总；

支持按年月进行个人工作量汇总，个人手术操作，门

诊，病案书写，指令性任务，院外会诊的总数汇总。

36、福建省儿童医院医院护理信息化管理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护理人员

档案

基本信息信息

登记
个人填报基本信息内容，主要包括姓名、工号、

所属科室、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号、民族、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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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入党团时间、是否已婚、执业证号、来院时间、

转正时间、参加工作时间、护士注册时间、注册有效

期、护龄、相片；

联系电话、家庭电话、家庭住址、通讯地址、电

子邮件、邮编；

能级、衣服号、鞋号、护理会员类型、会员号、

身高、体重、特长、是否专科护士、专科名称、专科

护士发证时间、专科护士发证机关、是否专业小组、

专业小组聘任时间、小组名称、是否总带教、是否临

床教学、开始教学时间、教师资格证书、院外工作经

历；

学习简历（提取学历模块信息显示最高和第一学

历）、职称简历（提取职称模块最高职称信息）、职

务简历（提取职称模块最高职称信息）。

护理部批量导入：支持护理部导入现有人员信息内容，

并在导入过程中以身份证号、工号进行重名验证，若

文档中某些人员这些字段为空，则不能导入到系统中，

当出错时会提醒哪一行，哪一列的信息有误。

2 基本信息上报

审核

个人填报信息提交科室审核，科室审核提交护理部审

核，护理部审核通过信息才生效。支持信息修改，修

改信息提交审核。

3

护理排班

周排班

排班上报界面内容包括：工号、姓名、组、周一、

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调节、欠休

周计、欠休累计、备注以及上报时间、上报科室、上

报人、上报状态（临时保存、提交）。

各科室每周进行新增，并填写相应的信息，提交

给护理部，由护理部进行查询与统计。

4

排班修改日志

每一次变动，都会对所排的原班次，现有班次进

行记录。显示当星期，姓名，修改日期，旧值，新旧，

可以根据周次、科室进行搜索。

5

管理通道

1. 排班记录管理：按周显示出各科室排班情况

主要包括：发布部门、周次、起止时间、最后修

改人、最后修改时间、状态等信息。

2. 公共班次设置：护理部设置全院排班班次。

3. 公共岗位设置：护理部设置全院排班岗位。

4. 班次设置：科室排班负责人在公共班次里选

择设置科室常用班次

5. 岗位设置：科室排班负责人在公共岗位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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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设置科室常用岗位

6. 节日设置：当要进行工作量计算时，护理部

进行每年度法定周工作量设置

7. 公共假期设置：主要用于设置假期的信息。

8. 常用班次说明：主要用于科室查看常用班次

说明信息。

9. 大区护士长管理：用于设置大区科护士长名

单以及管理科室以及大科科室名称，用于权限关

联。

6 人员调动日志 支持按姓名、时间、科室，查询个人科室调动信息。

7

汇总统计

1. 科室上报统计：根据年、周次看科室已报未

报情况。主要显示的信息内容为：科室、排班负

责人、联系电话，支持导出。

2. 未上报人员统计：根据年、周次汇总出在职

人员本周还没有上报排班的信息，方便人事科协

调好各科室做好考勤的上报，支持导出。

3. 护士长查询：根据年度周次查询出各科室护

士长周一至周日的排班信息，支持导出。

4. 夜班班次汇总：根据时间段汇总出相应夜班

班次的情况。主要包括：姓名、科室、上夜、下

夜等各类班次的情况方便补贴的计算，支持导出。

5. 特殊班次统计：根据科室、姓名、时间段统

计个人白班、夜班次数和小时数以及全院总次数

以及小时数，支持导出，支持导出。

6. 个人排班查询：个人可以查询出本科室的排

班信息记录。

7. 班次统计：支持根据科室、姓名、时间段、

班次（自动选择），统计各个班次次数以及小时

数小计，支持导出。

8. 假期汇总：根据开始结束时间汇总出各科室

人员的请假情况，支持导出。

9. 岗位统计：根据时间、科室、个人可以查看

全院，各类岗位上报次数以及针对个人岗位情况，

支持导出。

8
护理质控

PC 端管理
标准管理

支持新增质控标准编号、全称、简称、考核方式、

考核范围、总分、合格率、排序、状态等标准支持新

增质控标准编号、全称、简称、考核方式、考核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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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合格率、排序、状态等标准信息。

标准界面支持三级指标维护，一级指标分数总和

为 100，二级指标总和不超过一级指标，三级指标设

置具体扣分分值，扣分分值使用时可按照 0.5 的幅度

选择。

支持三级指标新增编辑删除，同时二级关联对应

一级指标、三级关联一级、二级指标。

信息。

9

检查计划管理

支持设置检查计划年度、季度、评价标准、考核

月份，季查月份、检查科室（支持同步指标配置时设

置科室）、检查组成员、默认总分、季查比、排序、

描述。

对应指标标准内容修改调整，支持新增、修改、

删除指标，同时可支持批量设置重点项，可标红显示。

支持临时保存，同步检查科室，发布后数据不

可修改。

10

质控检查结果

录入

1. 支持检查数据录入，录入信息科室、检查人

员（可关联选择质控小组成员信息）、检查日期、

住院号、护理级别、标准分值。

2. 支持录入三级具体扣分分值以及扣分原因，

选择扣分分值，自动默认关联指标，同时扣分原

因选择可以关联扣分原因库，可选择扣分指标对

应的抽查护士。

3. 支持保存关闭，以及直接新增下一份数据，

以及可以新增扣分项目（填写扣分分值以及扣分

原因），支持在线删除新增扣分项。

11

已查结果

支持按照年度季度月份、科室、是否季查、指标

名称查看检查结果。

可按科室名称或得分进行排序、可查看每个科室

的得分情况以及项目名称、检查人员、检查时间等信

息。

支持导出以及打印已查结果信息。

支持对已录入的数据进行修改与更正。

12

科室质控得分

支持按照年度季度月份、科室、病区分组、是否

季查、指标名称查看检查结得分情况以及排名

支持按照得分、平均分、合格率进行排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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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

支持针对单个指标进行柏拉图分析（发生原因前

几项的检查项目、标准、扣分原因、扣分次数、总扣

分信息以及柏拉图展示），支持导出

鱼骨图分析，针对指标设置的扣分原因分类（人

为、管理、制度等）进行扣分原因鱼骨分析，支持在

线进行鱼骨分析，比如字体带下，三级骨段长，支持

效果预览。

折线图分析：通过折线图方式显示各个病区得分

情况，支持导出

问题汇总：生成一份问题汇总表，针对每个指标

显示每个科室扣分标准、扣分原因、扣分次数、总扣

分、各区得分情况以及检查成员信息，支持直接导出

以及打印。

13

单项质控分析

报告

支持按照年度、月份新建单个指标的分析报告。

2、分析报告内容自动提取提交人、提交时间信

息以及检查日期、检查人员、总得分信息，填写主持

人、参与人员信息。

3、自动在分析报告里面体现柏拉图分析。

4、科室可体现存在问题、原因分析、整个目标、

整改措施，都支持配置字典库，直接选择填写，以及

时间。

5、填写后提交护理部，护理部填写效果评价、

签名以及时间。

14

待审分析报告

可查看办理需待审分析报告，显示当前步骤、当

前办理人员、年季度月、标题、到达时间、流程名称、

部门、提交人提交时间。

2、护理部待审填写预后评价意见提交，退回科

室，科室填写内容重新提交。

3、同时支持按标题、提交时间、部门、提交人、

到达时间查询搜索。

15

在审分析报告

支持查看在审分析报告，显示当前步骤、当前办

理人、年季度月、标题、到达时间、流程名称、部门、

提交人、提交时间。

2、可根据标题提交时间、部门，到达时间、提

交人进行查询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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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办结分析报告

支持查看办结分析报告，显示部门、提交人、提

交时间、年季度月、业务类型、办结时间。

2、可根据标题提交时间、部门，到达时间、提

交人进行查询搜索。

17
分析报告浏览

记录

支持查看分析报告被浏览记录，主要显示浏览人

员姓名、科室、浏览时间。可按照年度月份查询报告。

18

分析报告信息

配置（原因分

析）

支持设置对应考核标准的原因分析指标库，新增

内容为，关联指标、内容、序号，一个指标可以设置

多条信息，可对指标进行新增、编辑、删除。

19

分析报告信息

配置（整改意

见）

支持设置对应考核标准的整改意见指标库，新增

内容为，关联指标、内容、序号，一个指标可以设置

多条信息，可对指标进行新增、编辑、删除。

20

分析报告信息

配置（整改目

标）

支持设置对应考核标准的整改目标指标库，新增

内容为，关联指标、内容、序号，一个指标可以设置

多条信息，可对指标进行新增、编辑、删除。

21
护理质控

检查移动

客户端

获取指标

一键获取，通过手势下拉，可以根据检查年月获取本

月要检查的指标。

22

录入

为了更好的加快手机上的扣分输入，系统设置了全面

查、随机查，模糊查询，以及扣分原因（选择）、抽

查人员（选择）尽量减少输入量。

23
已查列表

可以查看已扣分的信息，方便进行审核，可支持修改

编辑扣分内容以及扣分分值。

24

检查类型

支持对常规质控、夜查房、专科质控、专项质控、一

级质控进行独立检查模块设置，设置独立检查模块，

按实际要求进行检查项目选择。

25
数据上传

检查组在进行完护理护理的检查后将检查结果同步到

服务器中。

26

住院患者

满意度 PC

端管理 检查项目设定

检查部门在检查前针对受查片区设定病人满意度调查

表标准，以及调查指标项目，其中指标项目可添加已

有的指标，也可以另外再添加新的指标。

27 病区分片 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各个病区进行分区。

28
项目库设定

针对某一分区进行病人满意度调查项目内容的新增或

删除。

29
调查表区负责

人

设定某一季度内某一分区的病人满意度调查负责人，

以及负责的相应病区。

30 数据字典 实现字段信息的动态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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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检查数据录入

支持录入调查结果（无平板端），按照设定的调查计

划将病人满意度调查的结果录入到系统中。

32
数据管理

将未完成调查表录入的科室的已录入数据列表显示

出，并可查看录入结果明细。

33
总满意度情况

根据提交的病人满意度调查表结果统计出某一季度内

的病人满意度总体情况。

34 意见信息汇总 将所有调查表中病人填写的意见信息进行汇总。

35 生成统计表 根据提交的调查表结果生成季度病人满意度报表。

36
各季度满意

对比 将一年中各个季度的满意度情况进行对比。

37 各片区单项

分析

统计出某年某季度内对某分区进行病人满意度调查的

各调查项的满意度。列出各片区调查结果中影响病人

满意度的主次因素。

38
各科室单项

分析

分析各个科室病人满意度调查中每项调查项目的满意

度。

39
住院病人

满意度调

查移动端

获取数据

每个季度检查时从服务端获取调查科室信息以及问卷

信息。

40
数据录入

现场病人满意度调查，选择年、季度、科室后，填选

调查情况。

41

同步结果

在有内网环境下，将病人满意度的调查数据同步到服

务器上，在服务器中对病人满意度调查结果进行统计

分析。

42

护士对医

院满意度

调查 调查项目设置

用于护理部设置调查表的调查周期（每年、半年、每

季度、每月）、调查表名称、调查对象（可以是指定

人员、也可以是某类人群）、调查时间范围。

43
调查表管理

用于设置调查表是否终止，与结转，结转之后不能修

改。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44
在线调查

个人登录系统之后，会提醒有相应的调查表需要填写，

方便快速完成调查任务。

45
数据管理

管理员可以查看已上报的调查表数据信息情况，个人

查看不了。

46
总满意度情况

每次调查结束之后会汇总出计划调查份数，已回收份

数，满意份数、不满意份数，以及占比情况。

47
各检查项目分

析

汇总出各项指标的满意份数、不满意份数以及占比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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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福建省儿童医院医院决策支持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一)
数据仓库

建设

1

来源库对照

标准数据存储区，是从集成平台数据中心的相关汇聚

数据抽取而来，存储各个业务系统的明细数据，数据

的粒度和数据细节与业务系统无异。作为数据仓库建

设的所有数据来源。

2

数据缓存库

（ODS）

ODS 库中的数据主要按照多个医疗业务主题域分类进

行数据存储，所存储的数据是经过数据清洗和轻度聚

合的，数据的粒度接近于业务系统的数据，数据缓存

库的数据相当于业务综合表所存储的数据。根据业务

领域不同，数据缓存库分为：门诊、病案、住院、手

术、药品、物资、体检、设备、医技、财务、综合业

务等内容。

3

数据仓库

数据仓库的数据是以特定的、针对某个主题的方

式进行数据存储，所存储的数据依据分析的需求，采

用中度或者高度聚合，数据仓库的数据相当于事实表

所存储的数据。根据分析需求不同，数据仓库的主题

领域按照一级分类可分为医院运行、质量与安全、合

理用药、运营管理这几大类，每个大类还可以具体细

分出不同的二级分类，比如医院运行包含了门诊运

行、住院运行、临床路径等。

1.数据仓库事实表

事实表是数据聚合后依据某个维度生成的结果

表，比如，要分析“3-5 岁的出院人次”就可以基于

年龄维度构建相应的出院人次事实表。为了进行相关

宏观指标以及报表主题的灵活展示，数据仓库事实表

划分：

（1）层级事实表：主要用于指标宏观展示，层

级事实表中涉及的指标比较多，在层级事实表中指标

按列进行存储。按照时间维度划分为实时、日、月、

年 4 个不同层级的事实表。层级事实表的数据粒度为

医生。

（2）非层级事实表：主要用于主题报表分析、

表格统计分析。设计非层级事实表的主要目的是用于

常见主题的分析，满足客户各种个性化主题分析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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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2.数据仓库维度表

维度表是数据仓库用于数据分析的角度，维度表是基

于业务系统的字典表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数据处理。

包括时间、年龄、诊断、治疗、收费、质量、药品、

物资、用户等维度。比如，要分析医院运行情况，可

以从时间角度来分析，也可以从收费角度来分析。

4

数据集市

数据集市是构成专题下的细分项，是决策分析最小的

展示数据单位，是经过一定的运算规则构成。例如，

医疗运行领域下的门诊运行主题，可由门诊人次、门

诊总费用、门诊平均费用等指标构成，门诊平均费用

（指标值）=门诊总费用（资源值）/门诊人次（资源

值）。其中资源值是数据仓库管理的最基本单位，是

不可再分割的单元。资源值实际上是由操作明细数据

经过抽取、清洗、转换而形成的统计数据。例如，ODS

库中存储的是医疗机构门诊人次明细数据；而数据仓

库中存储的是医疗机构日、月、年的门诊人次汇总数

据。

(二)
ETL 数据

治理平台

1

数据抽取

数据仓库本身并不产生数据，用于决策分析的数

据仓库数据主要来源于集成平台的运营业务信息库。

不同类型的业务应用对数据抽取的要求有所不同，为

满足这些不同的业务需求，需提供多种数据抽取模

式，包括实时抽取、定时抽取、固定间隔抽取、增量

抽取等。在数据的抽取过程中，应关注效率和准确性，

并且保证抽取过程不影响业务系统性能。

数据抽取是通过存储过程来实现，从编写存储过

程到实现数据抽取包含三个步骤：

1、 存储编写：按照一定规则编写存储过程；

2、 配置调度：编写完的存储过程按照所属的

业务领域将存储过程添加到对应调度领域，设置

调度先后顺序；

日志跟踪：最后设置日志进行抽取跟踪，确保抽取数

据的准确性。

2

数据清洗

从医院集成平台运营业务信息库中抽取的数据

可能存在着大量的噪声数据，如：滥用缩写词、惯用

语、数据输入错误、重复记录、丢失值、拼写变化等，

数据质量较差，很难直接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持。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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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这些质量较差的噪声数据，必须先对数据进行清

洗。

数据清洗需要与数据抽取、数据转换集成，与数据装

载统一使用，需要进行循环处理，它并不是一个单独

的过程。数据清洗主要解决命名、数据类型冲突、值

冲突、单位冲突和展现冲突等问题，它根据预先定义

的规则库，将抽取得到的数据与规则库进行比对，发

现数据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更正。例如，定义当年龄与

身份证号码不一致时，则可根据身份证号码更正年

龄。

3

数据转换

集成平台运营业务信息库中的数据是由业务系

统的操作明细数据经过采集并汇聚而来，是操作明细

数据的简单汇聚。在创建数据仓库的第一步中，已经

根据决策分析的应用需求，确定了数据仓库的存储结

构，即已经确定了数据仓库的领域、主题、指标及资

源。在经过数据抽取、数据清洗后，需要将原始的操

作明细数据转换成与数据仓库存储结构一致的数据，

数据转换作用主要有两个：

第一：根据预先设置的转换规则，进行数据字典

标准化统一，涉及科室编码、医生编码、病种编码等

目录以及日期格式的统一。将源数据中部分数据项转

换为便于展示和识别的内容或名称。例如，源数据中

男女是用 0/1 标识，则根据转换规则，转换为男/女，

进行存储和展示。

第二：对源数据进行归纳统计。由于源数据是操作明

细数据，数据量很大，数据处理分析效率较低。因此，

需要通过预先的统计分析，把操作明细数据转换成在

数据仓库中预先定义的资源（即统计数据）。

4
数据装载

数据装载是将经过数据抽取、清洗、转换的资源数据，

加载到数据仓库的数据结构中的过程。

(三)
平台基础

管理

1

用户管理

对访问平台的相关用户管理，包括对应的机构、角色

管理。主要对接入平台的相关用户进行有效管理。用

户按照不同的岗位角色进行划分，并结合机构进行管

理，直观有效的进行用户管理。包括管理员用户以及

通过权限配置的其他不同层级的用户。管理员用户可

通过登录名称和密码进行系统功能和数据的操作。一

般用户根据不同层级权限进行访问。

2 菜单管理
需要为系统建立起一个流程化的管理体系，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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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所查阅的相关功能模块，提供与中间件的融合应

用配置等相关模块化管理。

3

指标管理

指标管理，是整个系统管理的基本功能。针对用户所

查阅的相关功能模块，包括实时监测、工作量等相关

模块的基础框架维护。以及对应仪表盘内容在后台能

够进行有效管理，为系统建立起一个流程化的管理体

系。另外，提供与中间件 FR 的融合应用配置等相关

模块化管理。除此之外，可以针对平台所采用的指标

算法进行有效维护，并与具体指标进行挂钩在前台展

示，方便用户对指标计算方式的理解。

4

权限管理

平台的权限管理基于软件即服务

（Software-as-a-Service，SaaS）的权限管理模式

来设计。SaaS 模式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在同一个实例

中，不同租户之间的数据逻辑完全隔离，但物理上却

统一存储。平台权限管理内容包括两部分：功能权限

和数据权限。功能权限主要为不同层级的组织（用户）

配置功能菜单的方式来实现功能上的控制。数据权限

方面，主要通过用户所管辖的范围进行数据的访问权

限的控制，例如：院领导以及职能管理科室可以看到

全院的相关数据，但是临床科室主任只能看到本科室

的相关数据内容。做到了“统一采集，分散应用”的

数据控制，有效提高了数据的访问安全。

5

指标搜索

提供平台的指标查询服务，用户可根据所查询的条件

筛选指标内容。主要查询的内容包括医疗服务、基本

公卫、妇幼保健、人口管理、卫生资源等相关指标查

询。同时，用户通过指标搜索，定位到指标所分析内

容的关键信息，及时获取平台统计信息，快速查找指

标相关内容。

6

指标收藏

指标收藏主要指针对不同用户所关注的监管指标不

同，故需要提供不同用户的日常重点指标的收藏夹，

用于可以快速定位日常应用的相关指标内容。方便用

户有效缩短定位指标的时间，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7
指标说明

在对应的指标模块，有单独的模块进行指标计算来

源、计算方式等相关内容的查询。

8

预警管理

为让相关管理者和数据分析人员发现医院运营

中的异常情况，设置预警提醒功能，针对关键指标进

行关注、监控，异常告警，快速定位问题和优势，深

入分析和了解发生缘由，制定有效措施，及时避免损

失和扩大优势提供用户数据异常定义机制。

预警管理包括普通预警管理和固定值预警管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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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预警类型来判断触发预警的程度，包括严重预

警、重要预警和提示预警。普通预警管理可以从数据

库获取预警值，包括按照指标匹配获取预警值，以及

从历史数据根据一定算法得出预警值，设置预警系

数，与当前值进行对比，提供触发预警信息。固定值

预警管理可以设置指标预警值为固定值，包括严重预

警值范围、重要预警值范围和提示预警值范围。预警

信息关联指标信息，可设置预警产生频率，在前台界

面上按照设置频率提供产生预警信息。根据用户所关

注的预警信息直接推送到首页上，并进行高亮显示，

从地区可以钻取到机构层级，层层深入查看问题，可

以及时发现问题，快速定位问题所在，制定有效措施，

处理异常情况。

（四）

医院医疗

概况

医院医疗概况以系统决策首页的方式展示，在首页上

以地图的方式分析门急诊的病人来源以及住院的病

人来源，了解医院的业务辐射范围。另外，汇聚了重

点关注指标内容，可以根据不同时间类型的选择快速

响应响应指标的查询结果。通过首页，可以以丰富内

容展现医院医疗情况，同时用户可直接掌握医院业务

开展基本情况，辅助对医疗工作开展和决策制定。

（五）

实时监测 该模块主要以设定的刷新频率从医院基本运营

方向进行在线实时监管，并可以根据不同的指标下钻

到科室级别。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门诊: 包括门急诊量、急诊人次、门急诊均次费

用、门诊预缴金、门诊候诊比例、无排班就诊人次、

排班就诊人次、候诊人次、平均候诊时长、医生人数、

各个诊室医生候诊情况、预约人次、预约就诊人次、

预约就诊率、各预约途径的预约就诊人次、各科室预

约就诊情况、以及每小时门诊量情况、当日门诊量排

行前 20 的疾病；主要通过这些指标判定当前急诊医

患比情况，候诊是否出现滞留，是否需要增加部分人

力投入。

2）住院：包括入院人数、出院人数、现有病人数、

危重病人数、住院预缴金、出院患者均次费用、普通

住院、急诊住院；主要通过这些指标判定目前是否还

有很多患者正等待入院，病房的使用情况是否紧张，

办理出院结算的时间是否过长，是否需要进行办理人

员的投入。

3）手术：包括住院手术排台数、完成手术台次、术

前准备人次、待手术人次，各手术间的手术情况；主

要通过这些指标判断手术排台的合理情况、手术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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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充分利用。

4）医技：包括完成检查人次、待检查人次、今日开

单人次、完成检验人次、体检检验人次、今日已开单

人次、各检查项目待检查与开单情况、各项检验项目

开单与待检验情况；主要通过这些指标判断待检情

况，以及当日开单工作量。

（六）

公立医院

考核

此模块主要为院领导所关心的公立医院考核指

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医疗质量、运行效率、持续

发展、满意度评价，综合反映当年医院绩效考核执行

情况和完成情况，并对超过指标目标值进行高亮提

醒。另外，能够同时对历史相关情况进行有效的对比

分析，关联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并且可以通

过钻取到科室明细、医生明细，寻找问题原因，辅助

医院进行及时干预。

1）医疗质量:主要包括：功能定位、医疗质量、合理

用药、服务流程共 24 个指标的分析。

2）运行效率:主要包括：资源效率、收支结构、费用

控制共 19 个指标的分析。

3）持续发展:主要包括：人员结构、人才培养、学科

建设共 14 个指标的分析

4）满意度评价:主要包括门诊患者、住院患者、医务

患者满意度共 3 个指标的分析。

（七）
工作量分

析

1

门诊业

务分析

门急诊人次分

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全院

总门急诊人次、科室门急诊量排行以及相关的挂号类

型和对应趋势内容,并实现关键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再

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2

门急诊诊断排

行分析

通过趋势图、柱形图、表格等方式，通过联动分析，

分析门急诊诊断的排行，了解不同诊断的趋势情况，

并通过同环比分析，掌握前二诊断的变化情况。同时

可以选择不同的科室分析诊断的排行情况，方便对医

院各科室对收诊患者的病种管理。

3
门急诊挂号类

型分析

分别以柱状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全院门急诊

人次相关的挂号类型情况,并能够查看不同挂号类型

的趋势。另外，可以选择不同的科室进行挂号类型的

分析。实现关键指标从全院到科室的层级下钻分析。

4
门急诊医保自

分别以仪表盘、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全院门急诊

医保人次、非医保人次及非医保病人占比情况,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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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分析 选择不同的科室进行医保自费的分析。实现关键指标

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5

门急诊病人组

成分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趋势图、曲线图、联动等不同

的方式展示病人的来源情况。可以根据不同的地域、

性别、年龄段、挂号类型、保险类型的不同的角度分

析病来的来源情况。有效了解医院的主要病人情况，

且了解来院就诊的人群的疾病排行等内容。

6

住院业务

分析

出院人次数分

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全院

总出院人次、科室出院人次排行以及相关的费用类型

和对应趋势内容,并实现关键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再到

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7
入院人次数分

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全院

总入院人次、科室入院人次排行以及相关的费用类型

和对应趋势内容,并实现关键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再到

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8 出院诊断排行

分析

通过趋势图、柱形图、表格等方式，通过联动分析，

分析出院诊断的排行，了解出院诊断的趋势情况，并

通过同环比分析，掌握前二诊断的变化情况。

9 自动出院率分

析

通过饼图、条形图、趋势等不同展示方式分析医院自

动出院率，及出院人次的疾病转归情况，并实现指标

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10

病种出院人次

分析

以病种出发，通过表格、饼图、柱状图、趋势等不同

可视化方式分析医院各病种的出院情况、疾病转归情

况；并实现指标从全院到科室的层级下钻分析。同时

可以选择不同的科室分析诊断的排行情况，方便对医

院各科室对收诊患者的病种管理。

11

手术业务

分析

住院手术台数

分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住院

手术台数、手术类型、科室住院手术台数排行以及手

术名称排行前 5 的 TOP 分析图,并实现关键指标从全

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12
三、四级手术比

例分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全院

三四级手术比例、科室三四级手术工比例情况以及全

院手术排行前 5 的 TOP 分析图,并实现关键指标从全

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13
住院手术排行

分析

通过分析手术排行情况，掌握医院的主要手术谱。了

解医院的手术谱情况，对医院病种的发展趋势变化有

整体的了解，并能够下钻查看各个科室的手术谱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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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医技业务

分析

检查工作量分

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全院

检查工作情况、检查项目收入、平均检查收入、医师

人均检查量等指标进行分析,对各类型检查项目进行

TOP 分析，了解全院的检查工作量情况，并实现关键

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15

检验工作量分

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全院

检验工作情况、检验项目收入、平均检验收入、医师

人均检验量等指标进行分析,对各类型检查项目进行

TOP 分析，了解全院的检验工作量情况，并实现关键

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八）
卫生经济

分析

1

医疗收入

分析

医疗收入增长

率分析

分别以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对医疗收入增长率

的趋势、目标达成情况、科室排行及医疗收入构成进

行分析,了解全院医疗收入情况，并实现关键指标从

全院到科室的层级下钻分析。另外，提供了医疗收入

增长率的自助分析功能，主要从医疗收入占比出发，

用户可以自行通过时间维度、收入构成、医院片区、

业务领域维度自定义组合查询各科室医疗收入构成

（药品、材料、检查、检验、医疗服务）占比情况。

2

医疗收入结构

分析

主要从医疗收入结构出发（药品收入、医疗服务性收

入、卫生材料收入、检查检验收入、体检收入），通

过收入占比趋势联动分析、同期增减情况、下钻科室

明细，帮助医院管理者清晰的掌握医院当前收入结构

达成情况，实现医院战略规划跟进和提前调控的作

用。另外，提供了医疗收入占比的自助分析功能，主

要从医疗收入占比出发，用户可自行通过时间维度、

收入构成、医院片区、科室维度自定义组合查询各科

室医疗收入组成（药品、材料、检查、检验、医疗服

务）占比情况。

3
医疗总收入分

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医疗

总收入指标, 查看全院的医疗总收入情况，且能够

按照门诊、住院不同费用类别进行分析；并实现关键

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4

门诊收入分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分析门诊

收入指标, 查看门诊收入情况，且能够按照不同费

用类别进行分析。并实现关键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再到

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5 住院收入分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住院

收入指标, 查看住院收入情况，且能够按照不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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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类比进行分析。并实现关键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再到

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6

床日收入分析

分别以条形图、趋势图等不同展示方式分析床日收入

的科室排行、趋势和同期对比情况；并可以支持指标

从全院到科室的层级下钻分析。

7
药品卫生材料

占比分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药品

与卫生材料占比，分析药品与卫生材料占比的同环

比、趋势情况，并实现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层级下钻分

析。

8 检查检验占比

分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检查

检验占比，分析检查检验占比的同环比、趋势情况，

并实现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9

医疗支出

分析

医疗支出增长

率分析

通过对医疗支出增长率本期同期对比、构成、科室排

行及趋势变化和达标值分析，并支持指标全院到科室

的层级分析，了解医院及各科室的医院支出历年来的

变化情况。

10

医疗支出结构

分析

主要从医疗支出结构（人员经费、药品费、卫生材料

费、折旧费、维修费、水电费）出发，通过结构分析、

趋势分析、比较分析展现重点医疗支出分布和医疗支

出的增减情况。配合联动、下钻功能，层层深入分析，

掌握全院及各科室的医疗支出情况。

11

管理费用分析

主要从医疗管理费用比重（人员经费占比、折旧费占

比、维修费占比、水电费占比、其他）出发，通过结

构分析、趋势分析、比较分析展现医疗管理费用结构

和医疗管理支出的增减情况。配合联动、下钻功能，

层层深入分析，掌握全院及各科室的管理费用支出情

况。

12

工作效率

分析

平均住院天数

分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全院

的平均住院天数。并能够提供下钻到不同科室、医疗

小组或医生的平均住院天数，加强对院级优先级指标

的管理。另外，能够进行下钻各科室发现各科室的病

种的平均住院日排行以及各科室的出院患者的诊断

排行。为后续平均住院日的管理提供方便。

13

病床使用率分

析

主要以柱状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全院的床位

使用情况，通过实际开放床位数、实际占用总床日数

相关指标分析。对全院以及科室的床位使用情况进行

深入分析对比，发现床位设置较为不合理的情况，并

辅助进行改正。

14
日间手术率分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全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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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日间手术率、日间手术率的趋势情况以及全院日间手

术率科室排行前 5 的 TOP 分析,并实现关键指标从全

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15
平均每医生门

诊人次分析

分别以条形图、趋势图等不同的展示方式分析每医生

门诊人次同期对比、趋势、科室排行分析医院医生门

诊工作情况，并支持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层级下钻分

析。

16
平均每医生出

院人次分析

分别以条形图、趋势图等不同的展示方式分析每医生

出院诊人次同期对比、趋势以及科室排行分析医院住

院负荷释放情况，并支持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层级下钻

分析。

17

次均费用

分析

人次均门急诊

费用分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每门

急诊人次费用，了解患者的门急诊费用负担水平。并

实现关键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

析。

18 人次均住院费

用分析

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住院人均

费用，了解患者的住院费用负担水平。并实现关键指

标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19
住院患者次均

药费分析

以柱状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住院次均费用，

了解患者的住院药品费用负担水平。

20
门急诊患者次

均药费分析

以柱状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门急诊次均费

用，了解患者的门急诊药品费用负担水平

（九） 药品分析

1

药占比分

析 全院药占比分

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药占

比，分析药占比的同环比、趋势情况、预警情况，并

实现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2

基药使用占比

分析

通过分析基本药物使用比例、使用科室排行及使用趋

势等方式，可查看全院基药占比情况亦可查阅门诊、

住院分别的基药使用情况。全面展示医院在用药方面

的合理性，并且可以下钻的方式，分析科室用药、医

生用药的合理性。

3 住院抗菌药费

用占药费比例

分析

主要通过分析住院抗菌药费用占药费比例的本期同

期对比、趋势变化、科室、医生排行来了解医院住院

抗菌药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不合理用药现象采取措

施解决，并支持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

析。

4 门急诊抗菌药

费用占药费比

主要通过分析门急诊抗菌药费用占药费比例的本期

同期对比、趋势变化、科室、医生排行来了解医院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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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析 急诊抗菌药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不合理用药现象采

取措施解决，并支持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

钻分析。

5

抗菌药分

析 抗菌药物使用

率分析

分别按人次、处方统计，分析全院、住院、门诊、急

诊的抗菌药使用率情况，并实现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

生的层级下钻分析，整体监控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6

抗菌药物使用

强度分析

以出院抗菌药物使用强度和住院抗菌药物使用强度

为指标分析，采用条形图、曲线图等图表方式，分析

抗菌药物使用强度整体情况。通过预警分析，掌握抗

菌药使用强度达标科室数和未达标科室，整体监控抗

菌药物使用强度。

7 抗菌药物送检

率分析

用条形图、曲线图等图表方式分析抗菌药送检率的情

况，并实现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整体监控抗菌药物送检情况。

8 特殊级抗菌药

物使用率占比

分析

通过文本、趋势图、柱形图的方式对特殊级抗菌药物

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发现使用的抗菌药物中特殊级抗

菌药物的使用情况。另外，可实现从全院到科室再到

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整体监控特殊级抗菌药物使用

情况。

9
特殊级抗菌药

物使用强度分

析

通过文本、趋势图、柱形图的方式对特殊级抗菌药物

使用强度进行分析，发现特殊级抗菌药物的使用强度

情况。另外，可实现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

钻分析，整体监控特殊级抗菌药物使用强度情况。

（十） 医疗质量/安全分析

1

诊断符合

分析

以柱形图、曲线图等图表方式，分析门诊出院诊断符

合率、出入院诊断符合率、手术冰冻与石蜡诊断符合

率、术前术后诊断符合率等指标，并实现从全院到科

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整体了解诊断符合情

况。

2

重返类分

析

再入院分析 通过对 24 小时再入院、2-15 天再入院、16-31 天再

入院、2-31 天再入院等指标的分析，了解下患者的再

入院人次和再入院率，并实现关键指标从全院到科室

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3

死亡类分

析

住院死亡分析

以疾病、年龄段分析住院的死亡情况，并通过分析住

院总死亡率、恶性肿瘤死亡率、重点病种死亡率、新

生儿住院死亡率等指标，可下钻了解死亡个案信息。

4
手术死亡分析

以疾病、年龄段分析住院的死亡情况，并通过分析手

术总死亡率、恶性肿瘤手术死亡率、重点手术死亡率、

再次手术住院死亡率等指标，可下钻了解死亡个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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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5
危重抢救死亡

分析

以疾病、年龄段分析住院的死亡情况，并通过分析危

重抢救成功人次、危重抢救成功率、急危重抢救死亡

人数、急危重抢救死亡率等指标，可下钻了解死亡个

案信息。

6

重点病种

与手术

重点病种分析

以条形图、饼图、表格等方式展现，分析重点疾病的

病种人次、死亡人数、死亡率、平均住院费用、平均

住院日、再入院情况的指标，了解重点疾病的整体情

况。

7

重点手术分析

以条形图、饼图、表格等方式展现，分析重点手术的

手术人次、死亡人数、死亡率、平均住院费用、平均

住院日、术后 48 小时内非计划重返手术人数、术后

30 天内非计划重返手术人数等指标，了解重点手术的

整体情况。

8

重点恶性肿瘤

手术分析

以条形图、饼图、表格等方式展现，分析重点恶性肿

瘤手术人次、死亡人数、死亡率、术后 48 小时内非

计划重返手术人数、术后 30 天内非计划重返手术人

数、平均住院费用、平均住院日指标，了解重点恶性

肿瘤手术的整体情况。

9

临床路径

分析

临床路径入组

率分析

通过临床路径的入组率的本期同期对比、目标达标情

况、前五科室、前五病种及趋势变化分析影响临床路

径入组率主要的障碍因素，改进治疗过程，最终提高

入组率。

10
临床路径完成

率分析

通过分析临床路径的完成率、变异率等指标，分析影

响符合临床路径的相关病种的临床规范化治疗主要

的障碍因素，改进治疗过程，最终提高完成率降低变

异率。

（十

一）

三级医院等级评审指标管

理

1

医院运行

监管

资源配置 人力资源主要从员工性质、员工学历、卫生技术人员

配置标准、员工性别年龄等多个角度、多图形来分析

人员分配情况；资源配置主要从床位资源、人力资源、

基本资源每年，每季度的统计数据，以及卫生技术人

员分布图。

2

工作负荷 主要从门诊工作量、住院工作量、住院危重抢救工作

量、工作负荷监测指标部分进行分析和概况：门诊工

作量从门诊人次、急诊人次、门诊手术、体检人次、

留观人次门诊相关业务指标按科室进行统计，折线图

展示医师日均负担门诊诊疗人次月趋势；住院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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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住院业务相关指标按科室进行统计，并下钻至

个案详情数据；住院危重抢救从住院抢救相关指标进

行科室统计，并下钻至个案详情数据；工作负荷监测

指标主要从门诊、住院、手术相关业务指标，结合条

形图、折线图进行多样式分析。

3

治疗质量

从治疗质量监测指标汇总进行分析，从手术冰冻与石

蜡诊断符合例数、恶性肿瘤手术前诊断与术后病理诊

断符合例数、住院患者死亡与自动出院例数、住院手

术例数、住院手术死亡例数治疗质量相关指标按每

年、每月进行统计分析。

4

工作效率

从工作效率监测指标汇总进行分析，从出院患者平均

住院日、平均每张床位工作日、床位使用率、床位周

转次数指标按每年、每月进行统计分析，以及平均床

日数、床位使用科室排行图形展示。

5

患者负担

主要从患者负担监测指标进行分析和概况：患者负担

监测指标主要从每门诊人次费用、每门诊人次药品费

用、每住院人次费用、每住院人次药品费用统计数据，

及月趋势对比分析，并下钻科室分析患者负担相关指

标统计数据，最后下钻查看详细个案数据；患者负担

明细。

6

资产运营

主要从资产运营监测指标进行分析，从流动比率、速

动比率、医疗收入/百元固定资产、业务支出/百元业

务收入、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总值(元)、医疗收入

中药品收入比率、医疗收入中医用材料收入比率等每

月统计数据和其月趋势分析，以及相应指标对比折线

图分析

7
科研成果

主要各科室的科研成果（如：论文、研究成果专利等

等）进行统计，以及全院每年科研成果月趋势分析。

8

住院患者

医疗质量

与安全

住院重点疾病

分析住院重点病种整体情况(总例数、死亡例数、15

日内再住院率、31 日内再住院率、平均住院日、平均

住院费用)。分析重点病种年龄段与性别分布，展示

重点病种再住院率季度趋势。

9
住院重点手术

分析住院重点手术整体情况(总例数、死亡例数、术

后非预期再手术例数、平均住院日、平均住院费用)。

10

麻醉相关专题

统计住院重点

疾病

从每年、每季度对麻醉三级相关指标进行统计，以及

利用图形对各类麻醉分布、麻醉非预期相关事件分

布、麻醉分级管理情况的分析。

11
手术并发与患

者安全类
通过依据三甲综合质量评审文件规定，统计每类手术

并发症与患者安全的监测指标，了解手术并发症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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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安全的总体情况。其中主要包括住院患者压疮发生

率及严重程度，医院内跌倒/坠床发生率及伤害严重

程度，择期手术后并发症（肺栓塞、深静脉血栓、败

血症、出血或血肿、伤口裂开、猝死、呼吸衰竭、骨

折、生理/代谢紊乱、肺部感染、人工气道意外脱出）

发生率，产伤发生率，因用药错误导致患者死亡发生

率，输血∕输液反应发生率，手术过程中异物遗留发

生率，医源性气胸发生率，医源性意外穿刺伤或撕裂

伤发生率等进行专题指标统计。

12

单病种质

量 急性心肌梗死

AMI

对急性心肌梗死 AMI 从治疗质量、效率质量、经济质

量等进行总体分析，并下钻至个案的层级进行急性心

肌梗死 AMI 相关三甲指标详情分析。

13

急性心力衰竭

通过依据三甲综合质量评审文件规定，首先对各类单

病种的总体分析，主要从治疗质量、效率质量、经济

质量等相关指标的分析, 病种可联动年龄和性别的

维度进行图形展示对比分析，并下钻至个案的层级进

行急性心力衰竭相关三甲指标详情分析

14
社区获得性肺

炎ＣＡＰ--住

院、成人

对社区获得性肺炎ＣＡＰ--住院、成人从治疗质量、

效率质量、经济质量等进行总体分析，并下钻至个案

的层级进行社区获得性肺炎ＣＡＰ--住院、成人相关

三甲指标详情分析。

15

脑梗死ＳＴＫ

对脑梗死ＳＴＫ从治疗质量、效率质量、经济质量等

进行总体分析，并下钻至个案的层级进行脑梗死ＳＴ

Ｋ相关三甲指标详情分析。

16

髋关节置换术

对髋关节置换术从治疗质量、效率质量、经济质量等

进行总体分析，并下钻至个案的层级进行髋关节置换

术相关三甲指标详情分析。

17
冠状动脉旁路

移植术ＣＡＢ

Ｇ

对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ＣＡＢＧ从治疗质量、效率质

量、经济质量等进行总体分析，并下钻至个案的层级

进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ＣＡＢＧ相关三甲指标详

情分析。

18 围术期预防感

染

对围术期预防感染从治疗质量、效率质量、经济质量

等进行总体分析，并下钻至科室分析术前、术中、术

后等过程统计指标。

19
社区获得性肺

炎--住院、儿童

对社区获得性肺炎--住院、儿童从治疗质量、效率质

量、经济质量等进行总体分析，并下钻至个案的层级

进行社区获得性肺炎--住院、儿童相关三甲指标详情

分析。

20 重症医学
ＩＣＵ-1 非 通过对重症医学(ICU)质量监测指标汇总统计，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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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预期

的 24/48 小

时重返重症医

学科率

各项指标每年、每季度的分子、分母及比例数据（包

含ＩＣＵ-1 非预期的 24/48 小时重返重症医学

科率）。

21

ＩＣＵ-2 呼

吸机相关肺炎

（ＶＡＰ）的预

防率

对重症医学(ICU)质量监测指标汇总统计，展示各项

指标每年、每季度的分子、分母及比例数据（包含Ｉ

ＣＵ-2 呼吸机相关肺炎（ＶＡＰ）的预防率）。

22

ＩＣＵ-3 呼

吸机相关肺炎

（ＶＡＰ）发病

率

通过对重症医学(ICU)质量监测指标汇总统计，展示

各项指标每年、每季度的分子、分母及比例数据（包

含ＩＣＵ-3 呼吸机相关肺炎（ＶＡＰ）发病率）。

23

ＩＣＵ-4 中

心静脉置管相

关血流感染发

生率

通过对重症医学(ICU)质量监测指标汇总统计，展示

各项指标每年、每季度的分子、分母及比例数据（包

含ＩＣＵ-4 中心静脉置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生率）。

24

ＩＣＵ-5 留

置导尿管相关

泌尿系感染发

病率

通过对重症医学(ICU)质量监测指标汇总统计，展示

各项指标每年、每季度的分子、分母及比例数据（包

含ＩＣＵ-5 留置导尿管相关泌尿系感染发病率）。

25 ＩＣＵ-6 重

症患者死亡率

通过对重症医学(ICU)质量监测指标汇总统计，展示

各项指标每年、每季度的分子、分母及比例数据（包

含ＩＣＵ-6 重症患者死亡率）

26

ＩＣＵ-7 重

症患者压疮发

生率

通过对重症医学(ICU)质量监测指标汇总统计，展示

各项指标每年、每季度的分子、分母及比例数据（包

含ＩＣＵ-7 重症患者压疮发生率）

27

ＩＣＵ-8 人

工气道脱出例

数

对重症医学(ICU)质量监测指标汇总统计，展示各项

指标每年、每季度的分子、分母及比例数据（包含Ｉ

ＣＵ-8 人工气道脱出例数）

28

合理用药

分析

每百张门诊处

方抗菌药处方

占比

对每百张门诊处方抗菌药处方占比的本期值与同期

值的对比，以及指标改善情况分析。

29

每百张门诊处

方注射剂处方

占比

对每百张门诊处方注射剂处方占比的本期值与同期

值的对比，以及指标改善情况分析。

30
药费收入占医

疗总收入比重

对药费收入占医疗总收入比重的本期值与同期值的

对比，以及指标改善情况分析。

31
抗菌药物占西 对抗菌药物占西药出库总金额比重的本期值与同期



359

药出库总金额

比重

值的对比，以及指标改善情况分析。

32

常用抗菌药物

种类与可提供

药敏试验种类

比例

对常用抗菌药物种类与可提供药敏试验种类比例的

本期值与同期值的对比，以及指标改善情况分析。

33

医院感染

控制

呼吸机相关肺

炎发病率

对每年、每季度的呼吸机相关肺炎感染人数、使用呼

吸机总日数、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病率(‰)等指标统计

分析，并对各季度呼吸机相关肺炎感染对比、以及季

度趋势分析。

34
留置导尿管相

关泌尿系感染

发病率

对每年、每季度的留置导尿管相关泌尿系感染人数、

使用导尿管总日数、留置导尿管相关泌尿系感染发病

率(‰)等指标统计分析，并对各季度留置导尿管相关

泌尿系感染对比、以及季度趋势分析。

35
血管导管相关

血流感染率

对每年、每季度的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人数、使用

中心静脉置管总日数、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率(‰)

等指标统计分析，并对各季度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

对比、以及季度趋势分析。

36

不同感染风险

指数手术部位

感染发病率

对各类手术风险等级的手术风险人数、手术感染病例

数、感染发病率，以及各类切口各类不同程度组织感

染的感染人数、发病率等指标进行统计。

37

专题分析

儿童哮喘专题

分析

要求以患儿病情控制状态为有效指标，基于数据中心

抽取医院儿童哮喘病人的病历数据，分析治疗控制情

况，发现病情部分控制及未控制的原因或问题，并辅

助找到解决方案，最终产生改进效果，实现疾病整体

控制目标。产品功能截图必须体现本专题分析维度包

括：哮喘控制率、治疗顺从率、按时随访率、初诊病

人率、复诊病人率等

38

儿科重症监护

抢救案例专题

分析

要求以急性危重症患儿从入院到进入重症监护室的

抢救时间为目标，基于数据中心抽取医院急性危重患

儿从预检分诊时间、急诊诊病时间、住院办理时间、

入科时间等进行总体分析，并展示每个环节不同预检

分诊分级病人的平均候诊时间、超出平均候诊时间的

原因挖掘等。产品功能截图必须体现本专题分析内容

包括：儿科重症监护室患者平均入院时间、预检分诊

时间及预检分诊不同层级病人的平均候诊时间、急诊

时间及预检分诊不同层级病人的平均候诊时间、急诊

离开时间及预检分诊不同层级病人的平均候诊时间、

手术时间及预检分诊不同层级病人的平均候诊时间、

入院办理时间及预检分诊不同层级病人的平均候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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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入科时间及预检分诊不同层级病人的平均候诊

时间、第一次护理时间及预检分诊不同层级病人的平

均候诊时间等

39

门诊候诊时间

专题分析

要求从门诊患者的预约、失约情况以及医生的平

均看诊时间等方式入手，分析门诊换患者候诊相关指

标的趋势、分布、排行等情况。根据分析结果从侧面

辅助科室对门诊预约配备（如自助预约机的楼层摆

放）及医生号源分配等做出相应决策。产品功能截图

必须体现本专题分析维度包括：预约资源数、预约就

诊数、预约失诊数、预约就诊率、预约失诊率、均看

诊时间等。

40

手术室使用效

率专题分析

要求以提高手术室使用效率为目标，进行手术室

使用效率专题分析，主要根据不同的手术室的麻醉开

始时间到最后麻醉苏醒时间，进行手术室的全天使用

分析，针对发现手术室空闲情况进行有效的实时调

配，并能基于手术内容判断手术时长的合理性，有效

提高手术室使用效率。

41
化疗副反应专

题分析

要求以降低化疗副反应为目标，进行化疗副反应

专题分析，要求通过决策支持系统，对化疗患者的重

要指标提供实时监测，并对指标的控制情况、干预情

况提供分析和追溯功能。

42
导尿管相关尿

路感染防控专

题指标

要求以导尿管尿路感染为目标，进行导尿管相关

尿路感染防控专题分析，要求通过决策支持系统，监

测医院尿路感染的发展趋势分析，追溯尿路感染的主

要影响因素等。

43

急诊不明原因

发热分析专题

分析

急诊不明原因发热分析要求针对急诊部以高热

不退 7 天以上、长期反复发热为主诉入院的患者为分

析对象，参考国际上不明原因发热患者相关的临床实

践指南，制定针对这类患者的临床诊疗改进方案如增

加患者宣教、缩短辅助确诊检查项目的报告时间、增

加这类患者的放射性检查项目等。决策支持系统要求

以不明原因发热患者为主题，抽取患者诊疗、检查、

预后等数据，以改进前后为时间分界，分析患者预后

情况、医疗费用与确诊时间、检查项目执行占比、检

查报告时长的统计学关系的变化情况，指导临床观察

诊疗方案合理性，提供临床决策参考。

（十

二）

APP 端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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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时监测

提供重点指标和重点疾病数据实时监测，提供全面准

确的数据分析统计，方便用户查看、查询和管理。用

户可实时掌握医疗数据的整体状况，对区域医疗现状

进行有效干预，做到预防、控制、持续改进，降低医

疗风险，提供医疗服务水平。

2

移动报表管理

移动报表管理提供首页业务领域模块、指标展示

界面分析管理。通过获取数据仓库数据，配置指标共

性分析展示，包括指标同期对比分析和趋势分析配

置。同时，可针对地区到机构不同层级的个性化配置，

提供饼图、条形图、折线图等不同图形的配置，丰富

指标展示内容，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

移动报表指标类型包括普通指标和预警指标。普通指

标展示指标的基本分析内容。预警指标根据与预警目

标值对比，显示指标预警程度以及对应预警的地区和

机构，直接提醒用户预警信息面貌。

3

指标搜索

提供指标查询服务，用户可根据所查询的条件筛选指

标内容。同时，用户通过指标搜索，定位到指标所分

析内容的关键信息，及时获取统计信息，快速查找指

标相关内容。

4

指标推荐

对用户经常查看的指标推荐在首页，用户可了解近期

关注的指标内容。通过指标推荐窗口用户可直接定位

到指标分析界面上，及时获取指标信息。

5

指标收藏

指针对不同用户所关注的监管指标不同，故需要提供

不同用户的日常重点指标的收藏夹，用于可以快速定

位日常应用的相关指标内容

6

批注分享

要求支持批注分享功能，帮助用户更好的标记模板，

对指标分析界面可添加修改意见、注释或说明。批注

后的模板发送给其他用户，共同监管指标内容，提高

工作处理效率。

7

预警消息

支持预警消息提醒功能，针对关键指标进行关注、监

控，出现异常情况时，消息内容推送到预警界面上，

快速定位问题，及时制定有效措施。预警级别包括严

重预警、重要预警、提示预警，显示预警的严重程度，

辅助用户异常处理工作。

38、福建省儿童医院价表管理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收费项目 按物价管理部门提供的医疗服务项目规范维护收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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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目，包括项目标准编码、项目名称、单位、单价、发

票类别、核算类别、折扣规则等。

提供收费项目的修改、停用、恢复、调价等操作。

提供收费项目的申请、执行权限向科室分发功能。

2

诊疗项目

维护

诊疗项目维护是按临床要求将常用项目组合，以便于

临床部门快速开单。维护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单位、

单价（自动计算）、关联收费项目等。

提供诊疗项目的修改、停用、恢复等操作。

提供诊疗项目的申请、执行权限向科室分发功能。

3
医保项目

维护

医保项目维护包括医保类别字典、医保特殊病种字典、

医保项目字典、医保对照字典的维护。

4
费别收费

配置 设置和维护不同费别对该诊疗项目的特殊收费比例。

39、福建省儿童医院财务管理（财务做账软件）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总体要求 (1) 提供多分录/多页签两种方式，医院可自行选择

其中一种进行平行记账操作

(2) 满足医疗集团多组织下对财务账务的不同需求，

满足新政府会计制度的多组织应用，系统应预置新政

府会计制度科目体系

(3) 提供科目对照功能

(4) 根据政府会计制度发文的【附录：主要业务和事

项账务处理举例】的信息内容，预置业务场景和凭证

模板

(5) 实现根据会计科目自动携带出医院会计科目及

政府会计科目的辅助核算项

(6) 在凭证制单界面明确标识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

方便财务人员核查

(7) 提供财务会计凭证与预算会计凭证双向互转功

能

(8) 在预算会计制单时，可调用预置的预算会计模板

进行业务操作

(9) 机动处理计提业务，支持对计提业务的平行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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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提供智能提醒功能，在凭证制单时进行校验提

醒

(11) 预置预算会计报表

(12) 提供汇总打印模板

2

财务核算 （1）满足财务日常的账务处理要求：期初录入、基础

资料、凭证填制、出纳签字、会计确认、凭证审核、

记账、对账、结账、反结账、明细账、总账、辅助账、

备查账、报表、查询等功能。系统能够满足财务成本

一体化管理模式，在处理会计凭证时，同时按照国家

成本核算口径及院内奖金核算口径进行成本数据的归

集，多院区账务处理，总院能控制一、二及科目的规

范使用。

（2）由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建立财务应用环境，设置

适合本医院实际需要的专用模块。可自由定义科目代

码长度、科目级次。根据需要增加、删除或修改会计

科目或选取行业标准会计科目。可自定义凭证类别、

凭证格式，凭证追溯功能。

（3）提供丰富的凭证录入功能。支持凭证录入时指定

现金流量项目，可自定义转账，可满足多人同时在线

制单，支持凭证整理功能。加强与业务系统和其他模

块的协同实现自动制单，包括 HIS 系统中的收入数据、

成本数据，固定资产系统中的资产折旧、报废数据，

物资系统中的出入库数据，薪资系统中的人力成本数

据，绩效分配系统中的绩效分配数据，网上报销的支

出报销数据等，可定时自动生成凭证（数据库级接口

集成）。

（4）提供多种查询方式。支持跨年度查询，也可以选

择年度分段查询。完善查询权限，可按操作员权限自

动过滤数据。可自由定义在查询结果中显示的字段。

制单时可查科目和辅助项目余额，提供明细账、总账、

凭证、原始单据联查功能。

（5）提供丰富的报表功能。既有根据医院会计制度预

置的相关会计报表，又有可自定义编辑、自动取数的

自定义报表，可以从 HRP 的各业务系统自主选择取数，

生成有固定样式的电子报表。

（6）提供出纳管理功能。满足出纳日常管理功能，支

持现金、银行日记账及支票、票据等动态追踪管理，

支持银行对账单的导入和银行自动对账，支持根据会

计凭证内容（往来单位、金额等）进行多家银行的支

票、进账单等银行单据的单张或集中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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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收应付

款管理

（1）提供对病人应收款的管理。提供各种预警，及时

进行到期账款的催收，以防止发生坏账，提供信用额

度的控制，及时了解客户的信用情况。

（2）提供应收账龄分析、欠款分析、回款分析等统计

分析，从而进行资金流入预测。

（3）提供多种账期管理(固定日付款、交货付款、即

付现金、按单不同，预定付款)，在应收单上可设置到

期日、立账日、收付款协议，并可按立账日、到期日

分析账龄。

（4）对采购管理系统的采购发票进行审核，进行付款

处理，支持应付单的录入、现金折扣的处理、单据核

销的处理等业务处理功能。

（5）提供应付款票据的跟踪管理，可以随时对票据的

计息、结算等操作进行监控。提供结算单的批量审核、

自动核销功能，并能与网上银行进行数据的交互。

1

总账管理

初始设置

期初余额：用户在开始启用总账系统时，将手工账中

各科目的余额、累计发生额等数据录入到总账系统中，

作为开始录入日常业务之前的准备。

2

凭证管理

与凭证相关的一切操作与管理功能，包括：凭证显示

格式定制、填制凭证、出纳签字、审核凭证、记账、

查询凭证、冲销凭证、凭证整理等功能。

3
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系统为报表使用者提供单位一定期间内的

现金流入和流出信息。

4
财务折算

指凭证从来源账簿向目的账簿通过财务折算规则自动

生成折算凭证。财务折算包括手动折算和即时折算。

5

往来核销

总账核销主要是针对同一科目的借贷方发生数据之间

进行勾对的处理,包括：核销对象设置、期初未达录入、

核销处理、查询统计分析。

6
内部交易对账

内部交易是集团内各成员单位之间发生的交易，如各

单位之间相互提供劳务、技术、无形资产、资金等。

7

内部交易协同

根据协同业务设置的内部各成员单位之间的科目对应

关系，提供了由一方单位的凭证自动生成另一方单位

凭证的“协同凭证”功能。

8

自定义转账

医院在每个会计期结束时，都需进行各种费用的分摊、

税金的计提、成本的结转、损益的结转等，结转完毕

后，才可执行月末结账。

9 周期凭证
对多个会计期间均会重复性发生的经济核算业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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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支持以周期性凭证的处理方式自动生成。

10

期末处理

进行各种费用的分摊、税金的计提、成本的结转、以

及损益的结转等，结转完毕后，要进行月末结账，标

志着该会计期业务的结束。

11

账簿查询

提供了各种账簿的查询分析功能，包括科目余额表、

辅助余额表、三栏总账、三栏明细账、日记账、日报

表、科目汇总表、序时账等。

12

管理报表

总账管理报表是针对一些特殊的查询要求提供的，其

特点是提供更详细全面的查询条件，查询结果具备不

同的展现形式。

13
总账与业务

系统对账

总账与业务系统对账分为对账规则设置、对账执行、

账簿打印等节点操作。

14
银行对账

将系统登记的银行存款日记账与银行对账单进行核

对。

15
应收管理

初始化设置

包括单据协同设置、查询对象注册、报表初始化，为

各种应收和收款业务的日常工作开展做好初始准备。

16
期初余额

提供期初余额录入功能。用户在开始启用应收管理系

统时，将尚未处理完的应收以及收款业务录入。

17
应收日常业务

提供日常的单据处理、单据核销、债权转移、汇兑损

益处理、坏帐处理、调整单、银行托收等功能。

18

收款日常业务

提供日常的收款业务处理，包括收款单的录入，审核、

查询、即时核销等单据管理，以及协同单位间的收款

协同确认和收款并账操作。

19
核销处理

核销处理实现应收单和收款单；应付单和付款单；应

收单和应付单；收款单和核付款单间的相互核销工作。

20

坏账处理

坏账发生是将特定的应收款做为坏账的设置，处理包

括：坏账损失、坏账收回、坏账计提、坏账查询等功

能处理节点。

21

催款

系统提供催款管理，由催款语气和催款单构成，其中

催款语气可以按币种、应收余额、最长账龄设置催款

用语方案。

22
查询

提供应收业务的总账表、余额表、明细账表的查询功

能。

23

报表

对应收款和收款进行统计分析管理，通过管理报表，

可以按用户定义的查询方式，进行一定期间内应收欠

款分析、应收对账单、收款预测、收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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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应付管理

初始化设置

包括交单据协同设置、报表初始化，为各种应付和付

款业务的日常工作开展做好初始准备。

25

期初余额

提供期初余额录入功能。用户在开始启用应付管理系

统时，将尚未处理完的应付以及付款业务录入，作为

开始日常业务之前的准备。

26

应付日常业务

提供单据处理（包括单据录入、单据管理和单据确认、

单据复制）、单据核销（包括手工核销和自动核销）、

债务转移、汇兑损益、调整单管理等功能。

27

付款日常业务

提供日常的付款业务处理，包括付款单的录入，审核、

查询、即时核销等单据管理，以及协同单位间的付款

协同确认和付款并账操作。

28
核销处理

核销处理实现应收单和收款单；应付单和付款单；应

收单和应付单；收款单和核付款单间的相互核销工作。

29
期末处理

期末处理主要完成汇兑损益计算及当前期间的关账、

结账业务操作。

合同管理

与支付系统对接，付款时自动对付款计划进行匹配，

付款时间及比例匹配成功的才能予以付款

30
查询

提供单据查询、总账表、余额表、明细账、审批情况

查询表、报警单等多种账表的查询功能。

31 报表 管理报表指系统提供的对应付业务进行分析的表单。

报销系统

OA、APP、自助

报销机 实现线上报销

OCR 自动识别

自动识别发票的信息，包括开票方名称、货物或服务

内容、金额、账号、发票号码等

商旅中心 职工可直接在报销系统定火车票、机票、酒店等

发票核验

与税务系统对接，自动验证发票真伪以及电子发票的

查重

银医直联 网银支付系统与物流系统、报销系统对接

32 固定资产 基础设置 提供基础数据相关设置，为做固定资产业务做准备。

33
期初数据

账簿初始化是应用在多账簿中的节点，可将原账簿中

的卡片导入新增账簿中。

34
新增资产

通过新增资产审批单完成的，新增资产审批单通过审

批之后可以被参照生成新增资产卡片。

35
资产变动

变动单管理是对系统制作的变动单进行综合管理的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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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资产维护

对资产进行维护的业务处理点，包含资产变动、评估、

减值、拆分、合并。

37
资产盘点管理

对资产进行盘点，根据盘点情况，可对资产进行清点

处理，并根据盈亏情况做资产的增加或减少。

38
资产调拨

适用于医院内部科室间的资产调拨，医院内部各科室

之间的资产转移使用资产变动中的部门变动解决。

39

期末处理

主要完成工作量管理、固定资产计提折旧、递延资产

摊销费用、查询和修改折旧清单、查询折旧分配汇总

结果。

40
账簿查询

固定资产管理过程中，需要及时掌握资产的统计、汇

总和其它各方面的信息。

41
管理报表

固定资产管理过程中，需要及时掌握资产的统计、汇

总和其它各方面的信息。

42

初始化工具

卡片导入工具是在客户初始化过程中快速实施的一个

工具，可以将客户原有的固定资产卡片导入到系统中，

减少工作量。

43

存货核算

基础设置

由于各单位的存货成本核算业务流程都各有区别，所

以对系统中的各选项进行设置，以便设定正确的业务

流程及核算方式。

44
期初数据

提供以单据的形式录入存货明细帐的期初余额。期初

余额经期初记帐后，才可以开始进行日常业务。

45

入库业务

向医院外部采购物资形成的采购入库单、内部交易形

成的调拨入库单形成的产成品入库单的业务形成的其

它入库业务。

46

出库业务

包括销售出库形成的销售成本结转单、调拨业务形成

的存货调拨出库单各科室领用材料形成的材料领料单

等其出库业务。

47
调整业务

调整业务包括入库调整单、出库调整单、计划价调整

单。

48
账务处理

帐务处理主要包括对单据进行入出库成本计算和对产

成品入库单分配入库成本。

49

月末处理

包括月末结帐、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和计价方式的变更。

在月末结帐时，系统自动生成假退料形成的下月蓝字

材料出库单。

50 存货查询
主要包括：出入库流水账、存货明细账、仓库存货明

细账、发出商品明细账、发出商品余额查询、收发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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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查询、计价辅助查询表。

51 存货报表 存货报表主要包括：出入库汇总表、收发存汇总表。

40、福建省儿童医院绩效考核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总体要求 1、系统必须符合卫生主管部门要求和医疗行业特点的

绩效管理产品，并基于医院战略目标，构建的全方位

绩效考评体系，同时全面负责我院所有部门绩效管理

方案的调研、制定、可行性测试。全面负责绩效管理

方案正式执行一年内的效果跟踪、方案修正。

2、绩效方案应满足以下：

绩效方案总体设计：采用基于工作量核算引用 RBRVS

理论的核算方法，应符合国家的政策、法规，在国内

应具备领先优势。能随时关注医改政策，为医院正确

发展提供合理化建议。通过对医院战略的建立、目标

分解、业绩评价，并将绩效成绩用于医院日常管理活

动中，以激励员工业绩持续改进并最终实现组织战略

以及目标。合理处理医、护、技关系，方案和咨询服

务提供方不得有不良记录和相关报道；

绩效方案本地化：绩效方案所使用 RBRVS 点值必须提

供本地化服务，该服务包括：（1）与本地价表项目对

应。（2）根据医院实际情况对点值大小做出本地化调

整；

*医生工作量核算体系：系统应建立基于 RBRVS 理论，

工作量核算体系，使用点值法核算医生工作量；

*护理工作量核算体系：系统应综合使用出院人次、住

院床日、护理时数等 KPI 指标结合点值法核算护理工

作量；

医技工作量核算体系：系统应综合使用 KPI 或点值法

核算医技工作量；

绩效方案实现：软件系统应内置基于工作量核算的代

表国内领先水平的核算方法和模板；

3、绩效管理模块能够满足以下功能：

数据采集与集成：能够全面采集绩效管理考核所需的

所有数据，包括 HRP 内部和其他系统的数据。同时该

功能须不依赖于第三方软件，由绩效核算系统提供；

数据加工处理：系统按月对绩效基础数据进行数据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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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产生核算结果。可处理 100 万行以上数据；

核算方案个性化管理：软件应具备为不同核算单元设

置不同的，个性化的 KPI 指标和绩效方案的能力；

数据测算：软件应具备测算功能，对任意期间的数据

可以通过该软件进行快速、可重复的测算；

应具备完整的绩效考核指标库；

应能够对绩效核算结果和各因素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和

历史数据的趋势分析。并且分析方法应具备可扩展性。

能够保存历史数据，方便随时查阅各科室绩效数据及

同比环比数据；

数据查询：对核算流程中各关键点产生的数据提供查

询，各科室能查询本科室绩效数据，数据查询应有权

限控制；

二次开发和扩展性：数据加工的流程、逻辑均可进行

管理和二次开发，应预留并向医院开放二次开发的接

口和工具；

1
奖金分配

基础档案

基础设置主要是进行科室、人员、奖金项目、职称等

信息的维护，为后续的奖金分配计算打下基础。

2
KPI 管理

包括确定全院指标集、科室指标体系、目标值的设定、

权重的制定、指标数据采集方式、评价标准等设置。

3
绩效核算与分

配 根据各绩效单元配置的奖金项目公式计算绩效奖金。

4
分配方案制定 分配方案制定是对奖金分配计算的方案按人员或者科

室进行制定并分配。

5
分配方案执行 分配方案执行是根据方案制定和分配进行方案计算，

计算出科室或人员的奖金。

6

奖金发放 奖金发放是对科室奖金计算的结果进行发放，将方案

计算的结果发放到科室。科室可以进行二次发放，将

科室的奖金发放到人员。

7
绩效分析 对绩效结果的查看，包括指标分析、趋势分析、同比

分析、环比分析、雷达分析、院长查询等。

8
报表查询 报表查询可以查询方案计算后，科室、人员的奖金。

奖金二次发放后，人员奖金汇总结果。

9

奖金分配

接口

接口设置 接口设置主要设置收费类别、收费项目、以及用收费

项目与 his 数据的对照和奖金科室与 his 科室的数据

对照，以供后续数据采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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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数据采集

将 his 的门诊收入和住院权责收入下载到绩效考核数

据库中，根据收费项目的设置，自动计算开单科室和

执行科室的金额。

11
收费项目数据

总表

查看下载到绩效考核数据库中的明细数据，科室收项

目的金额。

41、福建省儿童医院基建管理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财务管理

要求

（1）满足财务日常的账务处理要求：期初录入、基础

资料、凭证填制、出纳签字、会计确认、凭证审核、

记账、对账、结账、反结账、明细账、总账、辅助账、

备查账、报表、查询等功能。（2）由用户根据自己的

需要建立财务应用环境，设置适合本医院实际需要的

专用模块。可自由定义科目代码长度、科目级次。根

据需要增加、删除或修改会计科目或选取行业标准会

计科目。可自定义凭证类别、凭证格式，凭证追溯功

能。

（3）提供丰富的凭证录入功能。支持凭证录入时指定

现金流量项目，可自定义转账，可满足多人同时在线

制单，支持凭证整理功能。

（4）提供多种查询方式。完善查询权限，可按操作员

权限自动过滤数据。可自由定义在查询结果中显示的

字段。制单时可查科目和辅助项目余额，提供明细账、

总账、凭证、原始单据联查功能。

（5）提供丰富的报表功能。既有根据医院会计制度预

置的相关会计报表，又有可自定义编辑、自动取数的

自定义报表，可以从 HRP 的各业务系统自主选择取数，

生成有固定样式的电子报表。

（6）提供出纳管理功能。满足出纳日常管理功能，支

持现金、银行日记账及支票、票据等动态追踪管理，

支持银行对账单的导入和银行自动对账，支持根据会

计凭证内容（往来单位、金额等）进行多家银行的支

票、进账单等银行单据的单张或集中打印。

（7）提供对基建应收款的管理。提供各种预警，及时

进行到期账款的催收，以防止发生坏账，提供信用额

度的控制，及时了解客户的信用情况。

（8）提供应收账龄分析、欠款分析、回款分析等统计

分析，从而进行资金流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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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资计划 年度投资计

划

根据每年新建项目及续建项目编制年度投资计划，后

续将项目档案、项目预算与年度投资计划实现关联。

2
年度投资计

划执行查询

可以通过报表对年度投资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进行查

询。

3

前期管理

项目登记

重大的投资项目，经过内部提出后，需要调研分析的

周期很长，需要对这类项目予以登记，便于查询和围

绕此项目做后续业务。

4

项目建议书

重大的投资项目，经过内部提出后，需要调研分析的

周期很长，需要对这类项目予以登记，便于查询和围

绕此项目做后续业务。

5 可行性研究

报告

重大的投资项目，经过内部提出后，需要调研分析的

周期很长，需要对这类项目予以登记，便于查询和围

绕此项目做后续业务。

6

许可登记

项目在前期及执行过程中需要向政府相关部门报批手

续，在文件已经批复之后，需要将报批报建的文件在

系统中记录下来备查。

7
立项管理 院方的每一个正式项目都要经过一个立项过程，可以

将项目的内部立项审批点作为项目开始的一个标志。

8

物资及服

务

物资计划

物资及服务需求单控制项目执行时，物资与服务需求

发生种类、数量或单价变化时，可通过物资及服务调

整单和物资及服务调价单进行变更调整。

9 物资执行 物资计划的执行明细通过物资备料表获取。

10 合同及费

用

招标管理 记录招标结果及中标供应商的信息。

11 销售合同管

理

销售合同为用户与客户签订的承包合同或是收入合

同。这类合同主要是面对“客户”，销售所承揽的工

作内容，产生应收、收款等过程。

12 总价发包合

同管理

总价发包合同又称为包干合同，是指根据合同规定的

工程施工内容和有关条件，业主应付给承包商的款额

是一个规定的金额，即明确的合同总价。

13 清单发包合

同管理

清单发包合同又称为工程量发包合同或是单价合同，

是以工程量和工程量所对应的单价作为计算依据，定

期或是按里程碑，计算并支付工程款的合同形式。

14 材料结算管

理

是指甲供材的项目（即业主方提供材料），在项目完

工后，要根据材料的出库数量、退库数量等判断材料

是否达到平衡，对于应退而未退的材料进行扣款。

15
费用结算管 用于结算无合同费用，如报批报建、绿化费、探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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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等。

16 项目扣款管

理

项目竣工验收后，施工合同进入质保期，在质保期内，

如果发生质量问题，由此会造成修复费用，并据此要

对施工单位进行扣款。

17
进度管理 进度计划编

制

通过系统的计划工作台，可对项目进行 WBS 分解，制

定计划工期、建立逻辑关系。

18 任务进度填

报

项目计划编制发布之后，项目进入到执行阶段，按照

一定的周期，汇报项目任务的执行进展，反映项目任

务的进展情况。

19

指标进度

定义集团使用的进度计量指标，建立指标模板和指标

计划时可参照；计量指标都为定量指标，可汇报完成

数量。

20

现场管理

开工管理

项目确定了施工单位后，施工单位进行施工准备，确

认已具备开工条件，提出开工申请，监理工程师对开

工准备及各项开工条件进行审查，最后由总监理工程

师下达开工令。

21

变更管理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因为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对原

有项目以及具体做法有所改变调整，变更单记录这些

调整信息。

22 质量安全 质量检查 制定质量检查计划，反馈质量检查结果。

23
质量问题

记录执行过程中问题，通过问题验收单，反馈质量问

题的验收情况，作为问题追溯和追责的依据。

24

巡视检查

依据检查标准带入的检查项进行检查，记录巡查情况

和检查结果，记录现场发现的问题以驱动问题整改，

并反馈整改结果。

25
质量评核

运用评估方案对评核项进行评估和计量，实现对评估

结果进行量化。

26
验收管理 项目验收管理提供了对项目的各种验收对象和项目产

出物的验收过程进行管理的功能。

27 决算及转

固

项目决算 工程完工、交工验收后，项目进入决算阶段。

28

工程转固

当项目的所有工作已经完成或者项目中止时，用户提

出项目结项申请，审批通过后，系统将根据状态交易

规则的设置将项目状态改变为关闭，项目不再发生任

何业务。

29
文档管理 将项目开始时的合同、开工报告、质量计划、协调程

序等，执行中产生或用到的信函、项目规定、技术标

准、图纸、会议纪要、采购文件、报告、变更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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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时的竣工图、项目总结、关闭报告等相关文档归

集到系统中统一管理。

42、福建省儿童医院医院物流管理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总体要求

1) 满足医院对材料、低值易耗品等所有物资的

采购申请、计划、订单、入库、移库、退库、调

拨、盘点、出库、调价、发票、应付、结算、付

款等物流的过程管理。支持在采购申请、订单、

发票等环节进行预算检查和控制。物资档案支持

一个品种多个名称，并支持多种分类口径、多计

量单位和多个规格。材料物资的信息完整（条码、

品名、效期、类别、生产批号、采购批次、厂商、

供应商、三证、费别等）。

2) 支持多种采购模式，例如：合约采购、批次

采购、人工个案采购等方式。支持根据一级库的

安全库存量自动生成请购单或采购订单，招标、

询议价、确标等所有例行工作可以手动或根据自

定义条件自动进行。支持根据既定规则自动分配

订单给多家供应商，并可设臵对应的审批流程。

供应商可登录系统自行打印预交货单，并可录入

效期、批号、数量等信息，提升入库环节的工作

效率。支持采购记录查询及相关文档的生成及导

出。采购模块预留对接外部采购平台接口；

3) 支持合同管理，主要完成合同信息的录入、

保存、审核、生效、变更、续签、冻结、终止、

查询、预收（付）款等功能。支持物资采购部门、

物资管理部门、财务部门在系统中对采购合同进

行全程跟踪、监控管理，物资采购订单、入库、

付款等环节能够自动关联合同进行校验和控制。

支持特定情况下的预付业务，签订采购合同后，

无需物资入库即可直接预付；

2 功能要求

（1）条码管理

引入个体条码管理，能够对物资的需求计划、采购、

入库、移库、出库、消耗每个环节实现全程跟踪。引

入品种条码管理，通过无线条码枪实现库房移动盘

点。每一种仓库材料都可采用供应商提供的条码，也

可系统生成唯一条码。

高值医疗耗材还需支持入出库全程单个物资条码管

理，支持院内条码或产品自带条码，并支持全程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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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识别使用。寄售模式支持管理库存与不管理库存

的两种，需要管理库存时，系统应记录耗材的库存情

况，耗材使用时即由系统自动完成出库等过程；不管

理库存时，耗材使用完成后根据申请单及收费清单进

行采购、入库、出库等过程自动补单；通过与医疗业

务系统对接，高值耗材使用与收入自动匹配稽核，并

能追踪到使用病人实现医嘱核销，实现高值耗材的闭

环管理；

（2）物资申领、采购、领用

物资需求申请各科室使用部门及实物库房提交，常规

耗材根据科室库或二级库库存情况自动生成补货建

议，各院区库房自动汇总、平衡库存后，向资产管理

部门提请本科室的采购计划.。资产管理部门审核后

自动按供应商生成采购计划和采购订单。物资申领、

采购计划支持按金额、物资类别等自定义审批流程。

自动产生相关的出入库单据、会计凭证和内部应付单

据。能实现物资请领的预算控制，控制超预算出库行

为发生。

（3）采购入库、结算

能够处理各种普通出入库业务：如采购入库、代销入

库、其他出入库等。验收支持条码识别。支持订单、

验收单、发票手动或自动匹配，并对核对有误的发票

给予提醒。提供月初回冲、单到回冲和单到补差三种

暂估处理方式。

支持从输入请购单到生成采购订单的所有例行工作

可以自动进行，不需要很多人工干预。使用人员只需

要在意外情况下干预。所有文档可参照系统中已有的

相关数据产生，简化处理过程和防止数据输入过程中

产生错误。

报价单申请可由请购单生成或手工输入，传送给若干

个供货商。报价单的数据输入到系统中存储的各个报

价单申请中。采购员可以使用价格比较清单对报价单

的价格和条件进行对比分析，以确定最优惠的报价

单。

支持采购付款，包含预付款、销后固定天数付款、货

到固定天数付款、到货验收合格付款、分批次验收比

例付款、逾期交货扣款后付款等多种付款方式，并可

根据付款方式进行付款锁定、触发审批流程等付款控

制；可根据付款协议，进行付款计划排程；支持发票

及电子发票管理，针对特殊发票（例如：负票）纳入

付款结算抵扣，同时联动品质扣款等。支持提供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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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数据查询、下载、分析。支持付款时效的提醒；

（4）库存管理

满足日常库存管理功能，支持多级库存管理、库位管

理、效期批次管理、安全库存管理（安全库存公式可

以灵活设定，且支持手工设定及系统根据历史用量或

其他相关信息自动计算）、物资报废报损、冻结等常

见功能，支持各级库存之间的转库借库（一级库向二

级库、二级库向三级库、二级库之间、三级库之间等）、

不同组织单元之间的物资调拨。支持固定资产、设备

等资材的保养、维修所需配件的关联管理。提供库存

查询、下载、分析。支持存货资金占用规划、占用分

析、储备分析、周转分析、入库成本分析、ABC 成本

分析、库龄分析等多维度统计分析，支持滞存物资管

理，对物资用量异常的情况，能够及时预警；

支持物资入库的多种方式，包含但不限于物资入库后

自动从一级库划拨到二级库、入库后直接出库、到货

验收后入库、到货免检入库等方式入库需支持相应的

验收机制，验收支持条码识别。如遇供应商违约或货

品质量出现问题，可进行相应罚扣，罚扣金额可联动

财务付款。支持合同、订单、验收单、发票手动或自

动匹配，并对核对有误的发票给予提醒；

物资出库，需与医疗业务系统连接，对库存实行动态

监控，根据材料类别，计价材料可实现医嘱实时核销

的出库模式，非计价材料提供包括“以领代销”和“实

耗实销”在内的多种出库模式。计价材料应与收费项

目对应，材料进价发生重大变化应对收费项目进行调

价提示；

（5）存货核算

具有完整的存货核算功能，能够核算物资的入库成

本、出库成本和结余成本，支持对采购暂估业务的处

理（采购中处理、存货自动记账）、存货成本的调整、

物资价格的调整、物资成本差异的计算分摊、提取存

货跌价准备（按账龄提取及手工输入两种方式）、多

账本核算等功能。支持按照单个物资或某类物资设臵

的计价方式核算存货的发出成本，可提供实时的出库

成本及完成对成本的模拟计算，同时可以将物资的成

本信息传递到财务核算、成本核算、单机绩效等有业

务协同的系统。支持灵活的成本归集范围设臵，包括

财务组织级、库存组织级、仓库级或多种组织单元组

合级（比如库存组织+仓库）。支持多种计价方式的

成本计算，包括但不限于先进先出、移动平均、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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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计划价、个别计价等。支持基于入库调整出库

成本，可对出库物资的成本进行调整。支持异常结存

的手动及自动调整、假退料、存货单元和总账对账、

进项税转出、数据 EXCEL 导入导出等功能。支持物资

从入到出每一个节点的数量、金额、成本的明细账查

看；

（6）存货盘点

提供多种盘点方式，如按仓库盘点、按批次盘点、按

存货类别盘点、对保质期临近多少天的存货进行盘点

等等，还可以对各仓库或批次中的全部或部分存货进

行盘点，盘盈、盘亏的结果自动生成其它出入库单。

支持科室二级库实时盘点。

（7）预警管理

提供及时灵活的合同效期（生效和失效）、公司资质

效期、物资效期、安全库存、积压物资、物资到货期

等预警功能。支持采购订单、采购入库、采购结算等

环节进行证件过期控制。

（8）供应商管理

构建供应商管理，构建供应商基本资料信息库，实现

供应商的统一管理、维护与分散使用。可定义供应商

的启用、封存等多种状态。采购过程可联动品质、合

约、证件管理、供应商管理等模块，对供应商进行准

入控制及评估。支持供应商综合分析评估及供应商等

级制定及评价。支持对供应商资质及其证件效期进行

管理，审核确定供应商允许供应的物资及效期，同时

可自定义向未审批供应商或资质过期的供应商采购

的条件及审批流程；

（9）合同管理

主要完成合同信息的录入、保存、审核、生效、变更、

续签、冻结、废止、终止、归档、查询、预收（付）

款等功能。支持物资采购部门、物资管理部门、财务

部门在系统中对采购合同进行全程跟踪、监控管理，

实现物资采购订单、入库、付款等环节自动受合同控

制。采购合同可以直接付款，实现预付业务，其他合

同也可直接收款或付款，也可生成应付（收）单。支

持各类查询功能。

包括合同概要、收/付款计划、合同标的、合同条款、

合同大事记、合同附件等信息处理，可以对合同进行

生效/失效、变更、结案/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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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种类型合同，主要包括普通合同、主子合同、

应收应付类合同和购销类合同等。

应收/应付类合同可以填制合同结算单，确定执行数

量、单价、金额等信息，通过应收款/应付款管理系

统进行收付款和核销操作，收/付款信息回填合同结

算单，同时合同结算单回写合同的执行数量、执行金

额。

采购管理系统可以参照合同生成采购订单，并回写执

行信息于合同工作台。《合同管理》可跟踪采购订单

及后续的到货单、采购发票、采购入库单及付款单信

息。

合同执行应支持合同执行单的录入和生效等业务处

理。可以通过合同执行单（合同结算单）来反映合同

的执行情况，也可通过采购订单来反映合同的执行情

况。

支持与医院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物流管理、会计

核算等系统实现一体化业务整合，结合预警功能，体

现“合同与实物的一致性监管”、“合同与账务的一

致性监管”、“合同履行情况的全过程追踪监管”、

“合同往来账款的追踪监管”、“合同全阶段资料文

档的监管”等先进管理思想，进一步提高医院精细化

管理水平。

（一）
供应商管

理门户

1

订单管理

订单管理

订单管理主要对医院发出的耗材订单申请进行一体

化管理，包括：接单，订单配送以及订单发票核销，

实现耗材订单电子化管理，医院与供应商的采购业务

实现实时协作，日常采购、配送、验收入库避免人工

处理，提升医院采购效率。

接单管理

统一订单平台自动将医院耗材采购单推送到供应商

配送管理平台，供应商在接单管理中进行审核（是否

满足医院采购单需求），供应商可以查看采购单详情，

包括：物资名称、编码、规格、数量、申请单位、配

送地址等，供应商对满足采购申请的订单生成配送单

进行配送。

2

订单配送

供应商对已接单的订单进行备货，对备货完成的采购

单填写收货方信息后进行配送，支持打印采购清单以

及验货单，并且生成二维码的随货同行单，供医院快

速验收入库使用。对于供货商已接单的采购单，医院

可以实时获取采购单进度，包括：接收订单、开始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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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完成备货、取消备货、已配送。

3

订单结账

供货商对本次进行配送的采购单进行结账，供货商公

司财务提供发票信息后，在订单发票核销中进行发票

信息的录入，根据医院要求进行发票核销且打印本次

结账的物资信息，通过二维码的电子发票功能生成的

二维码清单给医院对应的仓库管理人员进行实际入

库操作，至此，供货商在医院耗材的采购订单流程中

的订单管理处理完毕

4

资质管理

资质管理

供应商管理平台提供资质证照管理，供应商上传供应

商/代理商/厂商相关资质信息，医院进行审核，通过

审核的供应商/代理商/厂商才可参与耗材采购订单

供应商资质

实现供应商资质统一管理，包括供应商编码、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经营许可证编号，授权人员等基本信

息维护，同时提供所需的资质材料上传/下载/维护，

医院进行供应商资质审核准入的管理，建立预警和控

制机制。供应商资质管理通过“配送委托”可以与代

理商建立委托配送关系。

5
代理商资质

实现代理商资质统一管理，包括代理商编码、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经营许可证编号等基本信息维护

证照预警

对供应商所提供的证照资质可进行半年内到期管理，

提示相应资质的证照预警功能

6

厂商资质

实现生产企业资质统一管理，包括生产企业编码、名

称、社会信用代码、经营企业许可证编号、下级授权

人员等基本信息维护，同时提供所需的资质材料上传

/下载/维护，医院进行厂商资质审核准入的管理，建

立预警和控制机制

7

物资管理

产品管理

产品管理维护了该供应商的所有物资信息，包括：物

资编码、名称、类别、规格、厂商、供应商等信息，

其中由于物资型号、规格的不同，一条物资可对应多

条子物资，子物资维护的信息包括：物资主码、详细

规格、物资型号、物资单位、供货价、零售价、领用

基数等。通过“供应链”，可以为物资配置供应链，

同时提供物资证件材料上传/维护，医院进行物资资质

审核准入的管理

1) 物资主码须符合现有国家政策允许的唯一

性标识系统规则，且是原生产企业提供的符合法

规的合格证标签。

2) 通过物资类别的设置，配置不同物资类别的

管理方式，例如是否有注册证、是否采用批号管



379

理等基本管理设置，与财务对接时，不同物资可

以进入不同的管理科目。

8

供应链模板

供应链授权维护厂家、代理商、供应商和物资项

目之间的关联关系，可以在供应商和厂商之间增加多

个中间代理商。供应链模板为后续的订单流程管理提

供更好的信息基础。

供应链授权需提供每个授权关系的资质证照图片，方

便医院进行资质证照的管理及授权关系预警维护。

9
往来单位

管理

往来单位管理维护了该供应商对接往来的单位信息，

维护了供应商与医院的采购关系。

（二）
医疗机构

管理门户

1

订单管理

采购申请

医院耗材管理系统将采购单（采购信息生成二维码）

发送给设备科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扫码生成采购订

单进入采购流程。采购订单对耗材采购进行统一管

理，包括采购单以及采购详情。

2

备货申请

备货订单申请主要针对不明确的采购及高值耗材的

采购，医院耗材管理系统将不明确的耗材采购单（采

购信息生成二维码）发送给设备科进行审核，审核通

过后扫码生成采购订单进入采购流程。

3

订单管理

订单物流状态管理实现采购订单的一体化管理，包括

耗材采购订单以及高值耗材的采购订单，医院与供应

商的采购业务实现实时协作，采购订单同步供应商的

订单状态，时时了解订单的情况，方便医院对采购订

单以及采购详细进行管理和跟踪，甚至是催发物流进

度等。

4

资质管理

供应商资质

医院对供应商上传的供应商相关资质信息进行审核，

建立预警和控制机制，对于审核不通过的供应商资

质，可以向供应商推送审核失败的原因。

5

代理商资质

医院对供应商上传的代理商相关资质信息进行审核，

建立预警和控制机制，对于审核不通过的代理商资

质，可以向供应商推送审核失败的原因。

6

厂商资质

医院对供应商上传的厂商相关资质信息进行审核，建

立预警和控制机制，对于审核不通过的厂商资质，可

以向供应商推送审核失败的原因。

7 供应商用户

管理

供应商用户管理维护了与医院进行业务往来的供应

商，新建立业务往来的供应商需要经过医院的审核才

能建立往来关系，医院可以作废某一供应商，断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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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往来。

8

物资管理

物资类别管

理

物资类别管理维护了院内的物资类别字典，维护信息

包括：类别代码、类别名称、所属分类等，供应商需

要按照医院的物资类别字典将物资字典上传供医院

审核，实现了全院各类物资统一分类、统一管理，建

立信息交换基础。

9

物资字典

物资字典将所有供应商的物资字典进行汇总，医院统

一审核，对于审核不通过的物资信息，可以向供应商

推送审核失败的原因。物资字典维护了所有供应商的

所有物资信息，包括：物资编码、名称、类别、规格、

厂商、供应商等信息，其中由于物资型号、规格的不

同，一条物资可对应多条子物资，子物资维护的信息

包括：物资主码、详细规格、物资型号、物资单位、

供货价、零售价、领用基数等。物资字典建立了院内

的物资编码体系，实现全院各类物资统一分类、统一

管理，建立信息交换基础。

HIS 对照收费

将物资与 HIS收费项目类别进行获取以及对照，实现

物资使用登记与收费的关联，以及实现二级库与医用

物资的对应关系对照，医嘱与医用物资的使用关系对

照

采购验收入

库管理

将供应商配送至仓库的物资按要求完成入库，可以在

验收入库时，自动验证物资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并且

在入库时，能对合格物资与不合格物资分别处理，也

能完成对供应商配送评价，有电子订单二维码入库，

支持批量入库

10

供应链授权

供应链授权维护厂家、代理商、供应商和物资项

目之间的关联关系，可以在供应商和厂商之间增加多

个中间代理商。供应链模板为后续的订单流程管理提

供更好的信息基础。

供应链授权需提供每个授权关系的资质证照图片，方

便医院进行资质证照的管理及授权关系预警维护。

11

往来单位

管理

往来单位管理维护了医院对接往来的供应商信息，维

护了医院与供应商的采购关系。新建立业务往来的供

应商需要经过医院的审核才能建立往来关系，医院可

以对供应商提交的业务往来申请进行确认和驳回，同

时可以对已建立往来关系的供应商解除关系，断开业

务往来。

（三） 系统管理

1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维护了平台所有的用户，包括医院用户、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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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用户以及管理员用户等，同时维护用户的状态

（正常、作废、停用等）。

2
角色管理 角色管理将平台用户按照角色类别进行分类管理，方

便平台按照角色分类进行平台功能权限的划分。

3

功能管理 对平台菜单和功能进行管理维护，同时对功能进行权

限分发，功能分发支持按照角色分发以及按照人员分

发。

4

安全审计

登录日志

用户在登录系统的同时生成登录日志，同时显示登录

用户名称、IP 地址、登录时间，并支持对登录信息进

行检索，方便后期对用户进行追踪统计管理。

5

操作日志

操作日志主要记录用户对各模块的功能操作，包括系

统功能模块的增、删、改、查操作的监控记录，支持

对操作日志进行检索。

（四）
微信或 APP

增值服务

通过微信小程序为医院和供应商提供微信增值服务，

实现移动办公，信息处理更加及时，医院可以在线查

看采购订单进展，在线扫码进行订单采购申请，供应

商可以在线接单，在线备货，高效便捷。

（五）
智能消息

提醒

医院通知及时达，工作更省心，实现各种实时信息通

知提醒，包括字典变更、资质信息变更、价格变更、

物资对应的厂商变更等，并尽可能提供各种通知方式

和手段，可以第三方通知工具进行对接。

（六）

可视化订

单追踪

实现采购订单的可视化一体化管理，包括耗材采购订

单以及高值耗材的采购订单，医院与供应商的采购业

务实现实时协作，采购订单同步供应商的订单状态，

方便医院对采购订单以及采购详细进行管理和跟踪，

日常采购、配送、验收避免人工处理，提升医院采购

效率。

（七） 高值耗材

可追溯

统一供应链平台对高值耗材进行唯一码管理，实现采

|供|配|用全程追溯，避免遇不良事件时，流通追溯

难，追责难。

（八）

订单配货

协同

订单配货协同，采供沟通更高效，医院耗材管理系统

将采购单（采购信息生成二维码）发送给设备科进行

审核，审核通过后扫码生成采购订单进入采购流程。

采购订单会自动推送至供应商门户，供应商接单后直

接进行配货和配送，全程无需人工沟通，订单状态实

时同步，高效准确，实时跟踪，轻松采购。

（九）
智能资质

管理
供应商在门户提交相关资质材料，医院在线进行审核

和管理，替代了手工管理，便捷高效，同时提供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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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期/即将过期/缺失智能预警。

43、福建省儿童医院物资设备管理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基本功能 实现资产实物与账务两方面的管理，处理各种资产变

动业务，包括部门转移、使用状况变动、使用年限调

整、折旧方法调整、自动计提折旧等。提供多层次、

多维度、可自定义的资产管理报表。

2、实现固定资产条码管理，通过条码跟踪固定资产实

物从入库、安装、使用、移动、变更、移动盘点以及

报废的全过程。

3、提供 “固定资产卡片联查图片”功能，在固定资

产卡片中数码相机生成的资产图片，以便管理得更具

体、更直观；支持对固定资产生命周期过程中形成的

所有资料、说明书、合同等文档关键信息录入及影印

件进行管理。

4、折旧处理。支持面向财务的分资金来源的固定资产

折旧，面向全成本核算的分核算单元的固定资产折旧，

面向部门绩效考核（奖金核算）的固定资产折旧（折

旧年限、是否折旧等与国家财务制度可能不同）。实

现固定资产多部门使用、折旧多部门分摊的处理功能。

5、实现与财政部门专用资产管理系统的数据互联，减

少重复工作。

1
供应室管

理

基础数据和

业务

包含厂商维护、代码字典管理、代码字典管理、代码

字典管理、 清洗机管理、灭菌机管理。

2 供应室生产

管理

支持有条码、无条码等情况的回收、交接，支持过期

包回收、灭菌不合格物品的召回，支持部门灭菌包、

器械的损耗登记等。

3 消毒包追溯

管理

对灭菌包生产过程中进行组合条件查询，追溯消毒包

整个生命周期流转过程。提供对灭菌包的过期预警和

灭菌不合格提醒功能。

4

统计分析

对灭菌包生产过程中进行组合条件查询，追溯消毒包

整个生命周期流转过程。提供对灭菌包的过期预警和

灭菌不合格提醒功能。

5
检验试剂

管理 厂家管理

支持对生产企业和供应商基本信息的录入管理。支持

对生产企业资质和产品资质的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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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剂字典

支持对试剂基本信息进行管理，统一试剂名称、编码

基础信息、规格等，并根据实际情况完成分类，建立

库存预警机制。

7

采购申请

试剂使用单位根据工作周期和工作量确定试剂采购量

和种类，提出采购申请，采购人员根据库存情况进行

采购申请。

8

入库管理

入库人员通过手持移动设备扫描包装上的唯一条

码标识，对试剂进行验收人库，并同步实现发票等供

货信息的录入管理。

试剂的温控记录管理，在入库时把全过程的温控记录

导入并记录。

9

出库管理

入库人员通过手持移动设备扫描包装上的唯一条码标

识，对试剂进行验收人库，并同步实现发票等供货信

息的录入管理。

发票核销

支持票货随行以及一票多批入库的两种核销方式，实

施电子订单后，支持发票清单的二维码扫描核销功能

付款记录

根据已经完成数据对接的财务系统的付款记录来核销

发票

科室成本统

计

根据科室的物资领用物资统计领用成本，可提供按实

物或按发票进行分别统计的成本

账实差异查

询

根据实物入库以及发票入库之间的差异进行检查，跟

踪已经出库未开票的采购入库单

10

库存管理

包括试剂库的库存管理和科室二级试剂库的管理。试

剂管理人员定期对试剂库存盘点管理，打印库存清单，

清点库存试剂数量。

11

有效期管理

包括试剂库的库存管理和科室二级试剂库的管理。试

剂管理人员定期对试剂库存盘点管理，打印库存清单，

清点库存试剂数量。

12 库存预警管

理

试剂基本信息录人时，对特定品种的试剂采购量、库

存预警线进行设置。在采购周期内如果出现库存数量

不足或超量等情况，系统及时预警。

13
账务管理

通过试剂的入库管理、出库管理、库存盘点等对试剂

的收支情况进行统计管理，并测算采购试剂费用比例。

14

高值耗材

管理

供应商管理

支持对供应商资质信息进行集中维护、统一管理。审

核资质是否齐全、企业是否正规、产品是否合法、价

格是否合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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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高值耗材档

案

支持对髙值耗材的分类、规格型号、产地等信息进行

编码管理，并可管理耗材相关信息，以便在耗材到期

前进行预警提示。

16
采购管理

支持根据科室申请制订高值耗材采购计划，支持自动

汇总科室申请生成采购计划汇总单。

收费项目对

照管理

针对高值及一次性可计费材料当中，需要与院内财务

收费项相关联，方便使用登记时自动计费。

17

库存管理

高值耗材一般采用零库存的管理方式，在进入库房后

不计入医院库存，只有在使用后才正式办理快捷出入

库手续，并计人科室使用成本。

库存预警管

理

针对高值耗材中部分产品存放在医院的产品，在不计

入医院成本的情况下还须进行库存管理，须对耗材的

数量及有效期进行管理及预警。

18 高值耗材使

用登记

将患者使用的高值耗材通过扫描条码或人工录入等方

式进行使用登记，详细记录高值耗材使用信息，并可

自动计费。

19
高值耗材追

溯

支持高值耗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从院外的生产企业

为起点，到供应商再到医院科室、手术室二级库、介

入等相应科室等，至耗材使用后的患者跟踪、一物一

码进行全程跟踪。

20
物资材料

管理 请领管理

各科室根据物资需求制订物资请领计划，科室管理人

员对请领计划进行审批。

21

出入库管理

支持通过记录各种出人库单、调拨业务、盘点业务、

低值易耗品管理业务，管理物资流水账、库存台账，

核算物资实物的收发存数量，提供实时的物资结存数

量。

采购入库管

理

采购入库支持手工入库也支持扫码入库，可达到快速

入库中的效果。

22

物资调价

支持按先进先出原则或有效期快到期原则出库的功

能。

支持新建调价、审核调价，对当日的调价信息可进行

修改，对历史的调价信息可进行查询与打印，支持对

调价损益金额记录的自动生成、查询、打印等。

物资调价记

录查询

可实时查询每次物资调价的记录，包括同厂家不是供

应商的调价情况等。

23 物资盘点
按照动态盘点法、循环盘点法、重点盘点法、全

面盘点法等方式进行盘点，清点库存物资的实际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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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账、卡和实物一致，确认库存物资的名称、型号、

规格是否与实际相符，质量是否完好；确认超过保管

期限、长期积压物资的名称、规格和数量，进行盘盈

或盘亏操作处理。

对库存进行盘点，同时对物资进行不定期的盘点记录，

记录每次盘点的信息，保证帐帐相符、帐物相符等。

24

标识码管理

以国家唯一性标识规则要求为原则，支持标识码自动

识别。同意库房时，支持扫描标识码获取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数量单位、生产厂家、入库价格、供货商、

登记时间、登记人等信息

25
批次管理

对存货的收发存情况进行批次管理，可自动生成入库

批次号。

26

台账管理

按照物资类别、业务类型、物资明细等生成收发存汇

总表、入库单品汇总表、供应商汇总表、入库单汇总

表、库存分类汇总表等。

27

医疗设备

管理

供应商管理

支持对医疗设备供应商的基础数据的建档管理。进行

医疗设备相关业务流程时自动匹配供应商信息，也为

统计分析模块提供基本信息支持。

科室资产申

请管理

科室前期做资产申购的请求，填写申请单、申请单跟

踪、填写申请单需求等功能。

28

采购管理

设备需求部门通过线上填写设备采购论证报告，并提

交相应的管理部门或设备管理委员进行审核，并填写

反馈意见用于后期执行和统计。

采购预算编

制管理

根据医院年度采购预算管理的要求，根据各科室完成

对科室预算编制后，自动汇总各科室的预算，并对资

产设备采购、更新、维修按科室、资金来源进行预算

审核，审核后的预算可汇总成报表，提交医院进行预

算审批

29
招标管理

支持对医疗设备招标采购相关的重要文件进行建档存

储备案，全程记录招标过程中的相关数据信息。

30

合同管理

支持对医疗设备招标采购相关的重要文件进行建档存

储备案，全程记录招标过程中的相关数据信息。

购置资产到货后进行到货初验，初验后进入安装调试

验收，安装验收后进入试用阶段，使用阶段结束进入

正式验收，正式验收后资产可进入开具发票，正式验

收的资产自动生成卡片，完成标贴，自动完成出入库。

验收过程中将设备不同的状态与协同平台共享，告知

单位目前设备的试用状态，验收中的产品支持产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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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式验收的产品，根据合同维保计算维保期限

验收管理

购置资产到货后进行到货初验，初验后进入安装调试

验收，安装验收后进入试用阶段，使用阶段结束进入

正式验收，正式验收后资产可进入开具发票，正式验

收的资产自动生成卡片，完成标贴，自动完成出入库。

验收过程中将设备不同的状态与协同平台共享，告知

目前设备的试用状态，验收中的产品支持产品报修。

正式验收的产品，根据合同维保计算维保期限

31 设备入库管

理

设备管理部门联合使用单位或其他部门对设备验收完

成后，可进行入库操作，并记录资产台账信息，为设

备追踪和查询统计提供数据支持。

电子标签打

印

解决原资产标签与电子标签的自动转化，根据设备性

质提供不同的电子标签，同时记录同一个设备打印的

标签总数量

32 设备出库管

理

设备管理部门根据使用部门领用单进行出库操作，同

时更新设备台账信息，为设备追踪和查询统计提供数

据支持。

设备退库管

理 对资产进行科室领用及科室退回的处理

33 设备领用管

理

设备管理部门根据使用部门领用单进行出库操作，同

时更新设备台账信息，为设备追踪和查询统计提供数

据支持。

34

设备盘点管

理

对医院内医疗设备实物进行全面盘点，可通过移动智

能终端对设备进行快速盘点功能。盘点后实物账与设

备账实现比对，形成盘点报表，进行报损或损溢处理。

根据账面库存数量和实际盘点数量自动生成盘盈入库

单和盘亏出库单，支持对科室自行盘点设备的统一汇

总及处理，支持对科室盘盈盘亏设备的再清点

折旧计提

对固定资产进行分类别进行折旧，根据新会计制度的

要求支持多种折旧方式

35 设备转移窗

口

记录设备在医院部门间的流转情况。转出科室提出申

请，管理部门进行审批，最后由转入科室接收，完成

设备的转移操作。

36 设备借还

管理

记录设备在医院部门间的流转情况。转出科室提出申

请，管理部门进行审批，最后由转入科室接收，完成

设备的转移操作。

发票及付款
支持票货随行以及一票多批入库的两种核销方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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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电子订单后，支持发票清单的二维码扫描核销功能

根据已经完成数据对接的财务系统的付款记录来核销

发票

根据科室的物资领用物资统计领用成本，可提供按实

物或按发票进行分别统计的成本

根据实物入库以及发票入库之间的差异进行检查，跟

踪已经出库未开票的采购入库单

设备调拨管

理

应用于设备科在其他科室时，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拨向

所需要的科室，申请对设备的调拨，时时了解该设备

的位置信息与使用记录，为设备定向追踪提供数据支

持

37 设备维护

管理

记录设备在医院部门间的流转情况。转出科室提出申

请，管理部门进行审批，最后由转入科室接收，完成

设备的转移操作。

设备保养管

理

提供对医疗设备的维护保养管理功能，包括定期保养、

保养次数记录、保养情况说明、保养费用等

38
设备报废

管理

提供对医疗设备的报废管理功能，包括使用部门对设

备报废申请，管理部门对报废设备进行勘察与审核等。

39 设备折旧

管理

支持对医疗设备的折旧管理，根据医疗设备性质，在

预计使用年限内，采用平均年限法或工作量法计提折

旧，计提医疗设备折旧不考虑残值。

40

设备标签

对既有医疗设备进行设备登记，针对每个设备生成条

码或电子标签，进行设备绑定，便于后期设备盘点与

管理。

41
设备效益

分析

对于医疗设备进行工作量数据记录，实现单台医疗设

备创造收入的自动计算。

42
报表管理

提供医疗设备明细账、医疗设备总账、医疗设备台账、

设备分布查询报表，设备折旧报表等功能。

预防性保养 保养要求设置:根据产品的特性，制定包括外观检查、

清洁与保养、更换维修、功能检查、测试校准、安全

检查等的管理

保养计划管理:支持根据合同或维护后的保养计划自

动批量生成的 PM 工作计划，针对预防性保养人员所需

进行各项预防性维护计划，由维护人员进行时间微调，

以便于处理类似工作时间内容冲突，人员调休等，使

得相关人员的工作计划更为合理可控

保养报告:根据调整后的 PM 计划进行实施管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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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保养后填写 PM 报告单。对于预防性保养中出现

有故障需要进一步修理的设备，转入设备维修计划中

保养报告统计:维修中设备列表、PM 计划列表、PM 实

施情况、质控管理、保养工作量等的查询与统计

维修管理

维修保养任务分配:将设备或科室与维修保养相关责

任人进行对应和管理，设备发生问题时，可第一时间

通知责任人，责任人不在时，可以自动通知上级主管

维修计划管理:对所有产品的维修计划进行管理，合理

分配维修任务，保证维修任务的及时完成，对于人员

更换、调休提前调整工作计划，对于外修的计划自动

督促

维修任务跟踪:对已经发生需要维修的产品，进行维修

任务跟踪，包括送修产品、厂商返修产品等，同时在

针对维修任务的维修接单、维修配件购买、维修完成

调试等状态进行管理，对于约定维修任务进展要求的，

可对维修负责人进行短信、邮件或 APP 的提醒

维修报告:针对维修情况及时反馈和记录，详细记录维

修过程，维修记录可以归档，以便于发生问题时可以

对历史记录核查

维修评价:对已经完成的维修由使用部门，维修部门进

行评价，评价内容可向协同平台公示

维修报告统计:对维修执行情况以及维修记录的汇总

及统计

维保合同查询:记录和管理产品维修外包的合同，维修

合同可以从购买合同获取备件和维修价格，并且可以

作为维修备件管理的数据依据

强检管理

强检设备:针对强检设备的强检要求时间进行维护，可

自动提醒需要强检的时间，便于联系沟通相关单位

强检记录:相关单位完成强检后，记录上传相关的强检

报告和过程记录，归档备查

统计分析:对强检相关的记录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质控 支持设备计量质控信息化管理

资产效益分

析

效益分析设置:根据不同的资产类型，设置效益评估方

法，并且确定数据来源

费用分摊原则设置:根据设备、科室、费用等情况，设

置费用分摊原则，以便于更为精确的计算效益与费用

相关信息对照: 将资产管理系统里面的设备与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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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系统，例如人力资源里面的人员信息、收费系统

里面的资产信息、科室信息等进行对照管理，以便于

数据获取后能准确的归类

43

预警管理

提供设备检修计划和保养计划的制订功能，临近逾期

或逾期未进行检修记录和保养记录的设备进行预警提

示。对近期报废的设备进行预警提示。

44

固定资产

管理

供应商管理

支持对固定资产供应商的基础数据进行建档管理。支

持固定资产相关业务处理时自动匹配供应商信息，也

为统计分析模块提供基本信息支持。

45

采购管理

支持对固定资产供应商的基础数据进行建档管理。支

持固定资产相关业务处理时自动匹配供应商信息，也

为统计分析模块提供基本信息支持。

46
招标管理

支持对固定资产招标相关的重要文件进行建档备案，

全程记录招标过程中的相关数据信息。

47

合同管理

对生成的采购合同进行备案，根据合同结算计划实时

跟进合同结算进度，进行结算到期预警、合同风险的

管控提醒，实现合同的全过程管理。

48 资产入库管

理

固定资产管理部门联合使用部门对固定资产完成验收

后，可进行入库操作，并记录固定资产台账信息，为

固定资产追踪和查询统计提供数据支持。

49 资产出库管

理

固定资产管理部门联合使用部门对固定资产完成验收

后，可进行入库操作，并记录固定资产台账信息，为

固定资产追踪和查询统计提供数据支持。

50 资产领用管

理

支持对固定资产设备的领用申请、审核、发放。固定

资产使用部门提出请领申请，审核通过后由固定资产

管理部门对固定资产进行出库操作。

51
资产盘点管

理

支持对固定资产实物全面盘点，盘点后实物、账实现

比对，形成盘点报表，进行报损或报溢处理。

52 资产转移管

理

记录固定资产在医院部门间的流转情况。转出科室提

出转出申请，固定资产管理部门进行审批，由转入科

室进行接收，完成资产的转移操作。

53
资产借还

管理

记录资产借用归还的基本信息。修改资产当前借还状

态，为资产追踪提供数据支持。

54
资产维护

管理

支持对固定资产的维护管理，包括资产报修登记、资

产维修过程管理以及资产维修费用管理等。

55
资产报废

管理

支持对固定资产的维护管理，包括资产报修登记、资

产维修过程管理以及资产维修费用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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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资产折旧

管理

支持对固定资产的折旧管理。根据固定资产性质，在

预计使用年限内，采用平均年限法或工作量法计提折

旧，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不考虑残值。

57 资产标签

管理

提供对既有固定资产进行资产登记的功能，针对每个

资产生成条码或电子标签，进行资产绑定，便于后期

资产盘点与管理。

58
报表管理

提供固定资产明细账、固定资产总账、固定资产台账、

资产分布查询报表、资产折旧报表等功能。

59

预警管理

支持资产检修计划和保养计划的制订，临近逾期或逾

期未进行检修记录和保养记录的资产进行预警提示。

对近期报废的资产进行预警提示。

44、福建省儿童医院审计管理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总体要求 审计项目管理：新建项目，项目维护

审计准备功能：数据采集，数据转换，业务数据导入，

数据平衡检测，凭证断号检测，标准科目对应，内控

测评

审计实施功能：模型预警，账表查询，审计抽样，综

合查询，SQL 查询，审计分析，杜邦分析，审计检查，

银行对账，利息测算，会计报表，多项目集中分析

审计报告功能：疑点管理平台，底稿管理平台，设置

取数公式，审计日记，审计成果统计，审计调整分录，

科目审定表，生成审计报告

审计模板管理：工作底稿模板管理，财务报表模板管

理，统计项目模板管理，审计报告模板管理，报表汇

总模板管理，常用底稿模板管理，法律法规模板管理

系统管理与帮助：部门设置，用户管理，口令修改，

综合设置，法律法规查询，系统帮助。

1
计划管理

年度计划

年度计划是各级审计机构全年审计任务的规划，是审

计工作的基础、审计项目管理的前提。

2

计划调整

计划调整主要是根据组织管理的灵活性对计划内的预

选项目进行调整，包括修改、删除等操作，以及对突

发审计项目的增加操作。

3 计划甘特图
能够直观显示项目进度情况，以项目开始时间作为标

识起点时间，按照全年各月分上中下旬，分别展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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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计划执行时间及项目相关负责人等信息。

4

项目管理

项目进度

系统用户通过数据授权能够查看本机构及下即机构审

计项目执行进度，以及项目组工作状况，掌握一线审

计工作动态。

5

项目启动

审计项目的确立启动来源于年度计划中的预选项目。

项目组长及主审可以启动项目。项目启动后，项目组

长或主审可以进行项目的相关准备工作。

6

档案管理

档案列表

档案列表主要用于动态反映档案的归档情况，可查看

档案的基本属性信息。动态反映审计项目档案的归档

审核、审批情况。

7

档案查阅

查阅审计项目档案的归档信息和档案内容。通过数据

权限和菜单权限双重授权后，审计领导根据权限范围

无需进行借阅审批，可以实现管辖范围内的档案查阅。

8
档案导出

审计档案导出是审计机构档案管理员专用功能，档案

管理员可以按规定进行档案的导出。

9
借阅管理

系统文档精确的权限控制体系可以实现对项目档案指

定文档的一个或多个文件进行查看。

10
借阅日志

档案管理员或审计机构领导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查看

指定档案的借阅历史情况，掌控借阅情况。

11
整改跟踪 整改跟踪分

配

系统设计项目内整改和项目外整改。“整改跟踪”为

项目外整改。项目内整改在在线作业系统中介绍。

12 被审计单位

整改反馈

系统支持被审计单位相关人员登录系统，根据审计问

题情况，上传整改项目的整改方案、反馈进度及整改

报告。支持对某个问题多次反馈。

13
整改结果评

价

跟踪人对被审计单位整改反馈的整改状态及结果进行

跟踪评价。

14
整改问题关

闭 跟踪人复核整改情况后关闭整改跟踪。

15
问题跟踪情

况

整改跟踪专岗负责人可对问题整改跟踪情况进行统一

管理及分析。

16
资源管理

审计机构库

记录各级审计机构的基本信息、在审项目和历史项目

信息。方便机构进行审计工作内容及工作量查看。

17

审计人才库

审计人才库是按照组织机构列示审计人员，记录审计

人员的基本信息、排程计划、在审项目、已审计项目

信息。

18 审计对象
被审计单位 被审计单位库主要归集从审计业务或其他渠道所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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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的被审计单位相关信息，包括基本信息、历史被审项

目、经济责任人信息。

19

审计疑点库

系统用户可将实时监控发现的审计疑点数据或其他渠

道获取发现的疑点，登记到审计疑点库，供审计项目

分析时使用。

20

审计标准

审计事项库

系统支持按照单位的业务板块或管理层级的审计指引

设置相关审计事项。支持现场审计时调用或编制不同

项目类型的审计方案时引用。

21
审计方案库

审计方案库主要是对审计方案进行集中管理。按照不

同的审计项目类别分类创建，以便项目管理模块调用。

22

文书模板库

为了满足审计管理机构对各级审计人员开展审计工作

流程业务环节的指导和规范操作的目的，根据审计项

目类别，设置不同的工作方案。

23

审计问题库

审计问题库将审计项目中使用的问题描述进行规范管

理，统一审计问题分类、问题点描述及关联相关法律

法规，关联相关审计问题案例。

24 被审计单位

资料模版

各级审计机构可以统一维护被审计单位资料模板，方

便审计人员在进行审计作业时，直接调用被审计单位

资料模板列表。

45、福建省儿童医院预算管理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总体要求 1、搭建预算体系：建立预算项目，提供预算项目分类

的维护功能，设置预算表格和预算模板。

2、预算申报和编制：支持基于临床科室业务工作计划、

工作量的预算编制结果生成财务预算；支持职能科室

根据各自职能的划分，按类别归口编制相应的预算。

预算对象落实到每个职能科室、业务科室和核算单元，

实现全院所有科室的预算管理。预算内容包括收支预

算等医院所有经济活动。预算表的数据生成提供三种

途径：公式自动取数、从 EXCEL 导入预算数据和手工

录入预算数。系统根据预算项目按照业务需要指定给

不同的编制科室。

3、预算审批：提交过来的预算可以进行批量审批与批

量审批取消。将审批不通过的信息传递给相关负责人。

可以按不同条件选择个预算审批流程由谁审批，也可

以决定审批几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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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算调整：在预算发布之后由于医院内外部经营环

境发生变化，要对预算进行调整调整。首先填制预算

调整申请单，经上级审批下发后生效。医院以调整后

的预算进行控制。

5、预算控制：制定预算控制对象与控制规则，支持预

算控制到固定资产配置、物资请购、物资采购、费用

报销，并对超预算事件进行审批。提供预算执行数据

和预算控制数据到业务执行明细数据和业务单据的追

踪。

与预警平台结合提供预警控制功能，通过用户的设置，

可以在超预算之前提供预警信息，以提醒责任人加强

预算控制。

6、预算分析：实现预算的有效分析，及时分析预算的

执行结果，提前预测预算可能出现的问题；对每个科

室、每个项目的预算进行分析，科室（项目组）可以

掌控本科室的预算执行情况并进行及时分析。支持即

时的集团级、院区级、科室级、项目级的初始预算、

追加预算、预算执行情况的查询、分析，提供与预算

执行差异分析、与现金流量差异分析、与资产负债差

异分析、进度分析和差额分析。

7、预算权限管理：提供预算编制（预算调整）环节、

预算控制环节的权限设置和控制，并且实现预算的有

效分析，及时分析预算的执行结果，提前预测预算可

能出现的问题；对每个科室、每个项目的预算进行分

析，科室（项目组）可以掌控本科室的预算执行情况

并进行及时分析。支持即时的院区级、科室级、项目

级的初始预算、追加预算、预算执行情况的查询、分

析。

1
预算编制 项目信息管

理

对科教项目、大型设备采购项目、房屋修缮等工程项

目信息进行维护。

2
服务量预算

编制

服务量预算是对门急诊人次、住院实际占用床日、出

院人数、手术例数等服务量进行预测。

3 人力配置计

划编制

人力配置计划是对医院引进人员计划数的编制。各业

务部门根据部门的服务量编制部门人力计划，汇总部

门现有人数、确定预计增加人数以及预计离退休人数。

4 资产购置计

划编制

资产购置计划是对医院专用设备购置的编制。业务部

门根据部门年度计划，结合服务量预算，对医疗专用

设备、信息设备、办公设备等进行采购申请上报。

5
收入预算编 收入预算编制主要包括医疗收入、财政补助收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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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教项目补助收入、其他收入的编制。

6 支出预算编

制

主要体现以收定支、收支配比、略有结余的原则。支

出预算编制主要包括医疗支出、财政项目补助支出、

科教项目支出、管理费用的编制。

7
预算审批

预算审查

归口部门将各业务部门编制完成的预算草案依据预算

科目分类汇总，提交预算管委会审批。

8

预算审批

在预算审查完后，由总会计师、预算管委会、院长对

归口部门汇总的预算草案进行审批确认，审批后形成

预算调整意见，下发给归口部门调整预算方案。

9

预算下达

各业务部门将预算方案按照预算审批意见调整完成

后，再次提交预算审批，由总会计师、预算管理委员

会、院长进行审批确认，下达审批通过的预算方案。

10

预算调整 包括调整方案制订、调整方案审核、调整方案下达等

功能。预算调整由财务部门发起，提交调整申请，预

算管理部门编制预算调整方案，维护调整幅度；领导

及预算管理委员会审核调整方案。

11

预算控制 能够按照科目、部门、周期等维度对预算进行控制，

能够与物资管理、资产管理、工资核算、费用报销等

系统连通，实现对预算使用的实时监控。

12
预算执行

状态跟踪

执行状态跟

踪

对日常费用支出、物资和固定资产采购借款的申请、

审核、查询管理以及跟踪。

13
预算执行分

析

确定分析对象，如费用、成本、收入等；制定分析比

较时费用、成本、收入的标准；确定分析周期。

14

预算统计

与分析

预算报表

通过预算的编制数据自动产生资产负债预算表、收入

费用预算总表、医疗收入费用明细预算表、财政补助

收支预算表、现金流量表等。

15
部门科目统

计分析 实现对部门预算指标在某一预算期间的查询分析。

16
部门趋势统

计分析

实现对某一预算科目在指定预算部门和预算期间的查

询分析。

17
科目趋势统

计分析

实现对某一预算部门在指定预算科目和预算期间的查

询分析。

18
部门支出查

询

实现对某一预算部门的某一预算科目在指定预算期间

的执行情况分析。

19
指标明细账

查询某段时间内的预算调整、执行情况，主要包括指

标调整单、拨款单、用款单等业务单据的分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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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预算执行情

况分析表

对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分析，选择一项或多项指标，

分析指标的年初值，调整值和实际审批的情况的对比，

形成预算的预决算分析表。

21

专项预算

管理

专项预算管理主要包含对医院科研项目、财政项目、

基建项目等专项经费的管理。从项目立项、经费编制、

审批、执行等环节对项目进行管理

46、福建省儿童医院成本核算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总体要求 建立医院全成本核算体系，全面支持新医院财务会计

制度及“三甲”医院评审标准对成本核算的要求，全

面、真实、准确反映医院、科室、病种、项目组提供

医疗服务的成本，准确找到科室的成本控制点，从而

有效降低医疗运行成本。

2

基础功能 1、基本要求

必须全面支持最新《医院会计制度》、《医院财务制

度》及卫生部《医院成本管理暂行办法》全成本核算

要求，遵循财务会计与责任会计体系的有机结合，建

立基于全院所有核算单元的全成本核算、控制和计划

体系。提供成本核算单元、成本分类、成本项目、收

入项目、收费类别、收费项目、内部服务项目、分摊

规则、参数值等基础信息进行维护的功能，支持科室

成本、床日成本、诊次成本的归集与分摊。能够进行

制度所定义的医疗成本核算、医疗全成本核算及医院

全成本核算。

2、数据采集

提供集成平台，实现 HRP 与现有系统无缝对接。通过

成熟可靠的接口技术，提供从前台 HIS 及病案等业务

系统、物流系统、固定资产系统、人力资源系统、财

务核算系统以及 Excel\Access\XML文件等直接获取各

部门收入、成本、工作量、服务量、执行收入、部门

房屋面积、人员数量、排班考勤等数据的功能。在数

据获取过程中，系统将对数据的完整性和业务逻辑关

联进行自动校验，保证会计核算系统与成本系统数据

的即时一致性，并给出不一致情况下的明确警示。

3、成本分摊

支持自定义核算科室（责任中心）分类，满足各类成

本在不同级次的科室间进行分项、逐级、分步自动的

分摊。系统可以自定义多类公共成本分摊模板，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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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可以事先定义，公共成本分摊完后可以自动生成

会计凭证。自定义成本分摊级次及分摊流程，可按照

科室分类定义分摊顺序，也可按照单独或指定的核算

单元提取数据源并分摊到指定的科室或科室类别上。

提供成本建模平台,实现定向、不定级分摊、交互分摊

等多种分摊模型。新增核算科室进行分摊定向关系设

置时能够实现单科室批量设置。自定义各类成本项目

在不同级次的分摊参数（收支配比、收入比例、执行

收入比例、工作量、服务量、人员、面积等），支持

单科室不同成本项目采用不同参数进行分摊，支持同

一成本项目在不同级次上采用不同参数进行分摊。保

证成本报表的勾稽平衡，系统能自动正确处理分摊过

程中的尾差，确保月报、季报、半年报及年报中各类

成本及合计数不存在由尾差所引起的与财务会计核算

系统的差异。

4、成本报表

能够提供医疗成本、医疗全成本、医院全成本三个层

面下的各个科室直接成本表、临床科室全成本表、临

床科室全成本构成表等及其医院内部管理需要的个性

化报表。能够进行直接成本的穿透查询，通过联动一

体的 HRP 系统，能够追踪到成本产生的源头。能够进

行成本分摊数据的正向、逆向追踪到最明细，确保成

本分摊过程的可追溯性。

5、成本分析（本、量、利分析）

满足医院“收入分析”、“成本分析”、“效益分析”

等的要求，可根据各核算单元成本的组成元素、来源、

成本对象（科室、床日、诊次）等进行因素、趋势、

结构、同比、量本利等全方位的灵活多样的成本分

析, 能够反映本期成本与上期成本、上年同期成本、

预算成本、年平均成本的差异分析，及时揭示成本的

变化趋势及变动的因素，以把握成本变动规律，提高

成本效率。支持科室、诊次、床日及关键设备收入成

本收益分析等。

1 基础设置 科室分类 设置组织的科室分类，主要作为科室的查询维度。

2
收入分类

设置成本核算组织的收入分类，作为收入的查询统计

维度。与财务收入明细一致。

3
收入项目

设置成本核算组织的收入项目。收入项目作为科室成

本核算的最小收入单元。与 his 收费类型一一对应。

4 成本分类
设置成本组织的成本分类。成本分类是成本项目的查

询维度。按照会计制度要求，一般划分为 7 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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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 7 类分类不可修改或删除。

5

成本项目

设置成本核算组织的成本项目。成本项目为科室成本

核算的最终核算对象。与成本支出科目的最明细科室

一致。

6

科室档案

设置核算组织的科室档案。科室档案是成本管理系统

最重要的成本归集单元。科室档案根据医院的管理要

求划分，可以同步系统平台科室。

7

加成率组

用于病种成本核算中，药品和材料成本计算。按照医

院加成的情况，将加成率划分成组，根据条件分配给

每个材料和药品收费项目。

8
收费明细

记录医院的最小收费单元。是医院目前收费的主要形

式。用于项目和病种成本核算的成本归集与统计维度。

9

科室成本

核算

基础档案

记录成本核算组织的分摊参数。用于科室成本分摊。

该参数只用于科室成本。系统内置人数、面积、门急

诊人次、床日等。

10

单据管理

用于采集科室成本分摊所需要的收入明细。收入明细

根据 HIS 收费情况，按照开单、执行、收入项目统计

收入金额。与总账收入保持一致。

11
分摊设置

设置成本分摊关系。成本分摊关系是指源科室向哪些

目标科室分摊。

12
Drgs 成本

核算 核算期间

用于设置 DRG 核算期间和周期。根据核算需要，设置

起始和结束月份。支持按照月、季、年三个维度核算。

13
医保类型

记录医保类型档案。用于病种，区别患者的医保类型。

可以增加修改删除查询。

14
出院状态

记录病人出院时的情况。用于病种成本。可以增加修

改删除查询

15
疾病诊断编

码

记录病人疾病诊断编码信息。可以增加修改删除查询。

内置 ICD-10。

16
手术操作编

码

记录病人手术操作档案。可以增加修改删除查询。内

置 ICD-9。

17
筛选规则

设置病例删选规则。可以增加修改删除查询。可以根

据病例的表头列进行条件设置。

18
分摊参数档

案

用于设置病种所需要的分摊参数档案。一般由住院床

日，工时等。

19
设备档案

用于设置病种所需要的分摊参数档案。一般由住院床

日，工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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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收费项目标

准

设置收费项目的标准人员工时、设备工时、材料消耗

定额。

21 DRG 标准 设置 DRG 的标准人员工时、设备工时、材料消耗定额。

22
病人首页

录入电子档案的病例首页信息。可以增加修改删除查

询导入下载。

23
病人成本

档案

录入病人直接成本归集。可以增加修改删除查询导入

下载。以病人为主表，多标签页形式展现。

24
病人住院

收费明细

记录病人的住院收费明细。与收入明细金额一致，要

求明细到具体的病人，医生，收费项目。

25
成本单据

用于记录科室成本分摊后的成本分摊结果。用于科室

向病人分摊成本。

26
人员工资

明细

记录病种需要核算的科室的所有医生和工作人员的工

资明细情况，要求具体到工资项目。

27
设备折旧

明细

记录核算科室的设置折旧清单，具体到每个设备的月

折旧。

28
材料出库

明细

记录核算科室的材料出库明细，具体到出库材料的批

次，单价等。

29 成本项目

对照关系

用于记录成本项目与设备分类、材料分类、工资项目

和收费类别的对照。用于将明细成本与科室成本进行

核算与汇总。

30
分摊关系

设置

设置病种分摊关系。病种分摊关系是指源科室向哪些

目标病人分摊。

31
分摊方法

设置

设置分摊时使用的分摊参数。设置时可以采用三种方

法。总额、成本分类、成本项目。

32 分摊参数 用于记录病人具体的参数值。

33
成本核算

接口

成本项目对

照

用于配置总账的会计科目与科室成本的成本项目的对

照关系。

34
总账取数归

集 用于配置从总账中采集支持凭证数据的规则。

35

收入采集单

用于 HIS 与科室成本收入的采集，采集单可以直接采

集中间库中 HIS 提供的收入数据，采集后可以进行开

单和执行科室的调整。

36
直接成本

归集

直接成本采

集

用于采集科室直接放生的但无法直接归集到各科室的

成本数据。例如全院统计缴纳的水电费，电话费等。

37
归集关系设

用于设置直接成本数据向哪些科室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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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38 归集参数 用于记录直接成本采用哪种参数归集。

39 估计计算 归集各科室的直接成本。

40
直接成本计

算结果 用于查看归集结果，并可以生成成本凭证。

47、福建省儿童医院后勤一体化管理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后勤基础

管理

科室部门管理

与集成平台对接，建立全院科室标准代码，可以对科

室进行管理分类，并建立科室与位置的一对多的对应

关系，以方便统计分析科室的房屋使用面积等。

2

后勤人员管理

与集成平台对接，建立全院职工信息管理及标准化代

码，并能建立非本院职工（保洁、安保、物业、运送

等）的人员信息，并能对人员的岗位职责进行管理。

3

位置管理

按树型结构化医院的院区、楼房、楼层、房间、位置

等，并能进行逐级编码，自动生成二维码、rfid 标识

标签，对全院位置进行标识。

4

权限管理

包括登入用户、菜单权限、数据权限、审批权限、统

计权限、权限组管理、自定义桌面、工单权限、微信

使用权限、微信推送权限、微信数据分析权限、app

权限、数据分析平台权限等。

5

分类管理

药监局医疗器械标准分类代码、财政标准资产分类代

码、折旧分类代码、账薄类别、核算类别、经费分类、

科室类型、经费定额管理等。

6

会计期间

针对财务的会计期间进行设定，并能自动产生下一个

周期的时间，所有涉及到财务报表的数据都能以会计

期间为统计口径，月结后进入下一个周期。

7

编码规则管理

位置编码管理、资产编码管理、巡检点编码管理、运

送点编码管理、人员编码管理、科室编码管理、厂商

编码管理、品牌编码管理、会议室编码管理等。

8
设备标准管理

全院资产与设备的品牌标准管理，包括品牌的中英文

信息、国产进口信息等，厂商标准字典库建立。

9

名称规格管理

建立三级次的名目管理，一级为名称，包括注册证名、

中英文、通用名等，二级为规格型号，三级为生厂厂

商信息。名称规格不能重复建立，进行唯一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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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工作排班

对所有后勤工作人员进行网上排班管理，包括排班信

息记录、上班地点等，可以通过手机进行随时随地的

查岗管理。

11

会议管理

建立会议室地点、配套设施等标准库管理，并对会议

的分时段申请、审批、调节（通知）、安排（包括参

加人员、茶水等配套设施）、保洁安排、工作提示等

进行网络化、移动化管理。

12 视频会议管理 实现医院院内的点对点视频、多点视频会议管理。

13

巡检管理

知识库

可以根据不同的巡检类别进行智能化建库管理，并提

供机房、水、电、安保、消防、医疗设备、保洁、电

梯、基建等巡检知识库。知识库还能对巡检过程中发

生的故障自动建库分析，发生的次数，发生的时间节

点等，并可以根据时间节点进行分析。

14
手机笔迹签名

针对巡检业务，可以进行手机笔迹签名，实时记录时

间及签字，并能打印到相关的单据上。

15

巡检管理

对全院的水、电、消防、安保、中央空调、医疗设备、

保洁、电梯、基建等进行分类定义巡检任务，并分配

责任人，制定执行周期。

16
移动手机|pda

巡检

支持移动 pda 和手机巡检管理，巡检任务、结果可以

通过 wifi 下载和上传到后台。

17

巡检预警管理

对医院重点关注的巡检任务的完成情况、是否有不合

格的情况、是否有要急需处理的工作进行实时预警提

醒，精准推送到管理责任人台。

18

巡检分析

可以根据巡检类型、巡检责任人、巡检点进行分析执

行情况、工作量、不合格情况、后续处理过程。

巡检点管理 对各巡检点进行建库、打印 rfid 二维码标签进行标

识，建立巡检点对应的位置管理，各巡检点可以根据

模板设置任务及具体工作内容，针对同类巡检点可以

定义不同的巡检内容，并对巡检点任务进行分配，巡

检完成后自动生成报表，对巡检不合格的可以直接发

起报修。

科室巡检管理 能以科室为单位定义巡检任务，周期，执行人，通过

扫科室生成的二维码或感应 rfid 标签，能显示科室的

具体巡检任务，可以显示医疗设备资产的概况，包括

总台数、在用、在维修等状态及明细数量，能使用手

机微信或钉钉科室巡检执行管理。

分组巡检管理 针对机柜等成套设备，可定义分组巡检管理及组标签，

支持扫组标签二维码或感应组 rfid 码显示组内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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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设备信息，如组内设备其中一台或多台发生异常，

可以通过扫设备的二维码进行记录，分组巡检可定义

巡检任务，周期，执行人，支持手机微信或钉钉科室

巡检管理。

19

报修维修

管理

报修知识库

可以根据不同的维修类别进行故障智能化建库管理，

提供不少 1000 个医院常用医疗设备故障现象库，提供

不少 2000 个医院常用后勤故障现象库。统计发生的次

数，发生的时间节点等，并可以根据时间节点进行分

析；故障库还能对没有发生的故障现象自动建库。

20

事务维修

事务性的维修工作包括水、电、消防、电梯、信息、

木工、建筑等，维修管理包括申请、接收、处理（含

材料更换和审批流程）、材料采购、外包维修、完修、

评价等全过程。

21

资产维修

有属于台帐的资产，主要分医疗设备、信息设备、总

务资产等，维修管理包括申请(报修)、接收、转单、

处理（含配件理更换、审批流程、配件采购、等待工

程师、送修等）、完修等四大主要大环节。

22

维修材料管理

（含二维库模

式）

支持总库模式、二级库模式、登记模式，总库模式指

维修材料放在设备总库房，维修单进行登记的可以直

接选择总库的配件库存进行消耗。

二维库模式指维修材料出库到维修组，到维修组进行

工单消耗管理，按报修的工单进行登记消耗，如没有

配件需要采购配件的情况，要求能进行先审批、使用

后自动生成预入库的配件管理流程，并能统计分析维

修材料的科室使用情况和二级库库存。报修人可通过

系统查询对应维修工单的维修用料情况，包括耗材、

配件使用明细，成本等,维修材料管理需与物资供应链

对接或独立建立维修材料库，数据需放在院内。

23

网上维修申请

科室或部门可通过科室管理平台提交维修申请，申请

单必须有位置管理。

对常用的故障进行智能化排序，支持维修状况的全过

程跟踪管理；支持维修单评价，对费用进行审批确认

等。

24

实时显示维修

工作任务和进

度（含大屏模）

实时显示处于申请和未处理维修状态的维修申请单，

只要临床提出申请，立即显示在维修科室大显示屏幕

上。

25
维修任务分

配、确认、审

批、评价管理

可以自动实现维修任务单的分配，按科室、位置、类

型、物资分类、固障类别、时间段等进行自动分配，

可以进行维修任务单转单、作废、协助修理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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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自动分配

功能）

26
维修统计报告

（含报表）

提供维修人员工作量、好评率等日报、周报、月报、

季报、年报。

27

微信报修、查

询、审批、评

价管理

可以将网页上的报修、审批、评价加入单位的公众号，

单位人员进行统一验证，支持相关人员通过微信扫位

置或资产二维码完成后勤服务的快速报修。

28 微信工单管

理

对后勤服务报修的工单进行消息推送管理，维修工程

师能在微信上转单、接收、维修过程处理、完修、无

法修改等业务，并能上传图片。

29
微信全过程

推送管理 包括报修、接单、处理、审批、完修、转单、催单等。

30
手机笔迹签

名

针对科室维修确认或评价业务，可以进行手机笔迹签

名，实时记录时间及签字，并能打印到相关的单据上。

31

续保管理

对台帐或非台帐的续保合同进行登记管理，记录合同

的周期、维修工程师信息、续保合同付款情况、续保

合同的台帐范围、配件范围等信息，可以导出续保信

息。

巡检点管理 对各巡检点进行建库、打印 rfid 二维码标签进行标

识，建立巡检点对应的位置管理，各巡检点可以根据

模板设置任务及具体工作内容，针对同类巡检点可以

定义不同的巡检内容，并对巡检点任务进行分配，巡

检完成后自动生成报表，对巡检不合格的可以直接发

起报修。

科室巡检管理 能以科室为单位定义巡检任务，周期，执行人，通过

扫科室生成的二维码或感应 rfid 标签，能显示科室的

具体巡检任务，可以显示医疗设备资产的概况，包括

总台数、在用、在维修等状态及明细数量，能使用手

机微信或钉钉科室巡检执行管理。

分组巡检管理 针对机柜等成套设备，可定义分组巡检管理及组标签，

支持扫组标签二维码或感应组 rfid 码显示组内的所

有设备信息，如组内设备其中一台或多台发生异常，

可以通过扫设备的二维码进行记录，分组巡检可定义

巡检任务，周期，执行人，支持手机微信或钉钉科室

巡检管理。

维修人员管理

建立单位维修人员和外包维修人员信息，包括姓名、

手机、性别、工号等；院外人员可以根据单位建立联

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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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和推送管

理

可以根据维修类别、位置、科室进行工程师接单权限

设置，系统自动分单并推送信息，对普通工单和加急

工单可以设定未接收提醒的时间；可以对管理的配件

进行分类设定（分类到大类）；进行支持跨院区及库

房定义权限。

工程师排班管

理

支持维修工程师排班管理，排班时间段内的工程师进

行工单推送，不在排班内的工程师不进行维修工单推

送。

快速报修配置

管理

对人、位置可以设定常见的报修故障，进入手机快速

报修界面可以直接点击，拍照、语音上传，为了减少

进入报修操作的步骤，配置了快速报修的位置或资产

可以直接扫二维码报修。

拆单、派单、

接收、处理、

催单、转单

维修管理包括申请(报修)、接收、转单、处理（含配

件理更换、审批流程、配件采购、等待工程师、送修

等）、完修等四大主要大环节，支持多种不同维修过

程处理，并生成相应的报告单，根据时间节点及状态

进行全过程管理，其中要对故障描述（现象）、原因、

处理方案、配件(可以按科室统计配件使用情况)等进

行标准化分类建库，方便进行智能化统计分析。处理

过程可以进行折单（一个报修单折成两个维修任务），

对报修单可以进行在线催单（提醒及时处理），对不

属于本工程师维修的报修单可以进行转单处理。

维修材料登记

管理

维修过程中的支持材料登记模式，没有建立维修材料

库房对接，只需要进行登记管理情况下进行登记材料

信息，以方便查询。

维修材料申

购、维修费审

批管理

对维修过程中维修材料申购、维修费用支出可以发起

审批，审批流程可以根据单位的情况进行定义，不同

的维修材料可以选择不同的审批流程,审批完成后方

可使用。

维修智能分单

管理

对维修工程师处理的信息工单进行动态分析；当有报

修单提价时，系统会自动选择单数少的工程师进行推

送。

维修报告管理

对完修的工单系统自动生成维修报告单并可打印，报

告单内容包括维修的全过程信息、维修费、维修材料、

维修原因、维修办法、科室确认信息等。

扫位置二维码

快速报修管理

通过手机微信扫一扫位置码，进入快速报修管理,对常

见故障、位置可以进行设定，方便快速选择。

扫资产二维码

快速报修管理

通过手机微信扫一扫资产码，进入快速报修管理,对资

见常见故障可以进行设定，方便快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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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物资申购

配送管理

后勤材料库房

管理

后勤务材料的字典管理，入库、发票管理、汇款管理、

库存管理、出库、结转业务等。

对后勤材料入库、出库进行管理，出入库单可以配置

制单、审核、记帐或一键操作业务，入库单可以手动

录入不同的规格、价格信息，对没有入过库的商品可

以自动建立名称规格字典信息，出入库单审核记帐后

可以推送给相应的负责人，在手机微信和钉钉上进行

确认，出入库单支持连续打印。

33

申领配送管理

科室可以根据本科室特点或经常领用的物资做成多个

套餐设置，并通过套餐进行订单操作。

科室在线选择所需请领物资，提交或删除请领物资；

总库对请领单可以做递回操作；根据时间段查询科室

的请领汇总及明细；查询请领订单实时状态，如已请

领、已审批、已采购及已发货等；根据科室常用物资

设置请领套餐及预购套餐，方便日常领用；也可对医

院、科室的收货地址进行维护；可以对后勤材料进行

设置是否需要申领审批，可以定义审批的流程，如科

主任-物资部-分管领导等,经审批通过的申领单发到

库房进行配送或采购；后勤材料可以设置申领科室权

限，对部份科室可以设置不能进行申领。对各科室申

领材料进行汇总，按科室进行查询，可以查看申领单

的材料是否有库存，如库存不足的情况可以根据申领

的量自动生成采购单，发给采购；对有库存的材料可

以进行配送出库业务，也可以对部分有库存的材料进

行部分配送出库业务，配送出库生成库房的出库单，

对部分配送的材料待采购入库完成后可直接进行配送

出库；库房有权限修改科室的申领数量；如有新老材

料更换的情况，可对科室申领单的材料进行更换，并

能同步更新科室的申领套餐。

34

发票付款管理

对已经记账的但未填写发票号码和发票日期的入库单

进行补登发票号码和日期，需要支持对发票的跟踪管

理。

对在库的后勤材料进行库存管理，包括查询、导出及

库位管理等；库存信息显示列可以根据用户自行定义，

包括显示的次序、大小等；支持标准化及符合财务要

求的库存盘点功能,根据财务会计期间，选择一个时间

节点，将原有系统的所有库存数据生成盘点单，能进

行打印（如有库位，可以根据库位打印），核对清点

实物后，可以对没有出入的材料自动按库存数据生成

盘点数量，对有出入的材料录入实际的数量，保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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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单，系统会根据实际有出入的材料生成盘盈入库或

盘亏出库单，审核记帐后调整库存，完成盘库业务，

盘点单、盘盈入库、盘亏出库单支持连续打印，以方

便财务留存。

35

库房盘点

根据账面库存数量和单价自动计算出盈亏数量和盈亏

金额，自动生成盘盈入库单和盘亏出库单。

根据后勤物资的核算类别或物资分类定义年度或月度

各科室后勤物资的总金额，或根据物资名称定义年度

或月度各科室数量或金额（同一个物资金额和数量只

能二选择一），每次出库时进行扣减，余额不足不能

进行出库，只能申请到金额后方可出库；经费可由科

室发起申请，总库房进行审核生成经费，年度经费可

以根据医院设定的比例分解到每个月，发给各科室调

整后，总库房审核后形成最终的月度经费，月度经费

不足的可以从其它月度的经费中调拨。

36
经费管理

根据核算类别或物资分类定义年度或季度各科室后勤

物资的总金额，每次出库时进行扣减。

37
采购管理

对库存不足或配送时库存不足的物资自动发起采购计

划，并能生成采购单导出 pdf。

38

统计分析

可以自定义条件对业务明细帐、库存批次、科室领用

帐、收支月报、汇总报表、业务汇总报表、折旧汇总

表、流水帐等。

39 微信应用 支持微个科室物资申领业务。

供应商管理

管理供应商的名称、统一信用号、联系人（可以多个）、

开户帐号、开户行等，可以对供应商进行黑名单管理，

可以开通长期供货供应商的平台帐号，授权接收电子

采购订单及配送管理。

冲红管理

对入库、出库单据如出现差错或退材料的情况，可以

根据供应商、出库科室或单据号对原始单据的全部或

部份材料进行冲红业务，出库冲红完成后材料退回库

房库存，入库冲红后材料退给供应商，所有冲红业务

在保留原始单据的前提下，生成新的冲红业务单据，

冲红业务完成后更新相应的财务会计报表。

月结及会计月

报管理

根据医院设定的会计期间，进行每月的月结管理，月

结时保存当前库存信息，并将当前的入、出库信息保

存下来，同时生成会计月报，业务自动进入下一个会

计期间，如是年度最后一个月月结，系统自动会根据

自然月生成下一年度的会计期间。提供收支月报、汇

总月报、收支业务明细报表、财务流水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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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储常备量管

理

对后勤材料库房可以设低储和常备量，对于低于低储

的材料可以有颜色区分显示，可以直接发起采购单，

数据可以根据常备量进行自动计算，如采购量小于最

小包装量或最小采购量时，系统自动将采购量调整为

最小包装量或最小采购量。

预警采购管理

可以对部分物资设置一个周期内的采购量上限，日常

采购入库后，显示执行的比例并设定预警比例，对预

警的材料可以进行重点监管。

物资图库管理

所有后勤材料可以建立物资图片管理，在申领时可以

查看，材料图片可以由供应商通过平台上传，也可以

通过医院库房人员手机微信或钉钉的拍照上传。

条码管理

支持所有后勤材料条码化管理，对没有条码的材料，

可以通过平台生成条码，或在医院入库前在内网系统

中生成条码,实现扫码入出库管理。

40
运送管理 运送任务申请

审核

科室临时的运送任务单发起，信息包括作任务类型、

送达地点、对接人、发起人、时间要求等。

41
预约对接

与全院预约系统对接，自动生成要运送的任务，包括

时间、接送地点、送达地点、运送对象等。

42
运送任务自动

分配

根据预设的人员排班和岗位分工，系统能自动识别并

分配运送任务的责任人。

43 运送接单执行

管理

当运送人员接收运送对象时，可以选择或自动感应运

送对象，到达地点时可以自动记录到达的时间，也可

以对接下一个岗位的运送人员进行交接运送。

44
运送评价管理

各科室对每次运送任务进行评价，包括及时性、运送

质量、态度等。

45
统计分析

包括各科室运送服务量、运送人员的工作量、运送用

时汇总。

46

微信应用

上述应用支持手机微信。

通过手机端可以申请运送工单（包含运送内容、接收

和运送区域、运送工具、预约日期、床号和备注），

能够查询申请中、已接受、运送中和已完成的工单。

我的工单中对接收的工单开始运送、完成运送。

基础字典管理

位置信息、科室、人员、岗位、权限、运送分类、分

组、分值等管理。

47
满意度综

合评价管 医疗设备评价

临床一线的工作人员对所使用的医疗设备的质量、操

作方便性、厂商的售后服务、培训等进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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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48

保洁评价

各科室、全院职工对全院区范围内的保洁进行评价，

包括保洁及时性、洁净层度等，并对保洁人员总体服

务进行定期的满意度测评。

49

维修评价

对每一个维修任务的及时性、维修质量、服务态度等

进行评价汇总，定期开展第三方服务的评价及满意度

测评。

50
采购工作满意

度

可以对每一次采购申请、审批、执行的效率、工作的

满意度进行评价，定期开展综合满意度测评。

51
食堂总体满意

度

对每一次点餐配送的评价进行汇总分析，并定期开展

价格、菜品、厨师的综合满意度测评。

52

运送评价

各科室对相关的运送服务进行评价，包括每一次运送

的及时性、运送服务的态度、运送过程的服务质量进

行评价，定期开展运送人员的满意度测评。

53 第三方服务满

意度

汇总日常服务评价数据，并定期开展第三方服务的满

意度测评，包括人员整体素质、服务及时性、服质量

等。

54
第三方查岗及

监督管理

对安保等重点岗位进行定期抽查，包括人员是否在岗，

反应的及时性等，以加强对第三方的服务监管理。

55 制度管理|岗

位职责

对日常工作建立标准化的管理制度和岗位职责，并对

工作人员进行培训管理，制度和职位职责可以制作成

视频和简易说明，工作人员随时可以进行查看。

56

统计分析

各类满意度、评价综合分析，可以对满意度进行归类，

定义 kpi 权重，各岗位年度评优直接从大数据中自动

得出，分析总体满意度较低的工作进行整改和再次测

评。

57

微信应用

所有评价及满意度测评工作，全部在微信上开展，包

括推送信息等，也可以对全院职工评测后给于微信红

包奖励。

一站式区块位

置管理

按树型结构化医院的院区、楼房、楼层、房间、位置

等，并进行逐级编码，自动生成二维码、rfid 标识标

签，对全院位置进行标识，建立一站式入口。

保洁呼叫

病人或职工在指定的位置标牌二维码中点击扫一扫直

接呼叫保洁，支持上传图片，保洁人员根据管理的区

域范围，接收到该区域的呼叫信息，处理完成后可以

点击完成，事后可以进行分析统计。

各类内部评价

及满意度管理

医院可以发起多次、一定范围的满意度评价管理，每

一次名称、维度、最高分值、结束评价时间可以设定，

系统自动推送到每一个指定人员的微信号或钉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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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到点不评价系统会自动满分评价，如要扣分必须填

写相关的意见；可以定义为公共的满意度评价中心，

对位置、维修、运送、保洁等进行扫码或自动推送进

行满意度评价，增加类型、维度、推送人、结束评价

时间等管理。

58

数据智能

分析与预

警系统 大屏综合管理

能耗实时监测数据、未接收未完修维修信息、近一周

或一个月的维修总量、维修按类型分布情况、维修按

科室分面情况。

59

预警管理

温度报警、湿度报警、视频异常报警、紧急任务报警、

未处理任务报警、经费超支报警、未到岗报警、能耗

超标报警、物资库房缺货报警等。

60
能耗对接

与能耗实时监测系统对接，采集水、电、气的各楼房

的数据，并设立预警值。

61
各科综合分析

各科室的资产情况、维修情况、点餐情况、运送情况、

巡检情况、预算执行情况、物资申领情况等。

62 各业务条线综

合分析

各业务条线的大数据分析如运送人员运态管理、食堂

配送量分析、能耗、维修、巡检等情况汇总分析，各

业务条线只查询工作范内的数据。

63
院级综合分析

院级数据分析如月维修费用、能耗、公积金补贴总额、

购房补贴总额、人员考勤汇总等。

64

自定义分析

自定义报表设计器：可帮助用户方便、快捷地自动生

成医院需要的所有美观、全面的数据报表，包括汇总

表、日报表、操作日报、明细帐表等。

65
微信综合查询

分析

所有相关分析及报警，根据要求定制开发微信查询分

析功能。

48、福建省儿童医院科研管理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病历后结

构化服务

病历文本结

构化

支持对文本病历进行结构化处理，提取症状、用药、

检查、检验、阳性特征等信息，可在科研检索系统中

进行检索，常规分析，结构化后的数据进行结构化存

储。

2
检查报告结

构化

支持对检查报告内容进行结构化处理，提取部位大小、

症状、淋巴结、阳性特征等信息，可在科研检索系统

中进行检索，常规分析，结构化后的数据进行结构化

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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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超声报告结

构化

支持从超声文字报告中提取出器官的大小、病变情况，

各个团块的大小、位置、数量、阳性特征等信息。

病理报告结

构化

支持对病理文字报告进行结构化处理。可在科研检索

系统中进行检索，常规分析，结构化后的数据进行结

构化存储

4 增量数据结

构化

支持对实时产生的增量病历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可

在科研检索系统中进行检索，常规分析，结构化后的

数据进行结构化存储。

5
结构化数据

对比及修改

支持查询原始病历/报告与结构化后的病历/报告，并

可对结构化病历进行编辑或修改。

6
单病种资

源库 病例资源库

支持按照单病种进行单个术语、同义词的添加、删除

等功能，并支持对单个病种进行知识图谱展现。

7
单病种文献

资源库 支持对外提供术语服务包括同义词、关联词等。

8
特殊病种资

源库 提供对任意术语进行循证查询等。

9 病种库管理 支持对术语集进行认证及管理；

10
单病种术

语本体库

单病种术语

管理

支持按照单病种进行单个术语、同义词的添加、删除

等功能，并支持对单个病种进行知识图谱展现。

11
单病种术语

服务 支持对外提供术语服务包括同义词、关联词等。

12
单病种术语

查询 支持对术语集进行认证及管理；

13
单病种术语

认证 支持对术语集进行认证及管理；

14
科研检索

系统 全文检索

支持对全部临床（门急诊、住院）信息的全文检索，

支持傻瓜式、高级检索等任意搜功能。

15

结构化检索

支持 ICD—10，ICD—9，用药，检查，检验项目等结构

化检索；提供语义化后病历的症状，阳性特征等精准

检索。

16
文献知识库

检索

支持对文献库资源进行一站式检索，支持与第三方资

源库的检索功能，如 NCBI 等。

17

数据导出

支持对检索出的患者数据可进行配置导出选项，选择

需要的数据项进行导出，并具有完整的审批流程、患

者信息脱敏保护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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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患者全息视

图

支持对检索出的患者，能够查看该患者历次就诊信息，

支持以时间轴等方式查看就诊信息，包括检查，检验

结果，医嘱，影像，处方，病历文书，手术等。

19 系统及其他

功能

支持账号管理，权限授权，审批流程管理，密码修改，

建议反馈，检索条件保存，热门搜索及常见病种检索，

病例收藏等功能。

14

科研项目

及数据管

理系统 课题管理

支持向导式创建课题，CRF 表单选择，研究对象选择；

课题审批、结题、终止、文献及论文上传等管理机制，

课题到期提醒等。

15

eCRF 表单

提供自定义控件、元数据集，拖拽实现自定义 CRF 表

单；支持表单模板、数据快速获取及回填保存、表单

数据导出、非结构化数据自动进行结构化化填写等。

16 元数据管理 支持元数据自定义、属性设置、数据源绑定等。

17
科研对象管

理

支持对研究对象快速收藏，快速入选及移除研究对象

等。

18
多中心管理

支持多个研究结构，多个科室，多个用户共同进行同

一科研课题的研究。

19
患者全息视

图

支持对检索出的患者，能够查看该患者历次就诊信息，

支持以时间轴等方式查看就诊信息。

20
统计查询

支持课题情况，产出，异常等统计查询，单个课题相

关表单数据查询。

21
系统及其他

功能

支持账号管理，权限授权，审批流程管理，密码修改，

建议反馈，检索条件保存。

22
科研数据

挖掘 随访管理

提供随访规则库，自动生成随访计划、自动提醒、自

动锁定。

23

eCRF 表单

提供自定义控件、元数据集，拖拽实现自定义 CRF 表

单；支持表单模板、数据快速获取及回填保存、表单

数据导出等。

24 元数据管理 支持元数据自定义、属性设置、数据源绑定等。

25
患者全息视

图

支持对检索出的患者，能够查看该患者历次就诊信息，

支持以时间轴等方式查看就诊信息。

26 数据分析 支持对不同病种所关注的病例数据进行建模分析。

27
临床试验

支持患者队列快速入排、组合等查询及项目管理，不

良事件等。

28 科研项目

科研档案管

建立本院的科研人员的基本信息。科室负责人可以查

看到本科室的人员信息，以及每个成员的科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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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理 个人可以查看自己的基本信息以及科研档案。

支持科研人员详细信息的增删改查与批量操作；科研

人员信息按照科室、个人权限查看人员信息与科研档

案；可根据科室、个人权限查看各个级别的科研情况；

支持图表方式显示近年、近年各月科研动态与对比情

况；可获取即将到期科研课题数据，通过读取配置参

数，自动或者手动发送预警消息（短信等），进行预

警提示。

1.建立本院的科研人员的基本信息，主要内容：包括

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临床职称、执业医师

资格证号、医师执业证号、毕业学校、最高学历、最

高学位、职称、入职时间、工作年限、教师资格证书

情况、手机号码、邮箱、微信号、QQ 号、婚姻状况、

党团关系、教学职称、（而且应该具备识别字段自动

导入功能，也应有分门别类导出功能，同时应该留有

端口让我科添加想要收集的科研人员基本信息，同时

给每个科研人员一个相应的工号能够查看和录入其自

己的信息）。支持批量导入。

2.科室负责人可以查看到本科室的人员信息，以及每

个成员的科研信息，可以查看已结题，已超期，已延

期以及在研的课题信息，个人可以查看与自己相关的

课题信息包括负责与参与的，个人可以查看自己的基

本信息以及科研档案。科研档案主要包括（课题情况、

论文情况、获奖成果、专利情况、参加社团情况、著

作情况）。

3.科研情况：显示各科室国家级课题、省部级课题、

厅市级课题、院级课题、SCI 论文、省进步奖、市进步

奖等的数量，同时点科室可以查看到本科室下成员的

课题、论文、获奖成果的数量。点个人，可以查看到

个人。

4.近年科研动态：以柱状图的形式展现最近 5 年的科

研情况对比包括课题、获奖、论文、著作、专利情况。

5.近年各月科研动态：以图形的形式展现当前各月接

收的课题、获奖、论文、著作、专利数量信息。

6.消息与预警：提示科研课题项目超期的数据，同时

还提醒 6 个月和 1 个月将要到期的数量。个人登陆系

统即可以提示，医院管理员可以进行短信通知。

29 课题管理
包含课题申报、课题立项、课题申报统计、课题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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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支持课题申报、课题立项、课题申报统计、课题内容

管理、数据操作功能、课题过程管理、项目变更与中

检、课题结题管理、延期课题管理、课题列表管理、

课题预报管理等功能。

1.课题申报：科教科发布申报通知，提醒各科室组织

申报；申报者编写课题申请书并在线提交，系统具备

项目名称、研发内容、技术路线等自动查重功能，科

室主任审核后，提交科教科对材料进行初审后，然后

可以自动将项目转变成盲审格式（主要是隐藏掉项目

负责人及主要参与人相关身份识别信息等），由院学

术专业委员会进行网络评审，可自动对各委员评审结

果进行加权评分，得到项目网络评审分数汇总表，最

后由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并最终确定要立项的项目。

科教科对项目进行立项操作，项目信息进入立项库。

并上传项目任务书。科研人员提交项目申报信息，项

目申报主管对申报的项目信息进行审核。在项目申报

中系统需提供申报年度统计功能，（可以筛选不同级

别的项目，分项统计）项目管理人员可以随时查询每

年项目申报批次、申报数、院内通过数以及最终项目

立项的项目数据。

2.课题内容管理：主要包括“课题名称、课题编号、

课题级别、项目类别、负责人、科室（负责人的科室）、

专业名称、立项年度、立项单位、开始时间、结束时

间、下拔经费、配套经费、配套比、支出金额、总金

额、预算及开支情况表、课题立项书（附件）、项目

合同（附件）、参与人可以多人按顺序填写、其中参

与人可以自动关联”。

3.数据操作功能：可以根据模板进行导入、同时支持

新增、编辑与删除操作。针对入库的项目信息，提供

简单查询和高级查询两种方式，可以根据所需条件进

行组合查询，然后对查询结果进一步分析。查询结果

有导出功能，并可以针对导出的范围和信息字段进行

选择。导出的结果可以进行上报或者进一步分析。可

以对列表报表进行筛选、设计、打印、导出等操作。

并能对常用的列表报表保存为常用报表。对数据具有

统计分析的功能，可以选择分析的条件和对象，并生

成数据、图表等多种表现形式的统计结果。并能对常

用的统计报表进行保存。

4.课题过程管理：项目的立项信息、项目预算、项目

成员、项目文档、到账经费、支出经费、外拨、预期

目标、进展情况、衍生成果等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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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会根据项目任务书情况自动由系统发送信息给

项目负责人提醒项目进展。

项目变更与中检：项目负责人可以对立项信息、项目

成员、项目预算等信息提出项目变更请求，项目管理

员对变更请求审查后，批准变更。系统会自动记录所

有变更的内容。项目管理员建立中检批次，设置中检

时间范围以及项目预警机制（自动针对项目负责人定

期发送中检催办消息）。对中检批次分配需要中检的

项目，启动中检。

5.课题结题管理：项目负责人可以对项目进行结题处

理，主要填写结题日期，结题报告（附件）、以及填

写备注信息，医院管理员有审核及退回重新修改功能。

6.延期课题管理：项目负责人可以对项目进行延期日

期设置，同时填写延期原因，上传延期报告（附件）

以及填写备注信息，医院管理员有审核及退回重新修

改功能。

7.课题列表管理：课题申报统计：根据申报年度项目

管理人员可以随时查询每年项目申报批次、申报数、

院内通过数以及最终项目立项的项目数据，并具有项

目查重功能。

8.课题预报管理：主要填写课题申报封面、简表信息、

成员信息。用于控制国家级、省级一些人员课题的上

报数据，提高通过率。

30

科研经费管

理

经费项目管理，进款登记，进行到帐经费登记，登记

的财务科目可以根据不同的项目来源进行设置。

报销登记与经费审核；经费调拨与调整；经费查询；

经费类型设置；经费报销单据扫描拍照，并生成二维

码发送短信或者微信通知，该功能点可扩展至其他功

能模块中使用。

1. 每次报销时：报销人需要选择课题，并填写

经费类型、金额、报销摘要及明细等内容。并打

印出来作为财务科的报销材料。同时对照经费预

算，超出预算 10%系统自动不允许填报。具备科室

主任审核及医院管理人员审核功能。

2. 经费调拨：调拨内容：经费拨出[项目名称、

负责人、编号、拨出金额、时间]和经费拨入[课

题名称、负责人、编号、拨入下拨金额、拨入配

套金额] 功能：经费管理员可对课题进行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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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3. 经费查询：选择课题能查询出相关课题的经

费使用的明细情况，支持月度、季度、年度报表

自动按照时间、课题级别、项目负责人科室、项

目负责人等功能进行统计生成。

4. 经费类型设置：费用类型名称、排序、备注。

扫描拍照功能：可以将报销发票单扫描保存到相应模

块，同时自动生成二维码发送短信或微信通知相关人

员事项进展程度。该功能模块可扩展至其他板块使用，

比如扫描实习生接收函至相应目录保存。

31

学术管理

包含学术论文管理、论文投稿、论文版面费等内容。

包含学术论文管理、影响因子及领军重点梯队期刊自

动匹配与数据导入、论文投稿管理、论文版面费管理、

论文列表管理、著作管理、专利内容管理、获奖成果

管理、成果转化管理、账号管理、科研档案管理、科

研项目负责人（PI）管理,科研绩效考核功能（KPI）

等内容

1. 论文内容：主要包括“论文标题、发表日期、

科研课题、论文级别(SCI、EI、CSCD、北大核心

期刊等其他)、刊物名称、期刊号、论文等级、学

分年度、期刊期号、期刊卷号、期刊页号、影响

因子、论文（附件）、作者（多人，按顺序排序），

作者身份（第一作者、并列第一作者、通讯作者）、

单位、备注信息”。具备自动按照第一作者、通

讯作者、文章内容、杂志等在国内外各大数据库

实现模糊查找、自动匹配。文章可按照个人、科

室自动从内外网批量导入。

2. 影响因子及领军重点梯队期刊自动匹配：每

年度系统可以自动关联相关机构发布的 SCI 影响

因子、CSCD、北大核心库等并进行匹配，科教科

也可定期的导入影响因子数据记录。

3. 论文投稿：在发表论文之前先由科研人员做

论文投稿申请，中文投稿经相应审稿人及科教科

审核，sci 增加分管科教科领导审核通过以后才能

以单位的名义进行论文发表。

4. 论文版面费：在论文发表以后科研人员可以

进行版面费报销申请，经本人、科教科、财务科、

分管科教领导、分管财务领导审核通过后可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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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版面费报销。

5. 论文列表：科室负责人可以查看本科室的论

文信息，个人可以查看与自己相关的论文信息。

个人录入需上传附件，医院管理员有审核修改功

能。

6. 著作管理：著作内容：主要包括内容“登记

科室、登记作者、书名、著作类型（专著、编著、

译著、科普读物、教材、工具类参考书）、著作

字数、所著字数、出版社名称、出版年月、国际

标准书号(ISBN)、相关课题、著作作者（多人按

顺序排列）”。

列表功能：科室负责人可以查看本科室的著作信

息，个人可以查看与自己相关的著作信息。个人

录入需上传附件，医院管理员有审核修改功能。

7. 专利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名、科室、专利

名称、专利类别、申请日期、申请号、专利号、

证书号、转化（利润）、授权公布日期、专利权

期限、相关课题、人员身份（参与人、专利权人）、

姓名”。

列表功能：科室负责人可以查看本科室的专利信

息、个人可以查看自己相关的专利信息。个人录

入需上传附件，医院管理员有审核修改功能。

8. 获奖成果管理：主要内容：课题名称、奖励

名称、奖励级别、奖励等级、合作单位、授奖单

位、年度、获奖人员（按顺序排列）、以及附件

（证书扫描件等）

列表功能：科室负责人可以查看本科室的获奖成

果信息、个人可以查看自己相关的成果信息。 个

人录入需上传附件，医院管理员有审核修改功能。

9. 成果转化管理：主要内容：合作商、产品名

称、产品型号、产出效益等。对登记的记录数据

提供修改、删除功能。

列表功能：科室负责人可以查看本科室的产品转

化情况，个人可以查看自己相关的产品转化。医

院管理员有审核修改功能。

10. 账号管理：用于保存各项目申报的网址、用

户名、密码。

科教科批量上传。项目：网站名称、网址、用户

类别、用户名、密码、开放权限。导出时按此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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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个人可新增自定义条目，默认修改权限为个人。

系统在每个条目后显示该条目最后修改人和修改

时间。此栏可随第 1条导出。

备注：显示项目：项目（申报网站的名称，点击

后可打开新窗口转跳到相应网页）、用户类别、

用户名、密码（这个要求内外网兼容，先作为预

留功能）；管理权限：科教科、个人（个人和科

教科有浏览、修改权限）、科室（科室权限可全

科浏览，但只有科主任和科教科有修改权）

11. 科研档案管理：参加社会团体：个人可登记

参加社会团体信息，如姓名、科室、学会/协会名

称、学会级别（省级/国家级）、分会、学组、担

任职务（委员、青年委员、理事、主任委员、副

主任委员、常务委员、常务理事、理事长）、备

注、聘任时间（起、止）、聘书上传（JPG/PDF/WORD）

个人录入需上传附件，科教科审核。

人员列表：科室负责人可以查看到本科室的人员

信息，以及每个成员的科研信息，个人可以查看

自己的基本信息以及科研信息。科研信息主要包

括（课题情况、论文情况、获奖成果、专利情况、

参加社团情况、著作情况）。并根据科研信息计

算当年度该科研人员的绩效分数，可分类汇总导

出全院科研人员科研绩效情况。

12. 科研项目负责人（PI）：授予 PI 针对项目

组内成员课题经费、绩效奖励分配、项目成员负

责课题全过程管理，负责相关物质、财务等支配

权限。

13. 科研绩效考核功能（KPI）：发表在国家新

闻出版署批准、公开出版发行的学术期刊上的学

术论文、公开出版的著作(专著、译著、编著)和

教材、立项的国家、部委、省、厅局、市级、院

级科研课题、所获得的各级各类科研成果奖励、

各类教研成果、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

专利等分别按照一定规则计分，可实现个人、科

室、全院分门别类的 KPI 考核。

APP 功能，科教信息系统可以实现手机、IPAD 等移动

终端自动关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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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福建省儿童医院教学管理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学分管理 具备考试成绩管理、智能学分管理、学分重复智能提

醒、学分批量重算、学分档案管理、现场智能学分登

记（支持刷卡、指纹、人脸识别、移动终端等多种方

式）等功能。对医院内部人员参与学术论坛、发布论

文等相关教学活动按学分的方式进行管理，人员对参

与的活动进行上报，教务的人员进行审核通过，则该

学分就生效。

2
培训管理 培训资源管

理

支持对培训资源信息管理，包括维护教学排班、培训

师资、培训对象、培训课程、培训地点等。

学员进修申

请 学员可在线进行申请，在线提交相关材料

进修学员管

理 学员档案管理、教学安排

3 培训计划管

理

对不同人群可制订不同的培训计划。根据任职资格要

求、能力水平、绩效情况选择相应员工参加对应的培

训课程。

4
在线课程预

约

为学员提供培训课程信息展现及预约功能，自动判断

当前课程的可预约状态和剩余预约额度，将预约结果

即时反馈给使用者，为管理者提供培训课程的实时监

控功能。

继续教育管

理

包括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管理、学分管理、外出学习管

理、教学活动执行管理、社团任职管理、教室预约管

理、课程管理、学员管理。

排班管理

5 培训质量统

计分析

支持整合分析培训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可统计出勤率、

预约率、培训满意度等指标。支持统计学员对课程内

容、讲师表现、培训组织实施等方面的满意度情况。

6
考试管理

题库管理

支持组卷录入，设定总分、及格分数、考试时长、参

加考试的科室及人员。

7
考试预约

考试计划管理，设定考卷的执行时间，录入考试开始

和结束的日期及时刻。

8
在线考试

登录考试，用户通过唯一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选择

试卷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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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考试成绩统

计

列出所有试卷的相关信息，包括试卷名称、试卷总分、

及格分数、创建时间、试卷类别、不及格人数和未参

加考试人数等，通过查看结果进入每组试卷的统计分

析场景。

12
临床教学

信息发布
临床教学信

息发布

支持传统信息发布的要求，有在线编辑器、标题、发

布日期、发布人、标题、附件上传、公告分类，以及

有效期限等功能。方便查询。

13

提醒功能

1)出科考核提醒：用于提醒带教老师进行出科考核评

价

2)课程安排提醒：在上课前一周会进行课程安排提醒

3)实习生、规培生、见习生请假提醒

4)教学质量评价情况查询

5)实习生、规培生、见习生出科评价提醒：实习生、

规培生、见习生出科时需要进行教学评价填写

14

快速查询

1)本周实习轮转人员情况:教学科秘、临床科主任可以

按周查询出在本科室的轮转安排人员信息以及出勤情

况（参与的讲座、教学查房情况）。

2)本周实习安排:

实习生进入系统可以按周查看实习人员的轮转科室情

况。

15
待办事宜

1)带教老师出科考核审批事宜

2)临床科主任以及科秘待审出科考核信息

16
实习生管

理

基本信息管

理

1)基本信息内容:主要包括姓名、院校、职务、专业、

年级、实习开始以及结束时间、学历、身份证号、学

号、学生证号、联系方式、人员简码、编号、相片、

指纹编码。

2)操作功能：进行批量导入功能、以及基本信息字段

的导出功能。

3)批量归档功能（实习结束之后，可以进行批量归档

处理），归档之后将不能登录系统，进行相关的操作。

4)搜索功能（根据学校、专业、姓名等进行搜索）

17
实习轮转安

排

1)实习轮转规则设置

主要用于设置院校、专业、年级以及实习周数、

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并且设置轮转科室、以及轮转

科室的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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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习轮转安排

① 选择指定的规则之后会在线生成空表，支持进行

根据人员简码进行安排，也支持进行选择好的科室进

行安排。

② 支持复制功能

③ 支持 excel 导出功能。

④ 提交之后实习轮转安排会生效。

实习生带教

安排管理

教学科秘每实习轮转开始前需要指定好各实习生的带

教老师（注：带教老师必须是住院医院）。

4)实习轮转查询

① 根据时间段、以及轮转科室能查询出各科室的排

班人员信息。

② 教学科秘以及临床科主任可以按周查询到本科室

的轮转实习生的信息

③ 实习生可以查询到个人的轮转安排情况。

18

实习生考勤

管理

1)请假管理

① 带教老师可以进行 0.5 天以内的假进行审批。

② 教学部可以对实习生多天以上的请假进行审批。

③ 教学查岗：实习生每天的状态为：出勤、旷工、

请假。记录人员的在岗情况。

（与出科考核相关联：请假 2天及以上的，没有学院

办确定、带教老师录入不了成绩）

2)指纹签到管理

① 实习讲座签到

② 教学查房签到

a.提供移动式（离线）的指纹考勤机进行指纹签到操

作。

b.在线同步签到数据，实现对实习生的管理。

需要硬件支持（可移动带数据储存功能的指纹考勤

机。）

19 出科考核管

理

1)考核表设置

① 平时考核表设置

用于维护与设置平时考核表（一般项目、要求、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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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信息）以及设置项目是否启用、禁用。

② 基本操作考核表设置

用于维护与设置基本操作考核表信息（一般项目、要

求、分值以及分值等级）

③ 住院完整病案质量评分表设置

用于设置病案质量评分表的相关要求（一般项目、要

求、分值以及分值等级）内容的设置

2）出科考核评分

① 出科考核成绩，增加一栏，手动输入成绩，同时

也要根据平时成绩进行转换生成

② 流程：带教老师评分，上报给教学科秘审核，通

过即生效。

③ 带教老师要为每一名实习生填写（平时考核、基

本操作考核、病案操作考核）

④ 填报时限设置：在出科考核后的一周时间内要完

成评分。

3）出科考核汇总

① 可以根据轮转时间以及科室汇总出考勤成绩主要

字段包括 学号、姓名、性别、平时考核成绩、病案

质量考核成绩、技能操作成绩，以及总分。并支持导

出功能

② （内、外、妇、儿、急救）大科的成绩汇总

20

临床实习教

学评价

1)教学评价表设置

包括一级指标设置、二级指标设置、以及各级

指标权重设备。另外还包括评价等级以及比重设置

2)教学评价

实习生登录系统之后可以对已出科的临床教学情况进

行在线匿名评价。

3）教学评价管理

教学部可以查看到每一份的评价记录信息

4）教学评价汇总

教学部可以汇总出每个科室的评价情况，以及评价人

数，总得分、平均分等信息。并支持 excel 导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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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见习生管

理

基本信息管

理

1）基本信息内容

主要包括姓名、院校、职务、专业、年级、实习

开始以及结束时间、学历、身份证号、学号、学生证

号、联系方式、人员简码、编号、相片、指纹编码。

2）操作功能

① 进行批量导入功能、以及基本信息字段的导出功

能。

② 批量归档功能（实习结束之后，可以进行批量归

档处理），归档之后将不能登录系统，进行相关的操

作。

3）搜索功能（根据学校、专业、姓名等进行搜索）

22

见习轮转安

排

1）见习轮转规则设置

主要用于设置院校、专业、年级以及见习周数、

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并且设置轮转科室、以及轮转

科室的周数。

2）见习轮转安排

① 选择指定的规则之后会在线生成空表，支持进行

根据人员简码进行安排，也支持进行选择好的科室进

行安排。

② 支持复制功能

③ 支持 excel 导出功能。

④ 提交之后见习轮转安排会生效。

3)见习生带教安排管理

教学科秘每见习轮转开始前需要指定好各见习生的带

教老师（注：带教老师必须是住院医院）。

4)见习轮转查询

① 根据时间段、以及轮转科室能查询出各科室的排

班人员信息。

② 教学科秘以及临床科主任可以按周查询到本科室

的轮转实习生的信息

③ 见习生可以查询到个人的轮转安排情况。

23 出科考核管

理

1)出科考核评分

① 出科之后，带教老师填写出勤率、平时表现、病

历书写、小测得分以及总分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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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流程：带教老师评分，上报给教学科秘审核，通

过即生效。

③ 带教老师要为每一名实习生填写（平时考核、基

本操作考核、病案操作考核）

④ 填报时限设置：在出科考核后的一周时间内要完

成评分。

2)出科考核汇总

可以根据轮转时间以及科室汇总出考勤成绩主要字段

包括学号、姓名、性别、出勤率、平时表现、病历书

写，小测得分以及总分。并支持导出功能

24

临床见习教

学评价

1)教学评价表设置

包括一级指标设置、二级指标设置、以及各级

指标权重设备。另外还包括评价等级以及比重设置

2)教学评价

见习生登录系统之后可以对已出科的临床教学情况进

行在线匿名评价。

3)教学评价管理

教学部可以查看到每一份的评价记录信息

4)教学评价汇总

教学部可以汇总出每个科室的评价情况，以及评价人

数，总得分、平均分等信息。并支持 excel 导出功能

25 课程管理

课程信息管

理

支持指定模板导入信息并显示。

① 为了减少多次输入，支持从福医大教务系统中导

出安排信息，并以指定模板的导入教学系统。

② 目的是为了方便我院临床医师能查询课程安排信

息，可编辑好短信内容自动按照提前一个月、一星期、

一天发送短信给相应上课老师提醒其上课时间及上课

相关注意事项。

26
课程安排提

醒

通过短信、微信等方式按照设置参数提醒相应人员及

上课相关注意事项。

27 其他 系统对接 与省级、校级继教、规培、研究生、科教系统对接

28 APP 以上功能均支持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操作。

50、福建省儿童医院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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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总体要求 1、组织机构：

支持岗位管理，提供了岗位的工作目标、职责、任职

资格、考核指标、岗位发展计划等信息，实现了岗位

的标准化管理。按医院的组织架构图，提供统一的、

多层次的机构设置及维护平台，提供组织机构及岗位

的新建、变更（含上下级关系的调整）、撤销及合并，

以及部门岗位编制调整和部门职能划分功能，满足对

全院各部门、班组、员工及其基本信息进行统一的日

常维护、管理，实现全医院范围内各业务系统间的机

构设置的标准统一以及信息（变动）共享（联动）。

支持相关档案信息在授权范围内多级维护（审核）的

方式。数据要能输入，还要能导出。

2、人事基本信息管理

完整记录员工从入院到离院的个人基本信息、学历变

动、工作履历、职称变动、职务变动、执业（或职业）

资质及技术（特殊岗位）准入授权信息、奖惩记录、

家庭成员、论文专著、国内外培训等所有职工个人信

息及动态，进行全过程管理，包括员工入职、转正、

岗位变动、待岗、重新上岗、辞职、辞退、外派（外

借）、退休、返聘、实习生聘用为正式员工、非正式

员工聘用为正式员工等，所有重要的员工信息变更要

有时间记录，并提供实时查询及历史记录查询。支持

离退人员管理，包括退休提前提醒、返聘、延聘等程

序管理。提供员工个人与各职能部门的互动交流平台

及安全的员工自助管理服务平台。支持对各种信息如

部门、岗位、培训、人员信息等的附件管理。

3、人事调动管理

设置灵活的人事业务变动管理，预置基本的人事业务

处理规则，并可以自定义所需要的新业务规则，支持

按业务授权。 支持各类调动业务的电子审批。

4、薪资管理

（1）具有薪资管理的基本功能，如工资数据的上报与

收集、工资日常变动、个人所得税的自动申报支持银

行代发工资 、数据导入、自动分摊和制证

（2）自动获取相关数据，如考勤提供多工资类别工资

表。

（3）实现薪资调整的灵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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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细的工资统计、分析报表业务处理。

（5）支持不同形式的薪酬结构/标准的定义和维护，

薪酬等级可直接和岗位和员工挂钩，支持不同类别的

人员管理的薪酬支付和所得税计算处理，支持根据员

工类别，地理位置等信息来设定福利措施的适用范围。

支持员工各种工资项目的录入或设置规则进行自动计

算。

5、考勤休假

（1）加班可以安排调休，各类加班可设置补休系数和

补休顺序，剩余的加班可结算加班工资，也可转下月

处理。填写调休单时可查看加班余额。

（2）加班登记、请假登记、出差登记等增加审核功能，

以支持分权考勤模式，录入的工作交由业务部门负责，

人力资源部审核，审核后的考勤原始单据不允许修改。

（3）提供考勤异常处理功能，可查询各类考勤异常（如

迟到、早退、旷工、欠卡等）并做相应的处理，如签

卡、补请假单、补出差单、调整班次等。

（4）考勤结果与薪资自动关联，参与薪资项目的计算。

（5）提供各类考勤报表：日报、月报、年报等。

6、合同管理

支持各类人员不同类别的劳动合同、进修协议、出国

培训协议、在职学历培养协议等合同样本管理。支持

各类聘用合同（协议）批量签定、变更、续签、解除、

终止及其预警维护。支持通过员工自助和科室平台在

员工合同到期时，征询员工、员工部门负责人及人力

资源管理部门的意见，确定员工的合同是否续签，并

可以打印出相关的表单签字存档。支持合同（协议）

的查询、统计、分析。

7、员工自助

为全院职工提供自助查询窗口，通过授权可查询：薪

资发放、保险缴交、合同执行、考勤休假、职称申报、

绩效得分等信息。支持在线申请业务：各类请假申请、

人事调动申请、培训申请等。

1

组织机构

管理

基础设置

基础设置工作是应用整个组织机构管理系统的基础，

主要是进行各类相关参数的设置、 职务/岗位相关基

础档案的设置、编制设置。

2 组织信息
组织信息是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最基础的信息之一，

在此可帮助单位搭建其组织架构，包括单位、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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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等相关信息。

3
岗位管理

主要完成对集团岗位体系的构建，支持对集团基准岗

位、单位岗位的创建；支持对岗位继任人选的维护。

4
虚拟组织

为了完成某一个确定的目标而在一个特定时间段内存

在的临时性组织。

5 常用查询分

析

在查询引擎中定义和分配权限的查询集合，由高级实

施顾问定制，以供用户在日常业务中方便地进行查询

分析。

6

人员信息

管理

基础设置

基础设置工作是应用整个人员信息管理系统的基础，

主要是进行各类相关参数的设置、 人员卡片/花名册

报表的设置及报表权限分配。

7
人员信息采

集

单位进行员工信息录入的地方。系统提供增加、删除、

修改、打印、子表操作等功能。

8
入职申请

主要为 HR 业务人员使用，实现对新进员工的入职申请

处理。

9
入职审批

入职申请单提交后，需要在“入职审批”中对已提交

单据进行审批。

10
人员信息维

护

对人员信息的维护，包括个人信息、工作信息及子集

信息，还可以在此增加自助用户，联查人员花名册、

人员卡片，导出员工照片等。

职称聘任管

理

职称认定：事先设定申报条件，实现申报审查，自动

判定是否符合条件，按照个人申报、部门审核、人事

审批等流程对材料进行审查、公示等，自动形成汇总

表，评议组线上审核投票，自动形成评议结果并导入

人力资源系统，应用生成供后期聘岗，调资等业务联

动实现。

考试资格认定：事先设定条件，通知考试申报，实现

线上预报名，材料审报、审核，人事审批等流程。

年度考核

以医院考核制度为依据，对全院人员年度考核进行过

程管理，对考核指标、科室优秀率、考评小组、特殊

考核人员进行条件设置后，由个人总结上报、科室及

考评小组批量审批评优、人事科终审，实现各类人员

各考核等级、人员考核信息、科室总考核结果表等

档案管理

1、职工调档。人事部门通知需调档人员，由职工按照

既定模板和要求填写线上申请单，经人事部门审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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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行打印调档函

2、复印档案申请。由职工线上发起申请，按照既定模

板和要求填写相关申请信息，经人事审批后，审批结

果发回职工，职工按审批要求时间至人事科进行复印

档案

预警管理

对即将对人员退休到年、合同到期、试用期转正、二

级保健人员等到期事项或代办事项进行提醒，人事部

门及职工本人均可接收提醒信息。

11
人员信息查

询

专门用于按权限查询浏览人员信息，包括个人信息、

工作信息及子集信息

12

黑名单管理

人员做离职时，提示是否加入黑名单，如果加入黑名

单，则在系统内任何一单位，人员再入职时，会提示

该人员为黑名单内人员。

13

人员卡片

基于在职人员、解聘人员、离退人员、调离人员、其

他人员的个人信息、工作信息、子集信息，提供查询、

导出、打印各种人事卡片的功能。

14 人员花名册 提供查询、导出、打印各种人员花名册的功能。

15
监控记录

对被监控信息集的增加、修改、删除操作进行监控，

并保存其变动情况。

16
统计分析

灵活的员工信息统计分析，提供统计数据及多种统计

分析图形展示。

17
人员变动

管理 转正管理

主要实现对试用员工转正业务的处理，支持对转正申

请、转正审批的过程管理。

18
人员调配

人员调配用于管理员工在单位内不同部门间，以及在

集团内不同单位间的岗位调动或职务升迁。

返聘管理

支持对人员信息进行判定是否符合“返聘，延聘，留

用管理”，基于审批平台，实现“返聘，延聘，留用

管理”的申请、审批的处理

19

人员离职

支持管理各部门的离职计划；基于审批流平台，支持

离职申请、离职审批的处理；支持对离职记录的直接

管理。

20
人员合同

管理 合同处理

签订各类合同/协议；在合同有效期间可进行合同的变

更和解除；合同到期时可征询续签/终止意向等。

21

合同台账

员工各类合同/协议的各种业务处理（订立、变更、续

签、解除、终止）以及当前最新的合同业务处理等信

息的综合查询/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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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薪酬管理

（一）薪酬管理与入职申请、人员变动、考勤等业务

同步联动，并实现与财务系统的对接，在完成联动业

务后，系统会根据岗位不同自动计算调整工资，同时

将工资调整结果反馈至财务系统。

（二）薪资报表对接员工自助端口，实现收入证明出

示申请审批打印。

发放设置

发放设置用来确定薪资核算的最终规则，包含了薪资

发放的周期、所涉及的部门、发放薪资项目及人员范

围、薪资项目的取数来源等。

23
定调资管理

按照薪资标准类别来确定每个员工的薪资级别和档

别，最终确定薪资发放中薪资项目的金额。

24
薪资核算

按照设定好的薪资规则，完成薪资日常发放的工作流

程。

25 薪资报表 提供工资条以及与薪资相关的报表打印功能。

26
社保福利

日常业务

按照设定好的福利规则，完成福利日常缴交及发放的

工作流程。

27 常用查询分

析

在查询引擎中定义和分配权限的查询集合，由高级实

施顾问定制，以供用户在日常业务中方便地进行查询

分析。

28
时间管理

考勤管理

设定考勤制度、工作日历、科室班次、登记轮岗人员

信息并设置考勤人员范围。

29
出差管理

出差管理的主要功能是定义出差类别、进行出差申请

及审批的管理、登记出差记录等。

30

休假管理

休假管理的主要功能是定义休假类别、进行休假申请

及审批的管理、登记休假记录、进行假期的计算和结

算等。

31
加班管理

定义加班类别、进行加班申请及审批的管理、登记加

班记录、生成加班单据等。

32
排班管理

对班组进行考勤排班计划，手工考勤、出考勤月报的

功能。。

33
招聘管理 招聘需求管

理 招聘需求申请和招聘需求审批的管理。

34 录用管理
对面试通过的人员，或者招聘过程中筛选出来的一些

合格人才进行入职前的管理，主要包括录用申请和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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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审批。

35
HR 分析报

表 HR 分析报表

系统提供的人力资源决策分析工具，用于分析各项人

力资源指标，输出报表数据。

36
自助服务

员工自助

员工可以查看个人的人员信息、薪资信息、合同信息

等，可以进行各种 hr 业务的申请、填报等操作。

37
科主任自

助

科主任可以查询部门人员的相关信息，也可以对员工

申报的业务进行审核等操作。

51、福建省儿童医院信息集成平台

编号
一级模

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一） 数据中心

1

数据中

心

临床数据中

心 CDR

临床数据中心以患者为主线，实现对患者诊疗信息结果

数据、过程数据和文档数据的统一存储与管理，可以在

统一界面上展示患者基本信息、历次就诊（入出转）信

息、诊断信息、医嘱（处方）信息、检查检验信息、病

历文书、护理文书、临床路径执行状态、手术信息、用

血信息、生命体征等，可以实现相关临床数据对比分析，

建立以医疗时间为轴线的临床信息综合展示，支持界面

嵌入到临床医生工作站、护士站、医技站等，对临床医

护人员开展诊疗业务提供辅助。

2
标准基础数

据库

医院信息平台的基础信息库包括患者基本信息、

医 疗卫生服务人员信息、医疗卫生机构（科室） 信

息、术语和字典信息库。基础信息库由医院信息平台的

注册服务或者由 ELT 抽取产生，并为这些实体提供唯一

的标识。主要作用存储各个业务数据的原始基本字典，

为在实际业务使用中提供最基础的原始数据，存储结构

上是一个逻辑分布物理集中的、可扩充、可集成的数据

库。

3
业务交换信

息库

业务交换信息库是医院集成平台的数据交换枢纽，是一

个由多个逻辑模式共同组成的一个对象。主要存储医疗

机构内部信息系统临床业务数据以及医疗机构内部信息

系统之间业务联动所产生的临床过程数据，所存储的数

据均是系统活动交换所需要的活动的数据，而非静止不

用的。同样该类数据可以实现医院集成平台与区域卫生

信息平台的数据交互。该类数据包含：检验报告数据、

检查报告数据、病人门诊就诊信息、病人住院就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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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4
运营业务信

息库

从临床诊疗、医疗管理及后台运营管理等业务系统

中获取医院管理辅助决策所需要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

数据清理、转换，再按某种分析主题进行组织和展示，

建立起符合医院运营管理的指标体系。支持日常业务统

计分析、常用上报数据（如 HIS、LIS、PACS、体检、院

感、血库、手术麻醉、重症监护等）等功能。医院管理

决策支持数据库可以获取任意时间的任意即时数据，即

实时分析处理数据，使用者可以随时了解到医院当时的

各种情况，同时系统能从不同角度对数据进行分析，并

快速高效的获得结果，有助于全面了解隐藏于数据中的

有用信息，方便领导决策。

5
临床文档信

息库

临床文档信息库（CDR）是医院为支持临床诊疗和全

部医、教、研活动而以患者为中心重新构建的新的一层

数据存储结构，它是物理存在的，而不仅仅是概念存在

或者是逻辑存在。CDR 是医院基于电子病历的信息平台

的核心构件，与直接支持医疗操作的前台业务信息库不

同，其数据来自这些业务系统，但与前台业务流程无关。

CDR 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数据仓库，它的内容是随着医

院业务活动动态变化的，并且直接支持医生、护士对患

者临床记录的实时应用。

统一字典管

理

统一标准字典管理整合业务系统的字典与代码，统一建

设标准的字典资源库，并提供字典访问服务及字典的注

册服务。

数据集标准

化转换

依据《WS 445.15-2014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的要求，

针对医院项目信息化实际情况，依照卫计委电子病历标

准数据集的的要求，通过对数据集的覆盖范围及数据元、

数据元值域的符合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并进行相应的标准

化改造。

共享文档标

准化转换

依据《WS/TXXXX-20XX 电子病共享文档规范》的要求，

针对医院项目信息化实际情况，依照卫计委电子病历标

准数据集的的要求，通过对数据集的覆盖范围及数据元、

数据元值域的符合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并进行相应的标准

化改造。

数据采集

ETL 工具

ETL 是数据抽取（Extract）、转换（Transform）、

装载（Load）的过程，是 BI/DW（商务智能/数据仓库）

的核心和灵魂，是构建数据中心的重要一环。用户从数

据源抽取出所需的数据，经过数据转换，最终按照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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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好的数据中心模型，将数据加载到数据中心中去。

通过 ETL 将医疗业务系统 HIS、LIS、PACS、EMR 的业务

数据抽取到数据中心的业务数据层，数据中心业务数据

层的源数据通过数据清洗，数据标准化转换后抽取到数

据中心标准层，数据中心标准层数据通过数据的进一步

整合将数据进一步抽取转化加载到数据仓库、临床知识

库、指标库等数据应用层。

在需要建设运营数据信息库和临床文档信息库的前提

上，利用 ETL 工具对大量医疗数据进行抽取、转换，然

后加载到数据仓库进行数据分析与利用，辅助院领导决

策。

数据归档机

制

数据归档方案由在线数据库和归档数据库组成。使用存

储过程进行归档业务数据处理，使用 CDC 技术实现未归

档业务数据生产数据库到归档数据库的同步。业务终端

连接到在线数据库服务器进行在线业务、连接到归档数

据库服务器进行查询业务。数据归档周期可根据需求进

行调整，归档调度程序可每天依据病人出院状态，病历

病案状态，将已出院并且病案归档时间在 N 年前的病人

的病历数据进行数据归档处理。

（二） 数据交换服务

1

数据采

集

数据采集

实现数据中心对源接入系统数据的抽取、转换、加

载。对源系统数据进行实时采集获取，加载到数据中心

ODS 基础层。

1) 提供全实时、高可靠的数据采集服务；

2) 支持源端表结构调整，目标端自动适配；

3) 支持图形化界面管理，配置灵活；

提供监控报警功能，保障系统高效可靠。

2

数据整

合

实时整合

实时结合事件驱动、消息队列及流式计算构建实时加工

引擎，实现数据的实时加工整合，如患者标识、指标类

数据。

3
定时整合

定时整合采用 ETL 任务调度模式，通过调度系统定时执

行 ETL 任务。

4

数据管

控 数据质量检

测

能对数据质量进行检测，检查出自定义规则的质量问题

数据；能对检核结果进行多维度查询，以及图表化反映

质量问题数据走势情况。

5 数据元管理
能对数据中心元数据进行管理，反映数据中心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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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表字段数据的血缘分析、影响分析等。

6
数据标准管

理

具备数据标准管理，提供数据标准化转换，支持院内数

据标准化以及互联互通数据标准化。

7

数据运

维

数据指标管

理

将数据中心参数指标以及数据业务指标维护管理起来，

指标项维护数据可以在首页进行定制化展现。

临床医护人员，在临床工作中需要关注一些科室相

关的预警数据，比如当日手术病人、当日床位费、护理

费、压舱病人，采用数据指标配置机制，可实现根据不

同科室不同病区配置当前科室关注的预警指标，支持按

科室按病区定制

8
数据资源目

录管理

ODS/CDR 等表资源信息通过一定渠道可以进行展现及可

视化查阅。

9

数据查询

可以支持数据中心内部查询，对数据资源进行条件输入

查询，在统一管理界面展现不同表数据的查询结果。

发布统一的数据查询服务接口，通过对统一查询接口的

调用来完成数据交互与业务协同，实现了异构、分布式

应用系统之间的敏捷、快速、松耦合、高可靠的应用集

成。提供可视化的数据查询配置功能，将复杂的数据接

口，通过简单便捷的可视化界面配置实现，提高数据服

务效率。

10
字典主数据

管理

可以对医院级别需要统一化的字典数据进行标准化映射

维护管理，支持数据整合时候的字典数据标准统一化。

11
数据服

务

数据查询配

置 提供数据中心对外数据的统一查询，支持配置化管理。

12

数据订阅

可以对外提供数据中心资源表的数据订阅，以及实时数

据的推送服务，支持配置化管理。

通过该模块可实现对源数据的订阅及变动数据的实时传

递，支持推送（发布/订阅）模式，发布的变动消息由

CDC 产生，通过 EDA 事件驱动通道，经由数据订阅引擎

消费并加工处理，根据配置的订阅相关信息实现目标数

据的定点推送。支持多种数据格式：XML、JSON 等数据

格式。支持多种接口方式：主流的 WS、HTTP、socket 等

接口方式。

13
决策数据通

道 提供 BI 数据供数通道。

（三） 基础服务

1 患者主
患者主索引 临床医疗活动均是以患者为主线的，如果患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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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服

务

服务 息不统一是无法实现电子病历等数据整合的。目前医院

各个应用系统均有患者基本信息，但是数据的标准不统

一，维护的方式不统一。临床医疗活动均是以患者为主

线的，如果患者的信息不统一是无法实现电子病历等数

据整合的。因此，必须要建立全院级统一的病人主索引，

能够从各种不同的子系统中取得患者的信息并进行组

织，串连起所有病人相关信息，包括基本信息、过敏信

息、家族病史、历次诊疗信息、检查检验信息、病人主

管医生、历次电子病例、收费情况（门诊、住院）等病

人信息，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医院数据层面的整合，包括

电子病历的数据整合以及医院业务和管理数据的整合，

同时发布一个 API 接口，提供给其它应用程序对患者的

信息搜索功能。病人主索引也是客户服务、成本核算、

病种分析、决策支持等管理的重要主线。

在建设病人主索引的基础之上，可以根据医院的实

际业务需要实现不同的业务场景。例如在实现跨域 MPI

协同功能时，需要满足在子域内部已经满足 MPI 的基本

功能实现，实现跨域 MPI 协同所必需的功能如下：

①能够为该域的各个挂接子域进行业务唯一性验证服

务；尽可能确保一个可识别唯一性的人员信息不被错误

挂接或重复创建；

②能够完成该域的 MPI 向上级域进行注册的功能；

③能够向上下两级相邻域进行 MPI 变更通知服务；

④为跨域进行查询与消息反馈服务。

不同的子域在进行子域 MPI 注册时除了子域的 MPI 需要

注册以外还包括其域内相关的病人唯一标识进行注册比

如 X 线号、CT 号、门诊号、住院号等，此处所列应根据

实际业务需求中其是否具有进行病人唯一标识的特性来

决定是否注册。

2

主数据

管理

主数据管理

主数据管理服务主要是用于梳理医院原有业务系统字

典，实现统一编码、管理，为平台所有相关方，比如用

户、应用程序、数据平台、流程以及合作伙伴创建并维

护业务数据的一致性、完整性、相关性和精确性，其中

包含主数据建模、主数据建立、主数据维护、主数据共

享、数据标准化、元数据集建立、基础字典维护与共享

等。

文档管理服

务

电子病历档案服务是医院信息集成的基础服务功

能之一。每一类需要在临床文档库中进行存储的 EMR 临

床结构化文档（clinical "font-family:宋

体;line-height:150%;font-size:14px">，CDA）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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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DR 中进行注册。具体内容包含：

①电子病历文档注册服务

②电子病历文档检索服务

③电子病历文档调阅服务

3

注册服

务

患者注册服

务

患者注册的目的用于对前来医院就诊患者的基本信

息进行管理，通过对患者基本信息的统一管理，可以实

现对患者信息最完整的保存，可以解决患者信息在各个

系统中的不一致问题，以避免重复录入患者基本信息的

情况。

患者注册服务在医院集成平台上，形成一个患者信

息表，安全地保存和维护患者的诊疗标识号、基本信息，

并可为医疗就诊及公共卫生相关的业务系统提供人员身

份识别功能。

患者注册库主要扮演着两大角色。其一，它是唯一的权

威信息来源，并尽可能地成为唯一的患者基本信息来源。

其二，解决跨越多个信息系统时患者身份唯一性识别问

题。患者注册服务是医院患者平台正常运行所不可或缺

的，只有通过统一的患者注册管理，才能确保记录在医

院各个信息系统中的患者被唯一地标识，各类诊疗业务

数据通过统一管理的患者注册记录关联起来，最终形成

患者在机构内的全局共享诊疗信息记录。

4

医疗卫生人

员注册服务

医疗卫生人员注册服务是医院信息集成的基本注册服务

之一。医务人员注册用于对医疗机构内部所有医务人员

的基本信息进行注册和管理。医务人员包括医生、护士、

医技人员、药事人员等全部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医务人

员，通过对医务人员基本信息、专业信息的记录，可以

实现对医务人力资源的全面掌控、统一管理、合理配置。

5
医疗卫生机

构（科室）注

册

医疗科室注册服务是医院信息集成的基本注册服务之

一。通过对医疗业务科室基本信息的统一管理，可以向

基于医疗信息平台建设的各应用系统、患者提供完整、

统一的医疗业务科室信息。

6
术语和字典

注册

术语和字典注册服务是是医院信息集成平台的基础服务

功能之一。术语和字典注册用于从数据定义层面来解决

各系统的交互操作问题。术语的范围包括医疗卫生领域

所涉及的各类专业词汇字典、代码等。

医嘱信息交

互服务

医嘱信息交互服务是医院信息集成平台的基础服

务功能之一。具体服务功能包含：

② 医嘱接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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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医嘱查询服务

申请单交互

服务

申请单交互服务是医院信息集成平台的基础服务

功能之一。具体服务功能包含：

② 申请单接收服务

②申请单查询服务

就诊信息交

互服务

就诊信息交互服务是医院信息集成平台的基础服

务功能之一。就诊信息交互服务主要包含门急诊、住院

的就诊信息查询的交互服务。具体服务功能包含：

② 诊就诊信息查询服务

②住院就诊信息查询服务

预约信息交

互服务

预约信息交互服务是医院信息集成平台的服务功能

之一。具体服务功能包含：

①门诊预约状态信息新增服务

②门诊预约状态信息更新服务

③门诊预约状态信息查询服务

④检查预约状态信息新增服务

⑤检查预约状态信息更新服务

⑥检查预约状态信息查询服务

结果、状态信

息交互服务

结果、状态信息交互服务是医院信息集成平台的服

务功能之一。具体服务功能包含：

1) 医嘱执行状态信息更新服务

2) 医嘱执行状态信息查询服务

3) 检查状态信息更新服务

4) 检查状态信息查询服务

5) 检验状态信息更新服务

6) 检验状态信息查询服务

7) 普通检验结果信息新增服务

8) 普通检验结果信息更新服务

9) 普通检验结果信息查询服务

10) 药敏检验结果信息新增服务

11) 药敏检验结果信息更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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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药敏检验结果信息查询服务

13) 检查结果信息新增服务

14) 检查结果信息更新服务

15) 检查结果信息查询服务

16) 病理结果信息新增服务

17) 病理结果信息更新服务

18) 病理结果信息查询服务

19) 手术排班信息新增服务

20) 手术排班信息更新服务

21) 手术排班信息查询服务

22) 手术状态信息更新服务

手术状态信息查询服务

7

电子病

历档案

服务

电子病历档

案服务

是临床文档信息库（CDR）建设的基础，为医院提供索引

服务和数据服务

8

电子病

历存储

服务

电子病历存

储服务

存储医院患者的个人基本信息、病历概要、门急诊病历

记录、住院病历记录、健康体检记录、转诊记录、法定

医院证明及报告以及其它相关记录等。

（四） 业务总线

1

业务总

线

HIS 信息交

换组件

HIS 信息交换组件用于 HIS 与医院集成平台之间的

基本服务和各种应用程序进行统一的管理与监控，通过

开放平台提供的标准化接口，帮助 HIS 厂商通过运用和

组装平台接口及 HIS 接口产生新的应用，允许 HIS 厂商

实现扩展应用功能，同时提供统一、便捷的接入方式保

证新应用基于平台环境的统一管理和运行。具体可以实

现以下业务数据交互：

1、 HIS 与检验系统信息交互：通过业务服务平台

获取检验单据信息、患者住院信息、病历信息，记录完

整的检验单据处理过程，标本送检过程处理与单据费用

自动处理，检验报告结构化存储，实现多系统统一的报

告调阅接口。

HIS 与医技检查系统信息交互：放射检查、病理检查、

心电、B 超、内镜检查业务通过业务服务平台获取检查

单据信息、患者住院信息、病历信息，记录完整的检验

单据处理过程，检查图文报告结构化存储，实现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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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报告调阅接口，并支持统一影像浏览及处理。

2

电子病历系

统信息交换

组件

电子病历系统信息交换组件用于对电子病历系统与医院

集成平台之间的基本服务和各种应用程序进行统一的管

理与监控，通过开放平台提供的 Web Service 标准化接

口，帮助电子病历厂商通过运用和组装平台接口及电子

病历接口产生新的应用，允许电子病历厂商实现扩展应

用功能，同时提供统一、便捷的接入方式保证新应用基

于平台环境的统一管理和运行。。

3

检验系统

（LIS）信息

交换组件

检验系统（LIS）信息交换组件提供医院集成平台与检验

系统（LIS）之间的信息交互，实现危机值信息推送发布、

检验报告数据信息、报告队列查询、检验单据状态等的

交换，具体内容如下：

1) 基础数据交互：包含病人就诊信息、病人检查

申请单据信息、病人检查申请单费用、扣费执行等。

2) 报告结果交互：包含报告结构化存储、支持HTML

和 XML 等格式的报告统一调阅接口、报告危急值消

息等内容。

字典同步：包含医疗机构信息、科室信息、人员字典信

息等。

4

放射信息交

换组件

放射信息交换组件提供医院集成平台与放射系统之

间的信息交互，实现危机值信息推送发布、检查报告数

据信息、报告队列查询、检查单据状态、预约信息（病

人预约、预约确认、预约取消）等的交换，具体内容如

下：

基础数据交互：包含病人就诊信息、病人检查申请单据

信息、病人检查申请单费用、扣费执行等。

报告结果交互：包含报告结构化存储、支持 HTML 和 XML

等格式的报告统一调阅接口等内容。

字典同步：包含医疗机构信息、科室信息、人员字典信

息等。

5

心电信息交

换组件

心电信息交换组件提供医院集成平台与心电系统之

间的信息交互，实现危机值信息推送发布、检查报告数

据信息、报告队列查询、检查单据状态、预约信息（病

人预约、预约确认、预约取消）等的交换，具体内容如

下：

基础数据交互：包含病人就诊信息、病人检查申请单据

信息、病人检查申请单费用、扣费执行等。

报告结果交互：包含报告结构化存储、支持 HTML 和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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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格式的报告统一调阅接口、报告危急值消息等内容。

字典同步：包含医疗机构信息、科室信息、人员字典信

息等。

6

超声信息交

换组件

超声信息交换组件提供医院集成平台与超声系统之

间的信息交互，实现危机值信息推送发布、检查报告数

据信息、报告队列查询、检查单据状态、预约信息（病

人预约、预约确认、预约取消）等的交换，具体内容如

下：

基础数据交互：包含病人就诊信息、病人检查申请单据

信息、病人检查申请单费用、扣费执行等。

报告结果交互：包含报告结构化存储、支持 HTML 和 XML

等格式的报告统一调阅接口、报告危急值消息等内容。

字典同步：包含医疗机构信息、科室信息、人员字典信

息等。

7

内镜信息交

换组件

内镜信息交换组件提供医院集成平台与内镜系统之

间的信息交互，实现危机值信息推送发布、检查报告数

据信息、报告队列查询、检查单据状态、预约信息（病

人预约、预约确认、预约取消）等的交换，具体内容如

下：

基础数据交互：包含病人就诊信息、病人检查申请单据

信息、病人检查申请单费用、扣费执行等。

报告结果交互：包含报告结构化存储、支持 HTML 和 XML

等格式的报告统一调阅接口、报告危急值消息等内容。

字典同步：包含医疗机构信息、科室信息、人员字典信

息等。

8

病理业务交

换组件

病理业务交换组件用于对病理系统与集成平台之间

的基本服务和各种应用程序进行统一的管理与监控。通

过开放平台提供的标准化接口，帮助病理系统厂商通过

运用和组装平台接口产生新的应用，允许病理系统厂商

实现扩展应用功能，同时提供统一、便捷的接入方式保

证新应用基于平台环境的统一管理和运行。具体内容如

下：

基础数据交互：包含病人就诊信息、病人检查申请单据

信息、病人检查申请单费用、扣费执行等。

报告结果交互：包含报告结构化存储、支持 HTML 和 XML

等格式的报告统一调阅接口、报告危急值消息等内容。

字典同步：包含医疗机构信息、科室信息、人员字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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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等。

9

手术麻醉系

统业务交换

组件

手术麻醉系统业务交换组件用于对手术麻醉系统与医院

集成平台之间的基本服务和各种应用程序进行统一的管

理与监控，通过开放平台提供的标准化接口，帮助手术

麻醉系统厂商通过运用和组装平台接口及手术麻醉系统

接口产生新的应用，允许手术麻醉系统厂商实现扩展应

用功能，同时提供统一、便捷的接入方式保证新应用基

于平台环境的统一管理和运行。手术麻醉系统业务交换

主要包含临床应用所需要的手术排台信息、麻醉排台信

息、手术基本信息、麻醉基本信息、手术记录信息、麻

醉记录信息等。

10

移动医疗业

务交换组件

移动医疗业务交换组件用于对移动医疗（包括移动医护

系统、门诊移动输液系统）与集成平台之间的基本服务

和各种应用程序进行统一的管理与监控，实现医嘱管理，

医嘱单据信息，护理记录信息，体征数据信息等交互。

通过开放平台提供的标准化接口，帮助移动医疗厂商通

过运用和组装平台接口及移动医疗接口产生新的应用，

允许移动医疗厂商实现扩展应用功能，同时提供统一、

便捷的接入方式保证新应用基于平台环境的统一管理和

运行。

医技统一预

约交换组件

医技统一预约交换组件用于医技预约系统、医技系

统与集成平台之间的基本服务和各种应用程序进行统一

的管理与监控。通过开放平台提供的标准化接口，实现

自助机预约、诊间预约、临床护士预约。具体内容如下：

基础数据交互：包含病人就诊信息、病人检查申请单据

信息、病人检查申请单费用、扣费执行等。

预约信息交互：包含获取开单项目列表、预约、取消预

约、号源查询、获取回执单等内容。

重症监护业

务交换组件

重症监护业务交换组件用于重症监护系统与集成

平台之间的基本服务和各种应用程序进行统一的管理与

监控。通过开放平台提供的标准化接口，实现具体内容

如下：

基础数据交互：包含病人基本信息、病人就诊信息、病

人住院医嘱信息等。

表单信息交互：包含发送压疮情况报告表信息、发

送压疮风险评估与预防表、发送压疮治疗监控记录表等

相关表单内容

院感业务交

换组件

院感业务交换组件用于对病理系统与集成平台之间

的基本服务和各种应用程序进行统一的管理与监控。通

过开放平台提供的标准化接口，帮助院感系统厂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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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和组装平台接口产生新的应用，允许院感系统厂商

实现扩展应用功能，同时提供统一、便捷的接入方式保

证新应用基于平台环境的统一管理和运行。具体内容如

下：

基础数据交互：包含病人就诊信息、病人检查申请单据

信息、病人检查申请单费用、扣费执行等。

报告结果交互：包含报告结构化存储、支持 HTML 和 XML

等格式的报告统一调阅接口、报告危急值消息等内容。

字典同步：包含医疗机构信息、科室信息、人员字

典信息等。

11

输血管理业

务交换组件

输血管理业务交换组件用于对输血管理与集成平台之间

的基本服务和各种应用程序进行统一的管理与监控。通

过开放平台提供的标准化接口，帮助输血管理厂商通过

运用和组装平台接口及输血管理接口产生新的应用，允

许输血管理厂商实现扩展应用功能，同时提供统一、便

捷的接入方式保证新应用基于平台环境的统一管理和运

行。

12
医院 OA 业务

信息交换组

件

医院 OA 业务信息交换组件用于对医院 OA 与医院集成平

台之间的基本服务和各种应用程序进行统一的管理与监

控，实现医院公告信息交互、人员考勤情况查询、医院

审批流交互信息、通信录共享信息等的交换等的交换。

13

区域医疗平

台业务交换

组件

完成医院信息系统与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之间的无缝对

接，实现人员档案信息共享、患者就诊数据信息交互、

患者预约信息交互等。

（五） 运维监管

1

门户权

限管理

统一身份管

理

访问医院集成平台的所有实体（用户和系统）采用唯一

身份标识，并对实体身份进行统一管理：

1) 建用户角色和工作组，为各使用者分配独

立用户名的功能；

2) 为各角色、工作组和用户进行授权并分配

相应权限，提供取消用户的功能，用户取消后

保留该用户在系统中的历史信息；

3) 创建、修改电子病历访问规则，根据业务

规则对用户自动临时授权的功能（如限定访问

时间或访问资料范围等），满足电子病历灵活

访问授权的需要；

4) 提供增加、修改、删除和查询用户权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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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5) 支持分层次授权，避免集中授权复杂性，

提高授权的准确性；

6) 业务权限和管理权限严格分开，业务用户

不具备管理权限；

7) 平台对所有的授权行为进行审计跟踪，提

供记录权限修改操作日志的功能。

2
用户分类

根据用户对医院集成平台使用性质的不同进行用户分类

管理。

3
权限管理

系统支持对用户、角色、资源和权限的标准化管理，实

施权限管理和权限的分配。

4

用户行为监

管

实现对用户所有登录认证操作及授权访问行为的全

面记录和监控，确保所有操作处于可控和可审计状态，

包括身份认证、访问控制、关键业务抗抵赖、数据完整

性保护等。

1) 记录每个业务用户的关键操作，例如用户

登录、用户退出、增加/修改用户权限、用户

访问行为和重要系统命令使用、内部数据访问

行为等操作；

2) 审计记录的内容包括事件的日期、时间、

类型、主体标识、客体标识和结果等；

3) 支持授权用户通过审计查阅工具进行审

计数据的查询，审计数据应易于理解；

4) 审计日志无法删除、修改或覆盖，审计记

录应至少保存 6 个月

5

系统授

权管理 业务系统建

档

录入业务系统基本信息建立在平台内部的身份唯一标

识，并授予接入平台的凭证号，业务系统通过凭证号完

成业务交互过程中的身份验证。

6
业务系统授

权 维护业务系统拥有使用平台总线上的服务的权限。

7
服务综

合管理

服务生命周

期管理

实现对集成平台中所有服务的新增、发布、审核、启用、

停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8

测试管理

提供了对服务的在线测试功能，在服务发布之前可由测

试人员在平台上进行服务测试，测试通过后方可发布使

用。

9 服务授权
实现已接入平台的系统允许访问的服务进行授权，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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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授权的系统才能访问指定的服务。

10

服务订阅

实现业务系统向集成平台订阅需要的服务信息，当集成

平台上的服务信息更新后会主动推送到指定的已订阅该

服务的系统。

11
服务的统计

分析

统计当前新增、停用、发布、审核、启用，测试中的服

务总数，以及的服务调用情况和运行情况。

12
运营指

标配置

运营指标的

管理

包括指标基本信息维护、指标分类管理和指标统计信息

维护，为运营指标的展示提供可视化的管理工具。

13

运营情况大

屏展示

通过大屏方式把能够体现医院运营情况的指标数据集中

展示出来。比如，当日门诊就诊人数、当日在院人数、

当日检查报告数等指标数据，对数据中心能够起到直观

的展示效果。或者，把一些能够体现系统运行异常的数

据，比如危急值发送失败次数，业务系统产生报告数与

平台接收报告数差异值等。可以把这些管理关注的运营

数据进行集中展示，帮助管理人员更方便的去发现问题。

14
数据质

量管理 监控配置

数据的检查内容主要包括数据的完整性、数据的准确性，

检查的范围通过配置来实现。

15
检查执行

数据检查的执行由平台根据用户的配置来定时触发，并

记录执行过程。

16
检查结果展

示

数据检查结果对关注的数据进行总结性说明，包含数据

出现的问题，并可以通过连接查看具体的数据问题。

17

实时监

控系统 实时监控系

统

实时监控系统实现对整个医院集成平台软硬件性能情况

的可视化集中监控，包括服务器 CPU、内存、存储容量、

IO 读写性能的实时查看。

应用安

全改造

应用安全改造根据《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

求》，管理者门户提供以下服务：

1.提供用户身份标识唯一和鉴别信息复杂度检查功能，

保证用系统中不存在重复用户身份标识，身份鉴别信息

不易被冒用；

2.提供登录失败处理功能，可采取结束会话、限制非法

登录次数和自动退出等措施；

3.授予不同帐户为完成各自承担任务所需的最小权限，

并在它们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

4.提供覆盖到每个用户的安全审计功能，对用系统重要

安全事件进行审计；

5.提供对审计记录数据进行统计、查询、分析及生成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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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报表的功能；

6.采用密码技术保证通信过程中数据的完整性。

7.在通信双方建立连接之前，用系统利用密码技术进行

会话初始化验证；

8.对通信过程中的整个报文或会话过程进行加密；

9.具有在请求的情况下为数据原发者或接收者提供数据

原发证据的功能；

10.提供自动保护功能，当故障发生时自动保护当前所有

状态，保证系统能够进行恢复。

11.当用系统中的通信双方中的一方在一段时间内未作

任何响，另一方能够自动结束会话；

12.能够对单个帐户的多重并发会话进行限制；

13.能够对一个时间段内可能的并发会话连接数进行限

制

隐私保

护改造

在数据发布的过程中对敏感数据进行隐私防护，避

免不必要的泄密带来的各种损失。比如卫生领域中电子

病例的公民个人病例信息，或者公安领域中公民的各种

隐私信息。要达成这个目标，就要制定一套隐私保护的

安全策略来保证隐私信息的安全。根据医院实际的需求，

数据隐私防护功能主要包括：

1、策略配置管理

提供隐私安全策略配置功能，来保证隐私数据的安

全存储。

2、加密解密管理

提供对隐私信息的加密混淆功能，依据需要可以设置对

称和非对称多种加密方式

系统授

权管理

系统授权管理实现对接入服务总线的业务系统进

行管理，包括：

1、业务系统建档，录入业务系统基本信息建立在

平台内部的身份唯一标识，并授予接入平台的凭证号，

业务系统通过凭证号完成业务交互过程中的身份验证；

2、业务系统授权，维护业务系统拥有使用平台总线上的

服务的权限

服务综

合管理

服务综合管理包括对集成平台中所有服务的生命周期管

理、测试管理、授权与订阅管理以及服务的统计分析报

告等功能模块，服务生命周期管理实现对集成平台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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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服务的新增、发布、审核、启用、停用的全生命周期

管理。测试管理提供了对服务的在线测试功能，在服务

发布之前可由测试人员在平台上进行服务测试，测试通

过后方可发布使用。服务授权实现已接入平台的系统允

许访问的服务进行授权，只有已授权的系统才能访问指

定的服务。服务订阅实现业务系统向集成平台订阅需要

的服务信息，当集成平台上的服务信息更新后会主动推

送到指定的已订阅该服务的系统。服务的统计分析是统

计当前新增、停用、发布、审核、启用，测试中的服务

总数，以及的服务调用情况和运行情况，每个调用服务

反应的平均时间等信息，方便平台管理人员直观了解整

个平台服务的总体情况及性能水平

（六）
统一身份认证与单点登

录

1

统一认

证功能

模块

能支持同时连接多个 LDAP 服务器，并将用户信息保存在

不同的 LDAP 服务器中，能够管理现有环境中多个系统中

的用户信息，可集中管理用户系统中的用户，包括批量

建立、删除用户等。支持对现有资源中用户信息的整合

和同步，提供必要的加密方法，用于保证在用户信息整

合过程中通讯的安全性，对于同一个用户在不同系统中

会使用不同 ID 的情况，也可以实现统一的用户和密码管

理功能。提供基于角色的访问权限控制，提供动态地响

应用户和策略的更改，减少用于维护用户的工作量。支

持引入多个验证提供者，支持进行策略定义，用于多验

证提供者情况下的用户验证过程。

2

单点登

录功能

模块

整合各业务系统统一登录入口，按用户角色录入一次工

号密码，实现系统切换登录，方便医院医护人员，针对

医院众多应用系统提供用户统一管理，统一登录认证。

（七）
电子证

照管理

1
申请

医护人员完成国家卫生计生委执业信息注册的，可通过

电子证照系统申请电子证照下发。

2
审核签

发

电子证照的审核签发，包含了原有纸质证照的全部内容

并与国家卫生计生委记录的证照信息保持同步，审核通

过后，以存储有注册信息（含签名信息）的卡片形式进

行签发。

3

电子证

照信息

变更

如发生变更执业地点、增加多点执业、采集的原始信息

错漏等需要变更证照信息时，应为新信息产生一个新版

本，原信息标记为历史版本，并签发新的电子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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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子证

照暂停

吊销

应对医师、护士执业电子证照进行暂停或吊销的同步处

理，记录处罚结果，限制功能使用，但保留信息备查。

5 电子证

照查验

提供电子证照在线查验功能和统一的接口服务，在线查

验功能支持单个电子证照查验，接口方式支持批量电子

证照查验。

6

电子证

照异常

预警提

示

异常电子证照(逾期未签注、异常用证量等)进行预警提

示，实现主动监管。支持自定义指标及异常值，对于异

常值以显著的方式标记提示。对于超期仍未消除的异常

情况，在报告中予以体现。

7

电子证

照黑名

单维护

管理

电子证照建立机构通过医生、护士的黑名单管理体系，

在确保“持证上岗、合法行医”的基础上，与全国信用

信息共享平台互联，实现跨地区、跨行业信用奖惩联动

机制。

（八） 其他应用

1

患者集成

视图

患者 360 视图 病人集成视图是基于临床数据中心实现病人诊疗信息的

统一展现，横向以时间轴的方式显示病人的体征、医嘱等

信息，纵向是以诊疗事件顺序来显示相关诊病信息，如检

验、检查报告、手术记录等信息，支持报告的趋势分析、

历史报告、对比分析、查看 CDA 文档、标准数据集等功能。

因所有的数据来源于数据中心，没有直接与业务系统交

互，不仅效率上有保证，也避免了影响临床业务系统性能。

医技报告

浏览器

医技报告浏览器集中显示某一患者的所有的门诊、住院就

诊信息，包含：检验、检查报告（放射、超声、内镜、病

理）报告列表及详细信息

2

智能门户 医护门户 随着多个 Web 应用的开发，并非所有用户都需要访问

所有的应用，医院智能门户应用系统应提供一致性的访问

界面帮助用户得到与个人相关应用的服务，帮助 IT 部门

在一个稳定的 IT 结构下，采用插件的模式，及时实现临

床科室的业务需求，允许用户定制个人 Web 桌面，提高用

户使用效率。

（1）定制功能，使得管理员可以定制页面访问权限、

页面可用门户组件、并能锁定某些门户组件位置；用户在

权限许可范围内可自主定制页面主题和外观、页面框架、

门户组件和位置。

（2）内容定制：根据每个用户的习惯、喜好，添加

一些自己需要经常使用的内容、文件夹导航和子页面。所

添加的内容，门户系统应进行系统的分类，方便索引查找。

用户可以把自己想要的内容归置放在预想的文件夹、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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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3）内容管理。在统一控制管理的基础上，系统能

为医院人员提供个性化的管理平台。医院人员可以根据自

身工作性质和对医院资源的访问需求，设置个性化的访问

界面，并通过这种个性化的服务，及时查阅、管理相关的

信息。门户系统在信息提供的处理过程中，应能根据用户

角色分类定义不同的信息传送内容。

（4）外观管理：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

的网页皮肤、样式；同样的一样可以存放的内容多少，内

容在页面中的位置分布也可以由用户自己定义。工作之中

有一个自己喜欢的界面风格，可以更让员工有一个更加舒

适工作的环境。

院长门户

针对院长个性化需求可提供实时运营监测数据，例如

挂号人次、门诊总收入、处方情况、住院综合情况、住院

收入、手术情况等等。针对院长个性化需求可提供医院等

级评审所需的核心监测指标，例如：资源配置、患者负担、

资产运营、治疗质量、科研成果、工作负荷、工作效率等

七大项具体运营指标。所有指标均可追溯到每个科室和部

门，为院长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

科主任工作门户

针对科主任进入系统后可以实时了解本科室的收入

情况、每个医生的处方情况、药占比分析等。方便科主任

对科室工作目标，完成情况等进行了解，合理分配医疗资

源。

医生工作门户

为医生提供以病人全视图的服务模式，方便的查看病

人基本信息、医嘱、检验检查报告、既往史、用药史、手

术情况等全面的病人医疗信息；为医生提供方便的医嘱开

列、病程记录、预约会诊、医患互动等日常所需的工作界

面。

护士门户

为护士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模式，随时随地查看病人信

息、医嘱执行情况、生命体征、护理记录等信息；为护士

提供准确的时间、准确的病人、准确的药品、准确的方法、

准确的剂量，降低医疗事故发生率，提高工作效率，降低

护理工作强度。

患者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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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患者提供全透明化的服务模式，便于患者查询费用、检

查检验记录、费用明细 、处方记录。为患者推送及时的

医生提醒、宣教、用药医嘱、实现病人对病情、费用的全

透明了解，减少患者排队等待时间，增进医患关系和谐。

智能门户是基于信息集成平台技术基础的综合门户，使用

和展示的界面可以根据医院角色分别定义，如院领导门

户、医务科门户、医生门户、护理部门户等。下面以医生

门户为例介绍：

采用智能门户技术后，用户面对的是统一的界面，通过充

分利用门户网站软件提供的协同工作、应用系统集成及个

性化服务定制等功能开发的站点，可以使任何用户通过计

算机和移动设备随时随地、安全、方便地访问所需的数据。

门户网站也能提供工具和用户界面，用于访问信息和调用

所需的业务系统，并提供一个可扩展的框架，用于内部应

用程序、内容、人员和流程的交互。

（1）门户系统应支持业内标准的门户平台框架。提

供标准接口和部署应用组件，可与不同应用系统或资料源

连接和整合。

（2）门户系统应提供完整的门户服务，为医院提供

连接服务、管理服务以及展现服务的环境。

（3）支持多种主流平台，如 WINDOWS 、Linux、HP UX、

IBM AIX、SUN SOLARIS 等。支持这些平台的 32 位及 64 位

操作系统。

（4）支持多种主流的数据库，如：Oracle Database、

DB2、SQL Server 等。

（5）支持多种主流的浏览器，如 Internet Explorer、

Netscape、Firefox、Mozilla 等。

（6）应支持多种用户目录，例如 LDAP、Lotus Domino、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Windows Domain、用户数

据库等。

（7）提供统一的浏览器入口来访问和管理门户。

（8）支持门户网站页面的定制，支持页面内容的访

问权限、页面的的颜色方案和可视样式以及页面上

Portlet 的位置安排等设置在浏览器中通过有权限的管理

人员完成， 无需使用开发工具开发实现。

（9）能够支持未来与内部 B/S、C/S 架构的系统集成。

（10）门户产品需要在信息的存储、管理和展现的不

同环节提供对多种语言的支持，具备良好的国际化支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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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支持 Unicode 字符编码。支持简体中文操作界面及在

线帮助等。

（11）支持 JAAS 安全标准，能够与业界主流的安全

产品如 Siteminder、 Tivoli Access Manager 以及国

内常用的 CA 产品等相互集成, 并有国内成功应用案

例。

（12）遵循 XML 标准，可使用 XML 格式来保存应用和

配置的数据信息。

（13）支持 Portal 业界标准 JSR 168, JSR286,

WSRP 1.0 以及 WSRP2.0。

根据智能用户集成引擎的功能说明，医院智能门户平

台的设计，都依托以该说明来设计。本门户平台设计如下：

（1）应提供灵活的用户界面客户化支持，包括页面布局

的个性化和内容的个性化，例如不同的门户导航方式、用

户界面布局、用户关注内容的订阅、数据的个性化展示等

门户是一种仿win10风格的用户办公桌面，包含菜单拖拉、

组件集成、多桌面维护、单点登录、个性化配置、用户注

销、角色模板维护、后台管理等功能，致力为医护人员提

供统一便捷的操作体验。根据不同医务人员的权限、需求，

提供简单、迅速、个性化配置的医疗信息的浏览方式，从

而将大量来源不同的医疗信息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提供给

不同使用者，以更进一步地提供医疗实践的支持，从而实

现跨不同医疗系统，为提供统一、便捷、有效的医疗服务

而建立起来的医疗人员门户，达到对病人的高效、快捷、

准确的医疗服务，从而最终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

52、福建省儿童医院医院统一外联平台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综合运

维管理

节点管理与

授权

节点指医院外联平台以外与平台进行交互的接

入端点。可以是基于平台的应用系统，也可以是平台

外部的其它平台或系统。例如第三方 APP。医院外联

平台内的服务可以通过授权进行分发管理，接入医院

外联平台的系统或者厂商只能访问其有权限的数据服

务，彻底杜绝服务暴露的安全问题。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部系统接入，外联服务可以通过授

权管理快速对服务进行适配，服务授权通过授权码和

密钥来实现对调用机构的认证，对每个接入的实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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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一个授权码，并生成数据加密的公私钥，外部系统

通过授权码进行相应服务的调用，这样可以判断接入

者的身份，避免出现数据及系统的安全问题。

2

服务管理

对于未上线医院外联平台的机构，服务可能独立

存在，未对服务的分类进行管理，缺乏一致的服务对

接标准，所以出现服务不规范、重叠等现象。通过医

院外联平台对服务整合封装，对服务进行整理规范，

形成统一的服务管理窗口，这样不仅可以达到管理的

目的，也方便在外部有调用服务需求的时候可以快速

的定位到所请求的服务。

机构的外部服务通过平台的管理封装后，可以实

现对服务统一的调取方式，同一出口，避免因外部需

求过多，服务管理混乱不可控的现象。

服务管理包括服务注册，服务调试，提供服务的接入

信息维护，以及服务的基本信息和参数信息，所有接

入的服务在正式发布使用前，都必须经过平台的审核

认证，平台对服务有拒绝发布的权利。服务在平台上

提供统一的分类管理，方便使用者快速定位到所要调

用的服务。

3

实时服务

在统一服务中提供实时的数据服务，例如检查检验报

告实时查询、病人信息查询、预约记录查询等。该类

服务由医院外联平台统一管理，第三方接入到平台中

主动进行调阅来获取服务数据，平台可以根据接入的

厂商进行实时服务的权限分配，以满足不同厂商的数

据要求。

4

定时服务

由医院外联平台提供主动的定时推送服务，例如预约

号源数据推送、日报统计信息、支付消息提醒推送服

务等。该类服务由医院外联平台统一管理，主动推送

给需要接受该类服务数据的第三方厂商，与实时服务

不同，定时服务可以根据不同服务及不同厂商的的业

务需要分别配置不同的推送频率、推送时间，满足各

类的数据服务要求。

5

服务集市

服务集市是指医院外联平台根据接入系统的需求，设

置多个符合需求的服务。服务集市可以对平台目前接

入的服务或者创建的服务按照目录分类进行展示，方

便用户更快的查找到所需的服务。服务集市本质上就

是服务注册的另一种显示模式，可以通过列表或者图

表显示。

6
服务监测

平台支持对接入服务进行统一监测管理，对服务的调

用进行统计分析，防范服务的恶意调用，对用户的操

作行为进行分析，统计用户对服务的使用次数，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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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预警规则，准实时的对服务进行超时以及异常提

醒，做到快速监控。同时服务监测还能够对平台上的

服务进行自我监测，判断服务是否正常运行，如果发

现平台异常能即时地调用预警接口发送预警消息，提

醒方式包括邮件以及短信。外联平台具备一定的修复

能力和高危预警处理机制，可以在运维人员赶到现场

的时间段内采用自动的防护措施，例如自动屏蔽异常

服务，保证其他服务不受异常故障的影响。

7

服务编排

平台支持将多个业务服务组合在一起，建立一个用来

处理联动事务的场景。

服务编排提供了能够将平台内的各类服务按照既定的

流程进行组合，融入智能化的规则过滤以及分发机制，

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深加工服务。

8

服务集成

服务集成作为服务编排的可视化操作对象，每个集成

都由若干个服务服务有序组成，前一个服务的输出做

为下一个服务的输入。

9

规则过滤管

理

面对大量结构化、非结构化的服务返回数据，上下服

务对数据识别的工作十分繁琐与复杂。因此，需要建

立能够让服务接收方识别的数据过滤与识别规则。在

规则过滤的帮助下，能够让服务按照某种既定的规则

有序的进行下去。

10

路由管理

路由充当着指路者的作用，服务集成完毕之后，需要

通过若干个路由的寻址与转换才能完整地执行服务流

程。

11
第三方接入

管理

外联平台内的服务可以是院内的服务，也可以是第三

方提供的外部服务，所有服务通过授权进行分发管理，

接入外联平台的系统或者厂商只能访问其有权限的数

据服务，彻底杜绝服务暴露的安全问题。

12

事前认证

用户管理

平台内置用户管理功能，具有创建用户、修改、查询、

删除用户的功能。凡需访问云基础设施和数据服务的

用户，应先进行标识（建立账号）。支持增加，修改，

和查询用户的管理，可以根据业务需要随时增加管理

员。比如对职务、Email 地址、所属部门、电话等信

息进行修改。

13

授权管理

外联平台授权管理分为身份授权和服务授权，身份授

权是为接入平台的实体分配统一的授权码和密钥，是

外部系统接入平台的入口。服务授权是将特定的服务

分组分配给外部调用者，确保服务不被越权访问。

14 身份认证
身份认证服务是指对访问平台的用户进行身份鉴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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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包括识别和验证两部分。身份识别是对访问者

的身份有效性进行判断，验证是对访问者的身份合法

性进行确认。

身份的认证方式是通过接入时由外联平台统一分配的

授权码与加密密钥共同完成，平台通过配对的密钥完

成授权码的解码，并将授权码与用户身份进行核实。

为保证平台数据访问的安全性，外部系统在每进行一

次服务调用时都需要进行认证。

15

访问令牌

访问令牌管理是通过对接入用户所携带的 ID 进行验

证的过程，通过与平台管理的下发授权码和密钥进行

验证，符合令牌服务要求的用户才可以访问授权的服

务。

16

数据包限制

平台根据服务请求数据设定规则（例如服务请求 A通

常传入数据包大小不超过 20k，通过设定规则，将超

过 20k 数据包进行主动拦截），将传入的数据包进行

限制，对超大数据包进行拦截，并通过实时分包和抽

样分包机制，对传入数据进行分析，特别对超过规则

设定的数据包进行分析，避免可能带来的外部威胁。

17 结构化数据

校验

通过对数据传入参数进行解析，按照平台设置规则进

行结构化处理，对非法数据进行过滤或拦截，保证数

据符合安全规则。

18

事中防护

传输加密

支持采用国密算法 SM2+SM4 复合型加密算法对身份信

息和传输数据进行加密，为平台接入对象分配唯一的

加密密钥保证数据传输过程的安全性。

19
数据防篡改

为保证数据传输过程不被篡改，平台采用 HASH 值验证

数据传输过程的完整性。

20

IP 黑名单

IP 黑名单管理是一个以攻击来源为目标的管理序列，

通过对攻击行为进行判断，计算各个攻击行为的威胁

程度，然后将计算出的各个攻击源 IP 保存到黑名单

中。外联平台限定院外 IP 访问服务的频率，超出上限

X 次则自动加入 IP 黑名单。

21

隐私保护

隐私保护按照用户的实践范围提供完全符合病人的隐

私和保密的要求，保护患者的隐私和安全，确保在院

内以及提供正常医疗服务以外的传递中，患者数据不

被非法读取。

隐私规则定制了平台内资源的隐私程度级别和形式。

其中隐私规则包含了对平台资源数据的模糊、隐藏、

替换、过滤操作的规则管理。平台可以根据实际应用

场景，配置规则，对资源进行隐私处理，对查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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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过滤，或者对查询字段模糊处理，并支持自定义

过滤规则，如将敏感字段替换成固定文字或者特殊字

符等。

22

事后审计

非法访问监

测

外联平台日志分析引擎通过对接入用户的访问规律进

行分析，例如访问的高峰时间段、访问的频率、单位

时间内（默认为每天，可以根据规则进行配置）访问

的次数进行组合分析，得出用户日常访问习惯。当某

一段时间内出现异常行为时，例如爆发性调用，非正

常时间段内频繁访问等，进行异常提醒，并给出相应

的可能导致威胁的处置机制。

通过定时对用户的访问行为进行分析，对访问日志分

级分类，设置服务的访问频率，把单位时间内不正常

的访问行为设定为可能的非法行为，自动将访问用户

IP 加入黑名单，进行隔离。

23

攻击行为判

别

攻击性行为判别是基于分析引擎的用户行为分析实现

的，平台具备基础的入侵监测对照机制，并能够在后

期不断的维护中逐步完善，当判别为攻击行为时，外

联平台将根据默认的防御机制（IP 屏蔽，用户授权拦

截等）进行处置。

24

安全预警

当服务监控出现异常（接入服务故障、突发性高并发

访问等）、硬件服务器故障、网络资源被异常占用等

突发性预警情况出现时，能主动的发送通知消息，第

一时间通知相关人员采取防护措施，避免影响范围进

一步扩大。

25

日志分析

引擎

用户行为分

析

外联平台日志分析引擎通过对接入用户的访问规律进

行分析，例如访问的高峰时间段、访问的频率、单位

时间内（默认为每天，可以根据规则进行配置）访问

的次数进行组合分析，得出用户日常访问习惯。当某

一段时间内出现异常行为时，例如爆发性调用，非正

常时间段内频繁访问等，进行异常提醒，并给出相应

的可能导致威胁的处置机制。

26

访问效率评

估

外联平台提供对服务的反向评估功能，对平台转发的

服务进行访问效率评估，对服务的响应时间进行统计，

对经常占用资源、超时无返回、请求失败等异常进行

分析，并根据访问效率反向推动接入的服务方优化服

务执行效率。

27
服务优化配

置

外联平台从服务的并发量、访问量等角度对服务进行

优化配置，通过对服务的日常访问记录分析服务量变

化曲线，结合平台的软负载自动将高并发的服务分配

到对应的服务器，从而达到优化服务配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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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攻击性行为

判别

攻击性行为判别是基于分析引擎的用户行为分析实现

的，平台具备基础的入侵监测对照机制，并能够在后

期不断的维护中逐步完善，当判别为攻击行为时，外

联平台将根据默认的防御机制（IP 屏蔽，用户授权拦

截等）进行处置。

29
环境监

控管理

服务监控汇

总

监控服务端的运行状态，显示服务端的 IP 地址，对服

务监控，数据库监控，应用服务器监控进行汇总。

30
API 服务监控

汇总 对异常服务进行通知。

31
应用服务器

监控概况

显示当前异常的应用服务器数量，并且支持下钻进行

查看详细的应用服务器监控详情。

32
数据库监控

概况

显示当前异常的数据库数量，并且支持下钻进行查看

详细的数据库监控详情。

33
计划任务通

知

能够显示最近的待办事项，并提供确定功能进行事件

确认，为运维提供良好的帮助。

34 主机运行监

控

负责维护主机信息、监控模板、监控项、触发器等信

息，提供主机硬盘使用率、内存使用率、CPU 使用率

等全面的监控数据展示。

35 告警信息 对最近告警信息进行展示。

36 系统配置管

理

系统配置包括用户管理、计划任务管理、通知管理以

及通知记录等核心功能，通知管理包括邮件通知以及

短信通知功能。

37

大屏实时

监测平台

服务资源监

控

对外联服务总线中的服务提供一站式的分析汇总，以

及对服务提供全方位实时的监控展示。从服务的决策

分析出发，提供了实时性的服务汇总概况，包括服务

的实时中转次数统计、服务类别统计、服务接入状态

的分类统计。从服务资源库中为接入方提供可接入的

服务列表展示，方便决策者实时更新后期需要的服务

资源。从服务运维角度出发，提供了全周期的服务调

用次数和分时段中转次数等信息。

38

硬件资源监

控

平台对已接入的应用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资源提供

统一的监控管理，包括服务器的状态（正常、预警、

故障）汇总统计和服务器详细指标的实时动态化展示，

并且提供预警/故障服务器的指标信息，以时间轴的方

式将信息推送到监测平台，方便运维监管人员对预警

服务器采取及时有效的恢复措施。

39
网络资源监

控
对外联平台区域内的网络情况提供实时监测，动态监

测平台的各个服务对网络资源的占用情况，对单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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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高并发访问提供预警，及时采取策略。

40

实时预警通

知

大屏综合监测平台提供对预警消息的实时通知服务，

当服务监控出现异常（接入服务故障、突发性高并发

访问等）、硬件服务器故障、网络资源被异常占用等

突发性预警情况出现时，能主动的发送通知消息，支

持短信、邮件、系统通知（大屏预警）等多种预警方

式，第一时间通知运维人员采取措施，避免影响范围

进一步扩大。

41

移动监测

平台

综合分析展

示

移动端综合分析展示系统是对大屏综合监测平台的扩

展和延伸，通过简单的监控报表对外联平台的服务、

网络、硬件运行状况提供实时监测。方便运维人员可

以随时随地的对外联平台安全预警进行查看。

42
预警消息配

置

外联平台支持预警消息的自定义配置，运维人员可以

配置需要关注的项目和指标，比如对实时性要求较高

的服务异常预警，高并发的网络访问通知，硬件故障

告警等消息规则。

43
预警消息推

送

通过将平台定时推送的日志通知按照预警消息的配置

规则进行提醒。

44

消息服务

总线

消息认证机

制

消息服务总线为各种业务系统消息生产者提供统一的

消息发送接口服务，通过该接口可以产生需要发送的

各种类型的消息，在消息发送前，需要进行生产者的

身份认证，验证消息生产者的合法性。对于非法发起

消息的生产者，消息服务总线将拒绝消息请求，同时

记录该生产者的信息。

45
消息规则

提供与制定消息生产者产生消息的规则（频率，发送

时间等），消息内容及消息对应的消费者。

46

消息队列

提供丰富的队列属性配置选项，可以进行队列属性的

个性化配置来满足不同的应用场景，支持：普通队列、

延迟队列、优先级队列等多种队列模式。支持多个生

产者和消费者并发访问同一个队列，无需特殊设置即

可自由调整并发度。

47
消息路由策

略

支持各业务应用平台接入的消息通过路由策略进行定

义和管理,达到一个接口映射多个消息渠道（微信公众

号、支付宝生活号、APP、短信等多种消息渠道）的效

果，保证消息高性能、低延迟、高可靠。

48
消息补发机

制

消息服务总线支持从消息的产生到消费的轨迹回溯，

记录每一笔消息的传输过程，通过每条消息唯一的主

键查询消息的发送时间及消息送达状态，对因为网络

等异常原因导致丢失的消息进行补发。



454

49

消息推送

消息服务总线为各种业务系统消息生产者提供统一的

消息发送接口服务实现消息推送，通过设置消息模板，

发送时间，发送频率等实现快速推送，同时可提供同

步消息、异步消息、通知消息等多种信息传输机制。

消息推送根据消息的轻重等级自动匹配消息推送方

式，例如：短信、邮件、app/公众号提醒等。

50
消息订阅

消息服务总线提供消息订阅，消息消费方可自主进行

消息订阅，定期获取某类消息。

53、福建省儿童医院患者公众服务门户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预约服务

预约查询

为患者提供实名制挂号、检查、检验、体检、处置、

日间手术、住院等预约服务。

2
预约

根据病情选科室及医生，并选择合适的就诊时间，预

约医生号源。

3
取消预约

患者按照预约服务规则，在符合预约取消规则的情况

下进行预约取消。

4

智能问诊

智能导诊

（APP）

通过自助机、移动终端以人体图、症状列表等形

式提供就诊科室、医生建议。智能导诊通过对患者的

历史就诊情况进行分析，将最贴近的医生排班信息推

荐给患者，为患者的就医提供快捷便利的途径。主要

内容包括：智能推荐服务、停诊后推荐、首次就医推

荐。

1、具备智能导诊知识库、智能科室推荐、智能

分时排序、专家推荐等功能。

2、提供人体图、症状列表等疾病自测途径。

5

智能预问诊

在预约后就诊前，患者可通过智能预问诊自助完

成个人信息、症状等基础问诊，通过与医生工作站的

对接，完成主诉、现病史、既往史、过敏史等信息的

填写，让医生提前了解病情，便于就诊时医生提供更

好的诊疗服务。

设定对话式询问患者症状，包括主诉、病史、临

床症状、检查检验结果等，并能根据患者的疾病情况

和选择的答案，动态计算后智能生成下一个问题。具

体问题可包括：

（1）录入主诉、病史和临床症状，包括性别、

年龄、发病时间、前驱症状、病史、消化系统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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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症状等。

（2）录入或选择辅助检查检验结果，包括心电图、

彩超、血常规等辅助检查手段的结果。

6

智能问药

通过对用户输入的症状、病情等生理信息进行分

析，结合合理用药模型，智能推送个性化药品。即使

是同一种病，也能根据不同的症状表现，推荐更适合

的药物，从而缩短患者就医流程，规避用药风险。

药品知识库

药品知识库是用来存储和管理药品问题求解所

需的专家系统知识，并通过知识表示方法将知识转化

为计算机可利用的形式化知识。药品知识库由医院的

专家对药物使用的知识和临床经验，以及从权威书

籍、刊物中获取的知识加工提炼而成。

模拟预问诊

设定对话式询问患者症状，包括主诉、病史、临

床症状、检查检验结果等，例如性别、年龄、发病时

间、药物过敏史、病史、用药史等，系统能根据患者

的疾病情况和选择的答案，动态计算后智能生成下一

个问题。

药品推荐

根据患者输入的信息，进行合理用药过滤，同时

通过患者模型和药物模型的个性化匹配，结合药品结

识库，为患者推荐单药物，也能推荐药物组合，并为

患者提供药品说明书。

7

报告查询
患者在家即可查看检查检验报告单，不必特地前

往医院打印。电子报告单不会丢失，也便于管理和携

带。

8

就诊记录查

询

以挂号时间为轴、按科室分类，联合查询历次就

诊信息，包括挂号科室、挂号医生、诊断、处方、检

查检验、费用明细等。

9
处方查询 患者在家即可查看处方和用药信息，不必特地前往医

院打印。电子报告单不会丢失，也便于管理和携带。

10 费用查询 患者在家即可查看就诊费用清单。

11
信息推送 网站具备信息推送功能，如预约成功信息、就诊时间

提醒、报告单完成提醒等。

12 实名认证
网站具备实名认证功能，通过实名手机和银行账号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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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支付完成认证。

13

满意度评价 患者对预约、接诊、收费、药房、检查、陪护等就医

过程进行评价，有益于医院持续改进对患者的服务。

具体功能包括：满意度评价、评价结果统计分析等。

支持以网站、自助机、微信、App 等多种方式提供满

意度评价服务。

评价内容

满意度评价内容涵盖门诊服务、医技服务、药房

服务、收费服务、陪护服务、医院环境等多个环节。

为保障患者隐私，评价可实行匿名方式，也可根据评

价需要，在取得评价者许可的情况下实名评价，便于

后续反馈跟踪。

评价方式

患者对医疗满意度的评价方式包括自助评价设

备、医院网站、个人移动终端等。

意见反馈

患者提出评价意见经医院采纳并改进后，可将改进情

况反馈给患者，提高患者满意度。

14

健康宣教管

理

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社会和教育活动，

促使人们自觉地采纳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预防疾病，促进健

康，提高生活质量。

1、具备健康宣教内容维护、审核、发布、查询、反

馈等功能。

2、支持桌面终端、移动终端、电视、大屏幕显示屏

等传播方式。

3、提供疾病预防、疾病治疗、疾病康复管理、健康

生活方式、合理营养膳食、戒烟知识、戒烟门诊服务

信息等健康宣教信息。

4、支持以网站、自助机、微信、App、短信、电视等

多种方式提供健康宣教服务。

15

信息公开服

务

根据医院职能，逐步提供满足社会公众就医需求的相

关信息，方便群众获取医院相关权威数据，增强医院

信息透明度。

具体功能包括：医疗机构信息查询、注册医师查询、

注册护士信息、医疗服务价格查询、医院便民服务查

询、专家团队查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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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以网站、自助机、微信、App、公示牌等多种方

式提供信息公开服务。

54、福建省儿童医院协同办公系统及移动办公 APP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电子公告

公告发布

支持传统信息发布的要求，有在线编辑器、标题、

发布日期、发布人、标题、附件上传、公告分类、所

属科室等功能模块。

支持指定对象发送、支持设置公告有效期限、支持公

告发布与平台内手机短信模块相关联，重要的信息与

通知可以设置即时提醒、支持重要的公告可以手动设

置为“置顶”的功能。

2

公告审批

1.公告草稿：用于存放还未编写完成的通知公告信息。

2.待审公告：用于显示需要当前用户审批的公告信息。

3.在审公告：用于查询当前用户参与办理的或当前用

户申请发布的相关公告目前所处的审批节点。

4.办结公告：用于显示已经审批通过，并且已发布出

去的公告信息。

5.我的公告：用于显示当前用户发布的公告公告列表。

6.审批设置：可以手动设置要发布的公告是否需要走

审批流程。

3

公告管理

1.电子公告模块管理员具有此模块的操作权限。用于

所有公告信息的后台查询、信息修改、查看办理情况。

2.浏览记录：可以查看每份公告的浏览次数，以及浏

览人员信息与时间，方便跟踪公告的已查看情况。

3.按科室分类，以树的形式显示所有发布的公告情况。

4.支持按日期、以及标题查询历史的公告信息。

4

院内新闻

新闻发布

信息发布功能，使用在线编辑器编辑发布内容，包括

标题、发布日期、发布人、标题、附件上传、公告分

类、所属科室信息。

5
新闻管理

院内新联管理员的操作入口，用于对所有新闻的后台

查询，信息修改，查看办理情况。

6
历史新闻

以科室树的形式，显示所有已发布的新闻信息。支持

按标题、时间段条件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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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科室资料共

享库 专栏管理

支持用户管理员自己增加专栏，设置专栏名称，以及

设置专栏的管理员、专栏信息的发布人员。

8

信息发布

信息发布功能，使用在线编辑器编辑发布内容，包括

标题、发布日期、发布人、标题、附件上传、公告分

类、所属文件夹的设置。

9

信息管理

专栏信息支持临时保存功能，当临时保存时只有发布

人能查看得到，其他人查看不了。只有当发布之后其

他人员才能查看得到。用于对专栏信息的修改，查询

与删除操作。

可以查看每一份专栏的浏览次数、浏览人员信息以及

时间，跟踪信息的查看情况。

10
信息查询

所有的专栏支持按标题以及发布的内容进行全文搜

索。

11

科室专栏设

置

1. 支持用户管理员自己增加专栏，设置专栏名

称，以及设置专栏的管理员、专栏信息的发布人

员。

2. 专栏管理员可以对文件夹进行增加、修改、

删除操作。

3. 支持重要的专栏信息设置为置顶的功能。

4. 可以查看每一份专栏的浏览次数、浏览人员

信息以及时间，跟踪信息的查看情况。

12

院务公开栏

提供如办事流程、政策文件、规章制度等，所有

的栏目可根据用户的要求进行定制。实行院务公开是

实践“和谐社会”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13

规章制度

规章制度模块用于将医院内部的有关人事、劳资、财

务、保密和其它管理制度、工作准则及其它政策在医

院内部发布，供员工随时查阅。

14

院办专栏

1. 提供会议纪要信息的增加、删除、修改、审

核、查询功能，并能按关键字查询功能。

2. 提供周会通报信息的增加、删除、修改、审

核、查询功能，并能按关键字查询功能。

3. 提供本单位各大事信息的增加、删除、修改、

审核、查询功能，并能按关键字查询功能。

15 党办专栏
1. 精神文明建设信息的增加、删除、修改、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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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询功能，并能按关键字查询功能。

2. 党建工作信息的增加、删除、修改、审核、

查询等功能，并能按关键字查询功能。

3. 纪检监察信息的增加、删除、修改、审核、

查询等功能，并能按关键字查询功能。

16

人事专栏

1. 提供科务通知的发布，支持文件上传、下载、

浏览功能。

2. 提供各类竞聘、人员聘用公告发布，支持文

件上传、下载、浏览功能。

3. 提供支持各类职称评聘公告发布，支持文件

上传、下载、浏览功能。

4. 提供本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文档、表格的

上传、下载功能。

5. 提供调资信息、福利发放情况上传、下载、

浏览功能。

6. 接收各科室考勤数据，能将考勤情况上传、

浏览、下载功能。

7. 提供人事政策法规资料的上传、下载功能。

17

护理专栏

1. 提供护理资讯信息的上传、浏览、下载、查

找功能。

2. 提供技术档案材料的上传、浏览、下载、查

找功能。

3. 提供制度规范材料的上传、浏览、下载、查

找功能。

4. 提供督导质控相关材料的上传、浏览、下载、

查找功能。

5. 提供培训考核相关材料的上传、浏览、下载、

查找功能。

6. 提供护患沟通相关调查统计报表的上传、浏

览、下载、查找功能。

18 医务专栏

1. 提供督导质控包括巡查通报等材料的上传、

浏览、下载、查找功能。

2. 提供院内讲座等信息的上传、浏览、下载、

查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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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诊疗常规包括诊疗方案等信息的上传、

浏览、下载、查找功能。

4. 提供医务通知等信息的上传、浏览、下载、

查找功能。

5. 提供培训考核等信息的上传、浏览、下载、

查找功能。

19

医保专栏

1. 医保政策上传、查找、浏览、下载功能（省

医保、市医保、铁路医保、新农合医保、保健办、

两费中心）。

2. 医保通知上传、查找、浏览功能、下载功能

（省医保、市医保、铁路医保、新农合医保、保

健办、两费中心）。

3. 医保统计具备上传、查找、浏览、有权限修

改、下载功能。

4. 医保简讯上传、查找、浏览、下载。

5. 特殊病种小目录上传、下载、删除、浏览功

能。

20

信息沟通

院内邮件

1. 写邮件

1) 写邮件：具有传统邮件所有的功能如“主

题、主送、邮件内容、附件上传”等功能。

是院内职工，特别是院内网文件安全传输，

信息沟通与汇报的重要工具。

2) 支持与本院通讯录关联，无需输入收件

人地址，仅输入平台内注册的用户姓名即可

以发送邮件，同时支持按照岗位群组进行快

速人员搜索选择。

3) 支持重要邮件反馈功能设置，并支持跟

踪邮件是否查看，以及是否有反馈信息。

2. 邮件管理

1) 草稿箱：用于存放还未编辑完成或未发

送的邮件。

2) 发件箱：用于显示已发送出去的邮件信

息。

3) 收件箱：用于显示收到的邮件信息。

4) 需反馈邮件：显示需要反馈的邮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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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3. 平台邮件提醒

作为系统消息提醒的重要组成部份，已与平台无

缝连接，是流程办理过程中每一步提醒的一种方式。

21

手机短信

1. 编辑短信

具有传统短信发送功能：支持输入手机号码，以

及编辑短信内容进行发送。

支持通讯录、岗位群组，通过直接选择如“中层

领导、护士长组群、科主任群组”等即可以给指定的

对象发送信息。

2. 短信审批

1) 短信审批：短信作为一个即时沟通的重

要组成部份，为了加强它的严谨性以及信息

的管理，可以设置流程，以确保什么内容的

短信可以发送。

2) 短信草稿：用于存放还未编写完成的或

还未提交发送的短信信息，即临时保存的信

息。

3) 待审短信：用于显示需要当前用户审批

的短信信息。

4) 在审短信：用于查询当前用户所办理的

以及当前用户申请的发布的短信目前所处

的审批环节。

5) 办结短信：用于显示已经审批通过，并

且发布出去的短信信息。

6) 审批设置：可以设置短信是否需要走审

批流程。

3. 短信管理

短信管理：是院内短信管理员的操作入口，用于

对所有短信信息（已发、未发、草稿等）的后台查询，

信息修改，查看办理情况。

4. 平台短信提醒

做为系统消息提醒的重要组成部份，已与平台无缝连

接，是流程办理过程中每一步提醒的一种方式。

22 个人事务 个人事务
1. 待办事宜：记录所有需要当前用户办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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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的文件信息，主要包括的信息紧急程度、主题、

发送时间、发送人，并会按紧急程度、时间进行

排序显示方便个人及时处理与审批信息。

2. 个人通讯录：主要分为群组设置、个人通讯

信息设置以及群组共享等几个部份组成。实现全

院职工以及医院所需的联系信息的共享，同时还

可以与手机短信关联使用。

3. 登录日志：用于设置当前用户已登录系统的

相关信息，查看自己帐户的安全性

4. 代理人设置：用于外出时指定时间段内，由

代理人来处理审批相关的事项。

5. 密码修改：用于修改个人的密码信息。

6. 我的日程安排：用于每天登记自己的重要安

排信息，提高工作的计划性，以及提高工作效率。

23

工资查询

1. 工资类型配置：根据编内、编外等医院人员

分类的不同，设置工资的类型。

2. 工资数据导入：根据关键字（身份证，或工

号）财务科的工资管理人员选择好年、月以及工

资类型，选择需要导入的字段信息，并导入工资。

3. 工资数据管理：选择年、月，可以查询到所

有已导入的工资数据的详情。

4. 个人登录系统之后，可以选择好年月以及“查

询码：可能是工号，可能是身份证号后 4 位”进

行查询。

5. 工资单打印：个人查询出工资数据后可以打

印出来。

流程管理 党委（院长）

会议议题申

请流程

支持会议议题申请、批办、传阅等功能

流程模板设

置

支持流程单、流程模板设置，实现流程自动处理；

请假管理 中层干部请

假管理

支持中层干部请假申请、审批、销假等请假流程管理。

与人事、财务等系统实现数据共享。

24

行政审批

车辆管理

1. 用车申请单填写：用车人填写申请单，内容

包括用车事由、时间（开始、结束时间）、用车

人数、起址地点（是市区、市区县、市外、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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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必填），用车预定生效后会发短信通

过这个号码进行提醒。

2. 车辆调度员填写：车辆调度员填写车辆，以

及司机信息，并根据时间情况与申请人沟通修改

用单时段，完成拼车以节省资源。

3. 司机：填写里程数、加油量、费用信息

4. 财务科：进行费用确认，完成报销。

值班补贴 支持查询值班人员加班信息与加班补贴信息，支持导

入加班补贴等数据信息，并与财务系统进行数据对接。

25

车辆预定审

批管理

1. 申请草稿：即临时保存的信息，用于记录当

前用户还未提交审批的用车申请信息。

2. 待办申请：用于显示当前需要审批的列表信

息，主要包括申请科室、申请时间、申请人、当

前步骤、发送时间。按时间排序，并以列表显示。

3. 在办申请：用于查询当前用户所办理的以及

申请的用车申请单目前所处的审批环节。主要包

括申请科室、申请时间、申请人、当前步骤、发

送时间。按时间排序，并可以列表显示。

4. 办结申请：用于显示已经办理的申请单，主

要包括申请科室、申请时间、申请人、当前步骤、

发送时间。按时间先后顺序进行自动排序。可以

查看详细信息、流转情况、流程图。

26

会议室管理

1. 会议室使用申请：选择会议室，会以周历的

形式分时间段显示各会议室的使用情况，只有空

闲时段才允许进行申请。

2. 申请单填写：主要填写“使用时间、主讲人

（支持多人）、参会人员、会议主题、会议内容、

所需设备、会议主讲材料”信息进行填写。

3. 支持与短信关联，申请申效之后，会发短信

给参会人员。

4. 可按照会议室类型、时间、主题内容显示会

议申请情况。

5. 待办申请：用于显示当前需要审批的会议申

请单

6. 在办申请：用于显示还未审批完成，可以跟

踪当前会议申请办理环节，以及上报时间，上报

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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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办结申请：用于显示已经办理的会议申请，

主要包括申请科室、申请时间、申请人、当前步

骤、发送时间。按时间排序。可以查看详细信息、

流转情况、流程图。

27

用印申请

主要流程：医院各科室人员根据需要进行申请单

填写，上报科主任审核，然后在报送给院领导审核，

最后转送到办公室办理，流程到此结束。

主要内容：

1、用印标题、用印事由，用印时间、选择印章类

型

2、支持打印申请单

28

行政总值班

1. 值班表

1) 按月新建行政值班表，填写相应时间的

值班人员（值班领导、值班人员上午、值班

人员下午、值班人员晚上），并提交给相应

人员进行审核。

2) 支持进行各个时间段排班人员进行循

环排班。

3) 支持排班人员提取字典库配置人员，可

直接排班界面进行选择

2. 值班表管理

1) 可查看以往的值班信息。

2) 按月对值班安排进行汇总。可导出

Excel 文档

3) 可对已有的排班信息进行重新编辑、删

除等操作。

4) 模块管理员具有此权限。

3. 值班查询

可查询所有文件的内容，支持排班数据导出。

29

公文管理

1 起草发文文件

1) 可对文件进行保存、删除、起草正文、

修改正文、附件上传、编制文号、套红头、

分发文件、归档、打印办理单、显示修改痕

迹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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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文正文信息编辑支持在线 WORD 模式

编辑，可查看所有正文流转修改记录痕迹，

支持编号套红，设置固定字体格式。

3) 文件新建完毕后再传至领导审批，并可

检视整个流转过程和分发记录，其中附件上

传可以是文字、图像、声音等各种方式进行

传送。

4) 支持上传参阅材料以及参阅文件，自动

计算参阅文件数量。

5) 支持公文流程归档时填写归档情况，期

限以及归档分类，可直接流转对应到公文档

案库相关目录。

2 发文流转发文草稿

发文草稿：用于存放起草发文时临时存放未编写

好的发文内容。具体通过在起草发文界面，通过临时

保存按钮对数据进行保存。以便下次使用时可以进行

编辑与操作。

3 发文流转待办发文

1) 查看公文正文附件、可对公文正文进行

编辑修改，填写公文审批处理意见。

2) 公文管理部门可对公文办理进度进行短

信催办。

3) 可查询或跟踪所有等待您办理的发文待

办单，并对发文待办单进行处理。

4) 支持高级搜索功能。

4 发文流转在办发文

1) 可查询所有自己办理过且未归档发文的

相关信息

2) 可跟踪自己办理过且未归档发文的流转

信息。

3) 可根据文件标题、文号的关键字进行搜

索

4) 从文件标题链接页面可查看文件的详细

信息。

5 办结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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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跟踪所有已归档收文的流转信息

2) 可根据文件标题、文号的关键字进行搜

索

3) 从文件标题链接页面可查看文件的详细

信息。

6 紧急发文管理

1) 支持对紧急公文进行后期登记，登记已

办理紧急公文的主办处室、拟稿人、机关代

字、文件标题、所属分类、正文附件信息。

2) 填写完成提交办公室统一存档管理。

3) 可根据紧急发文的发文时间、文件标题、

申请人信息进行紧急发文搜索查询。

7 阅读状态

1) 可查看待阅发文的相关信息：序号、文

件标题、传阅时间。

2) 从文件标题链接页面可查看文件的详细

信息。

3) 可查看已阅发文的相关信息：序号、文

件标题、传阅时间。

4) 从文件标题链接页面可查看文件的详细

信息。

8 收文登记

主要包括填写：收文编号、收文日期、来文单位、

文件字号、文种（命令、决定、公告、通知、通报、

议案、报告、请示、批复、意见、函、会议纪要）来

文标题、主题词等信息。

同时可对文件进行关闭、保存、删除、引入正文、

附件上传、打印办理单、发送、传阅功能。

9 收文流转收文草稿

主要用于显示当前用户临时保存的收文列表。

支持这些草稿公文的再次编辑，以及支持修改后

直接提交拟办。

10 收文流转待办收文

1) 可查询所有等待您办理的收文待办单，

并对收文待办单进行处理。



467

2) 支持填写公文处理意见，以及下一办理

人人员选择。

3) 支持公文管理部门对公文办理人员进行

短信催办。

4) 可根据文件标题、文件字号、来文单位、

年度的关键字进行搜索。

11 收文流转在办收文

1) 可查询所有自己办理过且未归档收文的

相关信息：收文时间、文件标题、流程名称、

当前办理人、所有已办人员的审批意见。

2) 可跟踪自己办理过且未归档收文的流转

信息：步骤、办理人、开始时间、结束时间、

下一步骤、下一办理人、审批方式、流程名

称。

3) 可根据文件标题、文件字号、来文单位、

年度的关键字进行搜索。

12 收文流转归档收文

1) 可查询所有已归档收文的相关信息。

2) 可跟踪所有已归档收文的流转信息。

3) 可根据文件标题、文件字号、来文单位、

年度的关键字进行搜索。

13 紧急收文

1) 支持对紧急公文进行后期登记，登记已

办理紧急公文的主办处室、拟稿人、机关代

字、文件标题、所属分类、正文附件信息。

2) 填写完成提交办公室统一存档管理。

3) 可根据紧急收文的发文时间、文件标题、

申请人信息进行紧急收文搜索查询。

支持按照公文缓急程度、办结时间进行排序。

支持公文短信段或者移动端提醒功能。

30

移动办公(支

持 IOS、安

卓)

通知公告

1) 通知公告：同步显示院内网的综合平台上发

布的通知公告。

2) 公告查询：可以按照时间、科室进行查询公

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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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新闻中心

1) 院内新闻：属传统的信息发布功能，使用在

线编辑器编辑发布内容，包括标题、发布日期、

发布人、标题、附件上传、公告分类、所属科室

信息。

2) 新闻查询：所有的新闻支持按标题以及发布

的内容进行全文查询搜索。

32

院资料库

1) 专栏关注：支持查看专栏信息，并加关注。

2) 专栏信息：各种资料可按部门、科室和类型

进行建立文件夹，建立有效的权限机制，只有拥

有建立权限才能新建文件夹，防止文件存放目录

混乱。

3) 资料查询：支持按关键字或名称进行快速搜

索相关共享文件的功能。

4)

33

公文中心

按照收文、发文两模块进行显示。收文部分正文、附

件等内容不可修改；支持传统信息发布的要求，有在

线编辑器、标题、发布日期、发布人、标题、附件上

传、公告分类、所属科室等功能模块。

1) 待办公文：查看公文正文附件、可对公文正

文进行编辑修改，填写公文审批处理意见。

2) 在办公文：可查询所有自己办理过且未归档

公文的相关信息：拟稿时间、文件标题、流程名

称、当前办理人、所有已办人员的审批意见。

3) 待阅公文：可查看待阅公文的相关信息：序

号、文件标题、传阅时间。从文件标题链接页面

可查看文件的详细信息

4) 办结公文：可查询所有已归档公文的相关信

息：拟稿时间、文件标题、流程名称、当前办理

人、所有已办人员的审批意见。

5) 公文查询：所有的公文支持按标题以及发布

的内容进行全文搜索。

6)

34 审批中心

完成通知公告信息的编审批和发布流程。

1) 待办公文：查看公文正文附件、可对公文正

文进行编辑修改，填写公文审批处理意见。

2) 在办公文：可查询所有自己办理过且未归档

公文的相关信息：拟稿时间、文件标题、流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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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当前办理人、所有已办人员的审批意见。

3) 待阅公文：可查看待阅公文的相关信息：序

号、文件标题、传阅时间。从文件标题链接页面

可查看文件的详细信息

4) 办结公文：可查询所有已归档公文的相关信

息：拟稿时间、文件标题、流程名称、当前办理

人、所有已办人员的审批意见。

5) 公文查询：所有的公文支持按标题以及发布

的内容进行搜索。

35

电子邮件

将院内网的邮箱功能拓展到移动终端，实现直接在手

机上可进行收发邮件操作，并与内网的邮箱实现实时

同步。

36

院通讯录

1) 院通讯录：实时同步院内网的通讯录，搜索

院内人员的通讯录，还可直接调出拔号界面进行

呼叫，发送邮件，发送日程及会议提醒。

2) 联系人查询：通过人员名称搜索，通过输入

的人员姓名匹配出人员列表。

值班提醒 值班人员按照参数设置进行短信、微信等方式提醒。

37

工资查询

以月为单位显示我的月工资，，包括工资项目、工资

金额、工资合计、操作（上一月、下一月），还可以

通过选择月来定位该月的工资数据。

38

值班查询

以周为单位显示本周我的排班，包括时间、星期几、

班内容、类别（医生班、护士班、行政班）、操作（上

一周、下一周），还可以通过选择周次来定位排班。

39

信息推送

推送最新的公告通知、邮件以及待办事宜等，通过消

息链接到相关的记录上，实现包括待办在内的消息提

示。

55、福建省儿童医院网站信息发布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医院概况

医院简介

即对医院的总体介绍，可包括医院提名（或名人提名）、

医院全景照片、医院文字综述。

2 领导介绍 即对医院领导、领导职务进行介绍。

3 医院荣誉 即对医院获得的成就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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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医院影像

即对医院重要活动的记录展示，可采用图片或视频方

式。

5
机构设置

对医院组织机构进行介绍，并对各个科室进行一一介

绍。

6
医院文化

即对医院主体和客体在长期的医学实践中创造的特定

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进行介绍。

7
医院新闻

医院新闻

一方面，介绍一些医学界发生的新闻事件；另一方面

介绍医院内部发生的新闻事件。

8 媒体 以图文内容进行展示。

9

行政管理

党团建设

即对党员和团员的基本情况、专题教育、党风廉政建

设、党务公开服务群众、青年文明号、青年工作信息

等展开介绍。

10
人事专栏

即对医院人才招聘、人才培养、人才评价、人才风采

等方面进行介绍。

11
医务管理

即对医疗管理、患者安全、新技术新项目、医师管理

进行介绍。

12

护理园地

即对护理概况、护理资讯、专科护理、优质护理、护

理教学、护理专科健康教育等方面进行叙述，应时常

更新。

13

科研专题

即对公告栏、科研政策法规、科研机构/学会管理、成

果介绍、科研服务平台、研究生教育、药物临床试验

机构、伦理委员会、生物安全等进行介绍。

14

继续教育

包含继教办工作职责、新闻动态、相关制度、模拟医

学中心、继续教育、下载专区、进修申请及图书馆链

接。

15
临床教学

包含学院概况、新闻动态、学术前沿、教师风采、资

料下载模块。

16 信息管理 即对医院工作人员以及医院患者的信息管理区。

17

党团建设

即对党员和团员的基本情况、专题教育、党风廉政建

设、党务公开服务群众、青年文明号、青年工作信息

等展开介绍。

18

临床科室

科室介绍

即详细介绍科室分类以及各科室承担的功能，并指明

各科室联系方式，支持不同科室使用不同的模板，提

供接口供第三方调用，接口提供身份认证和加密。

19 专家介绍
医院的各科专家的详细介绍，其中应包含他们的个人

简介、照片、科研成果、特长、成绩等，并对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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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负责的门诊或其他进行介绍

20
就医指南

预约挂号

即是医院近年来开展的一项便民就医服务，缩短了看

病流程，节约了患者时间。

21
专家出诊信息

即时间安排表，应及时更新。字段名应该包括门诊名、

时间、专家姓名、详细说明。

22
检验检查须知

即介绍检查的注意事项，偏重总体的介绍，门诊分类、

提醒注意点等。

23 出入院须知 即介绍出入医院需要注意的事项。

24
医院平面图

即介绍医院的布局，支持点击楼层区域楼层区域加亮

并显示具体楼层信息。

25
交通指南

即详细介绍医院附近的交通情况，包括详细地理位置、

周边情况、公交路线等。

26
门诊就诊指南

一方面介绍就诊的流程，主要是相关步骤的介绍；另

一方面介绍每个门诊科室所在位置及负责医师。

27
医保、费用政

策解读

三级栏目，包含医保服务、医保政策、医保动态、下

载专区、收费专栏、常见问题、联系医保中心模块。

28
医院公告 即重要通知信息。公告的形式有二种方式：一种是新

闻的形式，另一个各种是弹出框广告的形式。

29 院务公开 招标采购 审计处招标负责采购公开事项通过此栏目发布。

30

办事流程、政

策文件、规章

制度

以时间顺序将最新内容置顶，各部门主任对自己部门

发布的内容享有更改的权限。

31
健康教育 科普类健康教

育 介绍一些保健小常识、饮食与健康。

32
健康资讯

介绍一些如何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及如何预防疾病的

发生等。

33 通知公告 提供一些需要注意卫生等通知。

34

互动栏

院长信箱

前台页面支持输入姓名、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具体

描述提交信息到网站后台，网站后台可以实时看到提

交的内容。

35
网上调查

提供后台问卷发布功能，支持单选、多选、填空题型，

支持后台统计功能。

信访专栏 支持患者咨询与投诉。

36 健康直播间 支持上传一些健康宣传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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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信息查询

科室查询

支持科室排序，持通过科室名和科室分类快速搜索到

相关科室，即详细介绍科室分类以及各科室承担的功

能，并指明各科室联系方式，支持不同科室使用不同

的模板。

38
专家查询

支持快速定位到科室，通过职称、姓名、门诊时间搜

索到相关专家信息。

39
服务价格

通过调用接口查询医院服务价格信息。要求与门诊系

统对接。

40
药品信息

通过调用接口查询医院药品信息。要求与药品系统对

接。

41
体检报告

通过调用接口查询医院体检报告。要求与体检报告系

统对接。

注：以上系统需要完成的业务系统接口包括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电子病历共享

文档接口
电子病历共享接口

2
平台交互服务

的接口
平台各服务接口

电子健康档案

数据上传接口

基于省区域信息管理平台数据中心的电子病历

数据库，调用省卫生信息平台的电子健康档案数

据上传接口，将医院的电子病历数据集中统一的

上传给省卫生信息平台，为构建全省的统一的完

整的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提供诊疗信息

居民健康服务

平台交互接口

基于省信息管理平台数据中心，为省卫生信息平

台的居民健康服务平台、预约挂号网、掌上医院、

网上医院等提供数据服务接口，同时获取居民健

康服务平台的服务数据，为居民提供网上预约、

网上转诊疗、网上报告查询、网上健康咨询等服

务提供支持

区域卫生协同

业务交互接口

基于省区域信息管理平台数据中心的业务交换

数据库，调用省卫生信息平台提供的医疗协作交

换接口服务，实现全省范围的医疗卫生协作，实

现与社康中心、与区医疗卫生机构业务流程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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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互通，如双向转诊、远程医疗等

省卫生管理数

据上传接口

基于省信息管理平台数据中心的管理指标数据

库，调用省卫生信息平台提供的管理数据上传接

口服务，对医院的经营数据进行上传到省卫生信

息平台，以实现省卫健委对全省医疗机构的经营

情况和质量情况进行监测和管理

省妇幼保健数

据上传接口

基于省妇幼保健平台数据中心的妇幼保健数据

库，调用省妇幼保健平台提供的妇幼保健数据上

传接口服务，对医院的出生医学证明数据、妇幼

保健信息进行上传到省妇幼保健平台，以实现省

卫健委对全省妇幼医疗保健机构的出生医学证

明和妇幼健康档案进行数据共享、业务协同

与其他对外信

息平台接口

建医院信息管理平台统一与其他外部信息系统

和平台的整合，如与省挂号网平台、省部级远程

医疗会诊平台、卫生部数据上报平台等的接口整

合，从而为医院建立统一的对外数据管理与业务

交互平台，打通与外部各种医疗服务体系和信息

平台的连接

56：核心系统服务器

1. ≥2U 机架式服务器，含导轨；

2. 配置≥4 个英特尔至强可扩展二代处理器，≥2.0GHz, 14C CPU；

3. 配置≥768GB DDR4 内存；支持≥12 个 NVDIMM 内存插槽，需提供官方彩页或者官网

截图证明；

4. 配置≥6 个 600GB 10K SAS 磁盘，配置单张 RAID 卡≥8GB 高速缓存，支持 RAID 0、

1、5、6、10、50、60；

5. 支持主板集成双 SD 卡，支持 Raid1，可用于部署虚拟化；

6. 配置≥8 个千兆以太网口，配置 2 块双口万兆网络网卡（每块万兆网络网卡包含一

个单模模块和一个多模模块），配置≥2 块 16Gb 单口 FC HBA 卡；

7. 配置 1+1 以上冗余高效热拔插电源；

8. 配置独立远程管理卡，支持远程监控图形界面，可实现与操作系统无关的远程对服

务器的完全控制，包括远程的开关机、重启、更新 Firmware、虚拟 KVM、虚拟软驱、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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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光驱等操作，提供原厂性能分析软件，支持无代理远程运行，支持分析 CPU、内存、

IOPS、带宽等性能指标；

9. 原厂质保服务，5 年 7×24 原厂硬件保修服务.

57、数据库备份服务器

1. ≥2U 机架式服务器；

2. 配置≥4 个英特尔至强可扩展二代处理器，≥2.0GHz, 14C CPU；

3. 配置≥768GB DDR4 内存；支持≥12 个 NVDIMM 内存插槽，需提供官方彩页或者官网

截图证明；

4. 配置≥6 个 600GB 10K SAS 磁盘，配置单张 RAID 卡≥8GB 高速缓存，支持 RAID 0、

1、5、6、10、50、60；

5. 支持主板集成双 SD 卡，支持 Raid1，可用于部署虚拟化；

6. 配置≥8 个千兆以太网口，配置 2 块双口万兆网络网卡（每块万兆网络网卡包含两

个多模模块），配置≥2块 16Gb 单口 FC HBA 卡；

7. 配置 1+1 以上冗余高效热拔插电源；

8. 配置独立远程管理卡，支持远程监控图形界面，可实现与操作系统无关的远程对服

务器的完全控制，包括远程的开关机、重启、更新 Firmware、虚拟 KVM、虚拟软驱、虚

拟光驱等操作，提供原厂性能分析软件，支持无代理远程运行，支持分析 CPU、内存、

IOPS、带宽等性能指标；

9. 原厂质保服务，5 年 7×24 原厂硬件保修服务.

58、虚拟化服务器

1. ≥2U 机架式服务器，含导轨；

2. 配置≥4 个英特尔至强可扩展二代处理器，≥2.0GHz, 14C CPU；；

3. 配置≥768GB DDR4 内存；支持≥12 个 NVDIMM 内存插槽，需提供官方彩页或者官网

截图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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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6 个 600GB 10K SAS 磁盘，配置单张 RAID 卡≥8GB 高速缓存，支持 RAID 0、

1、5、6、10、50、60；

5. 支持主板集成双 SD 卡，支持 Raid1，可用于部署虚拟化；

6. 配置≥8 个千兆以太网口，配置 2 块双口万兆网络网卡（每块万兆网络网卡包含两

个多模模块），配置≥2块 16Gb 单口 FC HBA 卡；

7. 配置 1+1 以上冗余高效热拔插电源；

8. 配置独立远程管理卡，支持远程监控图形界面，可实现与操作系统无关的远程对服

务器的完全控制，包括远程的开关机、重启、更新 Firmware、虚拟 KVM、虚拟软驱、虚

拟光驱等操作，提供原厂性能分析软件，支持无代理远程运行，支持分析 CPU、内存、

IOPS、带宽等性能指标；

9. 原厂质保服务，5 年 7×24 原厂硬件保修服务.

59、 FC SAN 网络

1. 配置≥48 口光纤交换机；

2. 本次激活 48 口许可，支持级联；

3. 配置 46 个 16Gb 多模模块，2个 16Gb 单模模块；

4. 支持适应性网络服务，例如，服务质量 (QoS)，以优化综合虚拟环境中的应用性

能，支持面向未来的投资保护，支持按需端口扩展；

5. 原厂商质保服务，5年 7×24 小时硬件原厂保修服务；

60、 心跳系统

1. 配置≥24 口全万兆交换机；

2. 配置≥23 个万兆模块和≥1 个单模万兆模块；

3. 冗余电源、冗余风扇；

4. 提供 5年 7*24 小时原厂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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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服务器万兆应用系统

1. 配置≥24 口全万兆交换机；

2. 配置≥24 个万兆模块；

3. 冗余电源、冗余风扇；

4. 提供 5年 7*24 小时原厂保修；

62、 高性能存储

1. 全闪存存储，闪存优化设计，不支持机械硬盘；一体化统一存储架构，同时支持并

提供 NAS、IP SAN 和 FC SAN 服务；

2. 存储控制器部件全冗余，控制器数量≥2，配置英特尔 CPU≥4 颗，CPU 总核数≥48

核，主频≥2.1GHz，配置基于存储控制器的 CDP 许可实现连续数据保护；

3. 配置总缓存≥384GB，支持写缓存镜像保护和掉电保护；掉电情况下，缓存数据需

写到磁盘，保证写缓存数据永久不丢失；

4. 双控制器最大支持硬盘数量≥1000 块；

5. 本次配置企业级闪存盘数量≥25 块，单盘裸容量≥1.92TB,配置双活容量许可；

6. 最大支持 16Gb FC 端口数量≥16，10/25 GbE iSCSI 端口数量≥24；本次配置≥8

个 16Gb FC 端口，≥8 个 10Gb 网络端口；

7. 配置磁盘阵列连接磁盘的后端端口带宽≥96Gb/s，最大可扩展至 288Gb/s；

8. 完全的硬件冗余：处理器、缓存、电源、风扇、适配卡、总线等，保证在某硬件出

问题时，能够进行自动切换，不存在单点故障，磁盘阵列系统具有高可靠性，达到

99.999%可用性；

9. 支持多种 RAID 保护方式，包括 0/1,5,6；

10. 需提供图形化存储管理软件，支持带外管理；支持基于角色的管理；为不同的管

理人员分配对应的管理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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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提供≥48TB 软件版存储许可，可在虚拟化环境中导入，对底层提供统一存储功能，

并具备 HA 高可用性；与本次投标存储型号无缝兼容，实现基于存储层面的关键业务系

统数据的复制保护；

12. 提供利用存储端负载创建与数据库等应用一致性快照管理的图形化软件，应用管

理员可直接进行快照日程定制化，并可在主机挂载用于数据分析，备份恢复和测试开发

等用途；

13. 支持与 Oracle、Microsoft SQL Server 和 Microsoft Exchange 深度集成，

实现应用程序一致的拷贝管理；

14. 配置存储本地快照和异地容灾复制功能，配置服务质量管理 QoS 功能；提供管理

软件，可管理的阵列数量≥1000；

15. 配置阵列的性能分析软件，能够获取实时的性能数据和历史性能数据；产生性能

报表；支持并配置虚拟资源调配功能，按照实际使用的存储容量分配存储空间，提高存

储利用率；

16. 配置服务质量管理功能，通过优化磁盘阵列中的应用程序 IO 队列，实现对应用程

序的 IOPS、带宽和响应时间的控制优化；

17. 配置 VMware 虚机连续数据保护软件，当虚机需要恢复时，用户可从时间点中选择，

使指定虚机能够快速地以从任一时间点恢复；为 VMware 虚拟机提供虚拟机级别粒度的

连续数据保护（需提供官网链接及截屏证明)；虚拟机连续数据保护管理能通过插件与

VMware vCenter 集成（需提供官网链接及截屏证明)；与 VMware 深度整合，可通过

vSphere client 发起对任意虚机的保护通过 vCenter 管理所有保护虚机，策略及恢复，

无需额外界面及软件（需提供管理界面截图证明）；

18. 配置基于存储控制器的连续数据保护功能，不用在主机上安装任何软件，不通过

存储虚拟化网关，实现每一时刻的 I/O 数据复制和回滚，与医院本部现有连续数据保护

系统无缝对接，确保核心业务系统实现异地容灾保护；

19. 磁盘阵列能提供对主流操作系统的支持：能够同时支持 SUN Solaris、HP-UX， IBM

AIX， Linux， windows 操作系统，支持服务器集群功能；

20. 提供 5 年原厂 7*24 保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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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虚拟化存储

1. 一体化统一存储架构，同时支持并提供 NAS、IP SAN 和 FC SAN 服务；

2. 存储控制器部件全冗余，控制器数量≥2，配置英特尔 CPU≥4 颗，CPU 总核数≥32

核，主频≥1.8GHz；

3. 配置总缓存≥192GB，支持写缓存镜像保护和掉电保护；掉电情况下，缓存数据需

写到磁盘，保证写缓存数据永久不丢失；

4. 双控制器最大支持硬盘数量≥750 块；

5. 本次配置企业级 10K SAS 盘数量≥50 块，单盘裸容量≥1.8TB，配置双活容量许可；

6. 最大支持 16Gb FC 端口数量≥16，10/25 GbE iSCSI 端口数量≥24；本次配置≥8

个 16Gb FC 端口，≥8 个 10Gb 网络端口；

7. 配置磁盘阵列连接磁盘的后端端口带宽≥96Gb/s，最大可扩展至 288Gb/s；

8. 完全的硬件冗余：处理器、缓存、电源、风扇、适配卡、总线等，保证在某硬件出

问题时，能够进行自动切换，不存在单点故障，磁盘阵列系统具有高可靠性，达到

99.999%可用性；

9. 支持多种 RAID 保护方式，包括 0/1,5,6；

10. 需提供图形化存储管理软件，支持带外管理；支持基于角色的管理；为不同的管

理人员分配对应的管理权限；

11. 配置存储本地快照和异地容灾复制功能，配置服务质量管理 QoS 功能；提供管理

软件，可管理的阵列数量≥1000；

12. 配置阵列的性能分析软件，能够获取实时的性能数据和历史性能数据；产生性能

报表；支持并配置虚拟资源调配功能，按照实际使用的存储容量分配存储空间，提高存

储利用率；

13. 配置服务质量管理功能，通过优化磁盘阵列中的应用程序 IO 队列，实现对应用程

序的 IOPS、带宽和响应时间的控制优化；

14. 配置 VMware 虚机连续数据保护软件，当虚机需要恢复时，用户可从时间点中选择，

使指定虚机能够快速地以从任一时间点恢复；为 VMware 虚拟机提供虚拟机级别粒度的

连续数据保护；虚拟机连续数据保护管理能通过插件与 VMware vCenter 集成；与 V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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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整合，可通过 vSphere client 发起对任意虚机的保护通过 vCenter 管理所有保护

虚机，策略及恢复，无需额外界面及软件；

15. 要求通过虚拟机连续数据保护软件，与虚拟化环境构建统一容灾平台，实现虚拟

机在线保护和切换；

16. 磁盘阵列能提供对主流操作系统的支持：能够同时支持 SUN Solaris、HP-UX， IBM

AIX， Linux， windows 操作系统，支持服务器集群功能；

17. 提供 5 年原厂 7*24 保修服务；

64、 存储双活引擎

1. 为保证系统兼容性，要求与高性能存储和虚拟化存储同一品牌；

2. 专用的存储虚拟化引擎设备，独立于存储，不带硬盘柜，未来可横向扩展，最大扩

展到 8个控制器；

3. 组成双活数据中心架构时最多可以支持扩展到 16 个控制器；

4. 支持控制器之间通过高带宽低延时的 40Gb/s InfiniBand 端口进行连接通讯。

5. 支持第三方厂商的主流存储产品，包括 XtremIO,VNX5500，CX4-240 等型号存储，

组建统一存储资源池，按需分配资源；

6. 要求独立于主机和存储，虚拟化的功能不影响主机性能和存储设备的性能，不会消

耗主机和存储的资源；

7. 本次配置≥2 个控制器；横向扩展架构，新增控制器可以与原来的控制器进行联合

和合并，所有控制器可以提供对同一个 LUN 的统一处理能力；

8. 对任一虚拟数据卷，支持≥8 个控制器或节点同时访问，所有控制器或节点对任一

虚拟卷是对称、平衡的关系，实现真正的高可用、高性能、可负载均衡的架构；

9. 本次配置总缓存≥256GB，缓存扩展能力≥1024GB；

10. 配置 16Gbps FC 端口数量≥1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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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支持基于存储双活引擎控制器的连续数据保护功能，可以实现每一时刻的 I/O 数

据复制，发生故障时可回滚到故障前任意时刻的数据并启动应用，连续保护的数据完全

不依赖于双活生产环境中的任何数据，可以独立用于容灾演练和容灾恢复；

12. 提供 5 年硬件 7*24 原厂保修服务。

65、 消重备份设备

1. 具备重复数据消除功能的专用备份存储系统，非备份一体机架构或通过备份网关加

存储模式构建。

2. 支持在线（线内）重复数据消除，即重复数据的消除过程是在数据写入过程中并行

进行。

3. 最大吞吐量≥24TB/小时，单台支持最高可用容量≥178TB，最大支持可用逻辑容量

≥8.9PB（需提供官网链接及截屏证明）；

4. 本期配置≥2 个 16Gb FC 主机接口, ≥4 个万兆电口；≥4 个万兆光口；实现

CIFS,NFS,VTL 等方式同时访问。最大可支持≥16 个万兆以太网口；

5. 支持断电保护数据一致性保护，配置非易失性内存≥8GB，在机房电源供应异常情

况下，可保持数据完整性；

6. 配置裸磁盘容量≥48TB；并且配置 1 块 SSD 盘容量≥800GB；

7. 内存≥48GB，可扩展到 96GB；

8. 提供端到端数据验证功能，在数据写入后读取数据，并将其与发送到磁盘的数据进

行比较，以验证该数据是否可通过文件系统到达磁盘并且该数据未被损坏；

9. 支持复制功能，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实现动态链路带宽调整。备份数据必须在备份发

起同时进行复制，而不是备份完成后再进行复制。

10. 支持灵活的复制拓扑结构，满足灾难备份架构建设的要求，即支持多对一、一对

多、级联的远程数据复制技术，支持不少于 540 个站点对一的复制关系（需提供官网链

接及截屏证明），且必须具有复制带宽调整控制功能。

11. 支持主流备份软件：Networker、TSM、NBU/BE、CommVault、HP DP、CA、bakbon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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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可以支持主流备份接口、包括 VTL/NFS/CIFS/NDMP/BOOST 等同时使用，以便灵活

扩展备份架构；至少支持操作系统包括 Windows、Redhat Linux、AIX 、HP UX、AS400

等；

13. 提供五年 7×24 的原厂专业保修服务；

66、备份管理软件

1. 要求备份管理软件与消重备份设备为同一品牌；

2. 不限制备份许可容量，不限客户端数量，不限数据库类型；

3. 备份软件客户端需支持所有主流 Windows、Linux、VMware、Hyper-V、UNIX 等平台

（IBM AIX 、HP-UX、SUN Solaris 等）；

4. 支持 Oracle、DB2、Domino、SAP、SQL Server、Informix、Exchange、SharePoint

等主流数据库和应用的在线和离线备份；

5. 备份软件需支持各种不同的备份设备，包括市场上的主流的 Quantum、

Sun/StorageTek、IBM、HP 等公司的磁带库产品，以及各种常见的虚拟磁带库、消重备

份设备等产品；

6. 支持 LAN、LAN Free、Server Less 等备份方式；

7. 支持高可用应用的备份，包括 HA 和 Oracle RAC 等，Oracle RAC 可实现单一数据

库在多实例运行情况下的虚拟客户机的并发备份和恢复；

8. 提供 5年 7×24 的原厂专业保修服务.集中备份系统的备份软件。

福建省妇产医院信息化建设参数

1、福建省妇产医院统一身份识别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一）

实名认证 患者对自己的身份进行实名认证。

1）提供通过自助机、患者公众服务门户、APP、微信

公众号等多种方式自助操作进行实名认证。

2）支持居民健康卡、身份证、社会保障卡、银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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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证件。

（二）

电子健康

卡管理

通过电子健康卡“二维码”实现社保卡、健康卡、市

民卡、就诊卡“多卡合一”，患者只需要携带手机便

可以完成就医，能够有效促进实名制就医。通过 “二

维码”实现患者诊前、诊中、诊后全流程就医一码通，

为患者提供全新的、更为便捷的就医体验。

主要相关内容包括：

1）相关应用系统需支持连接二维码识读终端设备；

2）窗口支持申请电子居民健康卡、注册建档、注销、

应用业务；

3）各服务窗口支持使用读取电子健康卡进行身份识

别；

4）电子健康卡与持卡人的就诊信息关联；

5）自动终端也许支持识读电子健康卡。

1

电子健康

卡账户管

理

电子健康卡管理具有虚拟化账户管理的管理功能，包

括账户信息的管理和账户生命周期管理。

包含以下功能：

1）账户实名注册、查询、信息变更、账户注销。

2）账户变更日志记录及审计功能。

3）虚拟化账户生命周期，包含账户的注册、个人信

息变更、账户注销等。

4）虚拟化账户信息可与居民健康卡注册管理系统进

行同步，以实现电子健康卡与实体居民健康卡相同的

信息查询和存储功能。

2

电子健康

卡注册

用户通过 APP 或机构终端向电子健康卡服务平台提

交实名制信息进行注册。用户实名制认证可通过线下

方式（如通过自助终端读取用户证件）或线上方式（如

通过金融交易机构对身份信息和银行账户信息进行

验证）完成。

电子健康卡服务平台接受请求，查询注册管理系统是

否存在该用户： 如存在，注册管理系统向电子健康

卡服务平台返回用户信息。 如不存在，电子健康卡

服务平台根据虚拟卡用户信息生成主索引。电子健康

卡服务平台根据主索引生成电子健康卡标识，结合用

户身份标识信息，完成用户注册。

二维码管 电子健康卡应用管理二维码管理功能，支持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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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码生成及二维码验证。二维码生成及验证基于软件实

现，也可基于硬件实现，机构可结合自身使用场景和

系统的实际情况选择安全可靠的二维码实现方案。

二维码管理功能包括二维码的生成和验证的记

录模块，提供对二维码生成和验证记录的分析和查询

功能，提供对二维码使用过程的监控功能。二维码管

理功能与金融交易机构进行支付数据的交互，实现二

码合一。

提供对动态二维码的生命周期进行管理。使用动

态二维码时二维码管理功能应设置有效时间，通过对

时间的控制限制动态二维码的可用时间，从而保障动

态二维码的使用安全。

3
多态二维码聚

合应用

静态二维码没有时效性，可以长期使用，可以打印二

维码标签粘贴于就诊卡；动态二维码具有时效性，临

时动态生成，限时使用，可用于病例查询、支付等关

键业务场景。

4

二维码申请

通过 APP 或机构终端申请二维码，根据业务功能

确定的二维码类型（静态二维码或动态二维码）进行

二维码生成。

1) 用户通过 APP 或机构终端申请二维码。

2) 电子健康卡管理平台根据业务功能确定的二维

码类型（静态二维码或动态二维码）进行二维码生成。

如需要实现支付功能时，电子健康卡管理平台应向支

付服务提供方申请支付二维码数据，作为二码合一的

组成部分。

3) 电子健康卡管理平台将二维码返回 APP 或机

构终端

5

二维码生成

二维码管理模块接受 APP 或机构终端的二维码生成

请求，依据电子健康卡二维码数据标准进行二维码生

成。

二维码生成过程中，需要判断二维码生成类型。如果

是静态二维码，由电子健康卡标识和静态标识符组成

二维码。如果是动态二维码，由电子健康卡标识和动

态标识符及有效时间密文组成二维码；如果采用二码

合一方案，二维码管理功能还可根据用户绑定的支付

账户信息向对应的支付机构申请支付数据，并将支付

数据加入到二维码中。

6 二维码验证
二维码验证请求根据电子健康卡二维码数据标准对

识读终端上送的二维码进行验证。主要是对二维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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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内容的验证。二维码验证时，通过密码服务解密

电子健康卡标识，得到居民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与

账户管理中的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进行比对，识别使

用电子健康卡的居民。动态二维码的有效时间密文通

过密码服务解密，检查有效时间是否在许可时间使用

范围内。如果采用二码合一方案，支付数据交由支付

服务提供方验证。

7

二维码用卡申

请

用户通过 APP 或机构终端申请二维码，电子健康卡服

务平台（二维码管理模块）根据业务功能确定的二维

码类型（静态二维码或动态二维码）进行二维码生成。

如需要实现支付功能时，电子健康卡服务平台（二维

码管理模块）应向支付服务提供方申请支付二维码数

据，作为二码合一的组成部分。

电子健康卡服务平台将二维码返回 APP 或机构终端。

8

二维码

识别

二维码被扫识

别

用户通过手机在 APP、公众号出示二维码，医院的工

作站、窗口通过识读终端识读用户出示的二维码。

1) 用户通过手机在 APP、公众号出示二维码，医院

的工作站、窗口通过识读终端识读用户出示的二维

码。

2) 医疗机构业务系统根据使用场景对二维码类型

进行判定，将匹配通过的二维码发送至电子健康卡服

务平台（二维码管理）。

3) 电子健康卡服务平台（二维码管理）接收二维码

数据，对电子健康卡二维码中的数据进行有效性校

验、静态/动态二维码校验。，如果是静态且验证通

过，返回电子健康标识及人员账户信息，医疗机构收

到返回结果后，继续办理后续业务。如果是动态且支

付数据验证通过，返回电子健康标识及人员账户信

息，医疗机构收到返回结果后，继续办理后续业务。

如采用二码合一方案，由支付服务提供方进行支付数

据验证。

9

二维码主扫

使用电子健康卡 APP、微信公众号等扫描自助终端上

的用卡二维码，进行手机端用卡确认并授权。

1) 用户使用自助终端向电子健康卡服务平台请求

生成用卡二维码，电子健康卡服务平台返回用卡二维

码在自助终端显示。

2) 用户使用电子健康卡 APP、微信公众号等扫描自

助终端上的用卡二维码，进行手机端用卡确认并授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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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子健康卡服务平台（二维码管理）对用户手机

端授权的数据进行验证。

4) 授权完成，自助终端异步定时获取读卡授权结

果，完成读卡操作。

10

二维码应

用

二维码在就医各环节中的身份识别应用。

1) 用户使用电子健康卡 APP、微信公众号等向电子

健康卡服务平台进行授权登记，并获取临时票据，票

据有效期 10 分钟。

2) 电子健康卡服务平台根据票据生成

access_token，访问令牌有效期 72 分钟。

3) 电子健康卡 APP、微信公众号等使用访问令牌向

电子健康卡服务平台请求电子健康卡 ID。

4) 电子健康卡服务平台校验访问令牌及有效期，授

权完成

11

密码服务

安全密钥

安全密钥用于生成电子健康卡标识。电子健康卡服务

平台获得用户主索引标识后，虚拟化账户管理系统调

用密码服务功能，以应用加密机中的安全密钥为根密

钥，以用户的主索引标识作为分散因子，通过 SM4 算

法计算产生用户身份认证密钥；通过用户身份认证密

钥和 SM4 算法对用户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加密生成

电子健康卡标识。

12

密钥保护

保护密钥用于动态二维码生成与验证。生成动态二维

码时，二维码管理调用密码服务，通过 SM4 算法将有

效时间的明文信息加密。

2、福建省妇产医院全预约服务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一） 门诊资源预约平台

1

排班管理

科室管理

提供医院所有科室的管理，列表显示医院全部科室

的信息，包括：科室名称、科室编码、标准科室编

码、状态等等。用管理员用户登录时，医院默认全

部，列表显示全部医院科室信息，用医院用户登录

时，只能对本院的科室信息进行操作。

2

医生管理

提供医院所有医生信息的管理，列表显示医院全部

医生的信息，包括：医生姓名、科室、职称等等。

用管理员账号登陆可以对全部医院的医生信息进行

操作，用医院账号登陆时只能对本医院的医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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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操作。

3

排班维护

排班管理支持未来一周内的医生排班管理，医院用

户可以自行生成排班模板，手动生成排班，需要填

写的信息包含：医院、医生姓名、科室、排班类别

（上午/下午）、排班时间、限号数等信息。用管理

员账号登陆可以对全部医院的医生排班进行操作，

用医院账号登陆时只能对本医院的医生排班进行操

作。

4
排班信息查询

提供对排班信息的查询，包括：总号源数、已预约

数、保留号、查看排班、是否停诊、状态等。

5

预约管理

预约登记

患者就医前可通过电话预约、网上预约、自助终端

预约等多种预约方式，根据病情选科室及医生，并

选择合适的就诊时间，预约医生号源。

6

预约取消

患者按照预约服务规则，在符合预约取消规则的情

况下可通过网络、自助终端等方式进行预约取消，

取消后的预约资源可自动释放。

医院预约取消。出现科室或医生停诊的情况时，通

过短信等方式将预约取消的信息发送给患者。医生

停诊后，医院也可根据与患者沟通情况为患者进行

医生调配，方便患者就诊。

7

患者信用

根据医院实际情况，制定相关信用规则，对信用不

良的患者采取停用或限制预约次数和范围等管理措

施。

8
排队叫号

规则设置

按照医院业务要求，设置分诊规则，可按出诊医生、

专家、诊室、时间段、序号和初诊/复诊等条件配置。

9

信息获取

自动获取患者挂号或就诊信息，包括姓名、性别、

身份证号码等患者基本信息以及挂号 科室、预检

(如体温)、历史就诊信息等。

10

队列管理

根据签到自动生成排队队列，支持多个队列的分诊

排队模式。可根据实际情况为患者设置优先、撤销、

暂离等状态。

11

取号服务

患者可在自助服务机或导诊台取号，挂号凭证上显

示排队序号、诊室号、预计就诊时间、就诊医生、

注意事项等信息。

12

语音播报

支持多屏、单屏语音播报叫号。根据部分地区实际

情况，可提供多语种语音播报，播报应注意患者个

人隐私保护和伦理规范。



487

13
信息展示

叫号屏幕上可显示诊室信息和就诊、待诊患者信息，

患者姓名显示应注意个人隐私保护和伦理规范。

14

预约量统

计 预约时间段统

计

依据不同的诊室及预约时间段统计门诊预约的号源

总量，预约量及剩余号源情况，为持续优化排班提

供依据。

15
预约数量统计

统计不同诊室的预约次数及取消预约次数，实现对

诊室的工作量评估。

16
预约明细查询

根据预约诊室及预约时间查询该诊室下的预约明

细，包括预约时间、预约状态及检查的患者信息等。

17
预约号源统计

按就诊科室统计，查询不同诊室的可预约时间及剩

余的号源数量。

（二） 医技智能预约平台

1
科室管理

医技科室维护

用于管理平台的医技科室的基础信息，包括维护科

室编码、科室名称、归属院区、详细地址等。

2

诊室维护

每个医技科室都会对应一个或者多个诊室，诊室管

理主要是将科室与诊室关系进行关联。诊室的设置

至关重要，影响到排班、预约、签到、诊室是否受

时令影响等环节。诊室维护的主要信息包括诊室编

码，诊室名称、归属科室、排班模式、预约签到模

式等主要信息。该功能定义了医技科室中包含的可

预约的医技项目分类，为后续医技预约中诊室的排

班提供支撑。

3

医技项目

管理

诊室项目关联

对诊室下开展的医技项目明细进行管理，通过诊室

医技项目的关联，为后续诊室下医技项目的预约排

班提供数据依据，同时对不同诊室下医技项目的组

合预约限制产生影响。

4

项目分类管理

基于检查类别之下对医院开展的医技项目的分类管

理，项目分类为各个科室共用，统一将医技项目进

行分类管理，方便后续项目组合和项目冲突的管理

维护。

5

项目组管理

项目组管理是对医技项目的分组管理，通过对医技

项目的分组，将同类别检查项目进行组合，可以将

医生申请单中的多个检查项目进行组合预约，以此

来减少预约时所消耗的预约号源数量。

6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是对医院具体的医技检查项目信息进行管

理，包括项目明细编码（His 收费项目编码）、项目

明细名称（His 收费名称）、检查分类、标准编码（医

保编码）、所属检查部位、注意事项等。支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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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导入的方式，对医院的医技项目进行快速的维

护管理。同时将提供医技项目同步服务，实时与 His

的医技收费项目同步，自动对医院新增或修改的项

目进行更新，减少管理人员繁杂的手工录入工作。

7

医技项目关联

医技项目关联是项目分类与医技项目（即 His 收费

明细项目）的关联管理，用于对检查项目明细进行

分组，能够让用户更快速的查询相应分类下的医技

项目明细，并通过分类，对项目组进行快速的维护

管理。

8

功能要求

(1). 医技预约要求对省妇幼现有超声、放射、心

电等医技预约系统进行流程改造和扩建，实现集团

内部统一号源管理，满足集团医院医技预约全流程

管理工作需求；

(2). 提供医技预约所需的文件存储服务、任务管

理服务、搜索查询服务、Web 服务、接口服务等；

(3). 支持统一构建医技预约检查资源及号源池，

向各预约渠道发布预约计划，对检查资源统一规划。

(4). 检查安排时间表能够提供全院共享，并能够

及时进行同步；

(5). 支持检查患者主索引，能有效管理同一患者

的多项检查，一次检索即可获取到该患者所有的检

查申请和记录，做到一次完成检查预约工作；

(6). 支持不同预约模式可在系统登录时自动区

分，不同模式的号源设置、时间段划分可以独立配

置；

(7). 支持统一各医技科室检查字典，如系统用户、

临床科室、检查项目、检查设备、预约分类、扫描

方式等。

(8). 支持严格的权限管控，能根据不同的角色来

控制不同的权限，无权限漏洞；

(9). 支持配置 HIS 检查项目与 PACS 检查部位的映

射表，确保业务流程通畅；

(10).支持配置不同检查项目的检查注意事项和提

醒方式、提醒时间；

(11).支持突发状况提示功能：对于突发的情况（包

括但不限于设备故障、急诊患者突然增多等），提

供号源、设备故障等消息公告，告知预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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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支持周末、节假日特殊颜色标记功能；

(13).如果患者的预约时间受到影响，系统支持将变

更后的检查时间、检查地点等信息通知已经预约的

患者；

(14).系统支持黑名单功能，支持根据规则自动加黑

/解黑、人为手动加黑/解黑方式，提供黑名单查询、

管理等功能；

(15).支持统计功能，能以图表或者图形方式展示统

计数据，满足医院对预约率，爽约率等医院决策数

据的统计要求；

(16).基础统计项目包括但不限于预约率、爽约率、

预约方式、预约方式与年龄、预约量、预约详细信

息等，支持根据医院要求自定义编辑和配置统计项

目；

(17).支持数据导出和打印功能，可根据查询条件导

出预约申请明细，可根据统计项目以 Excel 格式导

出统计结果与明细，可以图像格式导出统计图。

(18).支持患者预约到完成检查全流程各个时间点

的记录和统计分析，为医技科室管理提供数据决策

支持；

(19).能提供不同级别，不同模块的日志记录以及查

看功能，根据需要配置，用于后续系统维护以及异

常问题的排查处理；

8
智能规则

库

冲突规则字典

维护

冲突规则字典维护，可以维护各种冲突规则，用于

配置项目冲突使用。

9

项目冲突维护

项目冲突规则维护功能，可以设置两个项目之间的

冲突关系，用于作为两个项目一键预约时的冲突依

据。

10

项目冲突组维

护

为了避免同一类型的冲突多次维护，可将相同

类型的检查项目设置为同一个冲突组，然后采用冲

突组冲突维护来快速批量冲突维护。

项目冲突组维护，用于建立一个项目冲突组，

并对该组设定名称和对应的检查项目。

11 冲突组冲突维

护

冲突组冲突维护功能，可选择冲突组 A和冲突组 B，

并像维护单个项目冲突一样对两个冲突组的冲突进

行维护。

12
冲突规则可视

将冲突组之间的关系通过链式结构进行直观的展

示，方便维护人员能够及时发现新规则及进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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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调整和优化。

13

规则引擎

(1). 提供医技预约过程所需各种规则的管理及发

布；

(2). 能提供多种规则库供医院配置，满足院方医

技预约需求，应用于院内预约推荐、修改校验、预

约提醒、预约签到等所有医技预约涉及到的环节；

(3). 智能预约科室规则库：接入医技检查科室（超

声、放射、内镜、心电），按科室检查的规则进行

规则管理与发布，检查资源的重构，检查差异性规

则，优先级规则，检查部位规则，设备开放日的管

理，设备检查差异化延时规则。

(4). 智能预约综合规则库 ：综合检查规则（检

查排斥）管理与发布，整体号源管理，多项检查排

斥规则，检查用药规则，前置检查规则，时间安排

规则，综合资源平均规则，不同检查时间先后规则。

(5). 方案推荐规则：根据选择的预约项目推荐最

优的预约方案，原则上确保患者在规则允许的范围

内能花最少的时间完全所有的医技检查；

(6). 急诊优先规则：急诊患者、老年人、孕妇、

小孩等特殊患者在预约、报道、排队均享有最优先

级；

(7). 检查类型优先：按照检查类型，根据不同医

院及不同的检查项目存在不同的优先级，配置规则

排序；

(8). 检查部位优先规则：同一检查类型，根据医

疗规则对部位检查在预约时间段内进行优先预约，

并在报到时优先安排排队号；

(9). 多部位同类检查组合规则：对多部位的同类

检查，系统自动组合，并配置占用号源数量，安排

在同一次检查；

(10).预约满足条件规则：针对检查类型的不同，提

供内置预约满足条件，预约时，按规则自动分配时

间，如：下午开单进行胃镜检查，则自动顺延至第

二天上午（可手动调整时间）；

(11).等待时间间隔规则：提供不同的检查类型的等

待时间计算，计算方式可调整；

(12).检查时间间隔规则：提供不同的检查类型的检

查时间计算，计算方式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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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门诊/住院资源利用规则：可根据医院是否需

要提高患者检查及时率或者病床周转率，将资源优

先安排给门诊或者住院患者；

(14).超时预约规则：患者在预约时间段内超时过长

（如延时 2小时报到），患者将重新参与预约或者

根据医院需要直接安排在检查队列的最后一位；

(15).号源分配规则：将各医技检查科室的检查，按

照每天可检查数量建立号源池，而后根据检查峰值、

均值、谷值分配设计时间段内的号源数

(16).预约方案规则：根据医院的“淡季”、“旺季”，

工作安排时间等，提供某一预约方案的开始时间、

持续时间、结束时间；

(17).提供检查规则冲突校验提醒服务，冲突规则可

由医院自行编辑，包括但不仅限于检查部位冲突、

检查部位先后顺序冲突、检查类型冲突等；因规则

校验冲突而导致预约失败的情况，系统能将失败原

因告知用户，以便用户后续进行预约方案修改；

(18).对于超声产前检查的孕妇，系统可根据检查部

位、孕周，自动判断并预约可进行检查的最近时

间；

(19).支持按照病人来源（门诊/住院）分时段预约，

如门诊预约时间在早上 8点到 10 点，住院预约时间

为下午 2 点到 5点；

(20).支持特定临床科室保留预约号源；

(21).支持特定检查部位限制预约数量，特定类型部

位限定预约数量；

(22).支持规则算法的二次开发，以满足医院实际业

务场景需要

13

知识库动

态更新 智能规则抽取

引擎

采用机器自学习的模式，基于已有的患者检查信息

大数据作为训练样本，训练出一个动态预约规则模

型。

14
人工审核完善

机制

为了完善智能预约规则，形成完整的知识库，平台

提供了知识库的完善机制。

15

排班管理

固定排班管理

固定排班维护是对科室的下属不同诊室进行设定，

要求能够对所有诊室设定固定排班。固定排班支持

模板化配置，能够根据模版动态生成排班，一次生

成的排班时间间隔可以在模版中进行配置，支持假

期配置（例如：每周一固定生成相同排班，以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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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如遇假期自动跳过）。

固定排班支持根据时间段进行设置开始时间和结束

时间，支持根据号源数和时间间隔进行排班生成，

为了快速维护排班，固定排班资源支持复制功能。

16

动态排班管理

动态排班管理与固定排班类似，通过设置每天的起

始和结束时间来设定，动态排班无需设置号源数量

及间隔时间。

17

临时排班管理

为了避免因为诊室设备故障及人员安排或者追加新

号影响后续患者就诊，临时排班允许排班人员对已

完成的排班及已生成号源的排班信息进行追加，在

原有排班号源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新的临时排班号

源。

18

号源信息管理

排班信息需要生成号源才可以进行后续的预约操

作，号源信息管理可以对排班进行生成，可以查看

具体诊室的具体号源信息（号源使用情况）及预约

情况（号源具体预约情况），已经被预约的号源需

要调整排班的，需要在此进行转诊处理。支持停诊

功能，停诊之前必须转诊已预约号源。

19
签到管理

签到查询

在医技科室分诊台、医生工作站、PACS 系统中可查

询诊室已签到人员数据。

20

预约签到

凭预约凭证在分诊台、自助机、医生工作站、便民

服务小程序等签到排队，根据签到顺序分配到候诊

队列最短的诊室，加入到该诊室的排队叫号队列中。

签到顺序规则只在预约号源所在时段内有效，超过

号源所在时间段签到，则自动顺延参与下一时间段

内的签到排序。

21

取消签到

签到后可到分诊台取消签到，成功后退出签到队列

并取消当前预约号。支持取消后重新预约下次检查

时间。

22

医技预约

门诊预约

门诊医生开单后，患者凭就诊卡到医技分诊台进行

预约，平台通过读取病人的就诊卡号获取到病人信

息及医技申请单信息，对于多项检查的病人可以选

择智能化一键批量预约，也可以根据病人的时间安

排进行选择性预约。对于预约成功的信息，平台返

回预约状态，为病人打印预约回执单。

23

住院预约

住院预约与门诊预约类似，在住院医生为患者开单

后，由医技窗口工作人员完成预约。工作人员通过

病人的住院号及模糊查询，可以看到不同病区的病

人信息及开单信息，通过医生的开单信息可以进行



493

智能一键预约及选择性预约。

24

组合预约

组合预约是针对同一个检查科室、同一个检查诊室

的检查项目进行组合预约，组合预约在该病人检查

时一次性完成，只占用一个预约号源。组合预约的

项目需要在医技项目管理中进行组合后才可预约。

25

特殊预约

对于需要执行紧急检查的医技任务或进行占位预约

时，使用特殊预约功能。工作人员需录入病人卡号

或住院号等病人基本信息，选择好相应的检查项目

和 HIS 检查项目，备注好相应的特殊预约原因，点

击开始预约，跳转时间选择页面，根据要求选择具

体的时间即可。

占位预约一般适用于医生未开单情况或医生已开单

在 HIS 系统里面能查询到对应的申请单，却在医技

预约平台上查询不到相应的开单项目时，使用特殊

预约帮助患者进行占位。

医技科室预约

(1). 满足超声、放射、内镜、心电等科室室护士

预约管理工作，将预约数字化，统筹管理科室的设

备资源和预约资源；

(2). 支持科室护士在系统中获取患者本科室的检

查申请，统一进行预约安排；

(3). 支持手工录入或者扫描患者就诊号（病人号

/HIS 号/申请单号等）、刷卡等方式获取患者所有未

检查的开单信息并进行预约、修改、取消等操作；

(4). 支持录入校正功能，对非正常录入信息给出

提醒，要求修改。包含但不限于必填项未填、输入

年龄大于 120 等情况；

(5). 系统提供自动安排检查时间的规则，默认推

荐预约项目的最优预约方案，方便护士操作；

(6). 系统推荐方案允许修改，修改后能与患者已

有超声检查预约做自动校验，检验是否有规则冲突，

如有冲突，给出提示，要求重新修改；

(7). 支持将预约取消的号源在取消的同时重新返

回至原号源池，供其他患者预约使用；

(8). 支持检查申请项目单项预约，也支持选择多

项检查申请项目进行统一预约；

(9). 如果选择的多项检查中有可以合并一起检查

的项目，系统支持自动将其合并为一个检查项展示，

只预约一个检查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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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对患者进行预约安排时，如该患者此前已有其

他未完成检查的预约项目的，系统能给出提醒，以

便护士对患者的检查进行合理的安排；

(11).预约完成后，系统提供预约小票打印功能，同

时能将预约结果推送给到超声系统；

(12).系统能提供默认预约小票模板，且模板支持自

动编辑，小票基本内容包含但不限于预约单号、预

约时间、预约项目、预约科室和地点、注意事项；

(13).预约日期和时间段支持按天/月展示，并能显

示预约日期/预约时段的总号源和已占用号源数；

(14).支持对有/无可预约号源日期区分标记，无号

源的日期不能进行预约操作；

(15).支持对可/否预约时间段区分标记，不可预约

时间段不能进行预约操作；

(16).对于当天预约当天检查的情况，系统支持预约

并签到功能；

(17).支持预约预览功能，可预览指定时间内的安排

与完成情况；

(18).预约记录支持多条件查询，包含但不限于患者

就诊号（病人号/HIS 号/申请单号等）、病人姓名、

工作站类型、检查类型、预约状态、开始时间、结

束时间、申请医院、接收医院、申请医生等；

(19).支持预约小票重打功能，避免出现因预约小票

丢失导致影响后续检查的情况；

(20).系统支持按照查询条件，支持 excel 格式导出

患者安排信息；

(21).系统支持绿色通道功能，支持在某个时段追加

预约数量；

(22).支持同一医院多个院区之间超声预约号源共

享，能采用自动/手动方式相互预约；

集中预约

(1). 建设全院医技检查集中预约服务台，可对同

一患者的所有医技检查项目（放射、超声、内镜、

心电）进行集中预约，提高护士预约登记效率，合

理安排患者检查时间；

(2). 集中预约服务台护士在系统中可获取患者所

有的医技检查申请，统一进行预约安排；

(3). 各科室检查设备资源和预约资源能够统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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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集中共享；

(4). 系统能够自动错开患者不同的医技检查时

间，对于冲突规则能够智能化提醒；

(5). 支持手工录入或者扫描患者就诊号（病人号

/HIS 号/申请单号等）、刷卡等方式获取患者所有未

检查的开单信息并进行预约、修改、取消等操作；

(6). 支持录入校正功能，对非正常录入信息给出

提醒，要求修改。包含但不限于必填项未填、输入

年龄大于 120 等情况；

(7). 系统提供自动安排检查时间的规则，默认推

荐预约项目的最优预约方案，方便集中预约服务台

护士操作；

(8). 系统推荐方案允许修改，修改后能与患者已

有检查预约做自动校验，检验是否有规则冲突，如

有冲突，给出提示，要求重新修改；

(9). 支持将预约取消的号源在取消的同时重新返

回至原号源池，供其他患者预约使用；

(10).支持检查申请项目单项预约，也支持选择多项

检查申请项目进行统一预约；

(11).如果选择的多项检查中有可以合并一起检查

的项目，系统支持自动将其合并为一个检查项展示，

只预约一个检查时间段；

(12).对患者进行预约安排时，如该患者此前已有其

他未完成检查的预约项目的，系统能给出提醒，以

便护士对患者的检查进行合理的安排；

(13).预约完成后，系统提供预约小票打印功能，同

时能将预约结果推送给到超声系统；

(14).系统能提供默认预约小票模板，且模板支持自

动编辑，小票基本内容包含但不限于预约单号、预

约时间、预约项目、预约科室和地点、注意事项；

(15).预约日期和时间段支持按天/月展示，并能显

示预约日期/预约时段的总号源和已占用号源数；

(16).支持对有/无可预约号源日期区分标记，无号

源的日期不能进行预约操作；

(17).支持对可/否预约时间段区分标记，不可预约

时间段不能进行预约操作；

(18).支持预约预览功能，可预览指定时间内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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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完成情况；

(19).预约记录支持多条件查询，包含但不限于患者

就诊号（病人号/HIS 号/申请单号等）、病人姓名、

工作站类型、检查类型、预约状态、开始时间、结

束时间、申请医院、接收医院、申请医生等；

(20).支持预约小票重打功能，避免出现因预约小票

丢失导致影响后续检查的情况；

(21).系统支持按照查询条件，支持 excel 格式导出

患者安排信息；(22).系统支持绿色通道功能，支持

在某个时段追加预约数量；

(23).支持同一医院多个院区之间医技预约号源共

享，能采用自动/手动方式相互预约；

自助机预约

(1). 支持各医技检查（放射、超声、内镜、心电）

的自助预约，在减少护士预约登记工作量的同时缩

短患者预约排队时间，更合理地安排患者检查时间；

(2). 支持单科室、全科室以及特定科室组合预约

功能，根据医院实际情况个性化配置，满足各科室

预约要求；

(3). 门诊或住院医生开立检查申请单后，患者根

据申请单项目完成缴费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

况，在自助机上对相应的医技检查项目进行自助预

约。

(4). 支持与医院 HIS/EMR 系统进行对接，自动获

取门诊/住院患者的检查申请单数据；

(5). 支持患者手工录入 HIS 号或者扫描申请单上

的一维/二维码，获取所有的未检查的开单信息并进

行自助预约、预约修改、预约取消等操作；

(6). 为保障患者信息安全，系统支持身份确认功

能，患者需要刷诊疗卡或者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件

进行身份确认，确认无误后才能进行预约操作；

(7). 支持患者同时预约多科室医技检查项目；

(8). 支持检查申请项目单项预约，也支持选择多

项检查申请项目进行统一预约；

(9). 系统能自动推荐预约项目的最优预约方案，

方便患者进行预约操作；

(10).对于预约项目中能合并检查的项目，系统支持

自动合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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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系统推荐的方案，患者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确

认预约或者修改操作；

(12).支持患者在规定时间内对之前已预约的项目

进行方案修改/取消操作，合并预约的项目可以进行

合并修改/取消；

(13).支持对患者修改后的预约方案进行规则校验，

检验是否有规则冲突，如有冲突，给出提示，要求

重新修改；

(14).支持对有/无可预约号源日期区分标记，无号

源的日期不能进行预约操作；

(15).支持对可/否预约时间段区分标记，不可预约

时间段不能进行预约操作；

(16).支持语音提示患者预约成功，同时自动打印预

约小票；

(17).提供默认预约小票模板，且模板支持自主编

辑，小票基本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预约单号、预约时

间、预约项目、预约科室和地点、注意事项等；

(18).支持对检查部位不允许进行自助预约检查项

目特殊标识；在患者进行自助预约操作时，系统能

给出提示，提示患者前往前台进行手工预约；

(19).急诊患者的所有检查项目均不支持自助预约，

在急诊患者进行自助预约操作时，系统能给出提示，

提示患者前往前台进行手工预约；

(20).自助机显示界面风格支持自定义配置，配置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医院 LOGO、医院名称、界面背景、

预约提示、显示模块等；

(21).支持超时处理功能，若系统在某个界面停留时

间超过设置值后能自动结束进程，返回初始界面；

(22).提供不同级别的日志记录以及查看功能，根据

需要配置，用于后续系统维护以及异常问题的排查

处理；

(23).支持与第三方自助机对接，可由第三方自助机

直接调用自助预约界面，并进行后续预约操作；

微信预约

(1). 支持与医院微信公众号相结合，为患者提

供各医技检查（放射、超声、内镜、心电）的微信

预约服务；

(2). 支持患者手工录入 HIS 号或者扫描申请单



498

上的一维/二维码，获取所有的未检查的开单信息并

进行微信预约、预约修改、预约取消等操作；

(3). 支持患者同时预约多科室医技检查项目；

(4). 为保障患者信息安全，系统支持身份确认功

能，患者首次使用微信预约功能时需要进行验证和

绑定操作后才能进行预约操作；

(5). 支持与微信公众号数据联通，在公众号已进

行身份验证的用户无需再次验证，输入 HIS 号或扫

描申请单上的一维/二维码后即可获取申请信息；

(6). 支持患者同时预约多科室医技检查项目；

(7). 支持检查申请项目单项预约，也支持选择多

项检查申请项目进行统一预约；

(8). 系统能自动推荐预约项目的最优预约方案，

方便患者进行预约操作；

(9). 对于预约项目中能合并检查的项目，系统支

持自动合并处理；

(10).系统推荐的方案，患者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确

认预约或者修改操作；

(11).支持患者在规定时间内对之前已预约的项目

进行方案修改/取消操作，合并预约的项目可以进行

合并修改/取消；

(12).支持对患者修改后的预约方案进行规则校验，

检验是否有规则冲突，如有冲突，给出提示，要求

重新修改；

(13).支持对有/无可预约号源日期区分标记，无号

源的日期不能进行预约操作；

(14).支持对可/否预约时间段区分标记，不可预约

时间段不能进行预约操作；

(15).预约成功后，系统支持自动推预约成功消息

（微信/短信）给到患者，消息内容和格式可由医院

个性化定制；

(16).对于不允许进行微信预约的检查项目，系统支

持给出特殊标识和说明，同时患者不能对其进行预

约操作；

(17).微信预约初始界面风格支持医院自定义配置，

包括但不限于界面背景、预约提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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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微信预约系统各界面均能展示提示信息，内容

支持自定义，提示患者某些注意事项，确保患者能

按规定操作；

(19).提供预约全流程提醒功能：预约成功后，推送

预约成功信息；检查日期前一天推送检查提醒信息；

对于需要特殊准备或者特别注意的检查项目，在一

定时间内推送提醒信息给到患者；推送信息的时间

节点以及模板内容均可由医院自行配置和修改；

26

转诊记录查询

通过预约时间及转诊的病人信息可以查看到历史转

诊情况，包括原诊室信息现预约信息及新的诊室信

息。

27

预约资源查询

预约资源查询可以查看某时间段内的诊室资源使用

情况，包括门诊及住院预约人数、剩余号源情况、

总号源数、已预约未签到人数等。

28
预约日志

预约日志查询可以查询不同的诊室历史预约情况，

包括预约信息、操作人信息及患者信息等。

29
取消预约

医技预约可以为已经预约的病人进行撤销预约和变

更预约时间。

30

一键退费

在取消预约时，可以实现一键退款。与 HIS 系统交

互，调用取消医技项目申请单和退费接口，若院内

已建设统一支付平台，则进行原路退款，将缴费充

值的金额根据支付方式原路返回。一键退费仅支持

院内的预交金缴费模式。

31

统计报表

预约时间段统

计

依据不同的医技科室，诊室及预约时间段统计不同

检查项目的号源总量，预约量及剩余号源情况，为

持续优化医技排班提供依据。

32
预约数量统计

统计不同医技诊室的预约次数及取消预约次数，实

现对诊室的工作量评估。

33
预约明细查询

根据预约诊室及预约时间查询该诊室下的预约明

细。

34
预约号源统计

按检查项目统计，查询不同检查项目的可预约时间、

班次及剩余的号源数量。

35

通知管理

预约成功通知

平台确认预约完成的消息出口，与医院集成平台实

现消息转发，返回预约请求状态，并实现预约确认

单据的打印。

36 取消预约通知
平台确认取消预约完成的消息出口，通过便民服务

小程序、院内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发送取消预约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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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消息。

37

候诊通知

在患者通过便民服务小程序进行院内签到后，将根

据患者所预约号源的实际候诊排队情况，对患者发

送候诊通知。

38

基础功能

字典管理

主要针对平台的基础字典的统一维护管理功能，字

典简单、字典内容数据相对固定、字典数据可以相

对标准统一编辑模块进行维护，包括检查类别、检

查部位、归属院区、科室类别、菜单、接口服务等。

39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用来维护平台的用户信息，包括登录账号、

昵称、工号以及联系方式等；在系统初始化时，超

级管理员协助用户管理员进行用户人员的配置，根

据实际运行情况可以进行相关调整。

40
角色管理

每个用户可以分属不同的角色，角色是用来授权的

最小单位。

41
权限管理

每个用户可以分属不同的角色，角色是用来授权的

最小单位。

42
菜单管理

菜单管理为平台的基础配置，管理平台菜单的层级

及菜单的跳转路径。

通知管理 (1). 系统提供预约全流程短信通知功能；

(2). 患者预约成功后，短信推送预约成功信息告

知患者；

(3). 患者预约信息变动时，短信推送预约变更信

息告知患者；

(4). 支持同时短信推送患者检查注意事项；

(5). 检查日期前一天推送检查提醒，提醒患者做

好检查准备；

(6). 对需要特殊准备或者特别注意的检查项目，

在规定时间段推送提醒信息；

(7). 短信推送信息内容模板可由医院自行编辑；

(8). 短信推送信息的时间节点可由医院自行配置

和修改；

系统集成 (1). 支持与医院公众号对接，发送通知信息；

(2). 支持医院短信平台进行对接，发送通知信息；

(3). 支持与院内各种业务系统或信息平台（HIS/

集成平台、EMR、PACS 等）进行对接，获取门诊、

住院患者检查申请单信息，各系统间数据一致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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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专业 PACS-HIS 网关软件。

(4). 支持与临床医生工作站集成，医生开单后即

可进行医技预约安排操作；

(5). 支持与第三方自助机进行对接，由第三方自

助机进行预约操作；

(6). 支持与第三方自助机进行对接，由第三方自

助机进行签到操作；

(7). 支持与 HIS 系统进行接口对接完成患者医技

检查项目的扣费及计费操作。

(8). 支持与 HIS 系统进行接口对接完成医保患者

和非医保患者的识别计费提醒。

（三） 住院床位预约平台

1

患者入院

申请

当医生评估患者诊断符合住院标准后，可通过住院

床位预约平台填写入院申请，提交患者基本信息、

门诊诊断等入院申请所需要的初步信息，等待相关

医护人员进行入院申请审核。

2

患者入院

查询

提交入院申请单后，可以通过自助机、微信公众号、

APP 等多种渠道查询入院申请单的审核情况。若申请

单已审核通过，患者需要根据申请单的内容完善患

者的详细信息，确保患者信息的完整性。

3

床位分配

管理

医护人员可以根据患者提交的入院申请单进行入院

申请的审核，一旦审核通过则需要对患者进行如愿

的床位分配。可以通过查找患者分配床位或按病区

空床来指定患者进行床位的分配。床位分配完成后

将通过发送入院通知单信息对病人进行住院通知提

醒（入院通知单可通过微信公众号、APP、自助机等

多种渠道进行查询），病人住院当天根据收到的住

院通知信息即可办理后续的住院手续，完成住院流

程。

4

床位智能

分配

当病人进行入院申请后，床位智能分配引擎会依据

病人基本信息、病区资源、病情分类、床位要求等

多个因素，结合特定的知识库规则进行综合计算，

分配最佳床位。例如：根据诊断计算患者平均住院

日，结合分配优先原则，包括患者是否是 ICU 转进、

转出，是否为急诊病人，是否需要做手术等多个条

件判断，以此进行床位的智能分配。

5
床位情况

总览

通过床位情况总览可以按病区、患者等多个条件查

询床位的总体情况。让床位管理中心清晰了解医院

整体的床位使用情况，对床位进行合理的分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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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转床、转科等操作。当床位数较为紧张时，可

以为 ICU或其他病区转入的病人提前进行留床操作，

避免床位资源不足导致病人无法正常入院的麻烦。

5

床位资源

分析

根据医院的床位资源情况，进行指标化的统计分析，

利用分析结果了解影响床位资源的相关因素和监管

对象的控制情况，以此作为辅助管理决策的依据和

抓手。

6
床位统计

统计各病区床位使用情况有床位使用率、可用床、

待入院、候床数等。

7 床位预约统计 统计医院各病区的平均预约时长、预约入院率情况。

8 跨科收治统计 统计各病区跨科收治率、跨科收治详情。

9
留床入院统计

统计各病区留床数、留床入院率。可以查询各个病

区下医生的病床超时取消情况。

3、福建省妇产医院多点结算平台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通用基础

功能

Windows 动态

库

5) 多点结算结果轮询查询：多点诊间结算后，

动态库轮询查询，获取多点结算结果。若需要

打印信息则调用诊间结算打印信息获取，并使

用打印机打印结果。

6) 支付平台诊间一码付下单：当动态库查询

多点结算失败（院内预交金不足）时，生成唯

一的支付平台诊间一码付商户流水号，按照多

点结算预结算结果的欠费金额，向支付平台发

起一码付下单，并关联多点结算的业务流水号，

接收支付平台返回的一码付二维码。

7) 诊间结算打印信息获取：动态库根据医院

业务流水号，获取诊间结算信息，和取药信息

以及取药码。

8) 医保结算结果打印：动态库按照预设打印

模板，调用热敏打印机驱动，根据结算结果的

不同类型，将获取的诊间结算信息、补缴一码

付二维码、取药信息和取药码打印到单据上。

2 主服务地址与端

口设置

接入“多点结算平台”的系统在主程序启动时加载

Windows 动态库，通过设置主服务地址与端口，用于

建立与“多点结算平台”的连接，此功能可与备用

服务地址与端口设置功能共同使用，达到主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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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互备使用的目的。

3

备用服务地址与

端口设置

接入“多点结算平台”的系统在主程序启动时加载

Windows 动态库，通过设置备用服务地址与端口，用

于建立与“多点结算平台”的备用连接，此功能与

主服务地址与端口设置功能共同使用，达到主从服

务器互备使用的目的。

4
读取社保卡信息

功能

通过调用 Windows 动态库交互接口，使用加装 PSAM

认证卡的读卡器读取社保 IC 芯片中的个人信息，包

含：社保卡号、姓名、身份证号、性别、出生日期、

工作单位、联系地址等常用信息。

5

社保卡结算防伪

卡功能

为确保参保人员医保结算时社保卡真实性读卡，防

止伪卡交易的出现，多点结算系统采用了动态库接

口的方式提供给医院调用，依托社保卡高安全的 CPU

IC 芯片及加装部委统一标准的 PSAM 卡卡具终端，医

保结算过程中通过取社保卡随机数，成生校验数据，

将社保卡校验数据传至后台用于防伪卡校验。

6

社保卡结算终端

安全管理功能

为方便社保部门管理，有效保障医保交易信息的真

实性，多点结算系统采用了动态库接口的方式提供

给医院调用，在医保交易过程中，Windows 动态库将

交易相关的终端特征信息通过多点结算平台接口一

并上传， 用于社保卡结算终端安全管理使用。

7

社保卡结算操作

人身份认证功能

医院 HIS 系统的医生工作站、护士工作站登录功能，

在登录时需医生（护士）插入本人的社保卡用于登

录权限验证，医保系统通过验证医生（护士）在社

保的注册信息返回结果到医生工作站、护士工作站

登录窗口。在医保交易过程中，同样需要验证发起

人的身份信息，保证交易过程中的安全性，另外在

医生（护士）退出系统的同时也向医保发送退出请

求，以便认证社保卡结算操作人的身份。

8 获取平台、动态

库版本信息

通过查询平台及本地动态库的版本信息，即时有效

了解医院运行环境的情况，方便医院管理人员管理

医院端应用服务。

9

SSL 证书自动更

新管理功能

医院多点结算平台服务器定时（时间可配置）向社

保 SSL 证书文件服务器请求最新证书版本信息进行

校验，如果证书版本已更新，医院多点结算平台 SSL

证书自动更新模块则自动下载最新版本证书文件到

本地服务器。证书的更新时间可以设置在原有证书

过期前一个月左右，防止因证书更新不及时导致的

多点结算业务无法办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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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SL 证书过

期告警通知功能

医院多点结算平台服务器证书版本即将过期或出现

使用异常等情况，系统后台自动生成告警日志。

11
数据安全传输

功能

数据传输主要从防数据泄露、防数据篡改、防数据

重发等几个方面进行设计，保障数据传输的安全。

12
凭据打印模板

配置

根据医院实际情况，对诊间医保结算凭据打印内容

进行配置。

13

诊间结算

系统

门诊挂号刷卡

门诊挂号刷卡获取个人的参保信息，如姓名、身份

证号、工作单位、参保中心、卡状态、个人账户余

额等。

14
门诊挂号

登记患者的社保卡号、挂号科室、挂号费用、挂号

次数等信息。

15 门诊挂号冲销 对已挂的号，进行挂号冲销。

16

门诊收费刷卡

门诊收费刷卡获取个人的参保信息，如姓名、身份

证号、工作单位、参保中心、卡状态、个人账户余

额等。

17

门诊收费

收费明细包含：项目编号、项目名称、发票类型、

是否医保、单位、规格、单价、数量、金额，以及

社保卡号、门诊科室、门诊医生、医生证件号码、

病情诊断、处方项目数等信息。

18 门诊收费冲销 对已收费的单据，进行收费冲销。

19

门诊预结算（无

卡）

使用系统的社保卡信息进行无卡预结算，门诊预结

算不直接进行门诊收费，先测算本次门诊费用的医

保报销金额，预结算发送明细数据包含：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发票类型、是否医保、单位、规格、单

价、数量、金额，以及社保卡号、门诊科室、门诊

医生、医生证件号码、病情诊断、处方项目数等信

息。

20
门诊挂号、收费

二合一功能

减少与医保交互的次数，合并门诊挂号、门诊收费

功能。

21
门诊收费明细查

询 医生可以查询患者的门诊收费明细数据。

22 门诊电子对账 提供门诊医保电子对账单服务，减少财务工作量。

23

床边结算

系统

住院登记刷卡

住院登记刷卡获取个人的参保信息，如姓名、身份

证号、工作单位、参保中心、卡状态、个人账户余

额等。

24 住院登记
登记患者的社保卡号、入院病区、入院时间、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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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等信息。

25

住院免押卡授权

参保人在入院登记时，通过签定免押卡授权协议及

知情同意书，院方将能够对该参保人在院后续医保

业务的办理在脱卡状态下完成，避免参保人医保卡

押在收费处。

26
住院登记撤销

对已经入院登记，尚未收费的住院患者，可以撤销

住院登记。

27

住院收费

收费明细包含：项目编号、项目名称、发票类型、

是否医保、单位、规格、单价、数量、金额，以及

社保卡号、住院天数、住院诊断、责任医生、处方

项目数等信息。

28
住院收费冲销

对已经收费的单据，在尚未办理出院登记前，可以

进行住院收费冲销。

29

住院预结算（无

卡）

使用系统的社保卡信息进行无卡预结算，住院预结

算不直接进行住院收费，先测算本次住院费用的医

保报销金额，预结算收费明细包含：项目编号、项

目名称、发票类型、是否医保、单位、规格、单价、

数量、金额，以及社保卡号、住院天数、住院诊断、

责任医生、处方项目数等信息。

30
住院押金催缴

系统支持定时向住院病人推送医疗费用试算以及账

单、押金催缴账单消息。

31
出院登记

办理出院时，登记患者的社保卡号、住院流水号、

出院时间、出院原因等信息。

32
出院登记撤销

对已经办理出院登记，尚未重新入院的患者，可以

取消出院登记。

33

住院病案登记

登记患者的社保卡号、住院流水号、病案号、入院

病区、入院诊断、出院时间、出院情况、手术情况、

出院小结等信息。

34
住院病案登记撤

销 对已经登记的住院病案首页，可以撤销登记。

35
住院电子对账

系统提供住院医保电子对账单服务，减少财务人员

对账工作量。

4、福建省妇产医院互联网+就医流程服务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电子处方 处方传送
建设电子处方平台，支持零售药店售卖处方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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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拓展患者买药渠道，有效减轻患者就医负担。医生

开据的电子处方单由医院药师审核后，根据患者购

药流程的选择，流转到相应的医疗机构药房或药

店，为零售药店提供调阅医生开具的电子处方功

能，实现患者就近购药。

主治医生为患者开具处方后，电子处方平台实时采

集处方信息并保持同步。

2
处方调阅与发药

患者持卡到零售药店，药店药师调阅患者处方信息

对处方进行审核确认并发药。

3

互联网+医

院

互联网医

院

互联网医院是依托实体医院，通过互联网在线方式

为患者提供在线就诊服务，患者可以通过系统预约

医院医生，采用音视频交互的方式获取在线就诊服

务。主要包括就诊咨询、医生排班、患者信息查询、

在线就诊（音视频交互方式）、电子处方、药品配

送等功能。

在线注册

可支持患者在手机端提前录入患者基本信息，便于

诊疗行为开展；对于需要到院就诊的患者，可凭提

前录入好的信息或手机端上的身份凭证自助办卡。

就诊申请

用户通过系统选择医院的医生，并提出就诊申请，

医疗服务人员完成相关申请受理及信息反馈。

4
就诊咨询

患者可以通过系统，采用文字、图片、语音等方式

向医院的医生咨询康复、治疗的相关问题。

5

医生排班

通过与医院排班系统进行对接，实现对医院科室的

医生排班情况进行管理和查看，支持医生提交和调

整门诊出诊科室、时间等。

6

患者信息查询

主要实现对患者基本信息、疾病史、家庭史、过敏

史、历史用药、历史检查、健康数据等信息的查询。

支持在问诊过程中，方便查看患者基本信息和既往

就诊信息

7

在线就诊

患者与医生在约定的时间，采用图文、语音、视频

的方式进行在线就诊，医生根据问诊情况向患者提

供诊断结果的相关信息，支持在线开具诊断报告。

8
电子处方

医生在就诊结束后，可根据诊断结果开具电子处

方，并支持处方的查询、作废。

9

药品配送

医生开具药品电子处方后，通过系统自动流转到药

品配送关联方，药品会通过第三方配送直接送到患

者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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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用药管理

用药管理包括药品用药提醒和药品查询。系统可根

据处方中设置的用药频率和时间，以短信或微信的

方式提醒患者用药。同时，也可以在此获得所属医

生的用药指导。同时系统支持海量药品信息库，关

联相关疾病和症状，直接了解用药指南。定位到药

品的所在药店，提交购药申请，由药店进行送药。

用药服务

预约药师团队服务，如居家药箱管理、正确用药宣

教等。也可代约居家药学上门服务、用药指导等。

可获得信息药师或网上值班药师药学服务，慢病患

者可选择药师作为 MTM 管理药师，获得个性化药学

服务。

11

服务评价

服务质量评价：针对线上或线下就诊的流程环节进

行一一评价服务质量。

康复评价：针对某次的就诊评价疾病康复情况。

12

健康知识推送

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为患者推送有价值的健康教

育信息，或者为公共用户进行健康知识教育。同时

能实现各种医疗知识传送，包括药品知识、疾病知

识、慢病讲座、国家医疗政策等。

支持图文、视频等多媒体形式

13

公众端

（APP、微

信公众号）

预约挂号

支持不同科室、不同医生全时段的预约挂号，可实

时查阅医生出诊、余号情况，停诊信息，支持能以

短信、APP、公众号的方式实时推送，智能提醒和

预约记录查询。

14

智能导诊

通过患者预约信息、分诊叫号、医嘱信息、费用信

息，结合一系列复杂运算，向患者推送各诊疗节点

的信息，实现全程智能引导服务，让患者顺利高效

的完成就医流程，提高就诊效率。

15

分诊叫号

实时查询各个分诊台的叫号信息与队列情况，让病

人无需长久在候诊室等待，通过手机即可了解当前

叫号情况，同时使候诊室病人得到分流，改善病人

就诊体验。

16

门诊充值

方便患者通过支付宝支付、微信支付、银联等方式

实现手机端门诊充值，扣缴门诊费用，充值记录查

询。实现移动支付场景，患者再也不用来回奔波于

科室和缴费窗口。

17

报告单查询

患者在家即可查看检查检验报告单，不必特地前往

医院打印。电子报告单不会丢失，也便于管理和携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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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门诊服务 门诊服务包含门诊充值、门诊记录、门诊清单查看。

19

就诊记录

以挂号时间为轴、按科室分类，联合查询历次就诊

信息，包括挂号科室、挂号医生、诊断、处方、检

查检验、费用明细等。

20 住院预约 支持住院床位查询、智能提醒和预约。

21

日费用清单

支持查询患者历次住院日费用清单、住院费用清

单、结算清单。实现次日上午 10 点推送前日该患

者日清单信息。

22 住院充值 支持多渠道线上充值功能。

23

住院信息

1)住院记录

默认查询 1 年内的住院记录，也可查所有的住院记

录信息。

2)住院费用

默认查询 1 年内的住院费用明细，可查所有的住院

费用明细。

3)住院充值记录

默认查询 1 年内住院充值记录，可查所有的住院费

用明细。

24

便民结算

为患者提供诊间结算、床旁结算、移动支付等费用

结算方式，鼓励使用居民健康卡。

1）诊间结算

提供患者诊间结算服务，在医生问诊开单后，

将通过微信公众号或手机APP推送门诊结算清单到

患者的手机中，患者在确认结算清单后，可以进行

实时的诊间结算支付。

2）床旁结算

通过床边结算服务，快速为住院患者办理出

院，减少患者往返于病床和住院收费窗口之间的时

间，通过微信公众号或手机 APP 将患者的待结算清

单推送到患者手机中，在核对完患者身份，患者在

确认清单无误后，根据患者的预交款和医保卡进行

出院结算，结算完成后打印出院发票、费用汇总清

单和医保结算清单给患者。床边结算支持银联卡、

支付宝及微信等第三方支付渠道，极大方便了患者

办理出院的手续。

3）移动支付（含移动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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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在通过个人身份识别后，绑定个人移动支

付应用或智能设备，通过各类便民终端实时查询待

缴费数据、缴费项目和缴费金额。患者可在窗口、

自助机、诊间、床旁等多种场景，通过二维码、移

动应用、智能设备等方式支付费用，并生成支付凭

证。扫码支付包括以下两种：

1.由患者主动出示动态付款码完成订单支付，打开

手机微信或支付宝付款码，主动贴近扫码墩，完成

识读并扣费。

2.在自助机、窗口、诊间支付等多个环节，微信、

支付宝生成包含订单信息的二维码返回给用户进

行扫码支付。

25

就诊指南

以图文方式展示了门诊、住院、医保等各种业务的

流程图和业务说明。方便患者在就诊过程中及时查

看了解，再也不用在医院内到处查找纸质说明。

26

医技预约

患者可在线完成医技项目号源的预约，预约成功后

进行再次预约或者查看预约详情，在预约记录中可

进行取消预约操作。

27

无卡预约

患者可通过平台通过人脸认证，进行无卡预约；通

过：① 选择科室 ② 选择医生 ③ 选择号

源 ④ 选择无卡预约 ⑤ 进行上传人脸认

证 ⑥ 上传身份证验证 ⑦ 校验成

功 ⑧ 无卡预约成功；无卡预约精确到时间点。

28

申请病历复印

患者可进行申请线上病历复印服务，通过：①新增

病历服务②阅读告知详情-开始认证③上传身份证

进行认证④填写信息⑤申请提交成功⑥复印病历

⑦选择快递寄送⑧添加收货地址⑨订单确认；可进

行病历详情、物流信息查看。

29

医院导航

1) 基本信息：介绍医院的办院宗旨、文化历史、

荣誉、特色、医院概况等信息，提升医院的知名度。

同时包含医院交通、官方网站、联系电话等信息。

2) 地图导航：使用腾讯地图，通过直观的地图展

示，让患者快捷知悉医院的地理位置，并提供公交、

自驾车、步行路线指引方案。

3) 楼层导航：通过平面图展示医院各个业务、办

公楼分布情况，同时提供楼层信息，通过点击各个

楼的编号或名字，显示该楼各个楼层的业务职能划

分。

4) 周边商户：通过百度等地图，显示周边商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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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主要有药店、餐饮、便利店、酒店、银行、加

油站等方便患者日常生活的商户信息。

30

本院动态

本院动态提供展示本院各类公告信息和健康资讯，

同时主界面滚动图文可进行自行维护，为院方提供

展示最新医院资讯、各种活动的窗口。

31

消息提醒

消息中心会及时推送与患者相关的信息咨询，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预约提醒:提前一天提醒患者第二天就诊预约

情况，减少患者遗忘概率，提高医院服务水平。

2) 分诊叫号:通过一定规则（如离当前病人只差 N

个号时），推送分诊台叫号信息，提醒患者注意及

时就诊。

3) 报告单提醒:推送患者新出的检查检验报告，

及时告知患者。

4) 智能导诊：向就医过程中的患者推送各诊疗节

点的信息，引导患者顺利高效的完成就医流程。

5) 系统公告:推送最新的相关资讯，如活动消息、

疾病预警消息、健康资讯、法规政策等。。

32
卫生资讯

支持患者以图文的形式查看医院动态、健康资讯等

图文信息内容。

33

个人中心

1）基本信息：个人基本信息查询与维护。

2）预约历史：查询历史的预约信息。

3）趣味自测：包括乙肝两对半，BMI， 血型，安

全期，血压，三围等自测。

34
医护端

（APP、微

信公众号）

患者信息查询

查询门诊患者基本信息，方便医生护士掌握门诊就

诊情况和患者第一手信息。

35

历史报告查询

查询病人指定时间范围内的历史检查、检验报告、

治疗医嘱。让医生护士全面掌握病人过往病史，为

后续治疗提供相应依据，同时避免重复开检查检

验。

36

就诊情况

查询病人指定时间范围内的历史诊断、处方信息。

让医生全面掌握病人过往治疗情况，为后续治疗提

供相应参考依据。

37
排班情况

查询医院各个科室的门诊排班信息，实现医生对门

诊工作的合适安排。

38 收入情况查询
查看门诊医生接诊费、药品总费用、药占比等接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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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统计数据。以此为依据合理进行科学决策，运

营调整。

39
报告单查询

查询接诊病人的检查检验报告单结果，及时跟踪病

人病情情况。

40

预约情况

查询医生个人的门诊预约数量和病人列表，以此合

理掌控病人接诊时间。同时提供门诊预约趋势图以

供分析。

41
住院皮试信息提

醒

用药前的阳性皮试信息，会及时告知主治医师与主

管护士，确保用药过程的安全，避免发生医疗事故。

42 住院病重、病危

患者提醒

医师针对患者下达病危病重医嘱时，系统会及时提

醒责任护士、护士长注意患者病情变化，以此提升

护理等级和医疗服务质量。

43
住院报告单危急

值提醒

根据报告单中结果数值，及时提醒医师关注危急值

信息，及时进行相关处置，保障患者生命安全。

44
住院报告单查

询、提醒

提醒医生查看病人的检疫检验报告信息。让医生全

面掌握病人住院治疗期间的病情情况，为后续治疗

提供相应参考依据。检查检验报告单支持双指缩

放。

45
住院抗生素用药

审批

针对特殊用药，上级医生可以随时随地审批抗生素

用药，确保用药及时性，保障患者治疗效果。

46
住院医嘱查询

随时随地查询患者医嘱执行情况，医嘱新开和停嘱

等信息。确保医嘱闭环管理的执行。

47
住院病历查询

查询住院患者病历详细信息，为后续治疗提供相应

参考依据。

48

院内通讯录

集成院内员工、值班人员通讯录，支持按科室、按

姓名、按工号快速检索，为院内移动办公提供一定

支持。

49
住院手术排台查

询

查询住院患者的手术排台信息，提醒医生和护士合

理安排时间。

50

会诊管理

会诊消息提醒，会诊结束后并向院内医生系统同步

会诊结果。

医生可以查询、应答院内会诊申请，及时为患者制

定后续治疗方案。

51 消息中心 所有消息的统一提示窗口，方便医生查询。

52 个人中心 个人基本信息、修改密码、切换业务科室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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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福建省妇产医院医院管理信息系统（HIS）、医疗电子票据管理系统、运维管理配置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注册登记/

实名建档

支持患者在医院使用身份证等相关证件实名制登

记建档，使患者健康信息能永久保存。支持窗口

识读身份证信息进行人工建档、支持自助机建档，

支持用担保人身份证建档。支持换卡后卡内信息

的延续性，卡内资金安全，可凭身份证、短信验

证码等信息退款。支持多种类型的就诊卡，包括

居民健康卡（含电子健康卡）、社会保障卡、金

融 1C 卡、市民服务卡等，逐步过渡到以居民健康

卡（含电子健康卡）为主要就诊服务介质。

注册建档 支持患者身份信息读取。通过就诊卡、身份证、

居民健康卡、社会保障卡、金融 1C 卡、市民服务

卡等读取患者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出

生日期、身份证号、家庭住址、是否办过卡(如已

办理就诊卡，自动读取就诊卡号)等；通过患者主

索引功能，通过与患者的姓名、性别、家庭住址

等多个信息匹配，读取患者多次办卡记录信息。

通过读取患者基本信息，将患者身份证号或担保

人身份证号与患者办理的就诊卡号相关联，为患

者建档发卡。

2

补卡管理 患者身份信息读取补卡。根据患者的身份证

号、姓名、年龄、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属性检

索患者信息，查询患者记录，系统自动读取患者

历次办理的就诊卡号，确认患者身份之后，补发

新卡。

患者身份信息比对补卡。根据患者主索引功

能进行补卡，患者提供姓名、性别、年龄、家庭

住址、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支持根据各信息相

似度进行比对，并将相关信息关联后默认同一患

者，同时支持手工调整。

患者 ID 号合并。新发卡号可与原卡号不同，

但应保证每一位患者拥有唯一主索引。

3
患者信息

管理

医疗记录与医疗管理所必须的患者基本信息和既

往史信息的管理。

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龄、婚姻、地址、

职业，身份识别信息(居民健康卡、身份证、军官

证、驾驶证等)、既往史信息、医保信息(新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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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社保卡号、商业保险号等)等。具体功能包括：

基本信息采集、既往诊疗信息采集、数据质量控

制、基本信息变更管理等。

基本信息采集 通过居民健康卡、身份证、军官证、驾驶证、护

照等身份证件识别和人工录入患者个人信息，包

括姓名、性别、民族、籍贯、出生地、出生日期、

婚姻、户籍地址、现住址、工作单位、职业、联

系电话(本人)、联系电话(家属)等方式进行基本

信息采集。

4

既往诊疗信息采

集

提供患者既往诊疗信息的收集、管理、存储和展

现的功能。

1.提供对患者既往疾病诊断（或主诉）和治

疗情况等记录内容进行增加、修改、删除等操作

的功能，记录内容应当至少包括疾病（主诉）描

述、诊断、诊断医师、诊断日期等。

2.提供对患者既往手术史等记录内容进行增

加、修改、删除等操作的功能，记录内容应当至

少包括手术名称、手术日期、术者等内容。

3.提供对患者既往用药史等记录内容进行增

加、修改、删除等操作的功能，记录内容应当至

少包括药物名称、用药起止时间、用药剂量、途

径、频次等内容。

4.采集患者既往门诊诊疗有关信息的功能，

门诊诊疗信息应当至少包括就诊日期、就诊科室、

诊断等，并对患者的疾病诊断按照分类编码录入。

5.提供以自由文本方式录入诊断（或主诉）、

手术及操作名称的功能。

6.从患者本次就诊记录中自动提取诊断信

息，并将其归入诊断史中进行管理的功能。

7.对患者药物过敏史和不良反应史进行增

加、删除、修改等操作的功能，药物过敏史记录

内容应当至少包括过敏药物、过敏症状、严重程

度、发生日期等；药物不良反应史记录内容应当

至少包括不良反应症状、发生原因、严重程度、

发生时间等。

8.能够按照类别完整展现患者既往疾病史、药物

过敏史和不良反应史、门诊和住院诊疗信息等。

5 数据质量控制 通过校验和跟踪对数据质量问题进行管理，从数

据格式、数据值域、数据间的逻辑关系等角度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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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审核，如可按照空值校验、重复校验、格式

校验、一致性校验和逻辑校验等审核 规则对患

者基本信息数据进行质量控制。

6

患者主索引注册 根据录入的患者基本信息，注册生成患者在院的

唯一主索引，作为患者在本院就诊的唯一标识，

可与院内各系统之间进行关联，也可关联患者历

次就诊的诊疗信息。

母婴管理 运用腕带管理（RFID）技术。提供婴儿腕带、母

亲或家属腕带、护理人员标签的发放、绑定和维

护功能，建立新生儿和母亲电子标签专属档案。

并可以查看历史腕带记录，这些标签都采用不可

重复的唯一号，从而避免用药错误、杜绝大人、

婴儿被错误识别而接受了错误的治疗等。

7

基本信息变更 对已录入的患者基本信息进行修改并同步更新，

实现患者基本信息的变更管理。

对患者基本信息的录入、修改等变更操作，可自

动记录相应的操作内容、操作人员和操 作日期，

用于对操作的追溯和审计

8
基本信息查询 支持对患者基本信息进行多条件组合查询，提供

对查询和统计结果的导出功能。

9

挂号服务

挂号 患者可选择现场挂号、预约挂号、复诊挂号、分

时段挂号等不同类型的挂号服务。支持患者基本

信息录入，患者信息修改，配置挂号限制规则，

允许同一个患者同时挂多个门诊号源，支持患者

选择就诊医生。可实时参考各门诊当日限额与已

挂号人数，确定是否允许挂号

10

换号 可查找患者当天已挂号源但尚未就诊的挂号信

息，进行换号操作，变更患者就诊科室与就诊医

生。

11
退号 可査找患者当天已挂号源但尚未就诊的挂号信

息，进行退号操作。

12

收费 根据患者选择的挂号科室、就诊医生和就诊身份

类别，结算患者挂号、换号、退号等相关费用。

对医保患者，结算费用包括医保统筹支付金额、

医保账户支付金额、个人自费金额等不同内容。

患者通过多种支付方式完成线上或线下支付

13
结账 支持挂号费用日结功能，汇总每天窗口人工服务

或自助服务等各渠道收取的挂号、换号、退号等

相关费用信息，包括现金、储值账户、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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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账等，并打印缴款报表，提交财务部门确认，

支持电子及纸质结账单。

14
统计查询 可统计并打印每天窗口人工服务或自助服务等渠

道挂号、换号、退号等相关费用的详细信息。

15
患者信用 对患者的挂号信用进行记录和管理，可进行黑名

单管理。

16

门诊收费

与结算

门诊预交金管理 读卡后获取门诊患者费用、单据及预交金余额信

息，并自动推荐补交金额。

17
门诊退费管理 可查询患者费用明细，可按单据、项目、明细等

多种方式开具退费单。

18

门诊费用结算 根据不同患者类别，自动确定收费比例，计算患

者自付金额与记账金额，支持根据不同患者类别

打印不同格式的发票。

13
门诊结账管理 提供门诊结账管理功能。对收款员的预交金、发

票等工作情况进行账务处理。

14

医保业务处理 支持与医保中心提供的相关接口对接，包括

登记信息上传、费用上传、费用预结算、费用结

算、结算取消、医保数据对照、诊疗信息上传、

医保审核、控费、医保对账等。

可实现与异地医保的实时对接，按照“就医

地目录、参保地政策、就医地管理”原则进行 跨

地区异地就医结算。

15

住院收费

与结算

住院预交金管理 可通过手工录入住院号、床位号、姓名等方式检

索住院患者费用及预交金信息。

16
住院退费管理 对于在院患者发生费用的项目，经相关部门确认

后可进行退费处理。

17
住院费用结算 支持与医保系统的实时交互。可实现中途结账或

出院结账等不同结账方式。

18 住院结账管理 提供住院住院结账管理功能。

19

医保业务处理 支持与医保中心提供的相关接口对接，包括

登记信息上传、费用上传、费用预结算、费用结

算、结算取消、医保数据对照、诊疗信息上传、

医保审核、控费、医保对账等。

支持新农合患者出院结算时，按照各地区关

于新农合就医结算的相关规定执行。

可实现与异地医保的实时对接，按照“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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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目录、参保地政策、就医地管理”原则进行 跨

地区异地就医结算。

20

住院患者

入出转

入院管理 入院登记。对于首次住院的患者，应为患者完善

基本信息，并建立入院档案生成住院号。若为复

诊患者，可通过患者主索引读取相关信息。对于

尚未入病区的患者，可以修改病区。支持登记需

要预约床位的患者。

入院撤销。对尚未入病区的患者，可以取消患者

的入院状态。如已分配了病区和床位，但没有发

生实际费用，可由病区先办理出区，再做入院撤

销。

21

出院管理 出院结算前，需病区开立出院证明。对于医保患

者，在出院结算前应确保费用明细全部上传。

患者结账。出院结算前，需病区开立出院证

明。对于医保患者，在出院结算前应确保费用明

细全部上传。支持取消结账的功能。

补记账。支持患者补记账功能，患者额外使

用的材料或在医嘱执行时无法收费的项目可做补

记账处理；支持对补记账记录作废的功能。

出院患者账页。支持查询统计出院患者的费用账

单，提供账单汇总信息以及账单明细的查询功能。

22

转院管理 由患者所在科室经充分研判，或由患者和家属主

动申请转院的，报请院内医务管理部门审批后提

交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并提前与转人医院联系，

征得同意后为患者办理转院手续。

病区床位

管理

转科管理 院内可进行转科操作

23
病区床位设置及

维护

根据病区规模和学科特点设置和维护对应的床位

数量和床位属性。

24
床位等级管理 对全院的床位等级进行集中管理，根据当地医疗

服务价格管理规定维护不同等级床位的费用。

25
床位分配 除为患者分配床位外，还包括包房、加床等床位

管理功能。

26
床位调整 患者在治疗期间，医生可根据患者的病情发展等

因素对患者进行床位调整。

27
院前急救

服务

院前急救数据与

院内急诊信息交

互

院内门急诊部门可通过院前急救机构平台，实时

共享院前急救患者的基本信息、生命体征、评估

表单、病情分级、处置记录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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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急救车与医院音

视频对接

提供音视频功能，实现院内医生对急救车上的医

护人员开展远程急救处置指导。

29
急救车定位 通过与急救机构平台数据的实时共享，监控急救

车辆的实时情况。

30
院前处置知识库 为急救车上的医护人员提供院前急救医学支持，

并辅助作出合理诊断，采取处置治疗措施。

31

急诊留观

管理

留观入出转登记 进行患者基本信息的采集和入出转留观室的手续

办理。

32 留观床位管理 维护床位属性和收费项目。

33
留观病历书写 留观病历书写内容包括留观问诊、留观体格检查、

留观诊断、留观诊疗计划、留观诊疗过程记录。

34
留观护理病历 急诊留观室护士录入护理记录内容，其中包括：

生命体征、病情观察、护理措施等内容。

35
留观医嘱录入、核

对及执行 留观医嘱开具，由急诊护士核对后申请执行。

36

门急诊处

方和处置

管理

通用功能 所有处方处置录入和处理时显示患者支付方式、

医保信息、药物过敏等标志。

37
处方录入 支持药品处方录入，包括药品名称、剂型、规格、

剂量、使用频次等

38

检验申请 自动获取和显示检验项目字典信息，包括项目名

称、取材部位、标本材料、价格、医保费用类别

等信息。录入检验申请时自动获取患者的基本信

息和临床诊疗信息，包括历史检验结果、其他医

疗卫生机构检验结果和报告。支持检验申请加急、

重复检验项目提醒、检验申请执行状态查询、检

验项目的参考知识、检验结果与报告数据获取等。

39

检查申请 自动获取和显示检查项目字典信息，包括项目名

称、检查部位、价格、医保费用类别等信息。录

入申请时自动获取患者的基本信息和临床诊疗信

息，包括历史检查结果、其他医疗卫生机构检查

结果和报告。支持申请检查加急、重复检查项目

提醒、检查申请执行状态查询、提供检查项目的

参考知识、检查报告和图像查阅等支持查阅报告

时，根据结果和患者诊断、生理指标、历史检查

结果对比等自动检查并给出提示。

40
手术、治疗申请 自动获取和显示手术、治疗项目字典信息，包括

项目名称、价格、医保费用类别等信息。支持录

入申请时自动获取患者的基本信息和临床诊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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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包括历史手术记录和治疗报告、其他医疗卫

生机构手术记录和治疗报告。支持申请加急、重

复项目提示、申请执行状态查询、项目的参考知

识、报告查阅等。

41

处方处置模板 支持处方处置模板的创建、修改和删除。处方处

置模板的权限分类管理，包括公共模板、部门模

板和个人模板。可根据处方处置内容生成新模板。

42

处方审核 录入处方时对相关药品资料信息查询，并可对医

嘱进行药物过敏史、药物相互作用、 禁忌证、

副作用等审查来协助医生正确筛选药物和确定医

嘱，并在发现问题时进行提醒和纠正。

43

输血申请单 电子化的输血申请单流程管理，包括输血治疗知

情同意书、临床输血申请单、取血单、输血记录

单和患者输血不良反应单等表单的录入，记录和

日志管理等。

44

处方和处置分析 对所有的处方和处置的全流程关键节点数据进行

采集和分析，包括处方和处置的开立、审核、状

态、结果等数据。

45

住院医嘱

管理

医嘱录入 长期医嘱和临时医嘱的录入功能。包括检查、检

验、处方、治疗处置、卫生材料、手术、输血、

护理、会诊、转科、出院等。所有医嘱均提供备

注，医生可以输入相关注意事项。医生权限管理，

如处方权、抗生素分级管理、特殊药品(毒麻、精

神类等)权限、手术权限等。合理用药功能，如药

品剂量、药品相互作用、配伍禁忌、适应证等的

自动提醒与检索功能。支持所有医嘱单和申请单

打印、续打、补打等功能。

46

医嘱核对 支持医护人员核对当前医嘱开立是否正确进行核

对，核对无误后提交护士，护士接收医嘱后再次

对医嘱进行审核确认。

47

医嘱作废 医生将根据患者病情情况进行医嘱的作废或停止

操作，在医嘱的执行栏上标记“作废”或“停止”

并有医生签名。医嘱作废或停止后，不能被执行。

48

医嘱执行 相关部门接收并查询患者相关的检查、检验、诊

断、处方、治疗处理、手术、输血、转科、出院

等诊疗信息，以及相关的费用信息，在医嘱有效

的状态下对医嘱进行执行操作。医嘱执行后，医

生不能再对医嘱进行作废。医嘱执行时自动计费。

49 医嘱模板管理
提供医院、部门、医生常用的长期医嘱和临时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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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模板和模板可视化管理、维护功能。提供编辑

模板需要的临床项目字典等医嘱辅助知识库。

50

医保政策提醒 医生在开立医嘱的过程中，支持对相关医嘱项目

的医保限制和自费项目的提醒功能，支持提醒后

可继续开立医嘱。

51

医嘱审核 护士对所有医嘱进行审核确认，根据确认后的医

嘱生成用药信息和医嘱执行单，记录医生姓名及

时间。可根据医院管理需求，设置已确认的医嘱

不得更改。

52

电子申请

单管理

申请单管理 对检验申请、检查申请、手术申请、治疗申请、

病理申请、输血申请、放疗申请、会诊申请、转

院申请等，实现智能开单、推送、接收、查询、

反馈等管理。

具体功能包括：申请单录入、申请单与医嘱关键

信息交互、医嘱自动生成申请单、病史及疾病诊

断信息调用、申请项目智能组合、检查检验危急

值推送与提醒、模板管理、条码管理、打印等。

52

申请单录入 门诊、住院申请单录入，包括检验申请、检查申

请、手术申请、治疗申请、病理申请、输血申请、

放疗申请、会诊申请、转院申请、入院申请等申

请单的开立、保存、修改和删除等。支持常用项

目快捷选择，支持注意事项提醒，支持智能控制

前置必做项目，支持申请单中必填项目内容的提

醒。

53
医嘱与申请单的

交互

根据医嘱信息按照申请单模板自动生成对应的申

请单，或根据申请单内容自动生成医嘱。

54

病史及疾病诊断

信息调用

根据预先设置的申请单模板，支持调用患者基本

信息、患者病史、疾病诊断、相关的历次报告等

信息。

55

申请项目智能组

合

根据申请检验项目、标本类型及检验分组等信息，

智能组合并自动计算检验附加费；根据申请检查

项目的执行部门、部位等信息，智能组合并自动

计算检查费用。

56

模板管理 提供检验申请、检查申请、手术申请、治疗申请、

病理申请、输血申请、放疗申请、会诊申 请、

转院申请、入院申请等常见申请单模板，提供各

模板常用项目维护管理。

57 条码管理 提供申请单条码管理功能，申请单保存时自动生

成条码，通过条码实现申请单和标本条码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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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实现申请单的流转、状态与定位。

58

申请单查询 根据用户权限提供医生、护士、医技人员实时查

看单个申请单的流转、状态、执行反馈和收费等

相关信息。

59

临床路径

管理

病种定义 定义需要执行临床路径的病种，支持指定病种适

用的科室、路径费用设置、路径审核、路径停用

配置等。提供根据标准住院天数的设置来设置病

例的标准诊疗费用。

60

模版管理 常用模板的配置功能，如医嘱模板、护理模

板、检查模板、检验模板、手术模板等；支持模

板按不同属性分类，如按模板类型、病种、西医

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证型等。

在设置临床路径时，支持调用临床路径内容模板，

对模板进行选择性引用，支持在模板引用后修改。

模板类型至少包括引用时间模板(如入院第一天

所需完成的项目和术后三天所需完成的项目)、引

用临床业务模板(如医嘱模板、护理模板、检查模

板、检验模板等)、引用执行人类型模板(如护理

人员模板等)。

61

路径内容定义 以时间为主轴对路径表单内容进行定义。针对不

同病种，制定不同临床路径。一个病种可制定多

条治疗路径和子路径。

设置每个路径日（阶段日）需完成治疗内容，路

径内容主要包括常规诊疗项目、检验项目、检查

项目、药品、手术项目、营养项目、护理项目、

中医特色治疗项目等。

62

进入路径规则管

理

提供多种入径判断规则配置，如西医诊断名称匹

配、中医诊断名称匹配、中医证型名称匹配等；

支持自动入径和手动入径规则配置。

63

路径变异规则管

理

提供多种变异规则配置，包括完整性规则：路径

中规定必须限时完成的路径内容，如果未完成，

必须填写变异原因；依存性规则：某项内容的填

写必须依赖于其他内容的填写，如诊疗工作和医

嘱项的某些关联项，必须同时填写或者同时不填

写。路径变异时输入变异原因。。

64
退出路径规则管

理

路径准出条件设置，如治愈、好转、未愈等情况；

路径异常退出，要提示输入退出原因。

65 路径改进 支持临床路径的实施过程和效果评价分析；根据

评价分析结果，对标准临床路径进行评价、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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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

66

查询统计 面向医院管理层、临床科室管理者、临床路径执

行者等不同级别的查询功能。包括全院级、科室

级使用的各个临床路径的使用人次、变更人次、

终止人次、完成人次、执行率、治愈率、变异率、

平均住院费用、平均住院天数等指标的统计分析。

67

单病种控费系统 单病种控费管理主要针对单病种疾病消费额度进

行设定和管理，将医生诊疗与单病种通过固定收

费标准关联起来，最大限度降低单病种医疗费用，

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1）基础信息维护

可维护单病种名称、关联的 ICD10 诊断、付

费限额等。

（2）单病种登记

医师可进行单病种登记，选择患者选择其单

病种类别进行登记。

（3）单病种退出

如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发生疾病变异，则医师

可以选择退出单病种。

（4）单病种付费提醒

临床诊疗过程中，如患者费用超过单病种付

费限额，则实时提醒医师进行处理。

（5）临床诊疗过程智能提醒

当诊疗过程中同单病种治疗方案出现偏差，

则实时提醒医师进行处理。

（6）单病种费用审核

医师可对患者住院费用进行审核，对非单病

种费用记录进行标识，不纳入单病种付费范畴。

（7）单病种费用复核和结算

出院结算时实时提醒收款员当前患者为单病

种付费，要求进行费用复核；结算时，不论费用

超出或不足，均按单病种付费限额结算，非单病

种费用另外结算打印发票。

（8）统计报表

包括单病种质量管理统计表、单病种平均费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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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表等

68

非药品医

嘱执行

实现检验、检查、治疗、手术等非药品医嘱进行

审核、执行打印等进行全过程闭环管理。具体功

能包括：患者身份确认、医嘱核对、标本管理、

执行确认、执行结果反馈等。

患者身份确认 打印患者信息条码作为患者的身份标识。护士进

行治疗护理时，扫描患者信息条码进行身份识别

与确认。护士端可查看患者基本信息，包括患者

的住院号、姓名、性别、年龄、入科时间、床号、

临床部门、诊断情况、主治医生、疾病状态、饮

食情况、护理级别、费用等。通过查看患者的入

院评估单与护理记录单，可随时获得患者的病情

信息。

69
医嘱核对 护士在工作站、移动护理终端进行医嘱信息核对

并执行医嘱，对于存有异议的医嘱禁止执行。

70

标本管理 提供检验条码实现检验标本全流程管理。条码标

识患者检验标本和检验项目。扫描标本条码，识

别患者身份信息、标本信息(标本种类、采集时间、

采集人)、检验项目信息、标本配送、交接信息(配

送人、配送时间、接收人、接收地点、接收时间

等)。

71

执行确认与结果

反馈

提供根据非药品医嘱生成患者的每天护理计划，

通过扫描条码，进行非药品医嘱的执行，录入医

嘱的实际执行时间和实际执行人等信息，护士长

可随时查看全天的医嘱执行情况、各种护理行为

的完成情况等信息，并将执行结果反馈医嘱开立

的医护人员。

72

药品医

嘱执行

为保证用药安全，实现患者身份及药品的核对、

使用针剂、口服药、外用药等进行全过程管理。

具体功能包括:配药管理、标签管理、患者身份查

对、药品查对、患者呼叫管理等。

配药管理 按使用方式及种类对医嘱进行区分，将医嘱分为

口服、注射、输液、治疗、检验检查、其他等不

同类型医嘱。进行整合判定后配药，打印药品条

码并贴签。

73

标签管理 药品的配药、发药、用药需要经过信息化的确认，

每个药品在从入库开始都生成唯一的标签，通过

扫描药品标签确认药品的正确性与患者医嘱是否

匹配等。通过对药品标签化，形成对药品的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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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74

患者身份查对 通过扫描药品条码与患者条码核对药品与患者的

匹配信息，信息核对一致后发放药品，保证用药

安全。

75

药品查对 从药品入库开始，对药品进行标签化管理。在患

者用药环节，通过扫描药品标签与患者标签进行

核对，最终形成药品的全闭环管理。可以追踪药

品在全院任何环节中的使用情况。

76

患者呼叫管理 患者在药物使用过程中，发生不良反应以及症状，

患者、陪床人员及巡视人员可以通过呼叫设备对

护士进行呼叫。护士需立即与当值医生反映情况

并及时处理。

77

门诊输液

管理

登记、双联条码生

成

登记护士扫描患者条码或刷卡实时获取患者基本

信息，处方信息及医嘱信息，自动生成双联条码

(患者信息条码及药品信息条码)。

78

皮试管理 提供患者皮试信息实时获取，对需要皮试处方和

医嘱进行提醒，对未做皮试患者进行提醒。录入

皮试结果，并根据皮试结果自动进入输液操作或

处方和医嘱作废操作。

79

数据核对 对配药、输液过程进行全流程查对管理。通过患

者身份条码与药物条码的核对，实现患者与药品

准确配对。

80

输液执行 扫描输液袋标签，进行自动叫号，并将叫号信息

显示到输液室大屏，同时通过语音广播方式呼叫

患者进行输液。护士使用移动终端进行患者身份

及药物的条码匹配，实现准确的身份识别，并自

动录入输液医嘱执行人和执行时间。

81

查看剩余位置和

患者位置号

支持实时查看剩余位置，并分配患者到相应位置。

扫描条码调取患者姓名、出生年月、房间号、位

置号等信息，以便护士对输液位置进行安排和统

计。

82

患者呼叫 患者根据自身的需要，通过呼叫单元向护士求助。

提供包括患者姓名、位置和所需要的服务（比如

不适反应、接瓶、拔针等服务)。

83

异常记录 在输液过程中出现异常情况，巡回护士通过护理

端对患者出现的不良反应进行记录，并中止该过

程的输液。

84 生成护士工作报
护士实际扫描次数与数据库中核定数量药物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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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统计 准扫描次数比对。

85

医嘱闭环

管理

医嘱闭环管理就是通过信息技术对整个医疗过程

进行实时监控和反馈，将医嘱管理模式从末端管

理转变为过程管理。通过移动终端对医嘱从下达、

录入、转抄、核对、领药、执行、确认执行结果

的整个流程进行检测，使得医嘱管理过程形成闭

环。

医嘱闭环包括且不限于：药品医嘱闭环、检验医

嘱闭环、检查医嘱闭环、手术医嘱闭环、输血医

嘱闭环、治疗医嘱闭环、危机值闭环等。

药品医嘱闭环 用药的闭环医嘱主要涉及病房医生、病房护

士与药房药师之间的交互联动。

从医生下达药品的医嘱信息开始，在保存医

嘱时对用药合理性进行判断，判断条件有性别、

年龄、过敏史、病生理状态、诊断、检验异常值

等，能对药品之间的配伍禁忌和相互作用进行判

断。

医嘱确认无误后，发送到护士站，护士执行

医嘱校对，申请药房摆药。

药房接收到临床的摆药单，对药单进行审核，

系统对其中的用药调用知识库进行合理性判断，

对有问题的处方进行提示，确认无误后完成配药

并发送到临床。

护士工作站接收药品，对药品进行贴瓶签摆

药等操作，对输注的药品必须严格执行配药流程，

由移动护理工作站，辅助实现配药记录。

扫描患者的腕带和药品进行输注核对；不一

致时，移动 PDA 进行报警；如果是高危药品，输

注时能进行提示，注意滴速、输注时长等信息。

输注期间护士进行巡视登记，对有出现不良

反应的患者进行登记，以即时消息的方式通知临

床医生进行相应处置，药品输注完成后实现拔针

操作。

医生站可以实时查看医嘱的执行状态，方便后续

的治疗。

86

检验医嘱闭环 检验医嘱主要涉及病房医生、病房护士、送

检人和检验科室之间的交互联动。

医生下达检验医嘱，默认检验标本，系统通



525

过检验合理性知识库判断当前所下的医嘱是否合

理。

护士校对医生发送的医嘱信息，根据检验的

申请项目打印标本的条码，贴在采集管上。

护士在患者床边进行标本采集时，通过移动

护理 PDA 的扫描确认采集管与患者是否一致；不

一致时系统进行报警提示，减少医疗差错。

采集标本的过程中，对特殊的检验项目会对

患者是否空腹、是否用药进行判断，出现异常值

时进行报警提示。

护士对采集的标本进行打包处理，有护工或

者相关责任人登记接收标本，将其运送到检验科

室。由检验科室扫描接收并登记接收人和交接人。

检验科室对标本进行分组处理，扫描采血管

上的条码，进行标本的检验和报告登记；系统提

供自动审核功能，对不超出正常范围的数据进行

自动判断，对异常值需要人工审核的进行单独列

出。

出现危急值时，系统通过医院信息平台将数

据推送到短信平台，以短信的方式通知相关责任

人及时处理。

检验科室完成报告的审核后，医护站能实时查看

患者的报告状态，并根据患者的历史检验结果生

成历史趋势图和推荐疑似诊断，方便临床诊疗。

87

检查医嘱闭环 检查医嘱主要涉及病房医生、病房护士与检

查科室之间的交互联动。

医生站下达检查医嘱，系统通过检查知识库

判断当前医嘱是否合理，系统可查阅当前检查项

目的注意事项。

确认无误后生成电子申请单，并提示医生为

患者进行检查预约。医生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

选择适当的预约时间；系统根据预约预制规则自

动给与警示和提醒。

预约成功后，通过短信平台或护士打印导诊

单给患者，告知其检查时间、地点及注意事项。

检查科室接收患者后，进行检查登录，可以

查阅患者电子申请单、病历记录、医嘱用药、检

查检验报告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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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科室完成检查操作，调用检查报告模板，

完成结构化检查报告，经由上级医生审核。

医护工作站可以实时查看检查的状态及报告

状态。报告审核完成，医护工作站接收到即时消

息。可以在工作站中根据患者姓名、住院号等信

息检查查看患者的检查报告。

检查报告中能结合患者的历史检查结果进行综合

警示提醒。

88

手术医嘱闭环 手术医嘱主要涉及病房医生、病房护士、手

术室和复苏室之间的交互联动。

医生下达手术医嘱，对患者的术前常规检查

及对未完成的工作进行提示。

根据手术医嘱，系统生成手术申请单，并对

患者当前存在的异常值和危急值进行警示；由临

床医生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判断是否继续申请手

术。

涉及重大手术和非预期再次手术的，提醒需

要完成重大手术申请审核和上级医师查房、进行

术前讨论等内容。

手术经过各层级审核后，发送到手术排台系

统进行排台工作。

手术室护士完成排台工作后，将排台信息发

送到医护工作站，各角色进行患者的术前准备工

作。

手术日，手术室去科室接手术患者，采用机

读方式确认接收人员的一致性；手术患者运送到

手术室，手术室进行接收登记，并记录患者所带

物品等信息。

手术麻醉系统中记录患者手术开始、麻醉开

始、手术结束、麻醉结束、复苏时间等信息。

手术结束后患者送到复苏室，工作人员完成

相关的记录，患者苏醒后由护工送回科室。

手术后，系统提示医生要在 48 小时内完成手

术记录等内容。

护士对术后患者进行监控，如果出现异常数据，

以消息方式提醒医生进行相应处置，护士进行护

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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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输血医嘱闭环 输血医嘱主要涉及病房医生、病房护士、输

血科之间的交互联动。

医生根据患者诊断或者检验结果提示的输血

适应症，进行新开输血医嘱操作。

输血系统提供严格的流程控制服务，首先必

须完成输血的知情同意书，对患者进行输血前的

评估，系统提供知识库判断，申请的血液制品的

类型是否正确。

如果患者当次输血量或者 24 小时内的输血

量超过 8u，需要进行三级审批；只有审核通过后，

才能发送输血的申请医嘱。

输血申请发送到护士站进行校对，护士打印

标本条码，使用 PDA 进行标本采集，将标本配送

到输血科进行交叉配血操作。根据交叉配血的结

果进行配血出库。

护士站接收到输血科的配血完成通知，到输

血科进行领血，由双人进行血液的出库操作，PDA

记录出库人和接收人。

血液运送到护士站，护士进行接收和再次确

认工作，都必须是双人核对。确认无误后扫描患

者腕带和血袋进行核对，确保用血的安全；核对

无误后，进行输血执行。

输血过程中，护士进行不同时间段的巡视。

患者出现不良反应时，使用移动护理进行登记，

并将不良反应的信息以即时消息的方式通知医师

和输血科。医师进行临床的处置，输血科对不良

反应进行追踪。

PDA 执行的所有输血记录会同步到护士站的

护理记录中，保持患者护理记录的完整性。

最后对输血进行结束操作，将空血袋进行回收和

销毁。

90

治疗医嘱闭环 治疗医嘱主要涉及门诊医生、病房医生、病

房护士、治疗科室的交互联动。

医师下达治疗医嘱，知识库结合患者的诊断

等信息进行治疗方案的推荐，医师选择合适的治

疗方案，并完成患者的治疗申请单。

护士对医师的医嘱进行校对，对需要多次治

疗的项目进行预约登记；系统根据执行的频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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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成治疗时间列表，护士对患者的每次治疗进

行记录。

治疗系统中能实时调阅患者的病历，进行有

针对性的治疗。

治疗系统的记录能实时反馈到医生站，供医

生进行查看，并作为下一次治疗的依据。

治疗结束后，由医生书写治疗记录小结，实现整

个治疗过程的闭环管理。

91

消毒供应室闭环 消毒供应室闭环主要涉及外科医生、护士、

病房护士、消毒供应室的交互联动。

外科医生根据隔日所进行手术或急诊手术需

要使用特殊手术器械及外来手术器械包的情况，

在提交手术申请单的同时提交手术器械申请需

求，消毒供应中心及手术室可查询确认该台手术

所需准备的特殊手术器械及外来手术器械包。

手术室器械准备护士进入手术器械排台界

面，标注手术所需器械包、布类包，包括常规高

压器械、低温消毒器械、特殊器械，其器械准备

模板内容由手术室提供，支持修改维护功能。

汇总当日手术器械清单及特殊器械准备单，

并形成报表，消毒供应中心及手术间内可查询，

并支持多筛选查询。

外来器械电子系统申请、接收、消毒供应、发放

查询：外科医生根据隔日所进行手术或急诊手术

需要使用特殊手术器械及外来手术器械包的情

况，在提交手术申请单的同时提交手术器械申请

需求，消毒供应中心及手术室可查询确认该台手

术所需准备的特殊手术器械及外来手术器械包。

92

母乳喂养闭环 母乳闭环主要涉及病房医生、病房护士、新

生儿科之间的交互联动。

新生儿科通过信息化手段将母乳喂养纳入管理，

形成全条码化的喂养闭环管理。医生下母乳喂养

医嘱后，护士站确认打印出“母乳喂养”条码，

贴在家属送来的母乳袋上，需要给新生儿喂奶时，

打印出执行标签贴在注射器上，用注射器取奶、

加热后，用 PDA 扫描执行标签和新生儿腕带进行

核对执行喂养。如果是冷冻的母乳，需要先解冻，

解冻后需要更新母乳标签，再打印执行标签后喂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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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值闭环 可在实验室检查、放射检查、核医学检查、

超声波操作、磁共振成像、病理检查、心脏诊断

及床边诊断检查的各信息系统中设定危急值相关

项目与标准。

检查、检验结果达到或超过“危急值”界限

时，提醒技师进行危急值复核；经复核确认为危

急值后，即刻审核发布；如复核可能有样本、试

剂、操作等影响因素时，可取消危急值提醒，但

需即刻通知临床科室重新取样送检或检查。

通过短信、系统消息、电话等多种方式把患

者病案号、姓名、科室、危急值结果等信息通知

申请医生。

提供语音或醒目的文字提示。

医生在接受到危急值通知后，必须在规定时

间内做出对患者处置的诊疗意见，进行危急值处

理登记，结束危急值通知；如在规定时间内没有

危急值处置反馈，则逐级把消息通知发送给上级

医生、科主任、主管院长等，直至完成危急值处

理登记；如医生复查认为危急值报告结果不当，

可通知医技科室工作人员取消危急值报告。

自动生成危急值登记本，以便管理部门抽查

监督。

（注：具体响应时间可根据医院实际情况进行设

置）。

94

药房及静

配管理系

统

药事管理 实现药师深入临床科室进行药师查房与会

诊，对药物使用进行咨询、指导与监测，提供个

体化给药方案，开展处方审核点评、用药评价。

具体功能包括：用药咨询、处方审核点评、

用药安全宣教、药师查房、信息浏览(病历病史信

息、疾病诊断信息、医嘱信息、用药信息、过敏

信息、检查检验信息等)、药师会诊、药学监护评

估、药历管理、药师数字身份认证等。

用药咨询

药师根据所掌握的药理学、药效学、药品不

良反应等专业药学知识和药品安全信息，为患者

及医务人员提供药物治疗和合理用药相关咨询服

务。

处方审核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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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师根据相关法规、技术规范，对处方书写

的规范性、药物临床使用的适宜性(包括用药适应

症、药物选择、给药途径、药物相互作用、配伍

禁忌等)，进行评价，发现存在或潜在的问题，制

定并实施干预和改进措施，促进药物合理应用。

用药安全宣教

药师根据所掌握的安全用药知识，为患者和

医务人员普及安全用药知识，开展用药安全宣教，

增强安全用药意识。

药师查房

查房药师通过调阅参与查房所在病区患者的

近期病历，了解患者疾病诊断和用药状况以及临

床检验、检查等相关信息，协助医师合理选用药

品；对危重患者用药进行监护，对临床用药提出

评价，对个体化给药的患者进行监测，对可能的

药物不良反应或相互作用进行讨论。

信息浏览

药师通过统一的医院平台或各子系统可浏览

患者病历病史信息、疾病诊断信息、医嘱信息、

用药信息、过敏信息、检查检验信息等，便于药

师为患者提供专业有效的药事服务。

药师会诊

药师参与多学科医务人员针对疑难病例诊治

的会诊，分析解决临床治疗过程中治疗药物的选

择、药物治疗的安全性等相关问题，分析制订特

定患者的个体化药物治疗方案和药物治疗监护问

题，分析解决危重症患者的急救问题等。

药学监护评估

在开展药学监护的各项活动中，全面、系统

地记录各种药物相互之间的作用情况和患者的身

体状况，对处于药学监护的患者管理，制订监护

计划、监测医嘱合理性、监测病情变化、评估各

种药物的作用。

药历管理

药师为患者提供药学服务过程中，建立患者用药

档案，主要包括患者的主诉信息、基本情况、病

历摘要、用药记录、用药建议与评价等信息；药

师通过查询患者药历，为患者提供连续、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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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药事服务。

95

门诊发药管理 实现各药房、自动包药机、自动发药机的发

药流程管理以及退药等功能管理，支持与自动发

药机进行对接，确保用药安全，实现药品的可追

溯。具体功能包括：门诊处方审核、门诊药房配

发药、门诊退药处理等。

1）门诊处方审核

全面展示待审核的处方信息，同时提示患者

的基本体征信息、过敏史、诊断、肝肾功能以及

其他个体化信息，药师在审核过程中根据实际情

况可调取患者的病历、检查检验结果等数据，审

核维度覆盖患者个体化(如体重、年龄、性别、肝

肾功能、过敏史等方面)、药物相互作用、用药剂

量、用药禁忌等，并可实时与开药医生进行交流。

2）门诊药房配发药

系统自动打印药品调配清单，由药师按调配

单取药后系统进行调配确认，通过发药机或者人

工完成药品调配工作。

处方调配完成后，门诊发药系统接收到处方

信息，通过刷卡或人工选择等方式确定发药的患

者与对应的处方，系统进行发药确认，同时扣减

库存，按需要打印用药嘱托给患者。

3）门诊退药处理

门诊退药申请由医生发起，患者将药物退还

药房系统确认退药，并传送退药信息到收费部门

进行退费。

96

住院发药管理 住院发药管理

实现各药房、自动包药机、自动发药机的发

药流程管理以及退药等功能管理，支持与自动发

药机进行对接，确保用药安全，实现药品的可追

溯。具体功能包括：住院发药审核、住院药房配

发药、住院退药处理等。

1）住院发药审核

根据医嘱进行住院发药审核。长期类医嘱只

需在开立后审核一次，全面展示审核的医嘱信息，

同时需要提示患者的基本体征信息、过敏史、诊

断、肝肾功能以及其他个体化信息，药师在审核

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可调取患者的病历、检查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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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等数据，审核维度覆盖患者个体体征(如体

重、年龄、性别、肝肾功能、过敏史等方面)、药

物相互作用、用药剂量、用药禁忌等，并可实时

与开药医生进行交流。

2）住院药房调剂

口服单剂量摆药。打印摆药单，根据医嘱的

用药频次将同一个患者单次的口服药 进行包

装，包装袋上打印单剂量条码，然后按单据、病

区等条件进行发药确认，系统扣减库存。

批量摆药。打印摆药单，对摆药单中的药物

按品规进行汇总后摆药，调剂完成后进行发药确

认，系统扣减库存。

3）住院退药处理

住院退药申请由医生发起，或根据医嘱的停止由

系统自动判断生成退药申请，护士复核退药单，

将药物送还药房，药房系统进行确认，退药完成。

97

静脉药物配置中

心管理

对静配中心实行全信息化的集中管理，进一

步提高医院医疗服务质量。

1）静配中心医嘱执行批次管理

为保证患者能够及时快速用药，合理临床用

药时间，在“以病人为中心”的管理理念下，静

配中心设置自动批次系统，确保有静脉用药的病

人，人人有第 1 批，同时考虑到了连续输液的不

间断、不积压，合理安排。

2）静配追溯管理

采用二维码技术，每张处方均设有唯一二维

码，从审方、排药、冲配、空瓶核对、运送、输

注等环节层层自动审核确认，通过软件扫描处理

可监控追溯至该处方的每一操作环节以及操作人

员，做到数字化实时监控。

3）药品配送管理

在药品接收时，护士通过扫描条码进行审核。

当扫描到其他科室的药品时，系统在串科记录中

会添加一条其他科室的药品信息，并发音提示。

串科药品的所属科室也可通过系统查询出药品当

前所在的科室，并通知工人转送，从而避免药品

的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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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动态排台管理

管理者在线便可以了解员工的在岗、工作、

纪律情况和请休假情况，并对员工的工作情况以

及静脉药物配置、运送、使用情况能够实时掌握；

员工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安排班次调换、确认，

体现管理过程中的人性化。

5）工人追溯考核

可查询送药人、出发时间、护士接收药品的

接收时间，进而统计出工人送药过程的用时及药

品存放护士站的用时，为工人的绩效考核提供科

学依据，提供工人的积极性，同时对静配成品药

的物流进行监管及追溯。

6）配置成品效期管理

根据药品有效成分稳定性设置效期管理，对

于配置后存储效期比较短的药品系统自动提示，

静配中心启动应急运送管理机制，并通知临床及

时应用，保证患者用药安全性。

7）设备智能在线监控

设备智能在线监控可以对设备利用率情况、

设备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做到随时了解设备

使用情况及运行状况，便于领导决策及设备故障

提前预警。

8）环境监控

环境监控可以对药品储存环境温湿度、洁净

区环境进行实时监控，做到随时了解药品储存条

件、药品配置环境条件。确保药品存储的安全性，

保证患者用药的安全。

9）静配药库管理

基于条码和自动识别技术对静配中心的药品

仓库进行信息化管理，有效监督仓库进出流程，

实现批次管理、快速出入库和动态盘点。

系统采用货位管理，设置最低库存量报警，自动

盘点差错，自动提醒管理人员及时补充药品，同

时对用药量小的药物进行醒目特殊提示，提示管

理者合理计划调拨药品，既保证临床用药，又可

以使药品不至于用药量小而导致积压浪费。提供

多种报表，给管理及财务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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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库房管理 实现医院各级药库、药房的药品进销存管理，

可接收院外药品供应链信息，提供完整的药品账

务管理，通过药品标识码，实现药品批次追溯功

能。

药库管理系统包含药品采购入库、药品出库、

药品盘点、药品帐页查询等功能，具体要求如下：

1、可扩展到多个药库库存单元（中、西、成）。

2、支持根据药品上月耗量或库存限量自动生

成采购计划；支持采购计划的多级审核；支持采

购单的发送及到货确认功能；支持采购单转成入

库单；

3、支持药品的采购入库、退药入库、盘盈入

库、赠送入库、调拨入库、领用出库、报损出库、

退货出库、盘亏出库、调拨出库等多种出入库类

别，且可根据要求增删。可自动接收科室领药单，

并转化为出库单；

4、在录入出入库单药品信息时，可自动获取

药品名称、规格、批号、发票号、进货价、零售

价、生产厂家、供货商、包装单位、发药单位等

药品信息，以及医疗保险信息中的医疗保险类别、

处方药标志、中标标志等并可随时生成各种药品

的入库明细、出库明细、盘点明细、调价明细、

调拨明细、报损明细、退药明细以及上面各项的

汇总数据，且提供打印功能；

5、药品零售价格可根据院方公式自动计算；

6、支持汇款凭证根据供应商的采购入库单自

动汇总统计及打印功能；

7、提供药品库存的日结、月结、年结功能，

并能校对帐目及库存的平衡关系；

8、可追踪各个药品的明细流水帐，可随时查

验任一品种的库存变化入、出、存明细信息。提

供药品的核算功能，可统计分析各药房的消耗、

库存；

9、提供药品字典库维护功能（如品种、价格、

单位、计量、特殊标志等），支持一药多名操作，

判断识别，实现统一规范药品名称；

10、提供药品的有效期管理、可自动报警和

统计过期药品的品种数和金额，并有库存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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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库存分布提示功能；

11、对毒麻药品、精神药品的种类、贵重药

品、院内制剂、进口药品、自费药等均有特定的

判断识别处理；

12、 支持药品批次管理；要求可根据参数

设置药品“先入先出”或“效期先出”原则；

13、可根据物价部门的现行调价文件实现全

院统一调价，提供自动调价确认和手动调价确认

两种方式；并可记录调价的明细、时间及调价原

因，记录调价的盈亏等信息，传送到药品会计和

财务会计；

14、统计查询：支持以上所有工作相关统计、

查询和打印功能；

15、支持批次管理功能，且效期和批号可修

改；

16、具有药品停用和缺药的标识；

17、支持按按批次、批号或有效期出库的规

则；

18、提供根据药品库存的上下限、同期或临

近期间消耗量等多种方法生成药品采购计划的参

考量的功能；

19、支持药品通用名、商品名、别名管理功

能；

20、支持药品换包装功能；

21、药库操作人员按角色进行管理，如入库、

出库、审核角色功能各不相同；

22、能够实现条码化管理；

23、提供药品效期、库存的自动报警。

24、支持条形码、二维码、 RFID 等 3 种药

物识别方式。

医疗电子票据管理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一） 基础信息管理子系统

1 初始设置
单位初始化

单位用户通过单位初始化功能，在基础信息初

始化界面配置财政为单位初始化授权信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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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从财政同步数据。

2

基础信息

管理

单位信息

单位信息由上级财政配置，医疗单位定时从上

级财政同步，供医疗单位查询单位信息，单位

信息包含单位编码、单位名称、联系人、开票

控制等。

3

可用票据

可用票据信息由上级财政配置，医疗单位定时

从上级财政同步，供医疗单位查询单位可用票

据的信息，包含票据代码、票据名称、开票方

式、生效时间、失效时间、保存年限等。

4

可用项目

可用项目信息由上级财政配置，医疗单位定时

从上级财政同步，供医疗单位查询单位收入项

目信息，包含项目代码、项目名称、收费标准

编码、收费标准、预算科目、资金性质、生效

日期、失效日期等。

5

开票点管理

医疗单位根据单位实际业务情况，在系统中进

行开票点创建，并对开票的用户信息、可用项

目信息、可用票据信息及印章应用信息进行管

理。单位开票点可以只创建一级，也可以创建

多级。

已有业务数据发生的开票点不能删除，只能停

用。

6

印章管理

医疗单位存在各分院为会计独立核算的情况，

各分院独立应用印章，因此开票点根据归属分

院情况不同，不同的开票点应用的印章存在应

用不同印章的情况，系统提供开票点印章管理

的功能，由医院管理人员设置各开票点的印章

信息。

印章应用管理存在继承关系，应用印章可逐级

往上继承，即本机构未维护相应的印章信息，

则可继承使用上级机构所维护的应用印章。

7

收费部门管理

医疗单位在实际业务情况中存在多个不同的收

费部门，各收费部门对应多个开票点，因此医

疗单位需在系统中进行收费部门创建，创建完

毕后挂接本收费部门所对应的开票点。

8

收费员管理

医疗单位根据单位实际业务情况，在医疗电子

票据平台中维护 HIS系统中对应的收费员信息，

并与医疗电子票据平台中已维护的用户信息进

行绑定。便于医疗电子票据平台按照收费员信

息统计查看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相关报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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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 新增收费员信息，按照 HIS 系统收费

员信息在医疗电子票据平台维护收费员编

码、名称及联系方式等。

2) 将新增的收费员信息与医疗电子票据

平台的用户信息进行绑定。

9

项目分组

医疗单位根据业务需要，根据票据种类设定该

票据的项目分组，项目分组是收费项目的组合。

项目分组设置完毕后，在后续开票业务中，开

具相同票据时相同收费项目时，票据种类选择

完毕后，可直接选择对应的项目分组，系统自

动按照分组内的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填充票面

信息，实现快速开票。

10

单位证书管理

若医疗单位存在多级单位，且不同单位开具票

据时需使用各自相应的证书进行签名，则需在

医疗电子票据平台中对单位证书进行管理维

护。针对不同的单位维护相应的签名证书，通

过绑定证书编码及配置签名地址后，在开票时

可自动调用对应的签名证书。

11

业务类别维护

医疗单位按照本单位的各业务类别分别维护相

应业务发生时所需开具的票据种类信息。当 HIS

系统调用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接口开具电子

票据时，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将根据 HIS 系

统发送的业务标识来自动判断本次应开具的票

据种类信息。

12

编码对照

医疗单位的 HIS 系统或其他与医疗票据平台对

接的外部系统，所使用的编码规则未采用财政

统一编码时，医疗单位需根据实际业务情况，

将本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的基础信息与外部

系统转入的基础信息进行编码对照。

医疗单位在新增对照模板时可选择需对照的基

础数据，其中包括区划、单位、开票点、收费

项目、交费渠道等其他基础信息对照。医疗电

子票据平台根据对照模板设置的已启用对照

项，显示相应的对照信息维护分页，且已启用

的对照项必须进行相应的对照信息维护。

（二） 医疗票据管理子系统

1
票据管理

期初库存设置

上线电子票据平台后，需要将单位的纸质票据

期初库存录入到系统内，如果是开票点录入期

初库存，则需要上级审核后生成期初库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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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财政。

2

票号申领

医院向财政部门发起用票申请，由票据管理人

员在线填写申领单，并提交给财政，财政接收

到申领信息，经审批后，并下发票号信息，医

院进行入库确认。

3

票号发放

电子票号发放为医院将电子票据号码发放到各

收费窗口和自助开票点，使其拥有独立的 4）开

票号段。

票号发放方式分为两种，一种为系统自动发放，

系统根据预先设置好的发放条件，自动将票号

段发放至各开票点；另一种为人工发放，医疗

单位根据开票点用票情况，将票号发放至各开

票点。

4

票据入库

医疗单位票据管理员收到向财政申领的纸质票

据后，需要在系统操作入库确认，将纸质票据

在系统完成入库。

5

票据下发

纸质票据发放，将纸质票据发放到各收费窗口

和自助开票点。

如业务系统需管理各收费窗口和自助机纸质票

据发放记录，可调用纸质票据发放接口，把对

应的纸质票据发放记录传输到医疗电子票据管

理平台。

如业务系统不管理纸质票据的发放，则由医疗

电子票据管理平台给各收费窗口和自助机发放

纸质票据。

6 票据申退及退库确

认

各个收费窗口和自助机票据领取错误时，可在

系统填写票据申退申请，上级审核后，将纸质

票据退回上级票管，完成纸质票据申退。

7

库存作废

单位从财政领购票据后，因票据遗失、损毁或

财政政策变更需要将纸质票据进行批量作废，

可在系统填写库存作废申请，提交上级财政审

核。

8

票据销毁申请

已使用的纸质票据保管时间超过财政要求的保

管年限后，可在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提交销

毁申请，财政审核通过后单位打印销毁申请单，

进行纸质票据销毁。

9 票据审验
医疗单位根据上级财政规定将已开具的票据信

息（包含：开票明细、收缴情况、作废情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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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冲销情况明细等）上报上级财政审验。

10
开票管理

在线开具

医疗机构在收费时，采用直接登录医疗电子票

据管理平台在线开具电子票据。

11

接口开具

医疗机构发生收费结算业务时，由医院业务系

统（HIS）调用医疗票据平台的接口开具电子票

据。

12

票据冲红

当单位发生退费业务时，需要对已开具的电子

票据进行冲红。具体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1）电子票据未生成对应的纸质票据，只冲红对

应电子票据。

2）电子票据已生成对应的纸质票据，应先作废

对应的纸质票据，再冲红对应的电子票据。

13

票据打印

已开具的电子票据，可根据受票人需要，持电

子票到医院收费窗口或自助设备上，将电子票

据打印为财政纸质票据。

14

票据存档

电子票据下载

医疗电子票据平台通过财政提供的电子票据服

务平台之间的接口，定期从财政下载电子票据

文件，存储到本地。医疗单位可从已存储的电

子票据信息中检索相应的电子票据，并下载导

出系统。

15

电子票据核对

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将每日已开具的票据明

细数据与财政监制归档的电子票据数据进行核

对，生成相应的差异数据报表，供医疗单位核

查。差异电子票据支持手动下载。

16

电子票据整理

针对医疗单位开具的电子票据，按照业务发生

时间、票据种类进行分类整理，医疗单位可按

照年份、月度查看该时间段的票据信息以及版

式文件。

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将从财政下载的电子票

据按业务日期整理生成明细表，医疗单位可按

照业务日期、交款人、票据种类、票据代码、

票据号码查询看电子票据信息。

（三） 医疗票据交付子系统

1
电子票据

通知 自动通知

电子票据开具后，系统根据医疗单位设置的通

知方式自动推送电子票据信息。

2 批量补发
系统支持查看电子票据推送的状态，针对

推送失败的情况，可在系统重新推送电子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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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补发方式包含：小程序、短信、邮件。

1.短信/邮箱补发通知

如果接口调用失败或运营商网关服务异常

等问题导致患者未收到通知，医院管理员可以

手动选择需要补发的票据，支持单条通知或批

量通知，确保患者第一时间获取票据通知。

2.小程序补发通知

系统支持查询小程序推送电子票据失败的数

据，针对推送失败的情况，可在系统中选择推

送失败的数据，重新补发电子票据通知。

3

告知单通知

患者在业务窗口办理业务并缴费后，如果

本人不能提供手机号、邮箱的话，窗口工作人

员可打印告知单交给患者通知电子票据信息。

电子票据告知单，可以在现有导诊单后面

追加空白区域，用于打印电子票据告知单相关

内容（内容值由医疗电子票据平台提供）。

告知单相关内容：患者姓名、开票时间、

票据代码、票据号码、校验码、合计金额、开

票单位、二维码、查验地址。

4

取票小程序通知

患者需要注册取票小程序，医疗电子票据

平台开具电子票据成功，通过医疗电子票据管

理平台向取票小程序推送电子票据信息。

5
微信/支付宝卡包

通知

医疗电子票据平台开具电子票据成功后，

在微信/支付宝中查询到相关订单信息，通过

HIS 系统向微信/支付宝卡包推送电子票据信

息。

6
院内 APP/公众号/

生活号通知

患者需要提前下载 APP，关注公众号/生活号，

医疗电子票据平台开具电子票据成功，通过 HIS

系统向院内 APP/公众号/生活号推送电子票据

信息。

7

短信/邮箱通知

医院根据患者预留的手机号码/邮箱，在开票完

成后自动向对应的号码/邮箱发送通知短信，推

送相关的电子票据信息。

8

患者取票

服务

网站取票

患者通过财政建设的电子票据公共查验网站，

根据电子票据相关要素获取电子票据，可以根

据需要下载。

9 自助机取票
患者可通过在医院设置的自助机，使用医疗就

诊卡或身份证识别读取票据信息，在线打印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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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电子票据。

10

告知单取票

收到导诊单/结算单/告知单后，登录财政电子

票据查验网站进行查验，或者使用具有扫描功

能的 APP 扫描告知单上的二维码，也可以查看

电子票据。

11

小程序取票

患者使用微信扫描电子票夹小程序二维码；

通过使用小程序取票时可根据就诊卡号、医保

卡号、身份证号、手机号、票号获取电子票据。

12
微信/支付宝卡包

取票

患者微信/支付宝卡包接收到电子票据信息，患

者从微信/支付宝卡包获取电子票据。

13

院内 app/公众号/

生活号取票

患者可通过下载的 APP 关注的公众号、生

活号，查看电子票据通知信息，通过取票小程

序（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的 H5 页面），获取

电子票据。

根据需要选择发送到邮箱、微信卡包、本地。

14
短信取票

患者收到短信后，登录财政电子票据查验网站

进行查验，或通过电子票据地址下载电子票据。

15
邮箱取票

患者收到邮件后，通过电子票据地址下载电子

票据，或用支付宝、微信扫描获取电子票据。

（四） 医疗票据核对子系统

1

核对方式

自动对账

自动对账分两种方式，方式一：HIS 系统传送电

子票据明细信息及汇总数据给医疗电子票据管

理平台，进行逐笔核对，回传差异数据给 HIS

系统，并对差异数据做补开电子票处理。方式

二：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传送电子票据明细

信息及汇总数据给 HIS 系统，进行逐笔核对，

HIS 系统将差异数据回传给医疗电子票据系统，

补开电子票据。

2

人工对账

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根据医疗单位需求生成

核对报表，供单位财务人员与 HIS 系统的汇总

报表核对。

3

核对维度 电子票据的核对维度包含开票点、收费员、缴

费渠道、业务类别、收费项目、票据种类、日

期等。

4
核对类型

收费员日终对账

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按照票据种类、收

费项目、交费渠道、业务类别分别根据业务日

期汇总统计该时间段内所发生的业务数据；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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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单位根据医疗电子票据平台统计数据与 HIS

系统数据进行收费核对，核对成功后根据核对

结果导出对应的单位收费核对报表。

如上图报表所示，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

按照业务日期分别统计以下四种汇总数据：

1.票据种类汇总：按照票据种类统计该业

务时间段内医疗电子票据平台所发生业务数据

的实收金额、开票份数、退票金额、退票份数。

2.收费项目汇总：按照收费项目统计该业

务时间段内医疗电子票据平台所发生业务数据

的实收金额、退票金额。

3.交费渠道汇总：按照交费渠道统计该业

务时间段内医疗电子票据平台所发生业务数据

的实收金额、退票金额。

4.业务类别汇总：按照业务类别统计该业务时

间段内医疗电子票据平台所发生业务数据的开

票份数、实收金额、退票份数、退票金额。

5

结算中心对账

医疗电子票据平台可按照年度、月份提供

电子票据总览功能，便于在线查看记账总体情

况，包括会计凭证数、总金额、总笔数，同时

可查看具体开票明细数据，满足结算中心核对

医疗数据要求。

（五） 医疗票据入账子系统

1

开票单位

记账

记账凭证

根据已经开具的电子票据生成汇总单作为记账

凭证。汇总单生成方式：1.由单位财务人员手

工生成汇总单；2.根据系统配置，自动生成汇

总单。

2

接口记账登记

医院财务系统在完成记账后，通过医疗电子票

据管理平台接口将入账信息及撤销入账信息反

馈给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医疗电子票据管

理平台对相应电子票据进行入账信息登记，并

且会通过接口将入账信息反馈给财政电子票据

服务平台。

3
记账登记

单位财务人员在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批量

选择汇总单，进行记账登记。

4

撤销记账登记

当记账登记错误时，单位财务人员在医疗电子

票据管理平台，批量选择已经记账的汇总单，

进行撤销记账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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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报销单位

入账

接口入账

报销机构接收电子票据后，在财务系统导入板

式文件进行入账，调用医疗电子票据查验接口

查询电子票据的真伪，验证通过进行入账，并

将会计凭证反馈给医疗电子票据平台，医疗电

子票据平台再通过接口将入账结果反馈给财政

电子票据系统。

6

手工入账

医疗单位财务收到电子凭证后，在医疗电子票

据平台导入板式文件，调用接口查验电子票据

真实有效，验证通过则导入成功。批量选择导

入的电子票据登记在财务系统账的会计凭证和

记账日期，进行入账。并将入账反馈通过接口

反馈给财政电子票据系统。

（六） 综合查询报表子系统

1

综合查询

报表

票据领用存情况表

用于医疗单位查看本机构及下属机构各票据种

类某个时间区间的期初库存、申领、使用及库

存情况。

2
票据领入情况表

用于医疗单位查看本机构及下级机构各票据种

类某个时间区间的领用明细。

3
票据分发情况表

用于医疗单位查看本机构及下级机构各票据种

类某个时间区间的发放明细。

4
库存结余表

用于医疗单位或开票点用户查看本机构及下属

机构的各票据种类库存情况。

5

医疗电子票据明细

表

用于单位或开票点用户查看本机构的开票明细

情况，医疗单位可按照开票点或业务日期筛选

查看开票明细信息，包含患者姓名、业务标识、

科室、交费渠道等详细信息；开票点用户只能

查看本开票点的开票明细信息。

6

医疗电子票据汇总

表

按照收费员、业务类别统计汇总各票据种类收

费情况（按照缴款渠道分别统计）和开票数量

（开票份数和冲红份数）；

医疗单位用户可按照业务类别或业务日期筛选

查看本单位或本单位下各开票点的开票汇总信

息；开票点用户只能查看本开票点的开票汇总

信息。

7
交费渠道汇总表

按照患者交费渠道统计各单位或开票点具体时

间段内各渠道的交费金额。

8 部门开票点汇总表
按照部门开票点进行汇总查看该开票点具体开

票情况，具体开票信息包含业务日期、开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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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开票点名称、收费员、患者姓名、业务标

识、科室、交费渠道、开票总金额、票据名称、

票据代码、票据号码、关联红票号码、关联纸

质票号码、状态。

9

部门收费员汇总表

按照部门收费员进行汇总查看该收费员具体开

票情况，具体开票信息包含业务日期、开票日

期、开票点名称、收费员、患者姓名、业务标

识、科室、交费渠道、开票总金额、票据名称、

票据代码、票据号码、关联红票号码、关联纸

质票号码、状态。

10 收费员票据使用情

况表

用于查询开票点在筛选时间的各票据种类开票

情况，包含：开票分数、作废份数、空白作废

份数等数据。

运维管理配置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用户管理

可在电子病历系统中维护用户创建用户，设置属

性、科室分发、片段权限分发、角色分发、医院

登录权限管理等。

2
系统参数设

置

系统参数配置涵盖系统方方面面的灵活设置，最

大限度的满足医院的个性化需求，可以根据参数

来控制。

3
菜单权限管

理

可以根据不同用户，不同角色，不同科室来分发

菜单。可以增加不同类型的菜单。

4
数据库连接

配置

用来切换电子病历数据库，HIS 数据库，临床路

径数据库，配置其他业务系统的数据库连接串，

用来进行数据交互。

5
外部数据接

入

对其他业务系统的数据引用的配置，如医生站新

建病历时引用血库里的内容。

6 日志审计
可以对用户的各种操作进行查询，导出，以便后

面对用户的各种操作进行查询。

7 服务器监测
监测功能是在登录医生工作站时，检测这些服务

或程序是否打开，若停止，则打开。

8
软件监控运

维平台

数据库语法性能监控。支持统计一段时间内执行

时间最久的 SQL 语句，包括调用来源、来源 API

接口、开始时间、结束时间、调用用户、参数等。

9
硬件监控运

维平台
1.存储监控。支持对存储做历史记录日志，统计

按小时、按月、按年的增长情况，查看当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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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储占用的增长情况。

2.内存监控。支持对内存做历史记录日志，统计

按小时、按月的增长情况，查看当前项目的硬件

占用的增长情况。

3.IO 读写性能监控。支持 IO 读写性能的实时查

看，实现性能问题的第一时间提醒。

10
网络监控运

维平台

医院网络环境错综复杂，实现对异常网络情况的

及时预警和修复显得尤为重要。对计算机所在的

子网络进行监控，发现超过延迟阀值后便向后台

汇报延迟情况，达到实时网络监控的目的

11 一键部署

通过简单的拖拽安装包，实现程序的多种部署方

式。支持普通更新，多服务器负载更新，以及多

服务器的不停服更新。支持无感知的后台更新，

不需要停止正常业务就可以更新后台系统。服务

更新后，用户界面会提示是否需要重新登录应用

新界面，避免强制更新导致正在编辑的数据丢失，

或者更新后不刷新页面导致业务异常。

12 日志中心

完整的后台日志，记录所有 API 请求与 SQL 请求，

并进行分析，报错时可以查看故障请求的请求者，

请求参数，请求地址，请求相关联 SQL 语句。用

户界面报错也可以点击“错误上报”功能，实现

前端界面自动截图发送管理员，管理员可以查看

问题所在 API，参数等相关数据，方便排查问题。

还包含应用健康日志，网络监控日志，客户端网

络监控日志。对服务器状态，服务器网络波动和

客户端网络波动都有相关记录，方便问题排查。

基于日志进行性能分析，统计每日最慢接口，最

慢 SQL，接口响应时间趋势图，磁盘增长趋势图

等相关数据，并通过微信通知管理员，提前预警

接口即将出现的问题，或者是磁盘即将出现的问

题。

13
病历模板平

台

统一的病历模板维护平台，基于类 Word 的电子病

历编辑器让模板编辑工作有 Word 般的体验，简单

易用。统一的数据元标准库，解决了病历结构化

数据标准化应用的问题。搜集了多家医院的病种

模板内容，作为知识库的一部分来源。强大的导

入导出功能方便模板的移植和复用。

在标准模板基础上，医生可使用自定义模板制作

个人所需模板。模板制作已不是管理员的专属，

让医生参与模板的制作，通过医务进行审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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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规范了流程也更贴近临床，提高模板实用性、

规范性、合理性。

14 票据平台

票据平台有 Word 式的票据模板制作体验，支持清

单、瓶签、腕带等丰富的数据排版方式，支持统

计、分组、大写金额等数据计算。简单易用的票

据模板制作过程，实施人员在现场就可以很快的

调整和制作票据模板，不需要发布程序。

15
体温单设计

器

体温单是一种专业型的混合图表，包含了很多附

加体征信息。

体温单模板设计器:支持时间点、图标样式、线条

颜色、模板布局动态配置，可根据医院体温单模

板要求灵活快速完成体温单模板设计。

体温单表单设计器:每个地区医院体温单采集信

息都存在差异，通过表单设计器，项目组可快速

配置完成体温单信息采集表单设计，以提高需求

响应效率。

体温单采集与绘制同屏实时展示，通过所见所得

的方式，实现在信息采集过程中，方便、实时地

查看体温单绘图效果，及时避免可能出现的错误.

16
体温单规则

管理

各地区体温单绘图规则都存在差异，通过体温单

绘图规则平台，管理、维护、收集各省、市体温

单绘图规则，形成绘图规则库，医院在上线前选

择本医院体温单绘图规则即可。

统一支付平台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支付渠道

接入

1）提供对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POS 支付及

其他各种支付渠道进行统一的管理，进行统一

的授权认证、开通服务，运行监控。

2）微信支付:通过对第三方微信支付渠道管理，

实现微信交易信息下载与异常账目发现和处

理，包括与微信进行充值、退款确认，实现对

网络异常导致的支付退款消息重发确认机制。

3）支付宝支付:通过对第三方支付宝支付渠道

管理，实现支付宝交易信息下载与异常账目发

现和处理，包括与支付宝进行充值、退款确认，

实现对网络异常导致的支付退款消息重发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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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4）MISPOS 支付:实现与建行、工行、农行等多

家银行 POS 支付系统相连接，实现 POS 支付消

息的推送和确认，包括与已开放退款接口服务

的银行 POS 服务进行对接。

5）银联支付:通过对第三方银联云闪付支付渠

道管理，实现银联云闪付交易信息下载与异常

账目发现和处理，包括与银联云闪付进行充值、

退款确认，实现对网络异常导致的支付退款消

息重发确认机制。

6）其他支付方式:支持与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

连接进行充值、退款及相应的交易信息下载和

确认。

2

支付信息

管理

1）支付平台向医院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开放对账

后台。支付平台订单记录有医院端 HIS 订单流

水号、第三方支付平台订单流水号、商户号及

支付平台自身订单流水号，支付平台通过分别

发起与医院端 HIS 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对账，

记录同一订单三方流水号完整性，并通过 HIS

及第三方平台返回的确认支付通知状态判断订

单是否为异常单。在此基础上，对账后台提供

历史费用订单明细数据及时间范围条件下的总

订单数量、订单总账和异常账数量及明细供查

看。同时可提供简单的数据报表及数据导出功

能，供进一步统计分析使用。

2）支付请求服务:提供支付请求的入口，包括

接收自助机充值、窗口扫码付充值及相应的 POS

充值请求，用来响应预交金充值成功通知。

3）聚合支付:整合支付宝、微信、云闪付等多

种当前热门的支付渠道，提供多种支付渠道同

一个支付二维码的聚合支付服务。

4）支付信息识别:能够自动识别用户支付扫码

信息，区分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渠道，与

对应的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支付服务对接，完

成支付服务。

5）订单号生成服务:用户扫码后，统一支付平

台将会动态的生成订单号，保证该次扫码支付

的唯一性，避免了多人同时扫码、多渠道扫码

支付等误操作造成的多次支付问题。

6）商户号管理:用户扫码支付后，统一支付平



548

台请求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交易，根据交易订

单动态生成商户号，为后续的异常退款、对账

提供识别的依据。

7）支付信息确认:用户扫码后将会提供支付信

息确认，包括充值卡号、姓名、手机号码、支

付金额等，让用户进行支付信息的确认，减少

支付错误的可能性。

8）交易信息确认:通过第三方确认完成的用户

支付信息由平台统一管理，并形成有效的通知

机制，返回给订单发起方，完成业务闭环。

3

多种服务

渠道接入

医院 APP 接入

1）线上支付支持微信公众号、支付宝服务窗与

移动医疗 APP 的在线支付服务，由移动端发起

支付订单，平台接受订单处理请求，返回支付

确认并充值与院内 HIS 完成预交金充值业务闭

环。减少患者在收费窗口的排队等待时间，提

高患者就医体验。

2）医院 APP 接入:提供医院 APP 软件的支付服

务接入界面，支持医院 APP 在线充值缴费。

3）公众号接入:提供医院公众号的支付服务接

入界面，支持医院公众号服务的在线充值缴费。

4）支付宝生活号接入:提供支付宝生活号的支

付服务接入界面，支持支付宝生活号的在线充

值缴费。

5）自助机接入:提供自助机的多渠道支付服务

接入界面，支持自助机的在线充值缴费。

6）HIS 系统接入:提供 HIS 的多渠道支付服务接

入界面，支持 HIS 窗口的扫码支付缴费。

4

退款管理 1）线下窗口退款:患者在线下院内窗口退款时，

可支持线上、线下所有充值、缴费款项的退款。

由柜台受理退款申请，并在医院系统上操作完

成退款流程，款项金额将由充值、缴费的原路

退回患者账户。具体到款时间将参照患者使用

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所规定的退款周期，有可能

会有延迟。

2）退款状态查询:成功退款后，具体到款时间

将参照患者使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所规定的退

款周期，有可能会有延迟。平台通过定时查询

服务获取第三方退款状态，并记录退款明细。

3）退款路径管理:提供多种退款路径选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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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每笔付款途径，可以选择多条路径和单条路

径退款，单笔退款金额限制不能大于充值订单

金额，有效防止套现。

4）自动退款处理:针对支付超时、支付取消等

操作，导致用户支付完成，但支付平台没有正

常完成交易的支付问题时，支付平台将通过自

动退款服务，完成自动退款，避免了单边账的

产生。

5）退款队列管理:由于账户中的金额每天定时

流转，在当天医院第三方账户收入不足时，将

有可能导致隔日退款的用户存在无法成功退款

的问题。这时统一支付平台将通过退款队列服

务，把退款任务依次加入到队列中进行自动退

款操作，确保 24 小时内能够自动退款成功。

5

综合运营

管理

1）交易信息查询:通过记录每一笔支付的请求

信息与第三方交易明细进行比对，提供交易信

息的查询服务，方便快速定位每一笔交易的交

易时间、交易方式及交易支付方的信息。

2）成功充值统计:充值成功统计每一笔成功完

成支付并同步到 HIS 预交金的订单信息，平台

记录每笔订单的充值时间、患者姓名、充值金

额及相关的订单号信息，方便管理人员查找每

一笔交易记录。

3）异常充值统计:异常充值统计交易过程中由

HIS 及第三方超时、取消等引起的充值异常，为

财务人员对账管理，查找异常账、单边账提供

入口。

4）退款统计:退款统计记录每一笔由统一支付

平台发起的成功退款记录，包括原充值订单号、

退款订单号、退款金额和退款时间等信息，为

财务对账提供依据。

6
对账管理

对账概况分析

对账概况首页展示每天支付异常概况、全院总

账概况，使财务人员可以一目了然获悉每天/每

月/每季度的财务状况，同时支持按院区、按就

诊类别、按支付渠道下钻查看对账明细。

财务对账管理

支持现金、POS、微信、支付宝等多渠道对账，

能自动计算总账，比对出差账并展示明细，方

便财务人员快速对账。

跨账分析
支持跨天、跨月的结账汇总及分析，通过跨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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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财务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实际的预交金收

入与银行回执总和之间的数据是否一致。

异账智能提醒

平台具有异常账目自动发现的功能，通过 HIS

交易记录与支付平台/第三方交易流水进行比

对，可以分析出差异账的产生原因，包括平台

单边账及第三方单边账等。平台提供异常账提

醒功能，支持对未处理的账目进行滚存查询，

比对分析异常账退款数据，统计当前异常账余

额，方便财务人员在处理预交金收入与银行回

执金额差异时快速平账。

交易明细查询

交易明细查询包括支付平台交易记录以及第三

方交易记录（微信/支付宝/POS），交易详情，

包括：支付方式、支付金额、该笔订单的退款

金额、收款员、患者信息、流水号记录等，如

果该笔订单存在部分退款，则显示退款记录。

退款记录能够显示原路退回的账户，方便患者

反馈退款未到账时，收费处进行查询。

6、◆福建省妇产医院电子病历（EMR）、医疗智能语音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一） 门诊急诊电子病历

门急诊电子病历是在门、急诊医疗活动中，

医护人员通过问诊、查体、辅助检查、诊断、治

疗等医疗活动获得有关资料，并进行归纳、分析、

整理形成的医疗活动记录。

门诊电子病历系统按照《病历书写基本规范》

要求，确保病历书写及时、完整、规范。可以集

成到医疗机构的门诊医生站系统中，采用结构化

结合自由文本的录入模式。

主要内容有：

1.门、急诊电子病历主要包括初诊电子病历、

复诊电子病历、急诊电子病历、电子传染病报告、

电子出生证明和电子死亡医学证明等。

2.门、急诊病历首页内容包括患者姓名、性

别、出生年月日、民族、婚姻状况、职业、工作

单位、住址、药物过敏史等项目。

3.病历记录书写内容包括初诊标识、就诊时

间、科别、主诉、现病史、既往史，阳性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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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阴性体征、辅助检查结果、诊断及治疗意

见和医师签名等。

4.提供所见即所得的医疗记录编辑功能。

1 电子病历书写

系统支持设置全院级病历模板，也可根据不

同科室、个人设置专科病历模板，对病历的所有

编辑支持所见即所得的痕迹保留技术，支持病历

的自动质控提醒。

医生通过门急诊电子病历模块能够快速的完

成电子病历的录入，系统通过结构化和非结构化

数据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病历模板、医疗片段等

提升医生对病人的门诊电子病历的录入效率。

2 结构化模板应用

能够通过病人的症状描述登记智能给予相关

病种病历模板推荐，并基于智能知识库，结合结

构化病历信息（病人症状、检查检验结果等信息）

推荐临床诊断和临床诊疗并自动生成电子病历，

大大减轻医生的病历书写工作。

3 多文本编辑
可在病历记录中嵌入图片、表格、多媒体数

据并进行编辑。

4 字符辅助工具 可输入常用字符、特殊字符。

5
常用术语词库辅

助工具

术语词库包括症状名称、体征名称、疾病名

称、药物名称、手术名称、操作名称等。

6 自动保存功能

在病历记录录入编辑过程中自动保存编辑内

容，并在系统出现异常中断的情况下恢复正在编

辑文档。

7 传染病上报
提供电子传染病报告填写和上报的功能；根

据患者诊断自动触发上报录入界面。

8
死亡医学证明上

报

提供电子死亡医学证明填写和上报功能，也

提供疾病证明等其他证明材料。

9
病历记录双签名

功能

由实习医师、试用期医务人员代理书写病历

时，应当经过本医疗机构注册的医生审阅、修改，

并保留书写者与审阅者的双签名。

10 诊断编码管理

疾病诊断采用 ICD 疾病分类编码作字典，可

对疾病诊断补充说明。医院可自定义诊断，对应

到 ICD 疾病分类编码。

11
门、急诊处方和

处置记录

自动从门诊医生工作站中获取加载至病历

中，不需重复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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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就诊信息引用

可从患者本机构及跨机构的诊病记录中引用

相关信息，包含个人身份识别的基本信息、急诊

预检信息、检查检验信息、处方处置信息、既往

病历信息、疾病知识库相关知识文本等。

可在既往史中引用患者既往门诊诊疗有关信

息，应当至少包括就诊日期、就诊科室、诊断等。

13 复诊续写功能

针对复诊患者，可选择初诊病历进行复诊续

写；自动引用初诊病历的主诉、现病史、既往史

和体格检查等信息。

14 复制权限设置
病历指定内容中可复制、粘贴患者既往病历

相同信息；禁止复制、张贴非患者本人信息。

14 门诊预问诊

支持患者挂号后，医生接诊前，通过智能引

导式问诊，帮助医生规范、全面的采集患者的症

状、体征、病史等信息，从而实现诊疗流程的优

化和配置。

15 知识库引用
在病历记录中可插入来自于系统内部或外部

的疾病知识资料库相关知识文本。

16 智能书写

要求提供智能书写引擎，利用了大数据和 AI 技

术，具有自学习的能力，通过不断的自学习，使

推荐精度越来越高，即使是专业生僻的医疗词汇

也能高效的录入。

能够自学习医生所书写的内容，根据输入上下文

环境，及输入频次，智能的预测下一步需要输入

的词汇或语句，医生确认预测语句无误后自动补

全剩下的词汇或语句。

17 智能推荐

基于用户行为数据分析决策进化的智慧引擎，帮

助产品越用越懂用户，在医生录入医嘱场景下，

可智能根据用户习惯预测将要开具的药品，减少

用户输入成本，提高整体诊疗效率；在数据加载

流程，可根据业务流程预载相应数据，提升系统

运行速度。

18 临床仪表盘

患者仪表盘实现基于患者的疾病情况，将医生最

关注的患者临床指标直观地展现，比如肾病患者，

医生通常关注尿素氮、肌肝等指标，以往医生通

常需要在检验报告中从翻阅才能找到相关检验结

果，无法第一时间直观地查看。而患者临床仪表

的主要功能，就是将某病种医生所关注的指标，

通过可视化的定制，直观、清晰地展示给临床医

生。能同时兼容 PC 端与移动端，为疾病诊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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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化的仪表盘指标。

19 患者标识

患者标识，即在临床活动中关于患者的相关

关键指标，如特殊生命体征，特殊治疗手段等，

医护人员需要重点关注患者的关键指标。传统的

信息处理技术效率低下，无法直观、及时地呈现

相关信息。基于大数据流处理技术，实现了对患

者临床信息的实时预处理，在数据的流转过程中，

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大大提高患者标识的处理

效率，实现了快速、精准地为医护人员提供患者

的临床信息，以提高工作效率及保障医疗质量。

20 病历编辑器

病历编辑器支持痕迹、批注、上下标等文本处理

功能，支持续打，拉线打印、选择打印等多样化

打印功能，以及方便的多病历合并浏览。同时内

置多种医学表达式以及医学图片实时编辑插入等

功能。

21 自动检测

在病历书写过程中，对病历的完整性、规范

性、合理性进行自动检查和提醒。

22 质量评分

结合预先设置的门诊病历质控规则，自动生

成病历质量评分和质量报告。针对结构化病历记

录项目进行内容合理性检查与提示。

23 自动提醒

针对有传染病史、过敏史等患者及疾病诊断

为传染病的患者，自动给与提醒和警示。

24 病历打印
提供门诊电子病历诊间打印、集中打印、自

助打印功能。

25 病历导出
支持门诊电子病历导出功能，可导出成

Word、PDF、XML 格式。

（二） 住院医生病历系统

按照卫生部及地方卫生主管部门《病历书写规范》

的要求，提供完整及规范的电子病历系统，覆盖

本院各种医学文档的内容。用于协助医务人员方

便快速地处理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字、符

号、图表、影像等资料。主要包括：住院病案首

页、首次病程、病程记录、出院小结、住院记录、

体温单、医嘱单、化验单（检验报告）、医学影

像检查资料、麻醉记录单、手术以及手术护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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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出院记录（或死亡

记录）、病程记录（含抢救记录）、疑难病例讨

论记录、会诊意见、上级医生查房记录、死亡病

例讨论记录等。

1 病人管理

医生可以针对我的病人、科室病人、出院病

人、随访病人、护理迁入病人和定位病人进行病

人管理。

界面内病人显示病人基本信息，包括床号、

姓名、病案号、入院时间等显示，并按照床号顺

序排序。该病人基本信息可以通过参数配置进行

自定义配置显示。

可查看和修改所选择病人或选择病历的属

性，医生可查看病人、病历属性，如果病人属性

错误，可重新同步病人的基本信息。

如果是病人是我的病人可以把病人添加到我的病

人列表下，自动创建病历也会自动添加病人。

2 病历管理

电子病历系统模板要求编辑简单，样式展现丰富，

完全满足病历表现复杂的特性。同时通过电子病

历模板编辑器可以灵活定制结构化模板，根据卫

生部标准数据元和数据组进行定义维护，配置灵

活简单。

3 借阅病历

出院的病人未提交的医生站都可以查看病

历，提交到病案系统的医生都无法查看病历，如

果医生想参考之前病人病历可通过借阅病历进行

借阅历史病历。

如果医生需要参考其他病人的病历，可以申请借

阅病历。打开病历借阅申请窗口，查看病历借阅

申请状态，对已经提交的病历进行借阅。

4 回退病历

越来越多的医院都要求病人出院后 7 天提交

到病案室，但是总会出现病历不完善或者不完整

的情况，医院就要求把提交的病历回退到医生站

重新完善病历。

医生工作站方便医生与病案室的交互信息，当已

提交的病人病历出现问题时，医师可以申请病历

回退进行修改，但只能回退当前科室病历、或者

有写过病历的病人，其他科室的不可回退。

5 病历文本编辑
对于非结构化病历，新建病历后，可直接对

病历进行书写编辑、以复制同份病人病历的数据

进行粘贴、撤销、重做操作。并可在病历内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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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字典、图片、自定义短语、特殊符号、日期

时间等，书写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病历书写完

成。

主要功能如下：

1）插入字典：定位好病历位置后，点击插入

字典，选择需要的字典项内容，确定后直接显示

到病历上。

2）复制到文档：可以通过片段或者病历上的

其他内容，复制到病历上，可以进行修改、重做、

撤销等操作快速完成病历。

3）插入自定义短语：事先定义好自定义短语

后，可在病历上进行插入自定义短语、自动域内

容快速获取病人数据，以达到快速书写病历。

4）插入特殊符号：病历书写的时候经常有一

些符号不好打，又不知道在哪里，只能是通过快

速插入特殊符号完成书写病历。

5）插入日期时间：病历书写的时经常要书写

时间，可预先设置好格式后书写病历时直接插入

需要的日期格式即可，以达到快速书写病历。

6）图片插入：同时病历上还支持多媒体图片的插

入，达到完善病历的描述，并可对图片进行编辑

标记图片记录。

6 病历结构化编辑

对于结构化病历，病历中所有的结构化数据

都可以作为自动域数据供其它病历直接引用，通

过特殊标识完成内容节点的定位，通过特殊控制

完成内容节点的编辑。

如果在模板编辑器中设置数据元关联字典，

右键即可弹出相应字典。

默认情况下，非只读数据元节点都是未确认节点，

都需要用户进行确认，确认后节点标签由橙色变

为蓝色，在病历保存时系统自动检索未确认标签，

提醒用户，该处需要确认，避免病历内容质量问

题。

7 审核签名

审核签名功能用于保证病历书写的专业

性，下级医生书写病人，可以提交上级医生审核

签名。上级医生审核签名后，为保证病历的正确

性，该病历不能进行修改。

签名包括本人签名、上级签名、提交审签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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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病历的签名。签名后系统自动显示签名的内

容。

8 病历浏览打印

医生可以对病人病历进行浏览，当需要打印时，

可以进行病历打印。病历打印支持重打、套打、

续打、隔页打印等功能，且保留详细的打印日志，

医生可以根据需要打印文档的任意部分所有的打

印提供详尽的打印日志，支持自由定制打印格式

功能及打印预览功能。显示方式同时支持直接打

印，书写样式和打印样式一致。

9 会诊管理

由2个以上不同专科的有一定资历的医生共

同诊断疑难病症，对会诊进行管理。要对某个病

人进行会诊：

1）先写会诊单

2）会诊请求单病历，填写病史、会诊目的，

在特请出任意键弹出字典，可自定义选择要特请

医生的科室和医师进行会诊。

3）被邀请会诊的科室或者医生，在会诊界面显示

未应答会诊病人，在欢迎界面“今日待办事项”

中也有显示，可查看需要会诊的病人。

10 报卡管理

为保障传染病和死亡病例网络直报系统与医

院信息系统的成功连接，提高报告及时率，改进

报告质量，提升工作效率，系统新增了报卡管理

功能，分为传染病上报和死亡上报。

在诊断录入界面、菜单的传染病报告，病人列表

中传染病报告都可以进行传染病上报。如果该病

人在治疗过程总死亡，点死亡上报菜单可以进行

死亡上报。

11 时间轴

时间轴主要展现病人的病情及病历书写情

况，查看病人时间轴曲线内容，可以显示一周的

病人情况，包括体温信息和病历书写情况，可以

查看体温信息和书写病历的具体病历内容。

12 危急值

危急值管理主要基于电子病历系统和检验检

查系统的升级改造，检查发现危急值时及时提醒

临床医生，质控管理部门可以去管理跟进危急值

患者诊疗情况。

13 临床知识库
临床知识库是实现医院信息化共享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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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知识库是面向全员临床医生,以疾病诊疗为

核心，遵循医生诊断和治疗疾病的客观过程，为

医生提供诊疗数据支持，便于医生进行技术共享

和技术交流。

14 片段管理

片断管理是医生对常用病历片段进行维护的

功能，主要用于医生书写病历时快速便捷的使用

已经编辑过的文本内容。

主要功能如下：

1）片段的增删改：新建片断类别、新建个人

片断、删除片断、导入片断、导出片断；

2）使用片段：复制片段可以将复制到系统剪

贴板；复制到文档可以将片段复制到病历已经定

位到的地方；

3）片断排序：对已经存在的片段进行排序，将常

用的是放置上面。

15 自动域

自动域是自动获取数据的一项功能，在书写

病历时，为了方便医生书写病历，对于一些固定

的信息，使用自动域来获取，能方便快速的完成

对病历的书写。

主要功能如下：

1）获取病人的基本信息：程序自动能从表里

面获取病人的基本信息与住院信息，无需进行配

置。

2）获取病历上的内容：通过病历上配置的属

性，可以在同一个病人的病历上进行内容获取。

3）获取第三方的信息：通过语句的书写配置，能

获取到第三方的信息。

16 自定义短语

自定义短语包括用户短语、科室短语、全院

短语，是医生书写病历的时候通过快捷键引用到

病历上，方便医生书写病历的内容。

主要功能如下：

1）维护自定义短语：包括自定义短语的插入、

修改、删除；

2）使用自定义短语：在书写病历的过程中通过

ctrl+l 快捷键的形式引用短语到病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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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系统字典

字典指的是在模板编辑器上添加的字典，用

于结构化电子病历使用的，包括用户、科室、icd、

手术字典等信息。

主要功能如下：

1）字典的维护：病历书写使用到的选择字段

在模版编辑器可进行增删改查的维护；

2）字典的同步：当然维护好字段后，需要对

工具-选项里对字典进行同步才能使用；

3）字典的引用：在书写病历时，对于结构化的信

息节点，可以通过快捷功能来引用。

18 系统工具

系统工具包括切换用户、锁定工作站、修改用户

密码、发送消息、升级客户端、打开欢迎界面、

用于同步字典、切换用户、修改密码、锁定医生

站、关于电子病历版本介绍，系统提示与消息盒

子等功能。

19 系统消息

用于查看普通消息、病历整改消息，处方点

评消息、历史检验危急值消息、纸质病历归还消

息、电子病历系统消息、会诊病人消息、病案质

控等消息。

主要功能如下：

1）消息发送：通过消息发送按钮可以实现用

户之间的发送消息；

2）消息提示：当消息发送过来后，客户端右

下角会弹出消息提示，消息会记录到消息盒子上，

可以通过时间去检索历史消息。

3）消息查看：通过消息盒子，可以查看到历史的

消息记录。

20 既往史管理

自动记录病人书写过的既往疾病诊断、手术

史、用药史、门诊诊疗史、药物过敏史、药物不

良反应史等信息，医生可以通过既往史管理查看

以前书写过的病历信息，并且可以在既往史管理

界面进行添加，删除，与查看。

主要功能如下：

1）既往史管理查看：通过患者既往史诊断信

息管理界面对该病人的历史病历信息进行查看；

2）既往史增删查：通过患者既往史诊断信息管理

界面对该病人的既往史进行删除与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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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内容质控

内容质控是指病历通过脚本的方式对内容进

行控制规范病历的完整性，控制的内容会在保存

的时候进行判断提示，并且可以设置书写不规范

是否能保存与是否能够打印与提交病案室。

22 科室质控

由科室质控员选择性的对本科室医生书写的病历

进行质控评分，反馈给医生让医生进行修改，最

后成汇总表。

23 病历保密功能

用户可以对病人的病历进行保密，保密后该

病人的病历只有本人能查看，其他人无法看到该

病人。

智能数据检索

基于大数据全文检索技术，对病历内容分词索引，

实现病历关键字的快速匹配查询，支持多种复合

条件关联查询，提升医生临床、科研工作效率。

病历离线恢复

在突然断网、关机等异常情况下病历无法及时保

存，通过特殊技术处理，在能正常使用时，再次

打开可恢复之前未及时保存的病历内容。节省再

次病历书写的时间，使病历保持连续性、完整性。

医护共写病历

特殊需医生护士共同完成的病历，通过模板控

制，由医护共同书写，权限书写上下级独立，书

写修改痕迹独立等。解决了医护人员对于病历书

写权限无法独立控制的状况。使整体病历更具灵

活性、专业性及适应性。

（三） 护理记录

1
护理记录自动生

成以及录入

护士根据护理规范，编辑维护护理记录模板，

如体温单、血尿糖观察记录单、血压脉搏观察记

录单等，实现结构化录入。支持各类专科的特殊

表单录入功能，并支持表单的自定义。在录入的

同时实现患者检索功能，并能补充患者相关信息，

能插入图形图像，并对图形图像作标注，实现病

历内容图文混编。

护理记录批量录入。批量录入患者生命体征

信息，按时间批量录入患者体温、脉搏、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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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出入量等。

护理记录自动生成。根据体温单自动生成护

理记录单，并根据护理记录单自动生成体温单，

具有自动生成体温、血压等曲线图的功能，并能

用颜色区别。患者基本信息或诊断自动提取生成

等。

2 信息引用

从相关系统获取患者基本信息、患者诊断、

入院情况等信息，并支持补充和修改。护士可根

据病情描述需要，自主选择检查、检验报告数据，

并将数据插入到记录中任意位置中。插入的元素

包括文本报告和图形图像。

常用医学术语引用。通过辅助输入及智能联

想书写方式，使用输入追踪的方式将医学术语快

速地引用到护理记录。支持结构化术语、医学术

语的个性化设置和维护。

医疗知识库引用。将预先定义好的诊断知识库、

医疗知识库、中医知识库以及专用的护理知识库

等内容通过快速定位、输入追踪等方式插入到护

理记录中。根据患者情况引用知识库的内容为护

士录入提供临床决策支持，支持结构化术语、医

学术语的个性化设置和维护。

3 输入项验证

在护理记录录入时，根据预先定义好的验证规则，

对患者体征(体温、血压、呼吸)、诊断等进行验

证。

4 消息智能提醒

对于护理记录必须书写的项目，但未进行录

入或操作的自动提醒。针对危急值、压疮不良事

件上报等有灵活的消息发送、提醒功能。支持对

护理管理部门重要工作安排和注意事项、护理记

录病历质控的结果进行提醒。管理部门对护理记

录质量问题通过消息进行提醒和交互，以此实现

对病历质量的闭环管理。

5 模板管理

提供模板设置和维护，模板批量导入导出、

删除和共享权限设置，支持对结构化模板进行编

辑与元素自定义。

模板权限设置，在使用护理记录模板的过程中，

采用三级模板控制权限，限制护士对护理记录模

板的修改权。模板可按院级模板、部门模板、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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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模板等权限形式进行配置。

6
护理记录归档封

存

护理记录归档。自动或由管理人员手工对护

理记录进行归档处理，归档后的护理记录只能进

行浏览。

护理记录封存。护理记录封存后，没有封存

权限的用户无法查看。

护理记录解档。护士如需借阅，可以通过系

统申请借阅归档病历，管理部门审核解档，解档

病历按照医院病历权限要求可以设置不允许修

改、不允许打印、只能浏览等权限。

7 护理记录统计

提供符合医院护理管理部门、职能管理人员要求

的统计护士工作量、危重患者情况、压疮评分、

护理质量情况、分类等报表。报表形式能够以柱

状图、折线图等多种方式灵活呈现，对所有的查

询数据都支持导出打印功能。

8 护理记录打印

提供符合医院护理管理部门、职能管理人员要求

的统计护士工作量、危重患者情况、压疮评分、

护理质量情况、分类等报表。报表形式能够以柱

状图、折线图等多种方式灵活呈现，对所有的查

询数据都支持导出打印功能。

9

护理质量管理

护理质量

计划设置

支持护理管理部门对质量管理计划(长期规划、年

度计划）的制订与发布，支持护理质量管理规划

和计划落实情况的追踪分析。

10

护理质量

考评点设

置

护理管理部门根据实际考评需求调整量化考评标

准，可新增、修改和删除质量检查标准组。

11

质量考评

结果统计

分析

提供根据医院护理质量管理需求的护理质量考评

结果统计分析功能，支持全院综合分析、全院单

项分析、全院基线分析等。

12

护理质量

整改计划

设置

根据护理执行情况，对护理计划进行持续调整改

进，包括管理制度、操作规程、质量考评标准、

质量检查、不良事件等。

13

护理人员

资质管理

提供符合《护士条例》规范的护理人员基本资质

情况和培训考试成绩的管理功能，支持护士注册、

护士定期考核档案记录、汇总结果、评估分析等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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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护理质量

管理质控

对护理记录质量问题以消息形式提示护士，护理

管理部门或护士根据护理管理部门质控要求，对

重点患者进行筛查管理和质量统计分析。

医疗智能语音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医疗语音

识别与录

入

包含病程记录、入院/出院记录、查房记录、医嘱、

手术记录等内容识别。

系统部署

环境

1、技术架构：基于医院医疗语音云平台应用情况，

系统采用 C/S 架构；

2、服务器操作系统：数据库服务器可支持 unix、

Linux、Windows 等操作系统；

3、客户端操作系统：支持 Windows（Xp 及以

上） 系列操作系统；

4、数据库系统：支持关系型数据库，满足至少

200 用户并发访问的性能要求；

2

医疗语音

系统功能

1、支持在院内搭建智能语音服务开发云平台，满

足院内各场景医疗语音应用服务，并可根据不同

数据调用量，提供服务器配置方案，保障系统的

高可用性及稳定性；

2、系统部署后，支持医生使用语音取代键盘，更

加方便、搞笑的进行医疗文本录入，为后续进行

电子病历推广应用及数据挖掘分析、病历质控等

奠定基础；

3、系统具有智能辨识标点符号功能，支持用户通

过口述进行不同标点符号的录入。如通过口述“分

号”“冒号”，即实现输入“；”、“：”。同

时对 “”、《》、{}等，支持用户直接口述“双

引号”、“书名号”、“大括号”等，系统可根

据用户前后语境进行智能识别并匹配为左双引号

“、右双引号 ”等；

4、系统支持用户使用语音调用相关文字模板，并

可使用语音快速填写模板字段内容；

5、系统具备 7*24 小时运行能力，且系统的部署

与使用，不对其他院内系统的功能与正常使用造

成影响；

6、系统能够满足常用中药品名 称、治疗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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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识别与转写需求，具有中医专科录入模块；

7、系统支持用户使用语音进行包括在指 定位置

插入、删除字段，以及将光标快速移动至指 定

位置等操作；

8、系统支持用户在不中断服务的情况下，本地对

部分生僻词或容易识别错误的词进行优化，提升

系统识别与使用效果；

9、系统具有住院护士站专业语音录入模块，可满

足护士站患者信息、查房记录、用药记录等文本

的录入需求；

10、系统具有编辑替换列表功能。用户通过简单

操作，预先设置简短字段与常用大段文字的对应

关系，进而实现用户通过仅口述简短字段，系统

就能自动识别并输出为用户预先设置的常用大段

文字的功能；

11、系统可使用多种方式进行开始始录入和结束

录入操作：

1)鼠标点击客户端；

2)设置快捷键；

12、用户在进行语音录入过程中，系统可结合医

生在语句中的间断，自动添加标点；

13、系统具备专业医疗知识库，需包含至少 30G

涵盖各科室常用病症名称、药品名 称、操作步

骤等内容的医疗专业知识库；

14、支持进行各类医疗相关内容录入，包括： 病

程记录、入院/出院记录、查房记录、医嘱、手术

记录、医疗专有名词、医疗特殊符号等；

15、系统可以在用户进行语音录入的过程中，将

相关内容以音频和文字的形式存储在本地服务器

端，方便系统后续的维护及信息管理；

16、系统支持在病理场景中进行语音文本录入，

相关产品能够有效满足取材等特殊嘈杂场景中的

语音录入需求；

17、系统支持用户通过提前设置命令词与执行操

作的对应关系，实现系统功能的语音命令操作；

18、系统支持用户在放射医技科室双屏操作场景

下，进行不间断的文本录入，且语音文本的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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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受到屏幕切换操作的影响，持续输出在用户

指定位置；

19、系统识别效率需满足：

1)语音系统识别输入速度 200~300 字/分；

2)语音系统识别处理速度＜0.5 倍实时；

20、医疗智能语音系统识别准确率要求在用户以

不同的语速进行录入、用户用普通话进行录入、

用户用带有口音的普通话进行录入等实际生产环

境下，识别准确率平均可达 95%；

21、系统整体采用简体中文，支持在电子病历系

统等任意能够录入文字的地方进行输入；

22、系统支持用户根据个人需求在系统中进行个

性化的模板编辑与管理；

23、系统支持用户自主设置本地医疗语音词典，

对生僻词进行优化，提升识别准确率；

24、系统具有后台管理功能，可随时获取系统部

署及使用数据信息；

25、系统具有住院医生工作站专业语音录入模块，

可满足住院记录、病程记录、查房记录等大段医

疗文本的长时录入需求，减少病历复制粘贴情况；

26、系统支持语音转写、语义理解、语音命令等

功能，同时支持未来进行病历合规分析、病历后

结构化、语音叫号、辅助决策等应用扩展建设；

27、系统具有支持医患对话录音转写的语音系统

模块，满足医患双方在交互场景下的特殊语音转

写需求；

硬件麦克

风

1、输出连接头：USB 接头；

2、系统要求：Windows 等主流操作系统/USB2.0

或以上；

3、收音头：背极电容式双极头或更优；

4、电源要求：5V±10% 500mA±10% （USB）；

5、工作电流：30mA±10%；

6、ADC 采样率：44.1KHz/48KHz；

7、ADC 采样精度：16 位或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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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指向性：心型指向；

9、频率响应：80Hz—15KHz（SPL=94 dB/1KHz）；

10、灵敏度：-45dBV/Pa（0dB=1V/Pa at 1KHz）；

11、最大声压级：≥120dB（总谐波失真；0.5% /

1KHz）；

12、信噪比：≥96dB；

13、最佳拾音距离：(10-50）cm

3

医疗语音

管理功能

包含终端用户/科室数量统计、用户使用数据（音

频、文字）统计、用户使用时间段/录入量的统计

等。

4
医疗语音

系统应用

实现在门诊/住院电子病历系统、医技科室专科系

统、医生日常报告书写中实现语音识别。

7、福建省妇产医院辅助诊疗系统

编号
一级模

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一）
临床知

识库

1

文档知

识库

检验资料库 包括检验标本种类、采集注意事项等说明内容的知识

库，及检验适应证、标本、作用等，供临床辅助诊疗

使用。

2

检查资料库 提供前台的维护界面，可对检查项目的准备工作、适

应症、作用、注意事项、检查意义等内容进行维护，

可直接引用到病历中。

3
药品指南 提供药品的使用指南，对药品的规格、分类、毒理、

用法等内容进行描述，供临床参考。

4
疾病诊疗指南 提供各种类型的诊疗指南，包括疾病治愈、好转标准、

医学资料等内容。

5

逻辑知

识库

用药合理性知

识库

用药合理性知识库主要包括药物相互作用审查、注射

药物配伍审查、药物过敏史审查、年龄与性别用药审

查、妊娠期妇女用药审查、哺乳期妇女用药审查、肝

功能不全患者的用药审查、肾功能不全患者的用药审

查、药品用量审查、给药途径审查、对同种同类同成

分的药品进行审查、对抗菌谱相同的抗菌药品进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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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6

用血知识库 1.血液库存预警。

2.输血适应症：综合诊断、症状、生命体征、辅助检

查和血常规、雪凝等检验结果判断输血适应症。

3.输血申请：综合输血单种类、输血申请资质、血液

成分、输血性质等判断输血申请合理性。

4.血型复核：审核受血者、供血者、医生申请的血型

的一致性。

5.配血：配血相合判断。

6.输血：输血反应的表现及处理程序。

7

检查申请合理

性知识库

1.能够根据诊断、临床路径获取检查建议；

2.能够根据性别、年龄、病历、诊断、以往申请及结

果判断检查申请的合理性、必要性。

8

检验申请合理

性知识库

1.能够根据诊断、临床路径获取检验建议；

2.能够根据性别、年龄、病历、诊断、以往申请及结

果判断检验申请的合理性、必要性。

9

检验报告审核

知识库

能够根据结果和患者的诊断、生理指标、历史检验结

果对比等自动审核并给出提示，识别危急检验结果并

及时通知。

10

检查报告审核

知识库

能够根据患者诊断、测量结果、生理指标、历史检查

结果、其他检查等自动审核并给出提示，并能够根据

检查结果给出处理建议。

11

临床路径知识

库

1.具有针对临床路径管理的高级医疗决策支持功能。

2.能够将临床路径（指南）有关内容自动融合到病历

中，主要诊疗工作和时限质控关联。

3.能够实现护理记录与临床路径的无缝衔接。

12
外科手术评测

知识库

能够对外科前 20 种疾病进行测算。对术前、术后、抗

生素指标、预算费用等质控点进行自动测评。

13
专题知

识库

专题知识库能够根据逻辑知识中心联合搭建针对

诊断合理性、用药合理性、检查合理性、检验合理性、

治疗合理性、手术合理性等临床诊疗过程所建立的专

题知识逻辑平台，能够给予临床诊疗提供循证医学诊

疗计划建议，提升临床诊疗服务质量。专题知识库应

包括：

1.症状辅助诊断专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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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症状推荐检查专题库；

3.合理用药专题库；

4.检查合理性专题库；

5.治疗合理性专题库等。

（二） 临床辅助决策

1

临床辅

助诊断

基于主诉、现病史中提到的症状（包括症状的诱因、

持续时间、部位、性质、程度、加重缓解因素）、疾

病，以及体格检查、检验结果推荐最相关的疾病（包

括概率）、相关症状及体征，按照诊断结果的可能性

由高到低排列。

诊断疾病的原

因查看

可以展开诊断疾病的原因，查看表现和体征信息吻合

情况。

2
查询诊断疾病

详情

如：疾病详情、疾病概述、临床表现、病因学等信息。

3

鉴别诊断分析

功能

基于主诉、现病史中提到的相关信息，来对初诊诊断

进一步做鉴别分析，引导医生进一步确定是否有其他

可能性。

4
相似病例查看 支持从症状、诊断、治疗三个维度，推荐与当前描述

情况相似的病例，为医生提供诊断、治疗的佐证。

5

医嘱项

目推荐

检查检验项目

推荐

根据症状、初步诊断、已经完成的检查检验项目推荐

进一步的检查检验项目，并给出对应的理由，辅助医

生更好地决策。

6

用药推荐 根据个人基本信息、主诉、现病史、既往史、过敏史、

检查检验结果、诊断结果等内容推荐合理的用药，并

给出对应的理由，辅助医生更好地决策。

7

评估表推荐 基于主诉、现病史、初步诊断等推荐医生需要的评估

表，方便医生做下一步工作。

8

手术推荐 基于个人基本信息、主诉、现病史、过敏史、症状、

初步诊断推荐医生可以进行的手术治疗方案，并列出

手术适应症、禁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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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逻辑错

误提醒

当出现明显的基本信息有误或者疾病描述方面语义矛

盾的情况时，系统会给出相应提示。

10
检验风

险警示

新开检验项目风险因素（性别、年龄、妊娠状态、

高危症状）的提醒。系统根据病历中的关键信息进行

判断，如有检查检验风险，会触发预警机制。

11
检查风

险警示

新开检查项目风险因素（性别、年龄、妊娠状态、

高危症状）的提醒。系统根据病历中的关键信息进行

判断，如有检查检验风险，会触发预警机制。

12
合理用

药提醒

通过自然语言解析技术可以合理地根据患者信

息，全面的评估用药方案的风险，当出现不合理用药

情况时，会智能提醒医生。

包括：人群禁忌、配伍禁忌、过敏禁忌、症状禁

忌、疾病禁忌、用法禁忌、高危用药警示等。

13
手术风

险警示

根据个人基本信息、主诉、现病史、初步诊断等

推荐医生可以进行的手术治疗方案，并列出手术适应

症、禁忌症，让医生进一步了解手术中的注意事项。

14

输血适

应症提

醒

根据输血适应症知识库，结合患者的检验结果、

诊断等信息进行判断，患者目前是否具有输血适应症。

15

护理决

策支持

基础体征异常

提醒

在保存体温单或护理记录时，对于异常的体征（如体

温、呼吸、心率、血压），自动发送通知给全科的医

生和护士，让其对患者进行必要的措施。

16

出量异常提醒 在进行护理统计时，对于一段时间内异常的出量（如

尿量、排便次数、术后引流管导出的体液），发送通

知给全科的医生和护士，让其对患者进行必要的措施。

17

护理评估 护理在对患者进行各类评估，发现患者有某类风

险（压疮，跌倒，疼痛，康复……）时，需要对患者

进行一系列相应的护理措施，避免患者发生不良的后

果。保存评估单时，会自动提示护理选择相应的护理

措施，在护士确认选择护理措施后，同步记录到护理

记录中，并且会添加到护理任务中，以便提示护士下

次评估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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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护理计划 当住院患者出现的异常体征之后，临床护士需要

对其进行一系列的护理措施，以及定期对护理措施的

效果进行评价。对患者首次进行护理计划时，系统会

自动加载患者主诉中的体征信息。此后，系统会自动

加载患者上一次的护理体征。

此外，系统根据患者存在的体征推荐相应的护理

问题。护士通过选中的护理问题查看对于该问题可执

行的护理措施。护士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已执行的护

理措施，需要的话可进行细节上的修改。护士可查看

该患者曾经做过哪些护理措施，哪些有评价，哪些未

评价。护士可对之前所做的护理措施进行效果评价，

系统会自动加载评价模板，护士可酌情修改。

19

参考

资料信

息查询

提供对药物的用法相关资料、临床诊疗指南等，供医

生查询。查询检索主要是对知识库数据结构化检索查

询、知识点的智能超链接。

20

合理

用药综

合分析

决策支

持

药品的合理性分用药合理性和用法用量合理性。

所谓的用药合理性，指的是通过当前用药与患者

的生理体征是否有冲突、与其它药品是否有配伍禁忌

两大方面。目前知识库所拥有的规则是对患者的年龄、

性别、诊断、妊娠状态、检验指标的判断。

而用法用量合理性是指对开具药品在单次剂量、使用

频次、总量和疗程上的合理性判断。

21

高危

用药决

策支持

此类知识发生在药品医嘱执行的时候，对于有高风险

的药品（通常是具有放射性、或者高浓度的药品）进

行护理要点提醒，告诉护士在执行医嘱时需要注意哪

里要点，如：药理反应、溶剂、不良反应等等

22

检查

注意事

项提醒

决策支

持

在医生打开检验报告时，系统会检测当前报告上

的指标是否与某些诊断互相矛盾，若有的话则提示医

生。

医生查阅报告时，系统根据临床知识库平台自动标识

异常指标，医生可点击异常警示图标，显示异常指标

的临床意义、历史检验结果对比等。

23

检验

注意事

项提醒

决策支

在医生打开检查报告时，系统会检测当前报告上的指

标是否与某些诊断互相矛盾，若有的话则提示医生。

或者根据结构化的检查结果（如：心脏彩超）相比前

次的结果是否有好转，或者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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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24

检查

申请合

理性决

策支持

为检查项目在开具时,与病人的生理现状校验, 提示

病人当前的生理状况与检查项目不符的项目。

25

检验

申请合

理性决

策支持

为检验项目在开具时,与病人的生理现状校验, 提示

病人当前的生理状况与检验项目不符的项目。

26

辅助

诊疗决

策支持

诊疗依据推荐

疑似诊断

诊疗依据包括主诉和体格检查中查出的症状和体征，

还有检验报告上的一些异常指标。系统根据上诉依据

推荐可能的诊断供医生参考。

27

诊疗依据推荐

检验检查

在诊疗依据不足的情况下，医生可能会通过检验/检查

来得到更多的依据。系统通过当前的体征和症状推荐

部分检查/检验供医生参考。

28

诊断推荐进一

步检验/检查

当患者所表现的诊断依据同时符合几种诊断时，为方

便医生做鉴别诊断，系统会综合这几个诊断来推荐进

一步的检验/检查，以便医生确诊。

29
诊疗建议 医生确诊之后，系统向医生推荐当前诊断的治疗建议，

供医生参考。

30

智能

手术决

策支持

在手术申请时，临床知识库将提示病人需要做的常规

检查和相关的危急值预警。

31

治疗

方案决

策支持

在必要的治疗项目中可根据诊断对治疗参数自动给出

建议。

8、福建省妇产医院移动医护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一） 移动智能终端管理

1 联网管理
可以进行 Wi-Fi、VPN 等配置，可以设定网络类型、

名称、终端联网数目等参数，保障医院网络安全。

2
应用程序

管理

在移动终端设备上安装医院必备应用程序，可通过白

名单和黑名单机制，有效阻止安装未知来源的程序。

3 内存管理
可显示内存使用情况，包括已用内存、可用内存、内

存空间总计等信息，并可提供内存优化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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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区域

管理

可对使用区域范围进行增、删、改等操作，并可预设

区域警报。

5
区域终端

管理

可查看区域内终端的设备名、ID、IP 地址、MAC 地址、

操作系统、制造商等详细信息。

6 推送管理 支持多种方式推送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文件。

7
操作统计

管理

可自动记录终端操作情况，实现操作智能追溯。

（二） 移动输液

1

门诊移动

输液功能

（PDA）

系统登录 登陆界面支持手动输入登陆和扫描工牌上二维码的

方式登陆，登陆账号密码与 HIS 系统上保持一致。登

陆过程加密验证登陆信息。

2

配药班 通过条形码扫描的方式代替其原先的手工签名操作，

记录当前药品是属于配药班的哪个护士配药，记录护

士工作量，防止出错，消除了以手工书写方式生成输

液单和输液袋标签，可能造成的配药错误等安全隐

患。护士对当前药品配药操作后扫描药品瓶签，记录

为当前护士配置的药品；如果药品配置或记录错误重

新扫描该药品条码清空配药。

3

注射班 注射班的护士通过扫描病人标签卡查看病人的药品

信息，再扫描药品瓶签，核对正确后给病人作穿刺动

作进行输液。避免人为核对信息出错，防止医疗事故

的发生。

4

巡视班 巡视班的护士扫描病人标签卡巡视病人药品的滴数、

病人点滴情况或进行拔针、续瓶操作，通过扫描核对

记录护士工作量。有利于及时查看病人的不适反应以

及进行输液护理等操作，避免输液室环境的嘈杂，维

持输液工作有序进行。

5

床位管理 提供护士查看当前床位占用情况，及时给病人进行转

床、清床等操作，界面采用明显的标识和颜色区分空

床、占床位置，方便护士查看。便于床位管理，避免

床位信息混乱，床位资源浪费等情况。

6

工作统计 记录护士详细具体的工作情况，提供护士查看本月内

的工作量统计，以及所属领导查看部门所有人的工作

量统计。解决了过去护士的工作量没有统计报表，需

要整理纸质文档，护士出现差错和工作疏忽等信息无

法记录，导致领导考核护士的工作量和差错率变的困

难。

7 通用设置 提供护士设置是否开启呼叫功能和语音呼叫、应用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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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功能，并且可以进行密码修改等操作。

8

血袋接收 支持抢救室中在用血情况下的科室血袋接收，扫描送

至的血袋条码，可批量扫描所有血袋，然后扫描接收

者工牌号，再扫描送血者工牌号。当前工牌未制作完

成，可通过手动输入工牌号，信息录入完整后。

9

输血执行 支持抢救室中在用血情况下的科室血袋执行，在血液

输注开始时，首先扫描血袋条码，再扫描病人腕带，

核对正确后，再扫描操作者工牌进行双人核对。以此

避免因给病人用错血袋而发生医疗事故。

10

采样登记 护士给病人采血时使用PDA进行核对病人腕带与试管

条码。核对该试管是否是给该病人使用，避免因采错

病人而发生医疗事故。同时记录记录执行护士、采样

时间、采样项目信息等。同时会记录护士工作量。

11

皮试流程 护士通过扫描病人腕带，获取病人需进行皮试的项

目，接着扫描需要皮试的药品二维码，进行项目定位，

并可开始进行皮试。皮试时间到点后，主动提醒。

12

麻醉流程 支持双人核对用麻醉药，通过两个护士进行扫描病人

腕带及药品标签进行双人核对，并支持麻醉用药情况

登记。

13
表单录入 表单录入功能，集合电子病历上的可通过 PDA 进行相

关评估单的录入，如：转科交接单的录入。

14
医嘱清单 医嘱清单，列出当天本科室素有需要完成的医嘱情

况。

15
医嘱执行 在医嘱执行菜单，可以针对相关的医嘱进行执行的操

作，记录相关医嘱的执行人、执行时间等数据。

16 消息提醒 接收到第三方推送的消息，并在 PDA 上进行展示。

17

呼叫管理 及时提醒护士病人的呼叫信息，查看当前呼叫病人的

座位号(床号)，并进行相关操作，避免护士听不清呼

喊及病人位置确认错误等问题，耽误病人的输液用

药。

18
移动护理

后台运维

系统

菜单管理 移动护理系统功能菜单及后台运维系统菜单的权限

管理。

19 系统设置 针对功能菜单进行设置维护。

20 呼叫管理

子系统

护士呼叫患者 实现护士呼叫需要穿刺的患者到对应注射台。

21 患者呼叫护士 支持患者通过座位呼叫按钮呼叫护士。

（三） 移动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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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事

1 用药咨询

药品信息咨询。提供药物基本信息查询和药物相互作

用查询，查询范围为流通药品信息。

用药安全宣教。发布用药安全宣教信息，对患者和医

生进行药物过敏、配伍禁忌、出院带药、药理说明等

方面的安全教育。

2 药师会诊

会诊审批。对审核医生发起的会诊请求(对会诊

科室、会诊时间、会诊医生、患者信息等)进行确认。

会诊查询。查询浏览已审核、未审核的会诊请求，

可以按照科室、时间、医生、患者等条件查询。

提醒提示。对未审核的会诊申请可以提醒审核，

对已确认的会诊记录可以提醒会诊时间。

会诊记录。可以记录会诊内容，提供新增、修改、审

核等操作功能。

3
药师查房

计划

人员管理。提供新增、修改、查询、注销等功能对药

师人员信息进行综合管理。

查房计划管理。通过药师人员清单进行日常查房计划

管理，可以进行新增、修改、查询等操作，并可以对

查房计划进行管理。

4
患者信息

调阅

按照患者姓名、年龄、性别、科室等多条件查询，并

调阅患者相关信息。

5 药历管理

药历编辑。提供结构化的药历文书编辑操作，实

现对药历文书的新增、修改、编辑等功能。

药历模板管理。提供药历相关文书书写模板，模

板符合国家药历书写相关规范。

药历查询及打印。可以按照患者姓名、年龄、性别、

科室等多条件查询，并可以打印药历文书记录。

6 查房记录
对患者查房的内容进行记录，实现对查房内容的新

增、修改、查询等功能。

7 药师关注

临床药师根据患者的病情、当前用药情况等条件决定

是否对患者进行关注（干预），关注可以分等级，并

且将患者加入到不同的关注分类中。等级分类由临床

药师维护，并且可以修改，同时可以对关注标识进行

调整更改。

8 药学评估
药学评估表单

（通用）
提供通用药学评估模板管理，包

括药学评估模板新建、修改、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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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等功能。

药学评估表单

（重点专科）

提供重点专科药学评估表单创建，设置每个评估表单

或每一项的评分结果，可根据药学评估分值制定相应

的监护计划。

9 药学监护 药学监护计划

提供药学监护计划模板创建，包括药物治疗的安全

性、有效性和依从性三个方面；监护指标可以自定义；

药学监护计划制定可从模板中自动生成，也可以手工

生成。

10 用药干预 药师干预

药师工作站设置输入框用于输入用药建议。用药建议

可以制定个人/科室/病种的维护片语和模板。可以查

询患者以往的用药建议、建议日期、以及医生对建议

的反馈信息（包括是否接受和医生反馈的内容）

11 医师反馈

医师工作站可以接收药师的用药建议、有屏幕提示功

能。可以查询药师的用药建议、建议日期、以及医生

对建议的反馈信息（包括是否接受和医生反馈的内

容）。输入同意和不同意反馈，同时可以标注意见和

建议。

12 用药教育 用药教育

根据出院带药医嘱，自动生成用药教育单。也可以选

择有效的药物，生成用药教育单。提供用药教育基本

内容的知识库模板，也可以自定义编辑每个药物的用

药教育的内容。

13 ADR 管理
药物不良事件

上报

按照药物不良事件上报要求生成 ADR 报表，可以集成

已有数据，并可导出为 Word 文本，可统计分析。

14 科室管理

绩效考核 提供药师工作量统计，并进行图形化展示。

文件管理
提供药学资料管理，方便药师查阅资料，供药师科研

教学使用。

质控管理 提供药师内部的质控管理和药师对病人的质控管理。

（四）
移动术前

访视

1
手术患者

确认

使用移动终端对患者身份进行扫描核对，核对的内容

包括病历号、姓名、年龄、性别、科室、床号等，确

认手术患者身份。

2
患者临床

信息

可调阅患者临床信息，如生命体征、诊断、拟定手术

名称、麻醉方式、现病史、既往史、家族史、药敏史、

实验检查结果、有无活动义齿及角膜接触镜、女性患

者是否在月经期、重要脏器功能状态、有无感染、营

养状态等，为手术麻醉提供临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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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前访视

计划

根据医护人员制订的访视计划，对患者实施术前教

育，并按照访视计划，进行术前访视。支持术前访视

计划的查询。

4
术前访视

记录

将对患者的访视情况详细记录，包括患者信息、手术

信息、简要病史、麻醉前病情评估、麻醉评估、访视

人和访视时间等。支持对访视记录进行新增、修改、

查询等。访视记录可与手术相关人员共享，以便了解

访视情况，制定相应的护理措施或调整相关手术计

划。

（五） 移动物流

1 订单生成

采购信息的生成不依靠人工统计计算库存缺口，而通

过分析历史消耗、库存上下限、供应商响应时间等规

则计算后自动生成。

2 验收入库

在验收入库环节，通过扫描物流装箱条码进行验收入

库，在扫描的同时直接实现采购信息、配送批号信息、

发票金额信息的比对工作，并自动提示货品在库房内

的码放位置。

3 库存维护
自动将库存中已经接近有效期的货品罗列出来，形成

清单，并提示进行退货处理操作。

4 盘点

可以设定动态盘点或循环盘点提示，通过手持终端扫

描条码进行库存盘点，并根据盘点结果调整相应批

次、数量，做到账物相符。

5 拣货配送

可以提示货品在库房内的码放位置，支持使用移动设

备对货物进行扫描核对，根据配送地点高效快速分

拣，并形成全程记录管理。

6 临床消耗

院内各部门的货品消耗信息，大部分可以通过 HIS 系

统内的医嘱、处方等信息直接获取。对于碘伏、软膏

等外用处置性药品、公药以及其他不计人医嘱、处方

药品的消耗，通过发行指定药品、部门、数量的定数

条码，由药库主动回收扫描该定数条码来确认相关药

品在对应部门的消耗。

7

病区签收

与药品追

溯

从仓库验收开始，记录每一步操作，并可以通过不同

方式追溯查询。可以查询每个批次货品及验收入库、

医院仓库出库、科室人库、病区签收、处方核对、发

货核对的时间与操作人员等信息，全程责任到人。可

以查询相应的供应商、订单与发票。能够按条码与处

方的核对记录，查询各批次货品的签收情况，能够实

现货品的签收记录，而且可以在患者需要退药时，扫

描条码，反向追溯处方、患者、发药药剂师，核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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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师、配药药剂师、验方药剂师等信息。

8
岗位职能

划分

可以根据不同的岗位，按照移动端与电脑端提示操

作，实现物流信息化，减少繁琐的人工交流与核对。

9
工作量统

计

根据扫描数据和信息化记录，统计临床、医技及物流

部门工作人员工作量，对工作效率考核管理。

（六） 移动查房

1

患者导航

患者导航界面显示当前医生所主管患者或全科患者

列表，以卡片式风格直观地展示患者的重要信息(如

费别、入院天数、主诊断等)，用各种的图标颜色体

现不同的护理等级，支持手指上下滑动进行翻页查找

患者。

2

医嘱查询

实现在平板上实时、动态地浏览患者的医嘱信息，支

持按照医嘱性质、医嘱状态过滤，通过不同颜色直观

地区分医嘱状态，数据与 HIS 保持实时同步，以仿纸

质医嘱本样式直观、自然地展示，支持平板的缩放手

势进行界面的放大缩小，以及左右滑动手势进行医嘱

类别的切换，方便医生使用。

患者收藏

医生可以对典型患者进行收藏，并可永久查看收藏病

人；

3

医嘱开单

实现医生查房时利用平板进行床边下嘱，支持以拼音

首码方式快速选择医嘱项目、支持利用模板来快速开

单、大部分项目以选择的方式录入以加快下嘱速度，

数据与 HIS 保持实时同步。

医嘱停用

按时点精确启用、停止长期医嘱，以及作废未执行医

嘱。

4

医嘱浏览

实现在 IPAD 上实时、动态地浏览病人的医嘱信息，

支持按照医嘱性质、医嘱状态过滤，通过不同颜色直

观地区分医嘱状态，数据与 HIS 保持实时同步，以仿

纸质医嘱本样式直观、自然地展示，支持 IPAD 的缩

放手势进行界面的放大缩小，以及左右滑动手势进行

医嘱类别的切换，方便医生使用。

5

病历浏览

通过单击“列表”按钮进行病历类别的切换，实时获

取患者已书写的病历、护理记录等信息，与电子病历

内容实时同步，同样也支持平板的缩放手势进行界面

的放大缩小，以及左右滑动手势进行病历类别的切

换。

6
体温单

实时获取和查阅患者体温单，支持手势放大缩小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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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文书 查询和显示特定病人和特定时间段的护理文书信息。

7

检验报告

能动态地获取患者的检验报告，默认显示的是最近的

检验报告，可以通过单击“检验报告列表”选择其他

的检验报告，支持平板的缩放手势进行检验报告的放

大缩小。

检验趋势

以折线图的方式,展示病人本次住院某一检验项目变

化趋势。

8

检查报告

能动态地获取患者的检查报告及相应的影像信息，默

认显示的是最近的检查报告，可以通过单击“检查报

告列表”选择其他的检查报告，影像信息以缩略图形

式展示，单击该影像缩略图可以以大图的形式展示并

可以利用平板的手势操作进行影像的放大缩小。

诊断历史 查看住院患者历次门诊&住院诊断信息。

费用查询 支持查看患者本次住院相关费用详细信息。

9 查房备忘

/录音

在查房过程中，医生可以采用文字录入或者录音的方

式记录备忘信息，满足不同情况的的需要，并且支持

支持按科室查询汇总的备忘信息。

10
备忘汇

总

可以汇总查看相应时间段该医生所写的查房备忘。

11
手术排

台

支持查看科室该科室相应时间段对应的手术排台信

息。

12 手术申

请单

提供给医生在查房的时候可以给病人开手术申请单。

术前诊断、手术名称、主刀医生、助手等都可以按照

拼音首码进行选择输入。

13 手术审

核

在移动医生工作站上实现手术申请审核的功能, 上

级医生可以通过 IPAD 对下级医生所开的手术申请进

行审核。

14
用血申

请

在移动医生工作站上实现用血申请的新开、修改、删

除、发送、审核、作废的功能。

15
检查申

请单

在移动医生工作站上实现检查申请单的填写及查看，

提供给医生在查房的时候可以给病人开手术申请单。

检验申请

单

在移动医生工作站上实现检验申请单的填写及查看，

提供给医生在查房的时候可以给病人开检验申请单。

16 病历书

写

医生可通过手持终端的移动查房系统，进行基础病历

的书写。支持所书写的数据直接保存录入到电子病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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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消息提

醒

支持查看相应时间段单个病人或者全科的检查检验

报告提醒和危急值提醒的信息。

在消息提醒界面，当病人的检查报告、检验报告单出

结果时的提醒，还可以接收到危急值的提醒，便于医

生在第一时间了解病人的病情情况。

18
基本信

息查看

显示患者的基本信息和住院信息，方便查看。

19
患者签

名

相关知情同意书进行病人签名，支持无纸化签名。

20

病历集

成视图浏

览

若医院有上集成平台，则可通过平板进行浏览病历的

集成视图，在该集成视图中可查看关于病历的相关内

容，包含病历浏览，报告浏览及医嘱浏览等。

日程管理

可从医院现有业务系统中，获取已有日程安排，实现

日程统一管理，医生可查询近期日程安排。

医学工具 可提供多个科室常用医学公式，供医生查房使用。

（七） 移动护理

1
患者管理 患者基本信息

展示

详细呈现出需要查询的患者的基本信息。

2

费用情况 可以方便查询患者的费用情况。包括每日清单，余额

查询，默认查看当天患者的费用类别情况。预交金欠

费催交。

3

护理巡视 当护士巡视患者时使用扫描枪扫描患者腕带进行记

录护理巡视操作。移动医疗系统会自动记录巡视时

间、巡视护士以及巡视情况，同时记录护士巡视工作

量。如果患者不在或者正在手术，也可以记录患者不

在或者手术状态。考虑到晚上不影响到患者，如果有

房间号也可以直接刷房间条码进行整个房间巡视。只

要刷描房间条码就可以对该房间所有患者巡视。如果

巡视时操作有误，可以双击删除自己的巡视记录。

4

健康宣教 可以在床边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里面记载相关疾病

的详细信息。点击确定时记录护士健康宣教的工作

量。

5

患者动向 记录住院患者的位置状态，做到全程可跟踪。患者去

检查，检验，会诊等离开或回到病区时，通过扫描患

者腕带方式来记录患者动向。

6
医嘱管理 医嘱执行 护士在给患者执行治疗、检查、检验、护理医嘱时在

系统界面上钩选相应的项目进行执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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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医嘱查询 可以查看长嘱、临嘱、当日新开/停止、住院处方、

执行完的医嘱以及医嘱执行时间、执行护士、执行状

态等信息。比如可以查看当日某个患者哪医嘱已经执

行了，哪些医嘱未执行等，还可以查询某个药品是否

被停嘱。

8
医嘱扣费处理 护士在执行医嘱的时候能关联费用，支持医嘱扣费处

理。

9

护理文

书

体征录入 记录患者体温、大便次数、血压、尿量、术后日数以

及药物过敏等。可对患者体征信息进行脱纸的电子化

记录，这样就减少了护士重复手录患者体征数据的麻

烦，杜绝了医疗护理差错，确保护理工作的时效性和

规范性。

10
批量录入体征 满足了一次性批量录入患者体温、脉搏、呼吸等数据

等护理需求，提高工作效率。

11
体温单 根据录入患者的体征数据能自动生成体温单，支持可

以查看某个患者某一周的体温单信息。

12
体征查询 用来查询患者某一天所录入的体征记录。可以修改某

个时间点的体征信息。

体征趋势图
动态查询患者生命体征、能显示单个生命体征某时段

的趋势图

录入数据校验 判别录入数据是否符合要求（如体温只能录入数字）

体征异常提醒
智能提醒用户病区内体征异常患者信息，并给予相对

应的护理措施提示

13

血糖监测 在给患者测血糖时使用 PDA 录入不同时间段血糖数

据。对患者血糖信息进行脱纸的电子化记录，也可以

将患者的血糖监测表打印出来供医生参考。

14

护理记录 在给患者测血糖时使用 PDA 录入不同时间段血糖数

据。对患者血糖信息进行脱纸的电子化记录，也可以

将患者的血糖监测表打印出来供医生参考。支持患者

住院期间《一般护理记录单、特殊护理记录单、危重

护理记录单》相关信息的录入、编辑、修改、打印，

结构化文书操作，可配置，符合国家护理电子病历文

书标准

15
病历浏览 提供护士查看患者的病历、体检等信息内容。可进行

缩放（两个手指撑开、内收）查看内容。

16
表单录入 根据医院实际应用业务需求可以定制相关常用的表

单在移动端录入。如:新患者转科交接表、手术交接

单(通用)、手术患者交接表(DSA)、手术患者交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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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顺产交接表(产科)、血透患者交接表、健康

教育评价表、跌倒坠床危险因子评估表、住院患儿压

疮危险因子评估表、新生儿皮肤风险评估表、患者入

院护理评估表(成人)男、患者入院护理评估表(成人)

女、患者入院护理评估表(新生儿)、新生转科评估单

(产科)、检查交接表表单录入功能，集合电子病历上

的可通过 PDA 进行相关评估单的录入。如：支持入院

评估单、手术交接表单、跌倒/压疮评估单等表单的

新建，修改，保存操作

入院评估单

患者入院当天《入院评估单》相关信息的录入结构化

的入院评估单，可配置，易维护符合国家护理电子病

历文书标准，通过勾选的方式，方便护士操作，减轻

护士工作量针对中医特色医院，将提供中医特色的入

院评估单

入院告知书 根据医院相关规定，提供患者入院告知书

每日评估单

患者住院期间《每日评估单》相关信息的录入、修改、

预览、打印，结构化文书操作，可配置，符合国家护

理电子病历文书标准

出入量单

患者住院期间《出入量》相关信息的录入、修改、预

览、打印，结构化文书操作，可配置，符合等级医院

评审标准

BRADEN 评分 患者住院期间 BRADEN 评分

疼痛评分 患者住院期间疼痛评分

跌倒/坠床评

分
患者住院期间跌倒/坠床评分

评分趋势图 针对不同评分的图形展示

护理评分查询 查询患者评分异常数据

护理评分汇总

（患者）
汇总患者的所有评分记录

护理措施（成

人/儿童）
根据评分，提供不同的护理措施

压疮告知书 根据压疮评分，提供患者压疮告知书

坠床跌倒告知

书
根据跌倒评分，提供患者坠床跌倒告知书

疼痛告知书 根据疼痛评分，提供患者疼痛告知书

17 口服药闭 护士在给患者发口服药或执行治疗扫描患者腕带、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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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流程 包条码床边执行确认医嘱，记录执行人、执行时间。

18

输液用药

闭环流程

静配接收 通过扫描药品二维码信息，实现对接收药箱的药品或

接收单个药品。实现对药品的跟踪，预防药品接收过

程的遗漏问题。

19

贴瓶签名 配药前，碰到需要贴药品瓶签的情况，使用手机扫描

瓶签进行核对，先看是否有被停嘱的药品。如果某个

药品被停嘱，要继续给患者使用点击确定，药品照常

使用。如果不给患者使用点击取消。这是双人核对的

第二步，同时记录贴瓶签的操作人和时间，统计工作

量

20
用药核对 在摆药完成后对每个患者要使用的药进行打钩核对，

看是否正确、是否遗漏。

21

配药确认 配药时使用 PDA 扫描药品上的输液卡进行核对，看是

否有被停嘱的药品。如果某个药品被停嘱，界面上会

提示是否要继续配药给患者使用。这是双人核对的第

二步，同时记录护士工作量。用药核对和配药确认必

须由不同护士来执行。

22

用药执行 当护士给患者输液和静推时使用PDA扫描药品及患者

腕带执行核对。核对该药品是否是给该患者使用，有

皮试结果会提示试信息，避免因给患者用错药而发生

医疗事故。同时记录记录执行护士、执行时间、药品

信息等。

23
用药查询 查询患者某天所有输液总数、已执行总数、最后执行

时间、查看某个患者输液详细信息。

24

输血闭环

流程

血袋出库 记录血袋从血库出库的过程记录，记录工作量，可查

询领血人、领血时间。批量扫描血袋条码，系统会显

示血袋的相关信息，供核对，可一次扫描多个血袋。

25

血袋接收 患者手术前，护工从血库把血袋送到病区，和病区护

士进行双人交接。扫描送至的血袋条码，可批量扫描

所有血袋，然后扫描接收者工牌号，再扫描送血者工

牌号。当前工牌未制作完成，可通过手动输入工牌号，

信息录入完整后。

26

输血确认 在血袋送到病区，输血前需要确认当前患者需要的血

袋，此时需要通过两位护士扫描配血单、血袋条码（献

血码和产品码）来确认。先批量扫描所有的血袋后，

需要扫描两个人的工牌号进行双人核对，以此确认待

执行输血的血袋是否都正确无遗漏。

27 输血执行 输血过程中，在患者输血前进行身份核对。通过扫描

血袋条码（献血码和产品码）、患者腕带来确认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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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是否属于该患者，在输血过程中可进行中断、拔针、

巡视操作。在血液输注开始时，首先扫描血袋条码，

再扫描患者腕带，核对正确后，再扫描操作者工牌进

行双人核对。以此避免因给患者用错血袋而发生医疗

事故。在输血过程中，护士进行巡视，先扫描血袋号，

点击“巡视”按钮，填写输注的点数，若无不良反应，

点击保存即可。若有不良反应，选择“有不良反应”，

系统直接弹出不良反应症状的记录界面。巡视记录和

不良反应记录可自动插入到护理记录中。

28

血袋交接 在手术结束后，病房护士和手术护士双人核对交接剩

余血袋。通过扫描血袋条码（献血码和产品码）、患

者腕带来确认该血袋，并且维护相应的血袋信息。

29

血袋回收 护士首先扫描血袋条码，点击“输血结束”按钮，

系统将提示“此袋输血结束”。

患者输血完毕后需要对用过的血袋进行回收通过扫

描废弃血袋和垃圾桶二维码来进行血袋回收。

30

检验闭环

流程

采血登记 护士给患者采血时使用PDA进行核对患者腕带与试管

条码。核对该试管是否是给该患者使用，避免因采错

患者而发生医疗事故。同时记录记录执行护士、采样

时间、采样项目信息等。同时会记录护士工作量。

31
检验报告查阅 通过条形码或者二维码扫描识别患者信息，调用检验

报告。

32

检查闭环

流程

医技预约 可以查看医技预约的单子是否打印和患者是否根据

医技预约的单子做检查，确保患者及时准确的进行检

查检验。

33 检查交接表 检查交接表信息移动录入。

34 检查报告查阅 提供护士查看患者的检查报告。

35
手术闭环

流程

出入院手术 可以查看患者出入院情况和记录护士协助患者出入

院的工作量。

36
手术动向 护士根据患者手术项目，登记患者术前术后的动向，

实现对患者手术流程中闭环跟踪管理。

37 手术交接 进行手术交接表录入。

38 手术排台查询 查看手术排台申请的情况。

配套硬件

PDA（140 台） 1、操作系统：Android 4.4 或以上；

2、CPU：≥四核处理器、主频≥1.2GHz；内存≥

2GB；存储≥8GB（支持 Micro-SD 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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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池容量：可充电的锂离子电池 3.8V;≥

4000mAh；

4、电池安装：具备可拆卸式后盖，电池可免工

具直接拆卸并更换；

5、显示屏：5.0-5.2 英寸彩色；分辨率 1280X720

多点触控屏，超明亮，阳光下可视（支持戴手套/带

水触摸操作）

6、无线局域网：IEEE 802.11a/b/g/n，支持 2.4G

及 5G 频段，支持 4G，提供入网许可证

7、外壳材料：外壳可耐受酒精、过氧化氢、丙

乙醇、聚维酮碘等化学品擦拭消毒（含屏幕部分）

8、抗跌落能力：可承受 1000 次 0.5m 滚落；1.2

米水泥地面的跌落冲击。

9、重量：225-270g（含标准电池）

10、配套：USB 充电线+适配器

11、接口：micro USB 接口（为确保兼容性，不

得采用专用接口,USB Type-c 等）；

12、键盘：触控屏+功能键，不带数字和字母键

盘；功能键：音量上调/下调键、左右扫描键、电源

键；需具备虚拟或实体触控式返回键、菜单键，主页

键。

13、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

14、工作温度：工作温度 -10 摄氏度至 50 摄氏

度

15、湿度：湿度 10 至 90% （无冷凝）

16、扫描组件：支持一维、二维条码扫描扫,描

引擎使用白色 LED 补光技术，在扫描条码时，发射出

的光线柔和而不刺眼，防止眼部疲劳并有效改善就诊

环境

17、保修：原厂整机 5 年保修服务，电池保修 1

年

18、软件：配套设备管理软件，能够对应用程序

进行管理。

配套自动配置软件，能够通过扫描单个条码配置

及升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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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蓝牙：≥Bluetooth Class 4.0。

20、操作温度：-10°C 至+50°C

21、存储温度：-20°C 至+60°C

22、是国家强制要求的 CCC 认证产品。

23、具备黑白名单管控功能，具备扫描二维码软

件安装功能、设备设置功能

24、符合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安全标准

UN38.3 认证

25、锂电池通过《联合国试验和标准手册》空运

或海运的相应要求并具备相应证书

26、产品锂电池具有物质安全证明材料

移动查房车

（56 台）

1.支架采用铝合金材料，配置可升降气弹簧的机

构，可调节高度，调节幅度为 250±10mm，升降负荷

≥12Kg。车身高度 1145mm—1395mm。

2.工作台面高度：780mm-1030mm。可通过底座中

央的脚踏板升降控制，适合不同身高人群的使用。前

扶手圆弧设计，提高使用舒适性。

3.台面为 ABS 工程塑料 UV 处理，耐清洗，耐刮

擦，抗紫外线。尺寸：490mm(L)×460mm(W)，台面中

间可镶嵌不锈钢面板，既耐磨又便于清洁，金属质感

强；台面由按压式锁具控制打开及关闭，台面可翻盖

打开，台面下放置隐藏式小型电脑主机或工控设备。

满足主机+显示器的配置方案。

4.台面显示导轨立柱：386mm(L)×80mm(W)×

64.5mm(H) ，升降型内置恒力升降结构，升降时轻

巧便捷，显示器挂架：挂架高度调节范围 130mm，挂

架可倾斜 20°。立柱上配置扫描枪挂架和小置物盒。

5.双向伸缩式键盘鼠标托架，兼顾左/右手使用

习惯,键盘托盘尺寸：465mm(L)×234mm(W)。

6.配备消毒液固定装置和置物篮，随车升降。

7.台面下方车体预留内置双电池仓和逆变器固

定透明保护仓，配置 2 块便携可热拔插式高性能锂电

池，由锁具控制，快捷无障碍更换电池，为设备或电

脑提供不间断电源，安全、可靠、方便，配备高频率

纯正弦波逆变器模块，输出交流电压 220V,功率输出

可达 300W。

8.本设备采用的两组 24V 11.6AH 锂离子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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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电池内部，通过专业设计 BMS 控制，配合电

池监控模块，精确监控并均衡每个电芯的温度与电

压，同时对电池组进行保护；采用无损耗均衡技术，

最大限度增加电池组供电时间，最达限度提升电池使

用寿命。两个电池组可以同时供电，也可以单独供电，

相互间不干扰不冲突。电池组可以边使用边充电，也

可拔下单独充电。

9.脚轮：采用医疗专用静音双轮脚轮，平稳顺畅，

其中前面 2 个脚轮为双踏板全制动脚轮，360 度无死

角刹车控制，后面 2 个为万向全自由脚轮，防缠绕。

10.推车体积小，底座长宽≤440mmX470mm,适合

用于空间狭窄的区域。

11.底座采用高强度金属结构框架，采用 ABS 工

程塑料底座包壳，稳定性好，易于清洁维护，承载能

力强，底座配有台面升降控制的脚踩踏板机构。

12.电脑主机必须是原厂原装，不接受组装电脑；

整机是分体式计算机,拆开可直接放桌面办公；显示

器白色高清屏。

12.1 处理器：不低于英特尔 i3-6100T 处理

器 (双核, 3MB, 4T, 3.1GHz, 35W)

12.2 主板：不低于 B250 主板芯片

12.3 内存：不低于 4GB DDR4 内存 4G(DDR4

2133*)，不少于两条内存插槽

12.4 硬盘：不低于 128GB SSD 硬盘

12.5 显卡：集成显卡

12.6 接口：HDMI≥1；DP≥1；USB≥8

12.7 操作系统：Windows Home 10 操作系统

12.8 键盘鼠标：原厂 USB 键盘鼠标

12.9 机箱：不大于 1.2L，可立可卧设计，免工

具拆卸设计，主板具有原厂 LOGO

12.10 电源：不高于 65W 电源

12.11 报修：5年 7*24*4 小时服务，出厂订制客

户开机 LOGO

12.12 显示器： 19.5 寸 LCD，带 DP 接口和 DP

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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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显示器颜色与推车颜色搭配为白色.

13.生产厂家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14.车体保修 5 年.电脑 5 年,电池 1年

9、福建省妇产医院急诊预检分诊系统

编号
一级模

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病情评

估模型

建立

10. 依据患者生命体征与病情评估等数据，智能

分级分诊。具体功能包括：病情评估、信息获取、

急诊分级、诊室分配等。

11. 急诊预检分诊系统患者可分级分区，到指定

区域就诊，护士先评估,快速分出一、二两级危重

患者进入抢救室，三级及以下的患者进行重点生命

体征监测来确定具体级别。

12. 系统提供快速评估常用检查项目，儿童与成

人预检项目独立的知识库。

13. 支持分诊挂号一体化管理，根据医院情况可

自行维护科室名称，如：急诊儿科、急诊内科、急

诊外科、急诊妇科、急诊眼科、急诊皮肤科、急诊

口腔、急诊耳鼻喉；与 HIS 挂号系统进行患者信息

共享，减少二次录入。

14. 支持疼痛评分、跌倒评估、胸痛、卒中、创

伤等多种护理评估工具，评分与分诊级别关联；需

提供分级分诊的知识库，分诊知识库具备患者主

诉、主诉判断依据，供预检分诊作为依据；分诊时

可通过调用知识库，选择主诉判断依据后进行自动

分诊，支持通过自动采集的体征，引入评分系统实

现病人自动预检分诊。

15. 支持入院方式记录、过敏史、家族史等记录

管理，发病时间，流行病学指标登记；自动记录患

者去向与转归的住院科室；登记信息可进行查询，

查询结果支持导出。

16. 评估护士直接将患者分诊到相应的科室及对

应的级别，科室与级别分别有相应的代码标识，如：

急诊儿科代码“1”，急诊内科代码“2”，急诊外

科代码“3”以此类推，患者病情级别为“1/2/3/4”，

急诊号的组合格式为“13001”代表意义为“急诊

儿科三级患者 01 号”，“24008”代表的意义为“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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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内科四级患者 008 号”；病情分级依据允许用户

自定义、配置。主诉需要支持快捷键，允许快速选

择，有三级或四级患者突发变症，临时插入二级或

一级的功能，同时排队等候时间顺延并有原因提

示，病人分诊挂号后，在等候区等待，若出现病情

加重情况，护士需对病人进行重新进行分诊，并相

应的升高分诊等级。则系统会认为当前病人为变症

现象，系统自动将上一次的分诊挂号进行取消，以

重新分诊后的分诊单为准。

17. 评估系统可以打印小票给相应的患者，小票

号标识患者的就诊号信息及相应就诊科室及科室

位置。

18. 评估护士可根据患者病情修改患者就诊级

别。

2
患者入

院评估

患者身份识别 系统支持就诊卡、身份证及电子健康卡的身份识别模

式。

3

基本信息获取 自动获取或人工录入包括患者姓名、性别、出生、年龄、

婚姻、地址、职业、身份识别信息 (居民健康卡、身

份证、军官证、驾驶证等)、医保信息(新农合号、社保

卡号、商业保险号等)等基本信息。

4

生命体征采集 支持急诊护士对患者的生命体征数据(心率、呼吸、血

压、脉搏、氧饱和度、体温等)进行测量和录入（自动

获取或人工录入)。可通过与仪器设备对接，自动采集

患者生命体征数据。

5

护理评估 系统支持疼痛评分、跌倒评估、胸痛、卒中、创伤等多

种护理评估工具，评分与分诊级别关联，选择主诉判断

依据后进行自动分诊，支持通过自动采集的体征，引入

评分系统实现病人自动预检分诊。

6

急诊自动分级 对患者病情进行分级分区管理。根据患者的多角度客观

数据(临床表现、体征信息、评分体系、既往史、过敏

史、伴随症状等)等，录入主诉及其判定依据，自动进

行病情分级:A 濒危患者、B 危重患者、C急症患者、D

非急症患者。

7
分级修改 评估护士可根据患者病情人工修改患者就诊级别，并注

明修订分级原因。

8

诊室分配 根据急诊分级结果，决定患者的急诊诊治区域。提供多

种诊室分配方法，允许急诊护士对已经生成的队列次序

进行诊室分配。急诊医生可以从队列次序选择患者接

诊，可专科诊室接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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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分诊挂号 系统支持分诊挂号一体化管理，根据医院情况可自行维

护科室名称，如：急诊儿科、急诊内科、急诊外科、急

诊眼科、急诊皮肤科、急诊口腔、急诊耳鼻喉；与 HIS

挂号系统进行患者信息共享，减少二次录入。

10

队列次序设置 根据急诊分级结果，决定患者的就诊及处置的优先次

序，自动生成队列次序，允许人工设置调整，使患者获

得合理分流和诊疗服务。

11

就诊记录管

理

系统支持入院方式记录、过敏史、家族史等记录管理，

发病时间，流行病学指标登记；自动记录患者去向与转

归的住院科室；登记信息可进行查询，查询结果支持导

出。

12

医生诊

查及呼

叫功能

值班医生管理 支持简易排班功能，按照(白班)和(夜班)分别设置科室

的值班医生，值班医生可以多选，并支持勾选上屏显示，

以及可以选择或录入值班医生去向。

13

值班医生信息

显示

可显示各科医生姓名、去向告知分诊系统自动生成患者

就诊序号，患者根据分诊标签显示序号就行有序就诊，

并预估就诊等待时间，患者到候诊区域后，可通过候诊

屏幕上显示的就诊序号进行候诊等待，自动进行候诊提

醒。

14

急诊叫号 急诊诊室医生工作站有独立的呼叫器客户端，患者列表

根据预检分诊信息同步，呼叫器可顺呼、重呼，不建议

选呼；针对病情变化的患者系统可以修改就诊叫号顺序

进行优先就诊。

15
预检分诊信息

显示

医生呼叫当前患者时，有一个小弹窗显示该患者预检分

诊信息，同时急诊电子病历直接获取分诊信息到病历。

16
非分诊业务叫

号

系统支持急诊科换药、注射等非分诊业务的排队叫号功

能。

17
系统集

成

1、评估系统与 HIS 接口获取患者就诊开始及结束时间；

2、评估系统与 HIS 接口获取患者基本信息；

3、评估系统与 EMR 接口，EMR 获取分诊信息，EMR 将患

者去向反馈给预检分诊系统。

4、系统与数据支持与集成平台对接。

10、福建省妇产医院实验室管理系统（LIS）

编号
一级模

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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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验系

统

条码管理 支持门诊/急诊检验标本采集前处理流程条码化管理。

门诊条码管理：

10. 门诊申请单接收：支持与 HIS 系统集成，接收

医生站检验申请信息、病人信息及收费信息并确认；

11. 费用信息确认：接收医生站检验申请项目收费

信息确认；材料费（试管、针头等）自动计费；预缴

金病人收费确认；支持增加收费项目条码标志、急诊

标志；支持通过医嘱筛选匹配收费项目与各业务模块

条码分组、报告发放规则；支持已绑定条码的检验项

目强制退费；

12. 条码预/打印及采集确认：支持多种场景（如门

诊收费处、预检台、采血窗口等）的条码生成打印及

采集确认。条码生成打印模式支持条码预印模式、条

码即时打印模式；

13. 采血排队叫号接口：支持根据医院需要集成采

血排队叫号系统；

14. 采集预约登记：支持标本采集预约登记及修改；

15. 检验标本采集管理：支持自动按照标本类型、

采集要求、检验项目等条件拆分和合并成标本；支持

标本重采、医嘱与条码取消绑定、条码复制、条码重

打、条码补打、采集时间更新、条码备注、条码集中

打印；

16. 回执单管理：支持根据门诊报告发放规则分类

进行回执单打印/补打，支持统一领取时间、依据采

集时间的报告周期、报告日期+周末顺延+检测日程+

抽血截止时间+截止延续天数+统一领取报告时间等

三种常用回执单模式；

17. 标本跟踪查询：支持对标本采集前处理全过程

查询，可查看已绑定条码标本采集记录及标本实时状

态，可查看绑定信息，签收信息，入库信息，撤销、

拒绝信息；支持对采集时间、错误标本、错误容器、

未执行标本等实时报警提示及处理功能；

18. 信息汇总及单据打印：支持按条码类别、收费

项目、收费项目人次实时集中查询生成各类电子单据

（如采样任务表、标本交接单）等并打印。

住院条码管理：

6. 申请单接收及费用信息确认：支持与 HIS 系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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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接收医生站检验申请信息、病人信息及收费信息

并确认，材料费（试管、针头等）自动计费；支持已

绑定条码的检验项目强制退费；

7. 条码预/打印及采集确认：支持多种场景（如护

士站、床旁移动采血工作站等）的条码生成打印及采

集确认。条码生成打印模式支持条码预印模式、条码

即时打印模式；

8. 检验标本采集管理：支持自动按照标本类型、采

集要求、检验项目等条件拆分和合并成标本；支持标

本重采、医嘱与条码取消绑定、条码复制、条码重打、

条码补打、采集时间更新、条码备注、条码集中打印；

支持通过医嘱筛选匹配收费项目与各业务模块条码

分组、报告发放规则；

9. 标本跟踪查询：支持对标本采集前处理全过程查

询，可查看已绑定条码标本采集记录及标本实时状

态，可查看绑定信息，签收信息，入库信息，撤销、

拒绝信息；支持对采集时间、错误标本、错误容器、

未执行标本等实时报警提示及处理功能；

10. 信息汇总及单据打印：支持按条码类别、收费

项目、病区实时集中查询生成各类电子单据（如采样

任务表、标本交接单）等并打印。

体检条码管理

6. 申请单接收及费用信息确认：支持与 HIS 系统集

成，接收医生站检验申请信息、病人信息及收费信息

并确认，材料费（试管、针头等）自动计费；支持已

绑定条码的检验项目强制退费；

7. 条码预/打印及采集确认：支持多种场景（如护

士站、床旁移动采血工作站）的条码生成打印及采集

确认。条码生成打印模式支持条码预印模式、条码即

时打印模式；

8. 检验标本采集管理：支持自动按照标本类型、采

集要求、检验项目等条件拆分和合并成标本；支持标

本重采、医嘱与条码取消绑定、条码复制、条码重打、

条码补打、采集时间更新、条码备注、条码集中打印；

支持通过医嘱筛选匹配收费项目与各业务模块条码

分组、报告发放规则；

9. 标本跟踪查询：支持对标本采集前处理全过程查

询，可查看已绑定条码标本采集记录及标本实时状

态，可查看绑定信息，签收信息，入库信息，撤销、

拒绝信息；支持对采集时间、错误标本、错误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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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执行标本等实时报警提示及处理功能；

10. 信息汇总及单据打印：支持按条码类别、收费

项目、病区实时集中查询生成各类电子单据（如采样

任务表、标本交接单）等并打印。

设备条码双

工通讯

将系统与检测仪器连接，便与仪器将检测结果自动传入

LIS 系统中。

具体功能：

4. 不仅自动接收仪器检验结果，还能向仪器发送检

验项目，以便仪器按指定项目检验样本；

5. 支持多种双向仪器；

6. 支持没有条码，按试管架和试管位置进行的双向

通讯；

支持条码双向通讯。支持条码标本直接上仪器试管架，自

动核收的双向通讯。

标本登记及

收费

4. 支持实验室对标本进行集中、小组核收、标本的

让步接收，对需要补充检验申请的添加检验申请并计

费，记录签收人、签收时间、生成签收号；支持手工

计费及二次计费，支持检验费用核对功能，提供免费

检验管理功能，提供绿色通道管理功能；

5. 支持条码标本接收登记、外来标本接收登记、手

工单标本接收登记；

6. 支持不合格标本（损毁、凝集、采集量少）拒收，

记录不合格原因并通知护士进行处理；支持对标本重

复、漏检、送检超时、送检地错误等问题进行控制。

2

常规检验 包含标本登记及收费、检验结果处理模块、报告审核、报

告发布回收及临床调阅等功能。

支持检验结果确认/修改、批量确认/修改，支持多结果合

并，具有酶标仪设置，支持酶标数据转换入库，支持外部

数据导入，手工结果录入。

常规检验

12. 支持对需要分类的标本进行分类、自动产生实

验室内部样本号，方便进行分批测试；

13. 支持对已签收的条码统一入库，生化、自动免

疫仪器标本提供便捷的批量入库功能；

14. 支持对数据进行增加、删除、修改、复制、标

号修改等操作，并对各种操作进行自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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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支持报告批量输入相同信息和检验结果；

16. 支持标本存放位置，销毁情况记录，提供销毁

记录查询；

17. 支持对报告的项目数据进行批量校正。对仪器，

项目，检验日期，样本范围查询出项目，通过普通公

式或特殊公式来校正数据结果；

18. 支持显示病人的超限比较结果集。比较距执行

日期最近一次的结果；并能通过显示的内容查询到该

化验单，可以比较单个项目也可以比较组合项目；

19. 自动分析：检验项目数量验证，结果超出临界

值控制，自定义判定规则执行；

20. 危急值闭环：实时提醒—出现危急值时自动给

出报警提示（文字提示、声音提示）；处理记录—危

急值出现后，系统提供发布危急值通知到临床工作站

的功能，同时记录通知人、被通知人、发生时间等信

息；临床通知—临床工作站收到危急值通知时自动执

行提醒功能，系统弹出提示窗同时触发报警提示，需

要输入相应处理信息后关闭提醒并记录操作人、处理

信息通知实验室；

21. 复做标本管理：支持为病人增加复做标志，并

将信息以消息方式发布到临床；修改检验项目结果

值，保存每次的结果值。能够根据预先设定的审核规

则对复做标本进行自动筛选；能够准确、完整记录每

次复查情况和结果记录； 支持对复做病人结果进行

统计和分析。

22. 支持对需要进行数据签名的报告进行签名。

3

实验室监控 包括危急值闭环、标本 TAT 时间管理、标本状态监控、实

验室质控指标 BI 分析。

1、危急值闭环

提供危急值自定义规则设置功能，当标本检验出危急值

时，系统自动启动报警功能；实时通知临床，并可记录临

床处理及临床意见，支持临床反馈机制；提供危急值报告

的流程管理，实现危急值全过程管理流程闭环。

2、标本 TAT 时间管理

支持 TAT 时间分析和各个环节的 TAT 监控，各检验项目需

按病人类别设定不同的检验完成时间，如急诊血常规与门

诊血常规的时间不同。系统会自动提醒过期标本，防止操

作员由于疏忽导致某个标本检测时间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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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本状态监控

支持通过大屏幕监控或工作站消息窗口方式对检验全过

程中的异常情况进行报警和警示，提醒检验人员对异常情

况加以关注。

支持急诊标本提醒，不合格标本提醒，危急标本提醒，实

验室过程监控、异常标本监控、标本流转监控。

4、实验室质控指标 BI 分析

以 2017 年 1 月国家卫健委印发的新版《临床实验室质量

指标》为契机，研发的一款通用的、支持快速部署、轻量

级的、即时呈现高品质分析的临床实验室质控指标 BI 展

示工具。

4

图文报告管

理

支持检验图像采集方式有：文件读取、摄像头图像采集等，

支持与血涂片检验、尿沉渣检验、粪便检验、自身抗体等

显微图像系统的对接。

支持常规设备联机，实现各类设备仪器与信息系统的信息

通讯，单向数据采集、仪器控制、双向通讯等辅助仪器实

现自动化，从而降低人为干预程度减少出错进一步提高工

作效率。

具体功能：

4. 从检验仪器自动接收检验结果；

5. 常规、急诊、质控数据接收；

6. 数据转换、偏移、计算等处理；

常规转质控自动处理。

报告发布回

收

支持按不同分类进行报告的查询、浏览、打印和批量打印；

报告发布支持 Web 查询、医生站调阅、大屏通知、服务

台打印；

报告临床调

阅

支持检验结果、报告单的浏览、阅读功能；支持与 HIS 医

嘱匹配或按实验室完整报告方式调阅检验报告；提供扩展

调阅历史报告功能。

查询及统计 支持灵活方便的标本查询、申请单查询、报告查询以及各

种记录查询、统计、分析。具有各种统计报表功能。提供

统计分析报表库，提供基础常用报表，支持用户个性化定

制。

危急值管理 提供危急值自定义规则设置功能，当标本检验出危急值

时，系统自动启动报警功能；实时通知临床，并可记录临

床处理及临床意见，支持临床反馈机制；提供危急值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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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程管理，实现危急值全过程管理流程闭环。

9. 通过系统配置，设定危急值上下限，当病人所做

的项目结果超过所设置的数值上下限，系统将会自动

判断为危急值。

10. 检验科人员发现“危急值”情况时，检验者首

先要确认检验仪器、设备和检验过程是否正常，核查

标本是否有错，操作是否正确，仪器传输是否有误，

系统支持对标本进行，在确认临床及检验过程各环节

无异常的情况下，才可以将检验结果发出，在发出检

验结果的同时可以对危急值报告进行描述和备注来

提前医生。

11. 当危急值发布至临床时，系统会通过声音，闪

烁图标等多种方式自动进行提示，操作人员即可查看

危急值信息。

12. 护士站相关人员通过系统接收检验科发出的危

急值报告，并进行接收确认，并及时告知值班医生或

管床医生。

13. 当临床科室确认接收并完成危急值信息处理

后，系统会自动将危急值的处理的措施记录和过程信

息（包含接收科室、接收人、接收时间等）反馈给检

验科室。

14. 仪器产生危急值时，系统要通过科室大屏幕提

醒检验人员及时处理及审核超时报警；

15. 危急值回报要有各种统计功能（月统计回报

率）；

16. 危急值设置要求能细分：标本种类、性别、年

龄、临床诊断及科别。

5

LIS 科室管理 4. 档案资料管理

管理科室文档，管理各类电子文档，进行集中分类存

储、浏览、导出管理。

5. 试剂耗材管理

支持对实验室试剂、物资进行全过程信息化管理。

6. 设备管理

5) 记录冰箱、恒温箱、离心机等实验室设备信息。

6) 记录设备折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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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仪器设备信息化管理，记录各仪器设备的所有信

息，生成仪器设备的档案。

8) 记录仪器设备维护、维修情况

6

LIS 病员服务

平台

支持将病人的检查、检验报告的发送通知、结果以

短信、微信等多种形式发送到病人的手机上。

支持定时自动发送短信，提供报告发放、检验报告的短信

通知。

7
临床整合 支持急诊标本提醒和不合格标本提醒。支持危急值、不合

格标本、报告完成提醒。

8

CDA 支持检验数据管理 CDA 标准转换服务功能，基于卫生部电

子病历委员会（EHR-SC）临床检验结果报告共享互操作规

范（IPBB Lab Component），符合 IHE（Integrating the

Healthcare Enterprise）实验室技术框架第三卷

〖Laboratory Technical Framework Volume 3 (LAB

TF-3): ";font-family:宋

体;line-height:150%;font-size:14px">〗标准。

9

检验报告查

询台

当检验流程结束，检验报告上传至系统后，LIS 系统支持

在医院服务台进行检验报告进度查询，并将查询结果上传

门诊显示屏，通知患者报告进度情况。

10

质量控制

管理

对检验报告和制图质量进行管理。

7. 支持对仪器质控数据自动接收，自动绘制质控

图，系统支持绘制 Z-分数图、L-J 图、尤顿图、尿液

质控图、血液质控图等多种图，质控图绘制可按月按

天描绘，支持不同月份的质控点绘制在同一图上进行

对比；

8. 系统内置 15 种以上常用质控规则和经典多规则

组合(如 WESTGARD 质控规则)，同时支持用户自定义

质控，完成特定的质控测试；

9. 根据目前国际、国内公认的一种有效的多规则组

合质控方式，系统提供月质控图表、失控处理及数据

导出功能；

10. 设置仪器质控参数。支持生化临检免疫等的定

量质控，支持定性质控及半定量质控（如尿液、血液

类质控），针对免疫等项目测试频率较低成本较高的

项目，系统提供即刻法质控，并在完成相应测定后自

动转入 WESTGARD 多规则质控中；

11. 支持月、季、年的质控分析总结，质控阶段性

改进等质控管理，开放质控规则定义支持失控自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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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质控数据自动分析和失控处理意见记录。

12. 消息提醒服务

11

设备联机 1、常规设备联机

支持常规设备联机，实现各类设备仪器与信息系统的信息

通讯，单向数据采集、仪器控制、双向通讯等辅助仪器实

现自动化，从而降低人为干预程度减少出错进一步提高工

作效率。

2、条码双工通讯

将系统与检测仪器连接，便与仪器将检测结果自动传入

LIS 系统中

12
第三方系

统接口

支持与全院 HIS、EMR 等系统集成，实现患者检验数据等

信息等全院共享。

13

微生物

系统

实验流程电

子化管理（原

始记录单）

支持详细记录并管理微生物的接种培养、初步鉴定、鉴定、

药敏、报告全过程，实现微生物实验过程的无纸化。支持

记录微生物实验的每个过程完整记录，有培养、初鉴、鉴

定、药敏，取代原有的手工记录单，形成原始记录报告单。

14
三级报告临

床发布

具备多阶段结果处理及 24 小时初步报告、48 小时报告、

最终报告等分级报告，支持微生物检验分步计费。

微生物联机 依据微生物流程特点，在培养、鉴定、药敏各阶段支持在

不同仪器上做，根据仪器情况可支持培养、鉴定药敏仪器

的双工。由于各个仪器中的细菌代码名称或者抗生素代码

名称和我们系统中不尽相同，所以在本系统中，提供标准

细菌代码，保障后期数据的查询分析。提供抗生素药物代

码转换功能。

15
报告管理 支持样本的涂片、培养、鉴定及药敏的独立报告以及综合

报告。

微生物质控 支持手工药敏质控、仪器药敏质控、手工生化反应质控、

仪器生化反应质控、染色液质控；支持微生物室内质控（如

涂片、板条、药敏质控等）和室间质控（如空气、物表监

测等）记录管理。

微生物专家

库 支持提供微生物专家知识库，实现药敏报告临床用药建议

微生物院感 支持与院感系统连接，支持院感系统开职业暴露检验申请

单，打印条码送检，并检验结果自动发回院感系统，方便

院感科监控职工健康状况。实现电子化管理。

支持与院感系统连接，接收院感系统开院感环境监控申请

单，送微生物室进行细菌检测，并将检验结果回报给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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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方便院感科，监控院感情况。实现电子化管理。

16

超级细菌管

理

支持设置重点细菌监控预警（如超级细菌、泛耐药菌等），

检验药敏结果可根据信息在工作平台给予及时提示，对防

控疫情有积极意义。

17

微生物质控 支持手工药敏质控、仪器药敏质控、手工生化反应质控、

仪器生化反应质控、染色液质控；支持微生物室内质控（如

涂片、板条、药敏质控等）和室间质控（如空气、物表监

测等）记录管理。

18

微生物

WHONET 接口

支持 WHONET 的 5.4 、5.5、 5.6 等主流版本的数

据接口，在药敏报告完成后，可将病人信息、细菌信息、

药敏信息自动导入 WHONET 中进行统计分析。

系统中只需要在抗生素药物和细菌种类模块配置符

合 WHONET 规则的 WHONET 代码。然后在 WHONET 模块，通

过条件查询出需要导入 WHONET 软件的数据。点击导入即

可。

打开 WHONET 软件后。就能浏览到导入的数据，并且进行

数据分析。

19
查询统计及

自定义方案

提供强大的数据统计分析功能。报告查询方案自定义功

能，方便实验室进行统计分析工作。

20

微生物联机 依据微生物流程特点，在培养、鉴定、药敏各阶段

支持在不同仪器上做，根据仪器情况可支持培养、鉴定药

敏仪器的双工。

由于各个仪器中的细菌代码名称或者抗生素代码名

称和系统中不尽相同，所以在系统中，提供标准细菌代码，

保障后期数据的查询分析。

提供抗生素药物代码转换功能。

21
第三方系统

接口

支持与全院 HIS、EMR 等系统集成，实现患者微生物数据

等信息等全院共享。

11、福建省妇产医院医技报告系统（RIS）、内窥镜管理系统

编号
一级模

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检查登

记及收

费

科室检查预约 根据预约排班信息，安排预约病人的检查日期、检查

时间和检查地点。预约完后可进行打印预约单、扫描

预约单、打印病人基本信息条码等操作。

2
科室检查预约 自动安排安排病人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诊。自动安

排医生及其他工作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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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查登记及收

费
登记病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年龄、住址、

收费类别、联系电话、检查日期、检查部位、简单病

史等基本信息，并对病人进行收费登记。

6. 支持与 HIS 对接，获取患者相关的检查信息；

7. 支持多过滤条件对患者列表进行过滤；

8. 支持对患者费用进行确、退、核、收等操作；

9. 支持将医生使用习惯保存于服务器，登陆后

在自动还原；

10. 支持进行留言操作；

4

流程管

理

设备集成 对于支持 WorkList 的设备。RIS 输入或接收 HIS 中有

关检查申请的信息后，可通过 WorkList 接口将检查信

息传送到检查设备。

5

申请单流程 为了保证医疗质量以及提高信息的互联互通，系统需

要满足电子申请单闭环流转，包括检查登记、技师工

作站、报告书写、审核工作站，满足医生调阅申请单

需求。

6

条码流程管理 通过条码，系统可以获取患者相关的检查信息、个人

信息、检查部位信息，涉及的工作站包括：登记工作

站、技师工作站医技报告工作站。

7
医学影像诊断

报告的书写 制作、审阅、打印诊断报告书。

技师工作站 技师工作站模块，支持与排队叫号模块对接，实现对

分诊患者的呼叫；支持在技师工作站，对患者进行条

码合并；针对住院患者，技师可以增加收费项目，并

返回 HIS；支持对费用进行核收。

1.系统支持一台技师工作站控制多个队列 。

2.系统支持对患者费用进行核收；

3.系统支持对条码进行合并。

4.系统支持针对住院病人，增加检查项目，并向 HIS

返回相应费用。

5.系统支持对检查人数、未检查人数的实时统计。

6.系统支持与叫号软件对接。

7.系统支持技师检查任务的提醒。

8.支持呼叫患者家属，

8 报告管

理

病历管理 进行病人人数统计及相关病历的获取和管理。

9 资源管理
包括人力资源管理、设备管理、消耗材料管理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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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

10
胶片、文件跟

踪 管理胶片及相关文件的借出、入库等。

11

检查报告处理 支持所见即所得的报告模块，拥有专业的模板库，方

便医生快速的、规范完成检查报告，并且医生在进行

写报告时，能够对报告内容进行自由调整。

报告打开

1. 系统支持按病人编号、病人姓名、性别、年龄、

检查日期、检查号、诊断医师、申请科室、设备类型、

检查部位、申请医师、报告医师、操作医师、审核医

师、显示诊断结论、显示阅片状态、显示报告状态、

显示审核状态等查询条件查询患者，并打开患者报告。

2. 系统支持打开患者各种报告状态下的报告。

3. 系统支持报告锁定功能，同一份报告（除已发布

的报告）只允许一位医生打开。

4. 系统支持打开报告时，自动调用对应影像进行浏

览。

5. 系统支持医生自定义报告列表。

报告查看

6. 系统支持查看技师留言。

7. 系统支持查看电子申请单。

8. 系统支持查看各种报告状态下的报告。

9. 系统支持不同状态的报告已不同的颜色标记。

10. 系统支持报告的同步放大缩小。

11. 系统支持报告任务列表查看，可按照不同的检查

时间，检查类型，检查部位、检查机房、申请医生、

申请科室等组合方式进行顺序显示。

12. 系统支持报告显示界面的明暗度调整。

13. 系统支持查看报告的无限次修改记录，包括修改

内容、修改人、时间等信息。

14. 系统支持修改痕迹对比。

15. 系统智能提醒任务报告。

报告书写

16. 整个报告结构采用所见即所得的输入模式，即可



600

根据报告输入要求，自由调节字体字号、上下角标、

中英文字体、特殊符号及公式、可剪切、复制、粘贴

相关内容，可插入表格、插入图片等功能；

17. 系统支持报告书写展现所见即所得，书写界面直

接展现图片、图注、数字签名图片、表格等文字外的

内容，预览、打印与当前展示页面完全一致。

18. 系统支持报告书写与图像采集各自加载图像列

表，可同步可异步。异步采集患者时与报告书写图像

列表互不干扰。

19. 系统支持多种语言报告。

20. 系统支持医生签名图像的自动打印。

21. 系统支持图文报告格式。

22. 系统支持对影像图像进行勾选添加及拖动添加。

23. 系统支持在图文报告中对图片放大、缩小、自适

应等操作。

24. 系统支持在报告界面的图片区域，通过鼠标拖拽

图片的方式任意调整图片位置。

25. 系统支持报告书写通过模板输入项配置，具有复

杂的逻辑判断及公式计算，自动得出要的结果。

26. 系统支持根据检查所见，自动完成诊断。

27. 系统支持报告书写全键盘操作，操作时可回车至

指定下一个输入项。

28. 系统支持报告退回，并记录退回原因。

29. 系统支持在报告界面将该报告设置为典型病例

或教学病例。

12

危急值 医生进行报告书写时，系统能够自动的对报告中出现

的危急值进行判断，经医生判断为危机之后，直接发

送至该患者所对应的临床科室。

专家模板库 8. 系统支持提供丰富的专家模板，包括普放、

CT、MR、DSA（血管造影介入治疗等，形成特有的

专家模块库。

9. 系统支持报告模板自动匹配报告类别。

10. 系统支持根据医生个人喜好编辑、添加、调

整报告私有模板。

11. 系统支持主任医生及管理员编辑、添加、调

整报告公有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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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系统支持模板报告库导入。

13. 系统支持报告模板插入前预览。

14. 系统支持一个或多个专家模板插入到报告

中，插入方式有新增和追加两种。

多级审核 具备三级报告体系，具备报告锁定机制，报告审

核医生通过该模块对报告书写医生的报告进行审核，

审核完成后即可进行发布；

5. 支持审核不通过留言；

6. 支持对报告的阴阳性进行选择；

7. 支持发起读片会诊；

8. 支持对报告历次的修改记录进行查看

相关报告 4. 医生进行报告书写时，能够在同一界面横向

和纵向查看患者历史诊断报告（横向是指患者的

超声、内镜、心电、检验等历史报告，纵向是指

能够查看患者的历次报告）。

5. 系统支持在同一检查报告页面，可查看患者

本科室内的历次检查报告。

6. 系统支持在同一检查报告页面，可查看患者

跨科室的相关检查报告。

集中打印 系统具有电子胶片功能，可与 RIS 系统相关联，实现

按需集中打印胶片与报告，并可根据医院实际业务需

求，实现自助打印。

13

质量控

制

放射影像质控 提供放射影像质控模块，可以为技师拍的影像进行甲、

乙、丙、废进行评分，并且质控结果保存在系统中，

支持查询与统计。

14

放射报告控制 针对报告，系统提供一套专业的报告质控模块，对医

生写的报告进行质控，包括报告书写的规范性、诊断

结论的准确性等进行评分。

15

统计报

表及条

件查询

在所有需要查询的界面为医生提供快捷查询及高级查

询两种查询方式，支持全院信息统一查询。精确统计

医务人员、科室工作量和各种病例统计、分析。

16

第三方

接口
PACS 系统与第三方系统对接（EMR、HIS 等），实现患

者影像信息的上传，能够满足跨系统调阅和共享。

RIS 系统与第三方系统对接（HIS、体检、手麻、院感、

各类平台、各类信息调阅、各类数据上传等），实现

患者个人信息、检查报告信息以及相关的检查信息上

传，能够满足跨系统调阅和共享。

内窥镜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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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一级模

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基础管

理

设备管理 自动消毒机、数据采集器、RFID 卡、员工工牌卡的

登记管理。

2 内镜登记 新增内镜并登记 RFID 标签，登记后可以使用和监控。

3
病种限定 根据使用内镜的病人病种信息，限定使用自动或手动

消毒。

4
传染病监控 对于传染病人使用的内镜，消毒前进行预警，并可独

立控制消毒流程。

检查预

约及登

记

根据预约排班信息，安排预约病人的检查日期、检查

时间和检查地点。预约完后可进行打印预约单、扫描

预约单、打印病人基本信息条码等操作。支持打印检

查注意事项。

登记病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年龄、住址、

收费类别、联系电话、检查日期、检查部位、简单病

史等基本信息，并对病人进行收费登记。

5. 支持与 HIS 对接，获取患者相关的检查信息；

6. 支持多过滤条件对患者列表进行过滤；

7. 支持对患者费用进行确、退、核、收等操作；

8. 支持将医生使用习惯保存于服务器，登陆后

在自动还原；

支持进行留言操作

危急值

提醒

医生进行报告书写时，系统能够自动的对报告中出现

的危急值进行判断，经医生判断为危机之后，直接发

送至该患者所对应的临床科室，由科室进行危急值接

收确认，确认完成后对危急值处理的情况进行反馈。

5

流程监

控

手工洗消 包括初洗、酶洗、次洗、浸泡、末洗、干燥等环节的

流程监控；智能识别并启动相应消毒程序，计时提醒，

结束或中断报警。

6
自动洗消 登记进入消毒机的内镜信息，同时可通过消毒机接口

获得运行参数。

7 内镜存储 消毒合格的内镜置于指定存储柜中。

8

诊间管

理

使用登记 病人通过 RIS/PACS 等进行内镜检查时，自动识别所

使用的内镜系统提供多种接口方案，可嵌入在各类第

三方系统中。

9
使用修正 内镜使用登记后，如发现病人选择错误，可以修订使

用人。

10 监控管 消毒监控 以大屏方式监测每条流水线的实时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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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11 内镜监测 按镜子操作顺序，查看内窥镜当前使用或消毒状态。

12 维修管理 自动消毒机、内镜的故障、维修、修复登记。

13 消毒液监测 监测消毒液浓度情况，并可将监测试纸拍照保存。

14 统计查

询

使用追溯 显示内窥镜的历史使用和消毒记录信息。

15 使用统计 按时间、科室统计各类内镜使用次数。

16
成本核算 根据内镜购置分摊成本和使用消毒成本，核算科室成

本情况。

17
水槽清洗数量

统计

记录每个水槽每天清洗数量，可以人工设置一个数值，

当清洗数量超过该值时会提醒。

18

内镜图

像采集
支持从 DICOM 3.0 接口的内镜设备传输影像至工

作站；支持胃镜、肠镜、喉镜、支气管镜等各种内窥

镜。

支持通过图像采集卡从内镜设备直接采集单帧

（DICOM）、多帧（DICOM），支持采集卡+DICOM 双工

模式，满足各种规模医院的应用需求。

采集动态图像，形成 DICOM 多帧格式或 AVI 影片

格式，时间不限，可在任何符合 DICOM 3.0 的 PACS 系

统中实时回放。

支持鼠标、键盘、外接小键盘、脚踏开关等多种

采集触发方式；外接小键盘三个键之内，方便操作，

并且能绑定在内镜键盘上。

支持图像冻结数秒后（可自定义）自动采集图像

的功能，支持动态录像（AVI）采集、回放、在回放过

程中采集单帧影像。

支持匿名采集、后台采集或异步采集，支持内镜

报告与图像采集分离的工作方式。

支持在采集时设置对视频窗口进行裁剪。

支持多帧 DICOM 图像循环播放，可以手动设定播

放速率。

支持浮动视频监控窗口，可缩放并支持鼠标拖动。

支持缩略图栏，在缩略图上点击鼠标可放大显示

图像。

支持在缩略栏用鼠标将错误匹配的图像拖出当前

检查。

支持报告书写界面和图像显示界面同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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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显示界面可手动调节大小、拖拽、位置移动。

支持图像导入、导出功能，支持 BMP／JPG／TIF

／DICOM 格式，可以实现自动 DICOM 格式图像的发送。

支持录像导入、导出功能，支持 AVI 格式。

影像数据能够存储在本地硬盘，支持在线、离线

存储方式。

支持多种图像后处理功能（大小、亮度、对比度

调节等）。

显示黑白和彩色影像。

支持为采集下来的每一幅影像添加描述文字标

注，并可打印在诊断报告上。

支持单工作站以及整个系统的图像备份和恢复（CD／

DVD 刻录）

19

内镜图

文报告
报告撰写、审核，基于专家模版的计算机辅助报告系

统。

丰富的检查诊断知识库，并配有常用术语（可以随时

添加和修改）。

以固定描述项和可选项以及多级短语的方式组织报告

模版。

支持为不同的内窥镜定义各自的诊断报告模版并可由

用户自定义。

支持在工作列表、历史检查、同名检查、报告编辑和

报告模板在一个界面上同屏展示，帮助医生快速定位

检查，避免页面切换。

自动弹出检查申请单，自动获取相关检查申请单列表。

为了能够提高医生报告书写效率和诊断的准确性，系

统需要支持所见即所得的报告模块，拥有专业的模板

库，方便医生快速的、规范完成检查报告，并且医生

在进行写报告时，能够对报告内容进行自由调整，包

括字体、字号、插入表格、图片等，另外医生在写报

告时，能够在同一个界面查看患者的历史诊断结论，

最后，系统需要支持对相关的危急值、敏感词等进行

实时的提醒。

13. 整个报告结构采用所见即所得的输入模式，

即可根据报告输入要求，自由调节字体字号、上

下角标、中英文字体、特殊符号及公式、可剪切、

复制、粘贴相关内容，可插入表格、插入图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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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14. 提供丰富的专家模板库，并且模板能够根据

报告类型自动匹配，支持模板预览，支持医生将

自己的模板导入至个人模板库或者公共模板库；

15. 支持根据检查所见，自动完成诊断；

16. 支持胃镜、肠镜示意图展示

17. 支持在示意图上点选标注图注位置，支持色

块、数字显示标注

18. 支持图像标注示意图位置时自动获取图注

信息

19. 医生进行报告书写时，能够在同一界面横向

和纵向查看患者历史诊断报告（横向是指患者的

放射、内镜、心电、检验等历史报告，纵向是指

能够查看患者的历次报告）；

20. 支持危急值、敏感词的自动提示；

21. 支持根据医生的需要，自由的选择图片插入

的张数；

支持一键影像平铺，方便医生快速选择

22. 医生进行报告书写时，能够在同一界面横向

和纵向查看患者历史诊断报告（横向是指患者的

超声、内镜、心电、检验等历史报告，纵向是指

能够查看患者的历次报告）。

23. 系统支持在同一检查报告页面，可查看患者

本科室内的历次检查报告。

24. 系统支持在同一检查报告页面，可查看患者

跨科室的相关检查报告。

图文报

告调阅

管理

报告审核后，提交到报告发布平台，系统内各临床科

室按权限均可以浏览

统计查

询
4. 日工作总汇表：统计并打印一个科室一天检

查的清单

5. 工作量统计：按某一时间段、申请科室、检

查医生、检查科室、检查项目、设备统计工作量。

6. 财务统计：按某一时间段、申请科室、检查

医生、检查科室、检查项目、设备统计财务收入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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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福建省妇产医院超声诊断系统

编号
一级模

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一） 超声影像信息平台

1 超声影

像图文

报告系

统

病人登记 提供病人信息注册登记功能。

2

定制化的登记

界面布局

登记工作站终端支持对登记界面布局及功能项的灵活

调整；用户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把最常用的登记信

息调整到最方便位置；将不常用的信息安排在相对靠

后或取消掉，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登记环节的工作效

率。

3

查询结果导出 查询功能，支持具体查询、组合查询及模糊查询；对

于查询出来的结果，可以灵活导出保存为 EXCEL 电子

表格、HTML 文件及文本文件格式，方便医生收集论文

资料。

4
复诊病人登记 针对在医院检查过的病人，支持历史病人快捷登记的

功能。

5

登记、取号功

能

根据科室物理布局、病人流量、医生排班人数及其它

需求实现登记取号功能。

(1). 可集中统一登记病人信息，检查项目能自由组

合；

(2). 复诊智能提醒功能；

(3). 可在登记界面实现快速新增病人，连续新增病

人；

(4). 可编辑检查收费表，可为每台超声设定默认收

费，可用下拉菜单的方式输入收费；

(5). 可将检索结果导出来 EXCEL 电子表格进行保

存；

(6). 自定义质控字段：如必须登记的项目为病人的

姓名、性别、年龄、检查项目。其他信息可选择登记；

(7). 登记界面设置自定义设置，只显示病人登记时

常用的信息字段，可以隐藏不常用的病人登记信息。

6

诊室叫号 医院病人量多且开通叫号功能后，各个诊室可以通过

叫号来叫取队列中的病人进诊室检查，能为病人、医

院创造良好的就医环境，提升医院的竞争力。

7
重新排队叫号 无法完成检查或者检查效果不明显，可以让病人重新

参与排队并享有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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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前后台、动静

态采集
诊断工作站支持前台、后台的动静态图像采集功能。

9
遥控采集 提供了专用的采集器，脱离键盘，在较远的地方进行

采集。

10
图像对比 提供旧检查和当前检查之间进行检查图像的对比、导

出、及选用到当前检查的功能。

11

DICOM 存储 将超声设备采集的影响处理为 DICOM 格式进行存储，

利用 DICOM 国际标准影像存储结构，在保证了数据的

安全性的同时，方便医生在学术交流、论文著作中提

供素材。

12
图像处理 支持各种常用的图像处理功能，且操作简单，例如校

准图像、文字标注。

13

支持超链接模

块

在诊断模块的诊断框，与知识库同步支持超链接的模

式，该模式极大的方便了医生，大大减少了医生的输

入工作量，提高了诊断效率。

14
专家知识库 支持让用户根据自己的习惯新建、修改、删除、自定

义、重命名属于自己的知识库。

15
历史病历快速

写报告

对于复查的病人，医生在写书诊断报告过程中，可以

调用历史病历进行快速书写报告。

16
检查参数自动

计算

某部分的检查参数，可以依据用户自定义的公式计算

出来，减少医生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

17

检查图像的自

动排版

系统会根据用户选择的打印图像数量，自动排列位置

及大小。不需要医生选择另外的模板来适应不同的图

像打印数量。

18
检查参数的自

动排版

系统会根据已输入检查值的检查参数来自动排列位

置，不输入值的参数可以不打印。

19
诊断术语区自

动排版

系统会根据诊断术语的多少，自动设置诊断术语区的

高度，不需担心术语太多打印不完内容。

20
固定区域功能 如检查医生、检查日期等，希望固定显示在报告单的

右下角，则可以设置本功能。

21

报告智能提示 提供检查报告智能提示功能，系统会对医生输入的内

容进行自动监控，当其中出现系统可以判断的常识性

错误时或出现危急症状描述时会自动进行提示。

22
报告质控 系统具有完善的报告质控功能和体系化的报告质控标

准。

23 图像质控 通过对影像进行质量评级来进行图像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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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检查报告共享 方便的查看病人在其他检查科室的检查报告及图像。

25 病历追踪 支持对已经检查的病人进行病历追踪的功能。

26

数据统计 支持多种数据统计：如医生工作量统计、设备工作量

统计、临床送检量统计、检查费用统计、阳性率统计

等等。

27

系统设置 系统可以灵活地对各参数进行设置，如：测量参数设

置、检查部位设置、检查设备设置、检查与正常报告

关联设置等。

2

超声语

音智能

录入助

手

超声语音智能

录入助手

(1). 支持与超声工作站集成，在不改变原工作站所

有功能操作的基础上实现语音操作功能；

(2). 支持随超声工作站的启动而自动启动模式，无

需另行登录；

(3). 支持随超声工作站的关闭而自动退出模式，无

需另行关闭；

(4). 支持中文普通话医疗领域语音识别，且标准中

文普通话语音识别准确率超过 90%。

(5). 要求语音识别处理速度小于 0.5 倍实时。

(6). 支持输入语音指令实现对超声工作站所有功能

按钮的操作。

(7). 支持输入语音指令实现工作站页签切换功能；

(8). 支持输入语音指令实现选中指定患者功能；

(9). 支持输入语音指令实现科室叫号（包括顺序叫

号、指定叫号、重新叫号）功能；

(10).支持“出本诊室”的语音指令，将当前不符合检

查的患者状态变为排队状态；

(11).支持“叫号达到”的语音指令，自动定位当前患

者；

(12).支持检查医生输入语音指令实现静态影像和动

态影像采集操作；

(13).支持检查医生输入语音指令实现选中或取消选

中影像功能；

(14).支持检查医生边检查边输入语音指令编辑检查

报告，简化检查流程，提高效率；

(15).支持语音选择当前病人的报告模板;

(16).支持语音打开特定知识库模板并将内容自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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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至报告；

(16).提供结构化模板相结合的便捷输入模式；

(17).支持语音内容自动回填，系统自动填充语音内容

到对应的模板元素中；

(18).支持语音填充检查参数值，系统根据语音自动定

位，自动填值；

(19).支持检查医生输入语音指令实现检查报告编辑、

修改、保存、预览、打印、审核等功能；

(20).支持图文一体化报告打印功能，可语音选择需要

打印的影像；

(21).报告打印完成后，系统自动跳转到叫号列表界

面，进行下一轮操作，提高检查效率

(22).系统提供覆盖超声检查全流程的默认超声科专

用语音库（包括功能操作、知识库编辑），满足用户

正常操作需要；

(23). 支持语音指令自定义编辑，可个性化定制满足

医生习惯的语音指令；

(24). 支持报告模板中元素名称的语音指令自定义

编辑；

(25). 支持报告模板中的长句、关键字自定义设置，

方便识别；

(26). 支持医生新增个人知识库语音命令节点自定

义编辑；

(27). 屏幕默认显示当前操作界面的所有语音命令

提示框，方便医生顺利操作；

(28). 语音命令提示框可选择关闭；

(29). 可编辑多个指令执行同一个操作，满足不同用

户的操作和语言习惯；

3

超声影

像临床

浏览系

统

超声影像临床

浏览系统

临床浏览服务器端

(1). 能定时检索符合条件的影像科室检查信息，并

负责上传到影像中心；

(2). 支持根据医院临床科室的需要，自主设定发布

影像的条件；

(3). 发布可支持选择，只发布打印图、发布所有静

态图像、不发布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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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临床客户端浏览器可以通过 web 站点直接提

出报告浏览请求；

(5). 可根据姓名、查询号、时间、申请科室、申请

医生等查询条件查询报告，并以报告模式显示 每个

检查的数据与影像，支持精确与模糊两种查询报告方

式；

(6). 可根据时间、病人来源类型等条件检索预约信

息；

(7). 支持对已发布报告数据的维护；

(8). 支持对发布异常的检查项异色标记显示；

(9). 支持选择使用手工或自动审核及发布报告程

序。

临床浏览系统用户端

(1). 针对专业用户需求，通过 HTTP 协议实现临床专

业工作站的软件；

(2). 通过 WADO 协议，可以实现在 IE 浏览器上浏览

报告与影像，支持临床影像

(3). 数据与 PACS 主服务器数据独立存放，保证医技

科室数据的相对独立性；

(4). 提供图像显示控件，能够直接嵌入到医生工作

站等应用软件中，方便调阅当前病人的相关图像及历

史图像与诊断；

(5). 提供按人、按病区、按检查类别、按申请医生、

按日期等检索能力，能够显示病人所有的检查申请及

处理状态；

(6). 可以显示病人的各类检查图像，具体有以下需

求：CR、DX、DSA、RF、US、MR、NM、CT、ES 等；

(7). 能够显示静态图像，能够支持动态图像回放；

(8). 支持灰度和彩色图像显示；

(9). 经特殊授权的用户可以把图像以 DICOM、JPEG、

TIF、AVI 格式另存到本地介质,可以导出为符合

DICOMDIR 标准及 IHE 定义的 Web 格式的 CD 光盘 导

入光盘数据；

(10).显示病人的文字报告快照；

(11).可以在同一界面内，任意切换看到各影像科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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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图像及报告；

(12).支持对检查报告数据的模糊查找；

(13).支持“按设备类型统计”、“医院统计设备类型

工作量”、“医院检查人数”统计；

(14).可以查看各种检查设备类型的数据；

(15).支持在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查阅报告

影像；

(16).提供与放射科诊断影像工作站相同的图像显示

和处理能力

4

科室二

级分诊

叫号系

统

科室二级分诊

叫号系统

候诊大厅/诊室叫号显示子系统

(1). 系统应支持候诊区一级分诊以及诊室

门口二级分诊，候诊区叫号将多名患者呼叫到

诊室门口等候，诊室门口子叫号将患者逐一呼

叫至诊室就诊；

(2). 系统可根据诊间环境大小及特点设定

诊间等候区等候人数 1-3 人不等；

(3). 要求候诊区域一级分诊屏、医生所在诊

室门口的二级分诊屏显示各自对应的叫号信

息，呼叫患者进入诊室就诊或者到诊室门口等

候就诊；

(4). 二级分诊屏支持同步显示当前诊室出

诊医生信息；

(5). 支持顺序呼叫、选择呼叫、扫描呼叫等

三种呼叫方式；

(6). 支持叫号、重呼、选呼三种呼叫方式；

支持过号（呼叫未到）、叫号完成两种结束状

态；支持暂离、停诊等状态切换；

(7). 支持全自动形成队列、人工报到形成队

列（患者自助报到、护士操作报到）以及自动

及人工混合报到三种模式；

(8). 支持多屏统一呼叫或分屏呼叫；

(9). 可对特殊诊区敏感信息隐私保护；

(10).可发布通知类即时文字信息；

(11).系统可设定单级或多级的组织管理和内

容发布权限，实现统一管理、集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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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支持精确地定义指定显示器播放内容的

播放点、播放时间及播放周期。各个播放点可

以播放相同或不同的内容；

(13).支持播放医院各类素材信息：如视频、

文字、图片、动画、数据信息以及有线电视频

道的素材；支持同时叠加多个元素同时播放；

(14).显示界面风格、样式可根据医院需求定

制。

分诊台叫号软件子系统

(1). 软件支持密码登录功能，防止其他人员

误操作；

(2). 支持查看各检查项患者当日的排队信

息和预约日的预约信息（如：排队队列名称、

候诊人数、已就诊人数、未到过号人数、当前

队列最后一次呼叫的患者姓名、排队序号、呼

叫医生或诊位、叫号时间等）

(3). 支持刷卡、扫描条码、手工录入等多种

方式获取并显示患者基本信息和所有检查项

的信息。

(4). 支持护士灵活调整排队顺序，可对患

者进行初诊患者签到、复诊患者二次签到、患

者优先检查、过号调号、暂停叫号等操作；

(5). 支持护士根据实际情况临时调整预约

检查和门诊检查的数量限制，方便患者排队。

(6). 支持护士将患者手动分配至指定医生

或诊室下排队候诊；

(7). 支持同一诊区下转诊功能，可将患者从

一个队列转到另一个队列排队；

(8). 支持为患者打印预约凭条和取号凭条。

号票显示医院名称、检查科目、检查地点、排

队序号、等待人数、预约时间、预约序号、检

查内容等信息且模板可调整。

(9). 支持对“特殊”患者进行标识，并对此

类患者进行优先就诊操作，例如老、幼、军人、

离休等患者可优先就诊，同时叫号屏幕可显示

此类患者标识，如“军”、“幼” 、“急”

等，并用其他颜色以示区别，打消其他患者疑

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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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支持过号患者签到再次进入队列功能，

同时可根据需求设置过号患者优先就诊，延后

就诊，延后就诊可设置延后位数；

(11).支持延迟呼叫，例如在检查、检验科室，

当患者暂时不满足检查、检验条件时，护士可

对患者进行延迟就诊操作，延迟时长可自定

义，时间截止时，自动取消患者延迟状态，也

可以通过护士手动取消患者延迟状态；

(12).支持复诊（回诊）患者签到再次进入队

列功能，同时可根据需求设置复诊插队策略，

例如：优先插队、间隔插队；

(13).支持绿色通道（弃号）功能，可不经叫

号直接就诊；

5

超声报

告自助

打印

超声报告自助

打印

产前检

查

(1). 超声产前检查系统能与现有超声影像系统无缝

对接，满足检查过程中患者影像数据共享；

(2). 检查类型标准划分：分为早期妊娠一般超声检

查，超声扫描 NT，中晚期妊娠一般超声检查(Ⅰ),中

晚期妊娠胎儿超声检查(Ⅱ),中晚期妊娠系统胎儿超

声检查(Ⅲ),超声心动图检查等类型。可以根据设置的

孕周自动选择检查类型；

(3). 检查导航：从子宫、附件、盆腔、胎盘几个方

面进行导航检查；

(4). 影像实时对比：根据‘检查部位’处的系统切

面和个人经典切面，与实时影像相互对比，点击切面

节点可以查看相应的‘影像列表’、‘影像说明’、

‘扫描方法’；

(5). 个人经典切面收藏：弹出‘收藏切面’窗体。

可以‘新增节点’、输入影像名称和影像说明点击‘收

藏’按钮即可做相应的收藏工作；

(6). 个人经典切面的删除：删除工作时系统节点不

可以删除，个人经典切面节点删除时会将影像信息一

并删除；

(7). 实时影像：显示联机实时影像，可以进行当前

动静态、缓冲动静态的影像采集，缓冲前缀，动态定

时，影像导入导出，影像编辑处理，影像标签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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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常规超声测值一体化设计：可以定义参数模板，

参数计算公式；

(9). 支持多胎(最多支持 5 胎)：在诊断报告编辑界

面选择相应的胎儿 ID 即可分别录值；

(10).超声测值自动计算：根据设置参数计算公式计

算；

(11).超声测值实时预警：参考范围上会根据输入的值

自动做标记。正常参考范围内蓝色标记，之外红色标

记；

(12).测值参考范围、胎儿生长曲线可设置打印：可以

选择是否‘打印参数’、‘打印参考分为’、‘打印

最大最小值’、‘加入至影像列表’、图像的存储等

操作；

(13).历次检查参数一体化显示：弹出曲线图的窗体。

主要分为曲线图和测量影像两页。同时会采集一张缓

冲静态图；

(14).提供多种测值评估方法：评估方法多种，根据测

值的类型加载方法，用户可以根据学术偏好选择；

(15).影像测量指导：用户可以查看类似的影像测量图

像，对实际的测量做指导；

全面超声测值：可以填写更多的超声测值参数值；

(16).正常规范报告快速生成：可以自由勾选‘正常’

前面胎儿检查部位，选择之后点击‘正常’就会一键

添加到报告中；

(17).产前专用诊断知识库：选择好节点之后单击相应

内容前面的符号会加载到报告中；

(18).“多选项”超链接：在诊断中，对一个对象或现

象的描述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知识库将可能的结果都

列举出来，集结在一起，医生可单选或多选这些选项。

并且，当前病人在其他模块进行切换之后彩色字体仍

然可选；

(19).自动生成免责提示：在报告中心的末尾显示提示

信息，字体相比正文小一点；

(20).危急病种智能提示：启用之后，若在诊断模块和

报告中心得检查提示或检查所见中出现常用语字典表

中所编辑的内容，就会给予危急病种提示框；

(21).待追踪：将正在进行的甲检查设为‘待追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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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医生可转做其他检查，医生打开待追踪夹，可随

时回到甲检查；

(22).历史病历提醒：点击“历史病历”，在对话框中

用姓名或档案号过滤，选择正确的历史病历。选择的

病人还会出现相应的超声测值、诊断术语，还可以点

击‘引用’符号引用诊断术语；

(23).历次校正信息一体化显示：选择患者之后可以双

击进入‘历史病历’窗体中查看；

(24).异常报告标准化描述：选择检查部位的节点之

后，可以查看‘正常’和一些异常报告的检查所见、

检查提示；

(25).预后信息库：在诊断编辑模块选择超声提示里的

畸形关键字直接连接到相应节点；

(26).专家影像库：至少提供‘按畸形组织’、‘按部

位组织’两种；

(27).三维实时扫查方法教程：可以通过影响教程快速

的学习扫图手法；

(28).早孕期 NT 评估：在弹出对窗体中，早孕期 NT

风险评估值从外面的参数测值中加载。包括头臂长和

NT 厚；

(29).实验室评估：实验室评估中包含早孕期β-HCG、

AFP、PAPP-P，中孕期β-HCG、AFP。其中超声扫描 NT

风险评估中只有‘早孕期’项；

(30).中孕期超声评估：中孕期超声评估主要是颈水

肿、肱骨短小、严重畸形等方面的阴阳性选择；

(31).背景风险和评估风险：背景风险是针对病人年龄

做的风险评估。评估风险是对早孕期 NT 评估、实验室

评估、中孕期超声评估等做的综合性评估。评估的结

果会显示到窗体上方的相应位置中；

(32).打印预览：显示出风险评估报告单。包括病人基

本信息、评估指标、风险曲线图、说明、评估医生等

信息。点击报告单上的‘打印’可以打印报告单；

(33).常规测量参数设置：可以给相应的检查类型设置

需要的检查参数。可以添加或移除；

(34).参数打印设置：‘打印测量参数范围图’、‘打

印最大最小值’的勾选与否决定检查报告单上是否打

印参数的范围图和最大最小值的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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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检查类型默认孕周设置：在此页面上用户可以自

主设置产前检查类型的孕周范围。根据操作符设置最

大最小孕周值；

(36).图谱库路径、测值单位设置：可以选择图谱库的

路径。还可以选择设置超声测值是否显示最大最小值，

以及超声测值的默认单位设置。

（37）.支持超声产前检查模块，提供产前超声诊断软

件系统著作权复印件证明文件复印件作为佐证。

产前图

谱电子

书

(1). 神经系统先天畸形静态图谱；

(2). 先天性心脏畸形静态图谱；

(3). 胸腔畸形静态图谱；

(4). 泌尿生殖系统畸形静态图谱；

(5). 消化系统畸形静态图谱；

(6). 肌肉骨格系统及肢体畸形静态图谱；

(7). 前腹壁畸形静态图谱；

(8). 颜面部畸形静态图谱；

(9). 多胎妊娠与胎儿畸形静态图谱；

(10).胎盘、脐带异常静态图谱；

(11).胎儿染色体异常静态图谱；

(12).超过 180 幅专家畸形静态图谱文字说明；

(13).超过 180 幅专家畸形静态图谱,提供专业产前超

声图谱教学系统软件作者权佐证；

6

服务器

管理

(1). 支持建立集团统一 PACS 超声影像数据存储中

心平台，能够管理磁盘阵列等海量数据存储，要求升

级后超声系统无缝兼容现有超声影像和报告数据，原

有超声系统上功能都要在升级后超声系统上给予实

现；

(2). 存储格式遵循 DICOM3.0 标准：支持常见 DICOM

影像的存储；支持 DICOM 结构化报告 SR 的存储；支持

DICOM 留痕信息 GSPS 的存储；支持 DICOM Store 服务；

支持 DICOM Worklist 服务；支持 DICOM PPSM 服务；

支持 DICOM Query/Retrieve 服务；

(3). 支持符合 JPG、JPEG2000 标准压缩；支持有损

压缩（LOSSY）和无损压缩（LOSSLESS）两种常见格式；

(4). 自动将影像与 RIS 系统中的数据进行匹配、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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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5). 归档支持按照设备、检查类型分类定制方案。

灵活配置影像分发、匹配规则、信息引用、压缩策略；

(6). 支持服务器集群、双机容错工作模式、并行模

式；

(7). 所有设备影像直接发送到服务器，不经过其他

工作站中转，病人所有影像可以集中阅片；

(8). 支持配置不同设备的中文字符编码格式；为不

同设备定义部位编码；

(9). 能够提供详细的运行日志和用户的操作日志，

易于进行系统维护并及时定位问题；

7

诊断报

告客户

端

(1).支持按照患者档案号、检查号、姓名、性别、病

人来源、病人检查状态、诊断医生、检查日期、检查

设备等过滤条件查找符合条件的病人；

(2).支持关键词的模糊查询，如检查所见、检查提示

中的关键词查询；

查询的结果可以导出为 EXCEL 表格另外保存；

(3).医生只能修改自己的检查报告，不能修改其他医

生的检查报告；

(4).诊断报告打印后过了病历锁定时间则不能修改；

(5).专业采集卡，图像采集数量无限制。分辨率 768

×576。支持 VIDEO、S-VIDEO 信号；

(6).采集动态影像时能同步采集多普勒音频；

(7).支持动静态采集，采集图像数量不受限制；

(8).动态采集支持 VCD 或者 DVD 格式压缩；

(9).支持键盘快捷键采集、命令按钮采集、采集器采

集，能将图像采集到缓冲区；

(10).支持缓冲区静态、缓冲区动态图像；

(11).在任意界面下均可以采集病人的图像，不须到特

定的窗口采集图像；

(12).支持医生口述病历，支持 DICOM 采集；

(13).在病历管理、报告编辑、图像处理、打印界面下

均可以放大查看与采集当前病人的图像，不须到特定

的窗口查看、采集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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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图像可方便地导出；

(15).多种图像处理工具，如:校准图像、图像文字标

识，图像放大缩小、图像截取、图像聚焦、图像测量、

RGB 通道调色、图像标注、图像翻转等；

(16).动态图像处理功能，如：向后/向前、停止/播放

/暂停、单帧播放、采集单帧、播放速度选择等操作；

(17).可以在工作站中制作幻灯片，当前病人的所有图

像可一次性加入到幻灯片中，幻灯片中包含病人基本

资料，病历图像及检查过程与结论。图像测量中同一

图片上的电子尺寸没有限制；

(18).经处理的图像可保存，不可覆盖原图像；

(19).可使用常用术语分类描述方式、典型病历术语方

式、历史病历方式、正常报告自动生成、正常部位描

述自动生成等方式快速打印图文一体报告单；

(20).诊断知识库：系统提供全面、专业的诊断知识库，

按检查部位分类；

(21).知识库结构包括：描述诊断术语、典型病历、正

常报告、个人术语库、个人典型病历库；

(22).知识库编辑器：可以添加更新术语，增加典型病

例，增加正常病例，增加目录，作废节点，还原节点

等操作；

(23).危急值管理：在检查报告的检查提示或检查所见

中出现危急病种，就会给予危急病种提示框；

(24).打印图像的数量、字数、页数没有限制；

(25).打印的图像，自动排版，打印的图像数量没有限

制；

(26).未测量的参数应不在报告单中显示参数名称；

(27).报告单能另存为图片文件或 PDF 文件等，方便输

出携带；

(28).打印时可切换诊断医生；

(29).可支持诊断提示的自动标号；

(30).若用户对病人有诊断权限，退出报告打印窗体，

可自动保存报告；

(31).检查部位的测量参数可以自由设置，设置的项目

含参数名、参数简写、参考值范围、测量值。医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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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选择部分或全部参数作为需要输入或打印的项目；

(32).支持测值参数通过 DICOM 协议自动获取，避免因

人为输入引起的错误；

(33).在编辑报告时，可在同一界面中比较当前图像和

历史图像的区别；

(34).集中预览或打印报告；

(35).通过科室权限设置可以对数据进行分级管理；

8

统计管

理

(1). 常用统计报表：系统自带常规统计报表，如：

诊断医生工作量、临床医生申请单、检查项目分类、

设备工作量、诊断结果分类、费用分类。

(2). 报表设计：按照实际需求设计自定义报表。

(3). 分类统计：分类统计的查询条件包括时间范围、

检查部位、病人来源、检查科室、诊断医生、设备名

称、费用、积分等，视具体统计项目而定。

(4). 统计结果图表化显示：表格、对照表、趋势图

等多种方式显示统计结果，支持按需要自定义统计项

目。

(5). 预览和打印报表：预览和打印报表；

(6). 导出数据：数据列表页面下显示的统计数据都

可导出，导出的格式为 Excel 文件。

（二） 超声影像会诊平台

1
诊室监

控功能

专家端可以实时看到各个诊室的实时检查影像，根据

布局方案可以调整显示布局。

2

专家指

导功能

通过专家端，专家可与诊室建立连接，实时语音/文件

交互，指导医生完成检查；针对经典图像，专家可以

协助诊室进行采集。

3
报告审

核功能

报告编写以后，保存并将报告提交给指定的审核医生

(会诊医生)以后，退出报告等待报告的审核完成。

4
系统数

据交互

平台间的数据交互成为实现医院卫生信息共享的关

键。

5

会诊系

统

(1). 超声会诊系统要求无缝接入现有超声网络系

统，实现超声检查的影像和报告统一存储和管理，支

持对集团内部优质的专家资源进行整合，满足集团医

院之间远程会诊工作需求；

(2). 支持会诊专家排班，可对集团内部专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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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诊时间做统一管理，使会诊业务的开展井然有序；

(3). 支持展示所有会诊信息，包括已申请，已撤回，

已接受，已拒绝或者自动结束等状态的会诊数量和详

情查看；

(4). 支持对超过某个期限未处理的会诊任务进行特

殊标记；

(5). 支持查看当前会诊所到达的节点；

(6). 支持用户自主管理是否开启会诊的权限，未开

启权限的用户不能做会诊；

(7). 支持用户自主管理是否开启会诊通知，并选择

通知形式；

(8). 支持数据统计功能，统计信息包含但不限于申

请会诊明细统计、申请医疗机构统计、申请会诊综合

统计、会诊明细统计、会诊医疗机构分类统计、会诊

综合统计等；

6

视频系

统

(1).高质量的语音视频效果；

(2).最高 25 分屏的多分屏功能；

(3).高保真语音处理及多路混音；

(4).多功能电子白板协作；

(5).任意格式电子文档协作编辑；

(6).高速真彩色远程屏幕共享；

(7).应用程序远程共享及控制；

(8).Web 网页同步协同浏览；

(9).全方位会议录制及回放；

(10).跨网关端对端多媒体协作通讯；

(11).可灵活定制的层级组织目录；

(12).灵活的内部信息发布策略；

(13).256 位高可靠数据加密；

(14).有效可控的权限管理策略；

(15).支持双路视频传输，专家可同步查看超声设备采

集出的切面图和申请医生的操作手法；

(16).会诊医生可以通过扫描仪把病人的超声报告单、

超声图像、以及其他的临床单据存入会议终端，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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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诊模式的情况下，远方的专家可以看到超声设备探

头的在会诊过程中可用来参考也可以共享给其他会诊

医生作为诊断依据；

13、福建省妇产医院手术麻醉管理系统

编号
一级模

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基础要

求

该项目安装科室在福建省妇产医院麻醉科 30 间手术

间，要求与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原有手术麻醉系统之间

的数据的无缝对接，既往数据的管理查询，数据的一

致性。所投产品应用于省级及以上麻醉质控平台。提

供合同、验收、中标通知或使用单位证明，并加盖投

标人及厂商公章。

（一）

数字化

手术室

管理

1

数字化

手术室

终端应

用

患者转入 6. 提供患者自动转入功能，集成手术麻醉系

统，自动检测并转入正在实施麻醉的患者。

7. 提供集成手术排班系统功能，方便用户在手

术列表中选择对应的患者进行手工转入。

8. 提供自动匹配功能，在患者转入的同时自动

将患者相关信息与手术治疗过程的整个记录进

行匹配。

9. 提供时间间隔设置功能，设置后系统按照设

置的时间间隔定时检测当前患者。

10. 提供患者转入提醒与显示功能，在转入患

者的同时以弹出框形式进行提醒，并自动将患者

的基本信息、手术信息显示在系统界面上。

2

患者病情摘要 4. 提供患者病情摘要功能，可自动根据患者术

前相关检验检查报告进行分析，将结果以图形化

方式汇总成患者病情摘要，辅助医护人员在手术

开始前充分了解患者病情。

5. 提供患者病情摘要提醒功能，系统在转入患

者的同时，提取患者术前所做的相关检验检查信

息以及既往病史、过敏史，汇总成病情摘要并自

动在多功能显示屏上打开。

6. 提供患者异常结果提醒功能，分析患者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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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检验检查报告，对于异常的结果以突出显示。

3

手术视频与患

者病历显示

10. 提供触摸操作功能，用户通过触摸拖拽操

作，将各类视频或数据分别显示在手术室内的适

当位置的多个显示屏上。

11. 提供显示屏显示内容设置功能，可设置默

认将对应视频在对应显示屏上打开，系统启动时

根据设置自动开启手术视频。

12. 提供信息系统集成功能，提取患者各类病

历报告，用户通过触摸拖拽操作在显示屏上打开

显示，对于多页的病历报告支持手工翻页。

13. 系统支持一屏多分显示，并提供多种类别

布局模板选择，用户可根据自身需求自定义屏幕

分屏方式，方便快捷。

14. 提供视频与病历报告集成显示功能，用户

可在分屏模式下，指定任意手术视频画面与患者

病历报告在同一显示屏上多路集成显示。

15. 提供进阶反交错功能，消除交错式影像的

动态梳齿条纹，使画面更清晰稳定。

16. 提供摄像机云台控制功能，用户可通过云

台控制，对支持云台协议的摄像机画面调节，调

整其角度、深度。

17. 提供视频切换功能，满足用户在需要时，

可通过触摸拖拽操作交换两个显示屏上显示的

内容。

18. 提供在分屏模式下，可在当前屏幕上进行

全屏显示或者关闭。

4

手术直播与转

播

11. 提供高清手术直播功能，提供用户在会场

远程观看实时手术视频的能力，并可根据医院不

同外科的需求进行手术直播转播，将手术室全景

视频、术野视频、腔镜影像、显微镜影像等医疗

设备的影像、手术患者病历信息、患者生命体征

信息等传到会场进行直播，辅助完成手术观摩、

远程手术指导、学术讨论等需求。

12. 提供实时音视频交流功能，实现手术室与

远程会场进行多方音视频交流。采用先进的

H.265 编解码算法，通过医院网络实现高清视频

和高清晰、高保真的音频传输，手术直播视频与

手术录像的分辨率必须达到 1080P 全高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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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提供手术直播管理功能，主刀医师可以在

必要的情况下，随时中断手术直播，防止影响手

术进程。手术室端可随时查看本手术的被观摩情

况，并可随时终止掉观摩者的观摩。

14. 提供多方交流功能，可由手术间或会议室

发起交流申请，实现手术室间之间、手术间与会

议室之间的交流，实现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学术交

流。

15. 提供多方交流功能，可满足多个手术间同

时且独立的进行手术示教直播。

16. 提供观摩权限管理功能，手术室可以随时

根据情况修改会场或者其他手术间的相应观摩

权限，如对应画面的观摩、摄像机的云台控制等

权限。

17. 提供手术申请接收管理机制，当手术室接

到观摩请求时，手术室可选择接受或拒绝，在手

术直播转播时，系统支持 5 秒自动接受请求的功

能，满足手术观摩的需求。

18. 提供最新的 H.265/HEVC 技术，在限制带宽

条件下，在同样的手术视频质量情况下，系统可

以节约一半的网络带宽。

19. 提供手术室医疗设备 3D 影像的采集，并支

持 1080P 3D 视频 side-by-side、over under、

line-by-line 格式；支持 2 路视频 3D 拼接；支

持用户使用快门和偏正光两种观看方式观看。

20. 提供手术室内交流功能，在需要进行学术

交流的情况下，手术间可发起与其他手术间进行

交流的请求，并在获得权限允许情况下可接入其

他手术间的术野摄像机、全景摄像机、腔镜等画

面。

5

患者手术档案

记录

7. 提供手术全过程记录功能，可记录手术过程

中的过程视频、医疗设备影像、患者病历报告、

患者生命体征波形等信息，手术全过程记录按照

设定的路径进行存储。

8. 提供安全上传存储机制，在完成手术过程治

疗记录后，自动对文件进行加密处理，而后上传

至服务器进行存储。

9. 提供多线程处理模式，保证手术档案记录过

程中不影响手术视频的显示和正常切换，保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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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直播过程中的高清视频传输。

10. 提供基于时间轴存储方式，将同一时间点

上的手术过程视频、语音交流信息，医疗设备影

像、患者生命体征波形、患者病历报告信息进行

同步存储，保证回顾某一时间时可真实还原当时

手术进展和具体情况。

11. 提供拍照功能，拍照操作时可锁定视频画

面进行拍照，并按照设定路径进行上传存储，拍

照方式支持手工点击拍照、通过脚踏方式踩下进

行拍照。

12. 应能够自动录制所有手术间的全景视频并

进行上传。

6

信息系统与医

疗设备集成

5. 提供医疗设备集成功能，将不同视频源（包

括高清内窥镜影像、全景摄像机影像、术野摄像

机影像、显微镜影像、C臂 X光机影像、监护仪、

术中超声图像、PACS 影像等）、术前检查的各

类医学影像、生化生理指标、电子病历以及患者

的生命体征参数均可传送到本手术室内的任一

显示终端。

6. 提供复合视频、分量、VGA、DVI、HDMI、

SDI/HD-SDI/3G-SDI 等信号接口，兼容 1080p

25/30/50/60Hz 以下分辨率，并支持

3840*2160p@60 的 4K 视频采集。

7. 提供非标准信号格式参数设置功能，可对格

式、水平像素、垂直像素、频率、偏移量、饱和

度进行设置，以兼容对应医疗设备，实现非标准

信号格式的采集。

8. 提供信息系统集成功能，将患者相关的病历

报告（包括检验报告、检查报告、影像报告、医

嘱报告、病历病程、病理报告）均可传送到本手

术室内任一显示屏上显示。

7

系统设置 8. 提供手术间设置功能，为各个手术端设定对

应所在的手术间号，系统可支持根据科室下拉选

择手术间号，系统在线情况以手术间号进行显

示。

9. 提供模板设置功能，可将任一指定显示屏进

行分屏操作，屏幕模板支持一分屏、四分屏、五

分屏等。

10. 提供设置功能，可以指定系统启动时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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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屏上显示的内容，包括手术视频、医疗设备

影像以及患者病历。

11. 提供医疗设备参数设置功能，可对医疗设

备影像的图像分辨率、占用宽带，传输帧率等参

数。

12. 提供存储路径设置功能，设定后手术档案

记录按照设定的路径进行上传。

13. 提供设定功能，能够限定上传速率或者设

置上传时间，保证患者手术治疗记录上传期间不

影响系统的正常使用。

14. 提供网络设置功能，可以保证系统在不占

据医院过多网络带宽的情况下，保证手术视频的

高清传输。

8

手术远

程指导

与观摩

手术教学与观

摩

6. 提供手术间情况一览功能，以一屏多画面方

式展现当前所有手术间情况，实时动态展现各个

手术间当前手术患者的信息、手术信息以及当前

手术进展情况。

7. 提供观摩权限管理功能，会议室在获得观摩

权限后，观摩手术前，需要获得手术室同意后方

可开始观摩，如果手术室拒绝则无法观摩该手术

间的手术。

8. 提供手术观摩功能，能够在会议室观摩指定

手术间的手术，实现双向的沟通交流，可同时观

摩一个手术间的多路画面，也可全屏显示某一路

画面。

9. 提供病历报告调阅功能，能够在具备权限的

情况下，在会议室调取病人相关信息及手术情

况，病历资料可以和多路手术视频集成显示，没

有权限则会提示无查阅电子病历的权限。

10. 提供在手术观摩时，默认接收手术间的所

有信息，可以任意关闭或者重新打开手术间的某

路视频或者患者病历。

9

学术会议讨论 7. 提供会议主题设置功能，可根据学术会议情

况，设置发布会议主题名称，主办医院名称，会

议安排等信息。

8. 提供患者病情摘要功能，可自动根据患者术

前相关检验检查报告进行分析，将结果以图形化

方式汇总成患者病情摘要，辅助专家在手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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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充分了解患者病情。

9. 提供云台控制功能，可对手术间术野摄像机

进行云台控制，调节画面角度、深度，满足专家

学术讨论需求。

10. 提供声音控制功能，可随时对麦克风进行

调节，实现音量调节、静音、麦克风沉默等功能。

11. 提供 AAC、G711Alaw、G711Mulaw、MPEG-2、

audio、AMR、MP3 多种音频编码协议支持，对声

音进行自动增益补偿、自动背景噪音抑制、回声

消除、静音检测、麦克风加强等功能，保障会议

交流过程中的声音品质。

12. 提供病历报告调阅功能，可随时调取当前

病案患者相关的检验、检查、影像、病理报告及

病历病程等报告，方便专家进行讨论。

10

跨平台支持 提供并发多路不同分辨率视频码流，满足跨平台的可

视化应用需要，方便用户在系统支持的平台下随时进

行手术观摩和远程手术指导。

提供移动终端支持，用户可以在联网情况下，通过办

公室电脑、平板电脑、手机上随时进行手术观摩和远

程手术指导

11
系统设置 提供屏幕模板设置功能，支持在手术观摩时，将画面

设置为 2 分屏、3 分屏、4 分屏、6分屏、9分屏。

12

患者手

术档案

管理

档案查询 系统采用 B/S 架构，用户可通过任一一台连接院内网

的电脑通过浏览器形式方便的查询到自己所关注的

手术档案。

提供患者手术档案检索查询功能，手术医师可通过条

件检索查询自己参与的所有患者手术档案，条件检索

支持时间段查询，近 3 天或近 1 周的快捷查询。

提供快速查询功能，手术医师可输入关键字进行查询

快速获得自己所需的患者手术档案。

13

手术档案回顾 系统基于一例手术展现患者所有相关手术档案，自动

所有相关的手术过程视频/手术照片/家属谈话过程/

病理科讨论过程进行展现，并以醒目的方式展现文件

数量。

提供患者手术档案在线观看功能，手术医师可在线观

看对应患者相关的手术过程视频、手术照片等信息。

提供下载功能，支持具有下载权限的用户下载资料文

件至本地，下载后的文件仅能通过影像编辑工作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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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编辑。

14

数字化

手术室

基础服

务

手术间管理 支持对手术间基本信息进行增加、修改、删除、启用

/禁用等管理操作。

支持根据所属科室、手术间号以及手术状态进行快速

定位查询。

手术间管理页面自动统计各手术间拥有设备数量以

及用户数量，点击可进入查看设备以及用户详情，快

速便捷。

支持对手术间所属设备进行增加、修改、删除、状态

启用操作，并可选择图片字典中的相应设备图片。

支持选择添加手术室默认用户，并设置用户对手术室

手术端/观摩端/监控端的系统操作权限。

系统支持无缝对接院方麻醉系统，同步麻醉系统手术

间数据，手动直接转化为数字化手术间，节省院方手

术间的维护工作。

15

用户管理 支持对用户信息进行增加、修改、删除、启用/禁用

管理操作，主要包括用户登录名，用户姓名，所属科

室基本信息的维护，支持根据相关字段进行快速查

询。

系统支持根据登录名、姓名，状态进行快速查询。

用户管理中，系统支持对用户密码进行重置操作。

支持集中权限控制，统一的权限分配机制，针对不同

用户，按需分配各个手术间操作权限，主要权限包括

手术端/观摩端/监控端针对各手术间的登录权限，档

案资料下载权限。

系统支持无缝对接院方麻醉系统，同步麻醉系统用户

数据，手动直接转化为数字化用户，节省操作用户的

维护工作。

16

字典配置 支持对数字化系统中需要选择的科室信息进行统一

的管理维护，包括对科室的增加，修改，删除，状态

启用操作。系统所属科室选择时，实时同步此模块中

存在且启用的科室信息以供选择。

支持对图片信息进行新增、修改、删除、状态启用操

作，对图片信息进行集中化统一管理，设备选择图标

时，可下拉选择本图片库中的图片资源。

（二） 手术医

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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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1

医疗行

为综合

管理

标签管理 标签管理用于综合管理系统中拖鞋，洗手衣及人员工

作卡等不同类别的标签，可针对标签的不同类别进行

注册、可针对标签进行分组管理，可变更标签的类别

及状态信息。利用 IC 卡或 RFID 标签技术，可以对人

和洗手衣、鞋等物品进行有机的绑定，从而可对医护

人员进入手术室所领的物品进行有效的管理。

标签中记录洗手衣、鞋的大、中、小号等类别信息进

行综合的管理，系统可以根据手术室的日常使用量预

先配置好洗手衣的类型，并且支持标签中洗手衣的类

型信息进行更新维护。

2

医护人员信息

管理

系统通过和医院信息系统进行无缝对接，自动同步医

护人员的相关信息（如：姓名、姓别、科室、职称、

手术排班等信息）。

系统对医护人员进出手术室过程中的权限进行判断，

结合各个流程中鞋与洗手衣的判断来增强整个系统

的功能。

针对临时人员、参观人员、器械跟台人员，卡遗失补

办中、身材体征信息调整等情况，系统支持手工维护

界面，可手工对卡信息进行维护。

3

统计查询 基于 RFID、IC 技术，系统对于医护人员在进出大门，

洗手衣鞋的领用、归还等重要的节点相关信息都进行

自动的记录，按照时间统计各个控制点的数据信息，

统计洗手衣的使用数据，统计拖鞋的更换使用信息，

统计污衣回收信息数据。手术室的管理人员可以随时

按照医护人员查询一个完整流程中各个环节的信息

数据。

基于系统记录的信息，根据医院手术室管理的要求，

可以设置各种报表生成机制，如：每日报表、月度报

表等各项需求的综合报表。

4

异常信息提示 支持异常信息提示功能，当某医护人员没有正常走流

程时，异常信息显示屏上将自动推送信息到显示屏

上。

5

设备远程监测 系统管理界面上能实时显示设备使用状态，了解设备

资源使用的情况，如：发衣机以发多少件衣服、还剩

多少件衣服，低于一定数量会自动报警，报警值可以

自定义设置；衣、鞋柜多少被占用、多少被使用、多

少被锁定；回收机已经回收多少数量的衣服或鞋子，

每一次使用的信息都将被记录到数据库中。



629

系统基于 IP 网络的中央自动化控制构架，远程管理

任何接入管理平台的设备。

1、医护人员在任何一台自动发鞋机、自动发衣

机、换鞋柜或换衣柜刷 IC 卡，系统会自动与中心自

动化控制服务器比对识别人员身份，并作出发衣、开

门、提示等。系统具有智能识别能力，根据 IC 卡自

动判断医护人员的身高、体重，自动发放相应尺寸的

洗手衣（如：大、中、小号）并记录。

系统具有群组管理能力，手术室内所有的自动发

衣机和自动发鞋机都在一个平台上进行控制及管理，

具有衣物数量告警功能，当自动发衣机中某种型号的

洗手衣低于设定的数量，系统会自动进行提示，提醒

工作人员及时补充洗手衣，有效的保证各种型号手术

室的充足发放。

2、从医护人员领洗手鞋开始，就把洗手衣、手

术鞋与医护人员进行信息绑定，医护人员在出手术室

之前，需要将名下所领的洗手衣、手术鞋放到自动收

衣机的回收托板上，刷 IC 卡后，收衣机会通过红外

物品检测装置对洗手衣、鞋进行识别并自动进行回

收，系统中解除医护人员名下所领洗手衣、手术鞋，

以便具有权限开启手术室大门或下次领衣权限。（支

持各种权限设置的自定义）

3、医护人员只要在换衣柜的刷卡区域刷 IC 卡，

系统自动将所检测到的医护人员相关信息与中心服

务器数据进行交互通信，根据持卡人的身份权限就近

开启自动换衣柜的柜门或进行相应的提示，并自动记

录柜门开启时间。

4、系统平台也可以远程开衣柜、鞋柜、在某一柜门

坏掉的情况下远程锁掉该柜门，让其它人员不会误

用。

6

固定、流动分配

功能

可结合手术室设备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流动柜和固

定柜的权限设置，如为专家和老教授提供比较适合身

高的固定鞋柜衣柜等功能，体现系统人性化的服务，

横向开柜是为了避免人流拥挤。

7

多手术室管理 系统对于多科室、多手术室、多院区，支持统一管理，

医护人员进出手术室流程节点分开执行互不干扰，人

员进出、衣鞋及设备的使用数据可合并在一起统计。

8

异常数据应急

维护

针对未按流程规范、因设备故障而引起的员工卡锁定

情况，系统通过卡重置功能，可将卡信息恢复到初始

状态，保证医护人员的进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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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锁定功能 管理系统的界面支持一键锁定功能，避免其它人员误

操作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10

流程管

控

准入控制管理 系统具有严格的准入控制管理机制，可以针对不同的

医护人员设置不同的准入条件，包括各个门禁点的设

置控制，准予通过的条件设置。医生出入各个流程过

程中信息的记录，整个流程信息的追踪管理。

通过系统可以远程控制开关门，不符合验证条件的人

员系统给出语音提示功能。

11

流程控制管理 系统可以根据医院手术室实际管理流程的特点设定

进入手术室、换衣、换鞋等流程，借助系统中的门禁、

自动发衣机、自动换衣柜等自动化设备。如果医护人

员违反相关流程的操作，系统会自动通过设备屏幕进

行视窗提示或语音提示。

12

信息系统接口

管理

与手术排班系统进行无缝对接，一卡通接口。通过判

断刷卡者是否是医护人员、是否有手术排班，来确定

刷卡者是否具备系统使用的权限。

13

智能发

放回收

设备控

制

自动发衣机控

制

发衣机数据的采集、处理、储存与传输均以现代计算

机技术和护士长的排班记录为基础，在计算机软件下

工作的智能化收发衣设备。系统基于 IP 网络的中央

自动化控制构架，医护人员在任何一台自动发衣机刷

IC 卡，系统能够自动与中心自动化控制服务器比对

识别人员身份，并作出发衣、开门、提示等，并自动

发放相应尺寸的洗手衣（如：大、中、小号）。

系统具有群组管理能力，手术室内所有的自动发衣机

都在一个平台上进行控制及管理。系统具有衣物数量

告警功能，当自动发衣机中某种型号的洗手衣低于设

定的数量，系统会自动进行提示，提醒工作人员及时

补充洗手衣。

14

自动收衣机控

制

结合自动收衣机，通过手术区域医疗行为设备控制系

统，在医护人员领洗手衣开始，就把洗手衣与医护人

员进行信息绑定。医护人员在出手术室之前，需要其

名下所领的洗手衣放到自动收衣机的回收托板上，刷

IC 卡后，收衣机会通过红外物品检测装置或 RFID 检

测装置对洗手衣进行识别并自动回收，并且自动在中

央自动化控制系统中解除医护人员名下所领洗手衣，

以便具有权限开启手术室大门或下次领衣权限（支持

各种权限设置的自定义）。洗手衣高于一定数量、回

收池已满主动提醒。

15
自动发鞋机控

制
发鞋机数据的采集、处理、储存与传输均是以现代计

算机技术和护士长的排班记录为基础，在计算机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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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工作的智能化收发衣设备。系统基于 IP 网络的中

央自动化控制构架，医护人员在任何一台自动发鞋机

刷 IC 卡，系统会自动与中心自动货控制服务器比对

识别人员身份，并作出发鞋、提示等。系统具有智能

识别能力，根据 IC 卡自动发放相应尺寸的手术鞋

（如：大、中、小号）。系统具有群组管理能力，手

术室内所有的自动发鞋机都在一个平台上进行控制

及管理，具有鞋子数量告警功能，当自动发鞋机中某

种型号的鞋子低于设定的数量，系统会自动进行提

示，提醒工作人员及时补充鞋子，有效的保证各种型

号手术鞋的充足发放。

16

自动收鞋机控

制

结合自动发鞋机，通过手术区域医疗行为设备控制系

统，在医护人员领手术鞋开始，就把手术鞋与医护人

员进行信息绑定，医护人员在出手术室之前，需要其

名下所领的手术鞋放到自动收鞋机的回收托板上，刷

IC 卡后，收鞋机会通过红外物品检测装置或 RFID 检

测装置对手术鞋进行识别并自动回收，并且自动在中

央自动化控制系统中解除医护人员名下所领手术鞋，

以便具有权限开启手术室大门或下次领鞋权限（支持

各种权限设置的自定义）。手术鞋高于一定数量、回

收池已满主动提醒。

17

智能衣

鞋柜控

制

智能换鞋柜控

制

鞋柜采用主机控制平台控制各个柜体，主机内的单片

机直接和每个柜体的柜门锁，红外、臭氧相对接，此

设计安全稳定，减少更多中间环节。凸显了设备的高

端美观，使柜体整齐划一，视觉效果比原有的模式有

冲击力，在调试安装维修方面更加便捷。

手术室配置有多组自动换鞋柜，所有自动换鞋柜都安

装有智能识别及控制器，并连接 IP 网络，由后台统

一管理，协调工作，医护人员只要在换鞋柜的刷卡区

域刷 IC 卡，系统自动将所检测到的医护人员相关信

息与中心服务器数据进行交互通信，根据持卡人的身

份权限分配鞋柜并进行相应的提示。系统自动记录柜

门开启时间。

18

智能换衣柜控

制

衣柜采用主机控制平台控制各个柜体，主机内的单片

机直接和每个柜体的柜门锁，红外、臭氧相对接，此

设计安全稳定，减少更多中间环节。凸显了设备的高

端美观，使柜体整齐划一，视觉效果比原有的模式有

冲击力，在调试安装维修方面更加便捷。

手术室配置有多组自动换衣柜，所有自动换衣柜都安

装有智能识别及控制器，并连接 IP 网络，由后台统

一管理，协调工作，医护人员只要在换衣柜的刷卡区

域刷 IC 卡，系统自动将所检测到的医护人员相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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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与中心服务器数据进行交互通信，根据持卡人的身

份权限就近开启自动换衣柜的柜门或进行相应的提

示，并自动记录柜门开启时间。

（三）

手术护

理临床

信息

1

人员管

理

通过对人员排班、手术排班、人员加班考勤、手术进

程的系统化管理，使管理更加高效、便捷、全面。提

高人员管理效率，提供对人员考核所需的参考依据。

科室人员信息维护，支持对科室人员的学历、轮转、

进修、获奖情况等进行记录与统计。

系统根据护士长制定的排班规则，对全科护士进行每

月的大排班。对休假、外出进修等特殊人员系统自动

进行识别、标记状态，处于该状态的人员（即无法正

常参加排班、安排工作的人员）不进入可排班人员的

选择范围内。状态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修改。对护理

人员的不同班次、不同年资、不同职称及不同负责内

容进行标注并记录，为后期有关人员考核、绩效计算

等提供依据。

可以连接医院考勤系统或考勤机，完成科室人员出勤

考核并记录。为护士长提供护理人员的出勤记录，提

供考核参考依据，为绩效计算，休息计算提供必要的

数据依据。

1、护士考勤记录

护士考勤记录有两种考勤方式可选，可通过在手

术室外安装的考勤机，刷医院的胸卡实现护士每日出

勤记录。或通过手术室门口安置指纹机，实现护士每

日出勤记录。为人员考核、绩效分配提供参考依据，

方便护士长进行人员管理。

2、护士加班记录

对加班的护士，系统可以自动记录加班时长，形

成加班时长统计。为计算加班费或补休提供记录和依

据。解决目前人工记录加班、补休情况易造成遗漏和

无参考计算依据的问题。

2

手术排

班 包含接收指定患者申请、批量手术安排、手术通知单、

自动排班、智能排班规则配置等功能。

能够通过患者住院号能够单个提取和接受急诊患者

的手术申请。（急诊患者必须提交临时手术申请或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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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门诊 ID 号）

能够通过手术排班系统批量接受HIS或EMR系统中下

达的电子手术申请。

手术通知单查

询功能

能够根据手术排班情况进行查询汇总自动生成手术

通知单，并可以网站形式实时查看排班情况；手术通

知单中的数据可自定义配置。

打印手术通知

单
能够导出打印手术通知单信息。

手术通知WEB查

询

能够通过浏览器查看手术排班信息。便于临床科室通

过院内网络随时查看手术安排。

打印患者接收

单功能

能够打印患者接收单，便于手术室接收病区患者时核

对信息。打印接收单的患者手术状态变为接收患者途

中。

暂停接收功能
当发生手术计划变更时，能够对接收患者途中的患者

进行暂停接收，手术状态变回为术前。

3 手术安

全管理

手术室是医疗护理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

医疗护理体系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医院感染的高危

科室之一。

4

患者识

别

患者核对 术前、术中、术后系统通过手术进展的各个节点，界

面中出现相应的核查界面，扫描患者腕带正确后才能

进行下一步操作，核查信息是否准确，防止手术患者、

手术部位及手术方式错误。

1）手术室入口核对

通过扫描患者腕带形式，确保所接送患者为当日

手术患者，提高手术安全。

2）手术间核对

通过患者身份再次核对，防止手术患者、手术部

位及手术方式错误，提高手术安全。

手术间入口扫码核对手术患者及手术信息，避免手术

患者进错术间做错手术，提高手术安全。

按照病区与手术室护士的交接核查程序中应该遵守

的内容及要求，系统提供通过电子化的方式，帮助护

士实现对患者身份与手术名称核对、术前准备及带入

手术室物品清点等部分进行交接核查。避免手术误差

以及病人意外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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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护理访视 提供护理访视单模板，支持移动终端方式，完成病房

内患者术前术后访视项目，为提高专科护理服务质量

提供支持。

6

安全核查 出现由手术医生、麻醉医生及手术护士共同核查的三

方安全核查单中相应的核查信息，系统通过智能化的

设计，避免错误的病人、错误的部位，实施错误的手

术。

7

低体温提醒 系统自动获取监护仪监测的患者体温，一旦出现术中

患者体温低于设定值，系统会进行自动报警提醒，防

止患者出现低体温，影响手术甚至危及生命，提高护

理质量。

术中同

步手术

申请功

能

手术申请同步
能够在术中批量接收通过HIS或EMR系统安排的手术

申请信息。

急诊手

术功能

急诊手术信息

登记

能够通过录入急诊患者住院号或门诊号获取基本信

息，并快速安排手术。

患者知

情同意

功能

患者知情同意

书

系统提供知情同意书格式，能够自动填写患者基本信

息并生成符合卫生部规范的知情同意书。

知情同意自定

义功能
知情同意正文内容支持客户化订制。

知情同意项目

勾选功能

系统允许用户在备选的知情同意项目中勾选所需项

目，并自动将未勾选项标记为取消。

临时手

术安排

功能

急诊手术安排

功能

能够对急诊手术进行临时手术安排，便于快速开展手

术。

取消手术功能
当发生手术取消时，能够在系统中取消手术安排，并

要求用户录入手术取消原因便于统计分析。

手术申请接收

功能

能够手工同步 HIS 临时手术申请信息，便于安排急诊

手术。

新手术功能
能够在术中为急诊患者申请新手术，并进行手术安

排。

8
护理电

子病历

管理

手术风险评估 提供电子档的患者手术风险评估记录，自动进行评分

完成 NNIS 评级。

9

器械清点记录 系统可以供应室系统做对接，可以通过扫码直接获取

器械包信息，自动将器械包内容生成到器械清点单

上，对器械清点流程进行整体的电子化管控，严防因

器械清点不清造成的手术器械、辅料遗留体内。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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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等管理人员可追溯器械清点的整个流程记录，当发

生与清点相关的意外或事故时，明确责任，责任到人，

有助于管理者优化管理。

同时系统支持模板套餐形式记录，便于快速完成清点

单记录。同时支持在 PDA 上操作。

10

护理记录 系统提供电子化手术护理记录单，术中发生的护理事

件系统通过设置的护理模板以勾选的方式，实现快速

记录并保存。规范手术护理记录，有助于低年资、外

院进修人员学习到准确、规范、专业化的护理记录，

对护理记录的表述、书写方式等进行规范、统一。

11

压疮评估 系统提供压疮评估表单，按风险等级进行提醒和对风

险对应处理措施记录。方便后期追溯，减少压疮发生

率，明确责任人。

12

不良事件上报 术中如发生护理不良事件，系统针对符合标准的高危

患者提供相应的电子传报单，形成相应的不良事件上

报单。

13

手术进

程管理

手术进程概览 系统根据实际手术情况，显示当前各手术间实时的手

术进展情况，并在时间轴上将手术关键步骤的时间以

图形化方式清晰的显示出来。

手术排班大屏

公告

通过大屏液晶电视动态显示当天手术安排，内容包括

时间、手术状态、手术间、患者姓名、手术名称、手

术等级、手术医生、麻醉医生；能够可灵活配置手术

大屏公告显示的信息内容与显示风格。（需要平板电

视硬件支持）

家属大屏公告

通过大屏液晶电视动态显示患者手术安排及手术状

态，信息自动刷新，并可以在公告屏上分屏显示围术

期注意事项、宣传片等，实现患者家属宣教功能。（需

要平板电视硬件支持）

家属谈话呼叫

功能

通过大屏液晶电视发布家属谈话通知到家属公告区。

能够以语音呼叫家属到谈话间进行谈话。（需要平板

电视硬件支持）

患者隐私保护

功能

能够通过配置隐藏患者名字、床号、术前诊断、手术

名称等敏感信息，只保留姓氏和手术摘要，以保护患

者隐私。

14
手术调度 手术调度人员直观的概览当前手术室所有手术间的

使用情况，以进行手术间之间的手术资源调度。

15 手术计费
系统通过智能化的设计，帮助护理人员实现快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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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准确地计录患者费用情况。

系统能够通过拼音字头检索或通过收费代码，快速录

入患者手术期间产生的药品、操作、耗材等各类收费

项目明细，并能将汇总信息提交至 HIS 收费系统，完

成收费。（收费过程中的试算价格信息仅供参考，不

作为最后收费依据及统计来源）。

16

计费审核 能够为科室提供内部计费审核员权限。系统支持计费

审核员对各台手术的手术收费项目、麻醉收费项目进

行核对，确认无误后再提交至 HIS 收费系统，完成收

费。

系统根据患者计费情况自动生成手术计费单，帮助护

士进行计费核对，避免差错的发生。

17
术中输

血管理

输血申请 提供医院样式的输血申请单记录，完成申请单术中打

印。

18
输血接收 手术室护理相关人员同血库人员进行血袋的交接核

对。

19

输血核对 通过扫描输血袋的条码展现血液的基本信息，血液输

注前护士进行输血核查工作，并记录，出现流程遗留，

自动提醒。

20
输血评估 提供术中输血评估记录或展现麻醉医生记录的评估

记录结果。

21
血袋回收 用血完成后进行统一统计和回收管理，完成同血库的

交接，实现血袋的闭环管理。

22
术中病

理管理

病理申请 系统提供医院样式的病理申请单记录，完成申请单术

中打印。

23

标本管理 1）病理标本标签生成

手术过程中需要病理标本送检时，系统将术中病

理标本，进行统一编码，不同患者、来源部位等的标

本对应不同的唯一的二维码，只需扫描，即可快速、

准确、全面的显示该标本的相关信息，标本二维码与

患者 ID（住院号）绑定，可据此直接查询标本信息。

2）存放间标本管理

通过建立手术室标本存放间标本库，对存放在标本存

放间的标本进行管理，支持字典时间管理，对需要尽

快送检或已过期的标本进行提醒，记录标本入库存

放、巡查、送检的记录。对于送检交接记录，方便追

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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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病理结果查看 每份标本都使用独立条形码，通过系统查询功能，能

够快速获得病理结果。

25

高值耗

材管理

耗材入库 3. 耗材同步入库

对接医院已有一级库，实现快速高值耗材入库数

据同步，通过高值耗材二维码（或其它标识）快速扫

码核对入库。简化入库时核对数量、核对物品的流程，

实现系统快速匹配，快速统计入库数量，入库清单可

查询，支持导出、打印、签字，电子档便于后期耗材

追溯查询。

4. 耗材手工入库

手术室对进入科室的耗材进行内部全流程管理，

提供页面进行手工登记高值耗材，详细记录耗材信

息，记录耗材入库对应的管理人员，入库时间批次等

重要数据，实时更新库存数量，便于护士长对高值耗

材入库进行统一管理，严格管控耗材出入流程，便于

随时查询追溯。

26

耗材申领 手术开始前，根据已有手术安排，检索手术信息，可

快速对需要使用高值耗材的每一台手术进行耗材申

请，申请信息可适当调整和修改，且与每台手术和患

者进行绑定，申请结果可快速查询，耗材申请快速录

入可支持耗材名称的模糊查询，系统自动根据库存情

况，展示可申请的耗材。申请单，患者，手术信息，

申请人申请时间记录可追溯。

27

耗材发放 根据耗材申请记录，对应每个手术发放高值耗材，通

过扫码快速完成耗材出库，根据发放实际情况，灵活

参考申请单，以实际发放高值耗材为准，准确记录高

值耗材出库后所绑定的患者手术、发放人、接收人、

发放时间，以便做到后续的使用和归还过程中的追

溯。

发放过程中系统会自动判断耗材是否符合发放条件，

若本身耗材已经过期，则系统会做出提示，防止问题

发生。

28

耗材使用 耗材手术间使用时，先扫描患者腕带（确定需要使用

的患者）、再扫描人员（默认为巡回护士等使用、处

置耗材的人员）、耗材的二维码，进行使用登记，系

统自动记录耗材使用的时间、使用人等，并记录使用

情况。所有使用数据均绑定唯一的耗材二维码，方便

后期追溯和报表生成。可对耗材的库存数量进行设

置，低于预设值系统进行提醒，可生成相应的报表，

方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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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耗材归还 通过高值耗材包装上的条码快速扫码归还高值耗材，

归还时将原绑定的患者手术信息解绑，库存数据进行

更新，同时系统自动判断此耗材是否已被患者使用或

耗材本身有过期等问题，防止错误记录或错误归还。

归还过程对归还人，回收人和归还时间系统有准确记

录，便于查询追溯。后期可统计耗材归还使用情况，

有利于耗材高效流转。

30

耗材出库 3. 自动出库

对于正常使用到患者身上的耗材，系统进行自动出

库。

4. 特殊出库

对于某些耗材污染、损坏等需要特殊出库的情况时，

通过扫码记录耗材信息，并要求记录出库原因作为出

库依据，便于后期统计耗材损耗情况，并分析特殊情

况发生种类、频率，出库时间、出库人员、核对人员

等，方便后期追溯管理。

31

耗材追溯 系统通过扫描高值耗材包装上的二维码或人工录入

等搜索条件，检索查看该耗材在本科室的整个使用情

况，当出现耗材相关的差错、事故时，管理者可追溯

查询，耗材详细的情况记录，明确责任，做到责任到

人，帮助管理者缩短总结、分析发生原因，协助优化

管理，减少差错、事故发生。

32
字典维护 提供物资或耗材系统相关字典信息后，可为护士长设

定高值耗材的字典维护权限。

33
器械包

管理

器械包概览 直接提示无菌库房器械包库存情况、待补充情况、预

警信息等，方便库房人员快速查阅及补充库房。

34

器械包入库 供应室运到手术室无菌库房的器械包逐个扫码核对，

实现器械包的交接与入库，同时将器械包消毒及器械

信息自动带入。

35
器械包扫描 支持扫码识别器械包记录信息，自动判断器械包是否

过期确保患者器械使用安全。

36

器械包使用 手术间使用时，先扫描患者腕带、再扫描人员、器械

包的二维码，进行使用登记，系统自动记录，并对器

械进行清点，支持术中手动录入增添或修改器械、保

证上台的器械数量与实际使用的数量相符，生成术中

器械清点单。（可生成术中器械清点单），保存记录

使用情况。可对器械包的库存数量进行设置，低于预

设值系统进行提醒，给予人员充分的响应、处置时间，

减少以往由于工作衔接问题造成的手术延误。可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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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报表，方便管理。

37

器械包追溯 系统通过扫描器械包上的二维码或人工录入等搜索

条件，检索查看该器械包在本科室的整个使用情况，

在出现器械相关的差错、事故时，管理者可追溯查询，

器械详细的情况记录，帮助管理者尽快分析问题的原

因，明确责任，做到责任到人，优化管理，减少差错、

事故发生。

在院方提供消毒供应系统相关字典及信息后，可为护

士长设定器械包的字典维护权限。可根据科室的实际

情况选择、使用字典。做到个性化定制，更加贴合临

床实际使用情况和本科室情况。

38
科室管

理

手术统计 系统按相应时间段内（每月、每季度、每年）手术间

实际进行的手术例数统计。

39

护理绩效 系统通过对手术室护士的排班、加班情况、手术级别、

每日考勤、职称等综合条件来对护士的绩效进行统

计。系统通过手术日期、手术级别（一级、二级、三

级、四级）、工作类别（洗手、巡回）等条件对手术

室护士进行护理工作量的统计。

40

准点开台率

统计

系统根据手术间的实际手术进行情况，统计准点开台

的手术例数，进行准点开台率分析。提高手术开台的

准时性和各岗位、各部门的工作衔接率。

41
手术室利用率

分析 支持对手术室开台情况、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42 输血统计 手术自体血、输血记录汇总，生成统计报表。

43

感染统计 统计院内感染例数，分析感染率，以便后期制定有效

的综合措施，降低院感发生。

信息监控功能 显示科室今日手术一览表，并能够进行分类筛选。

显示科室今日手术情况，所有手术间的使用情况。并

可以进入任意手术间查看手术信息详情（文字或图像

信息，不要求视频）。

集中显示选定手术间的当前手术患者信息、人员安

排、手术进程及生命体征趋势等概况，并可以打开麻

醉单。此外，还能够以卡片方式、时间先后顺序显示

接台手术信息。

集中浏览所有手术间的患者生命体征趋势图。

提供独立的警报界面，对手术间及其他手术间床位进

行信息监控，当患者出现异常体征时能自动弹出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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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发出警示。

能够设置需监测的生命体征以及预警阀值。

自动获取最新的手术间及患者状态，并在独立界面通

过图形化方式集中展现手术的进程，如空闲、准备、

麻醉、手术时长，便于进程管理。可用不同色彩表示

患者手术状态。

支持回顾指定日期的手术麻醉患者记录及其详细信

息。

图形化统计分析功能：

通过图形化界面展示各患者手术进程。

统计指定时间段内所有手术间的利用率、准点开台

率、首台划皮时间统计，至少支持柱状图、饼状图两

种展现方式。

能够根据用户录入的条件统计手术麻醉的关键信息，

并能以多种图形化方式展现。

将统计结果以 EXCEL 格式进行导出，包括饼状图、柱

状图导出，并可切换到科室日常统计查询功能。

实现手术、麻醉等进程动态监控、支持多间实时动态

显示趋势图。实现手术开台情况实时分析、手术室使

用率实时分析等手术室、麻醉科室运行效率的综合分

析平台。

实现如具体手术时间、手术例数，自动统计科室医护

人员的麻醉工作量等人员管理绩效平台。

44

设备管

理

操作引导 系统提供各类手术设备的操作指引手册文档，同时，

对各类仪器建立字典，提供仪器字典的增加、修改、

删除等基础功能。

45
巡检记录 提供设备巡检记录，记录每次巡检设备信息，包括巡

检人员、巡检时间、巡检结果等。

46

维修记录 系统提供手术室各类手术设备维修情况的登记单，设

备在巡检或者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提供维修原因分

类归属选择，系统提供护士厂家联系方式，常见故障

类型、原因及处理方式的模板等进行快速勾选记录，

为设备维保提供记录和依据。对维修送检、外借等设

备离开手术室区域事件进行记录。

47
使用登记 系统直接将设备使用跟手术对接，对手术过程中用到

的所有仪器可以通过扫码或者记录的形式完成设备

使用记录，以便今后查询仪器使用次数、使用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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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使用的具体情况追溯。

48
设备统计报

表

自动生成设备入库、设备维修、设备巡检、设备报损

记录等报表。

（四）

麻醉临

床信息

系统

1
手术排

班管理

手术排班子系统是针对手术排班的工作流程，协助医

生完成手术申请接收和手术安排的计算机应用程序。

2
术前信

息管理

主要完成处理术前访视、麻醉前的评估与计划并生成

麻醉知情同意书的工作。

3

麻醉诱

导信息

管理

诱导室模式
可以后台设置诱导室模式，用户可登陆使用诱导室模

式的程序。

诱导用药事件

记录功能

能够进行诱导用药记录、诱导期间事件记录，在麻醉

记录单中作。

诱导体征参数

记录功能
能够采集患者在诱导期间的生命体征。

诱导用药配置 能够对诱导用药进行配置，提醒用户用药安全。

入手术间通知

功能

当患者完成诱导需转入手术间开始手术时，能够通过

系统向指定手术间（默认为手术安排的房间）发送患

者入手术间通知。

3

术中麻

醉信息

管理

主要任务是患者监护数据采集，手术信息变更提醒，

术中麻醉记录，安全核查，麻醉总结，抢救模式，术

中交班和转出手术处理。

麻醉基本信息

自动生成功能

能够根据系统记录自动生成麻醉记录单上的手术麻

醉基本信息，包括患者姓名、年龄、手术名称、术前

诊断、手术医生、麻醉医生、护士等。

麻醉事件用药

快速录入功能

能够通过下拉菜单选择、拼音字头模糊检索的方式快

速查找麻醉用药、事件字典中的信息，实现麻醉事件、

用药、输液输血、麻醉气体等信息的快速录入。

事件详情快速

录入功能

在记录麻醉事件时，程序将自动记取该点对应的时间

作为事件发生时间（或持续事件的起始时间），同时

程序还将自动弹出详细参数子窗口，显示该事件对应

的剂量、浓度、速度、途径、持续情况等详细参数。

快速追加用药

功能

用鼠标双击任意一条已有的麻醉、用药事件的名称

时，系统将弹出详情录入窗口，用户可以跳过名称查

找及录入步骤，直接在该条用药记录后面快速完成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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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用药的记录。

自动匹配单位

功能

在录入麻醉用药详细参数过程中，系统能够根据药品

事件字典中的剂量单位、浓度单位、速度单位的设置

进行自动匹配，以便进一步简化用户的操作。

快捷事件菜单

系统允许用户将最常用的药品、事件等信息设置为快

捷按钮，以独立的界面进行集中保存。当需要录入这

些事件时，只需点击即可快速完成输入，时间默认为

当前时间。

麻醉治疗序号

能够对术中麻醉操作，如麻醉事件、用药记录等用数

字标记为治疗序号，显示在标记区域。并在麻醉备注

区域记录事件时间等详情。

麻醉事件模板

功能

能够将麻醉事件保存为模板便于下次同类型手术直

接套用。支持公有模板及私有模板。

麻醉医生交班

功能

能够记录麻醉交接班前后的麻醉医生姓名、交接班时

间，便于进行精确工作量统计。

采集体征自动

集成功能

能够将获取到的监护体征数据按医疗规范要求的时

间间隔自动在麻醉单上绘制出体征趋势图。

体征显示类型

设置功能

能够设置体征数据在麻醉单上的显示方式，包括图形

方式、数字方式和不显示三种。

监护体征报警

功能

能够设定需要报警的体征项目与报警阀值，当系统获

取到超出报警阀值的体征时，将自动进行警示。

实时体征显示

功能

能够模拟监护仪的体征显示方式，在麻醉记录界面显

示当前患者的实时生命体征，与监护仪上的数据同

步。（最快支持每秒更新一组体征数据）

数值修正功能

能够以表格的方式展现时间与体征数据变化的关系，

并支持通过输入新的数值完成对伪差体征数据的修

正。

修正痕迹功能
修正体征时原始数据将自动保存，以备后台查。并支

持通过配置在前台突出显示修正过的数据。

图形化数据修

正功能

对于因外部干扰产生的伪差体征数据，系统允许用户

直接在趋势图中拖动数据点至正确位置完成修正。修

正结果自动保存。

数值修正功能

能够以表格的方式展现时间与体征数据变化的关系，

并支持通过输入新的数值完成对伪差体征数据的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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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痕迹功能
修正体征时原始数据将自动保存，以备后台查。并支

持通过配置在前台突出显示修正过的数据。

麻醉总结单
能够对麻醉过程、麻醉效果等进行总结，形成麻醉总

结单。

4

PACU 信

息管理

主要任务为其主要任务为复苏记录、复苏床位管理、

复苏室麻醉记录单调阅集复苏评分

PACU 术后复苏

单

能够记录术后复苏过程中的麻醉用药、事件、生命体

征、患者入室情况、出室情况，并能够自动生成独立

的术后复苏单。

术后复苏延续

麻醉记录

能够提供复苏记录单延续术中麻醉记录单的模式，便

于查阅术中信息，并保证术中与复苏期间的患者数据

前后衔接，无断点。

入 PACU 申请功

能

当患者术后需进入 PACU 苏醒时，能够通过系统向

PACU 发出转入申请。

PACU 转运提醒

功能

PACU 同意接收患者后，对应手术间能够收到反馈信

息。

入 PACU 申请声

音提示功能

当 PACU 接收到手术间发来的转入 PACU 申请时，系统

能够通过声音提示用户查看申请。

PACU 床位分配

功能

PACU医生能够根据床位情况为提交入PACU申请的患

者安排相应床位（预先分配，非正式转入）。

PACU 转入功能

当患者正式进入 PACU 按预先分配的床位后，用户能

够在系统中正式将患者转入相应的 PACU 床位，正式

接收患者。

复苏室床位一

览功能

能通过图形化界面显示现有复苏室所有床位的占用

情况，并显示复苏中的患者基本信息。

彩色名片显示

功能

能够以彩色名式的方式显示所有复苏患者的摘要信

息，随着患者在复苏室停留的时间越长，名片色彩越

深，以提醒用户及时将苏醒的患者送出。

5

术后信

息管理

术后随访单 记录术后患者的访视记录自动生成术后随访单。

术后镇痛记录

单

记录术后镇痛患者的镇痛方式、镇痛药物以及医生镇

痛总结自动生成术后镇痛单。

术后手术登记

功能

对术后患者进行手术信息补录，记录手术时间、麻醉

时间、术者、术中诊断等关键信息，便于术后统计。

复苏评分 提供麻醉复苏（Steward 苏醒评分）评分规则评估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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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术后复苏清醒程度。

疼痛评分 提供评分规则评估患者术后疼痛等级。

主要任务是协助医生进行术后随访记录及术后镇痛

观察记录，并实现术后麻醉评分及会诊记录登记。

6
手术取

消管理

支持术前、术中手术取消操作，支持模板字典快速录

入取消原因，支持手术取消例数统计。

7

病案管

理

病案提交功能

能够让用户在完成麻醉记录后对相关文书进行提交，

提交后的文档将自动封存，不允许用户修改。（用户

可根据权限撤销文书提交状态）

病案提交提醒

功能

能够在用户执行提交操作时弹出对话框，提醒用户病

案提交后无法修改，并进行操作确认，以避免无效的

提交。

病案提交统计

功能

能够统计指定时间范围内所有患者的病案提交情况，

并能够统计指定麻醉医生的提交情况。便于科室检查

病案提交工作。

病案登陆提醒

功能

在用户登录系统时自动提醒当前未提交的病案数量。

便于及时完成病案提交工作。

病案集中打印

功能
能够集中打印当前患者的麻醉相关病案。

患者历史住院

信息回顾功能

能够通过系统集成接口读取指定患者的历史住院记

录，包括入院诊断、检验检查等信息。便于病案分析

与回顾。（需要 EMR 系统提供接口支持）

患者历史麻醉

记录回顾功能

能够查阅指定患者历史住院的手术麻醉记录，包括术

前访视、麻醉记录、术后复苏、麻醉总结、术后随访

等文书，还可以详细回顾麻醉事件、用药、体征等信

息。便于经验总结与学习。

患者基本信息
通过系统集成接口浏览患者姓名、年龄、住院日期、

诊断等入院基本信息。

信息集成显示
通过系统集成接口浏览患者本次住院期间的检验结

果、检查报告等信息。

麻醉病案检索

功能

能够通过三种方式对患者及手术信息进行检索，包

括：患者住院号、医护人员、手术名称信息。

查询手术安排

概要
能够显示患者手术名称、手术时间、术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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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手术详情
能够查询患者的手术名称、手术等级、参与手术人员

等详细手术信息。

麻醉病案浏览

功能
能够浏览指定患者所有的麻醉病案。

麻醉病案WEB浏

览功能

能够通过浏览器在院内任意电脑终端查看患者的完

整麻醉医疗文书。

模板保存功能

能够将现有医疗文书内容保存为模板，便于下次直接

套用。系统提供以下文书的模板：术前访视单、知情

同意书、麻醉记录单、麻醉总结单、术后随访单、护

理记录单、器械清点单。

模板套用功能
能够快速套用现有医疗文书模板，便于用户快速生成

同类手术的文书记录。

要任务是打印、管理、归档、回顾、变更、查阅病案

以及各种文书。

8

麻醉质

量管理

主要任务是对麻醉质控指标进行统计，处理核查、管

理、控制、统计、上报质控指标等信息。

提供卫生部标准的手术安全核查单格式，能够在麻醉

实施前、手术开始前和手术结束后对手术相关信息进

行手术医生、护士、麻醉医生三方签字确认。能够应

用在移动平板硬件上，实现触摸屏操作，同时需要扩

展到原有麻醉系统上。

能够自动提取卫生部麻醉质控 17 指标：

1麻醉科医患比统计

2 各 ASA 分级麻醉患者比例

3急诊非择期麻醉比比例

4各类麻醉方式比例

5麻醉开始后手术取消率

6麻醉后监测治疗室（PACU）转出延迟率

7 PACU 入室低体温率

8非计划转入 ICU 率

9 非计划二次气管插管率

10 麻醉开始后 24 小时内死亡率

11 麻醉开始后 24 小时内心脏骤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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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术中自体血输注率

13 麻醉期间严重过敏反应发生率

14 椎管内麻醉后严重神经并发症发生率

15 中心静脉穿刺严重并发症发生率

16 全麻气管插管拔管后声音嘶哑发生率

17 麻醉后新发昏迷发生率

9
系统支

撑平台

任务是进行各类信息系统及医疗设备的集成，并对基

础数据及模板进行维护。

10

用户

权限管

理

创建用户名密

码
能够创建用户，包括登陆用户名、密码及所在科室。

修改用户名密

码
能够修改指定用户的登陆密码。

用户角色分配

功能

能够为指定用户分配角色以获得相应的程序访问权

限。

角色编辑

能够编辑系统角色的名称，用于分配一系列的程序功

能访问权限。系统默认的角色有：麻醉医生、麻醉主

任、手术护士、系统管理员等。

角色权限设置 能够分配指定角色所具备的系统权限。

HIS 用户对照
能够在 HIS 人员字典与本系统人员字典间建立关联，

实现人员及权限的统一管理。

系统角色管理功能模块支持为指定用户分配角色以

获得相应的程序访问权限，并可编辑系统角色的名

称，用于分配一系列的程序功能访问权限。

11

统计

查询

主要任务是为管理者提供实时的手术麻醉综合信息，

以及各类手术麻醉信息的统计分析

科室工作量统

计

能够统计指定日期范围内不同手术科室开展的手术

量，结果按手术大小级别进行分类统计。能够扩展显

示手术医生、手术名称、手术开始结束时间等科室工

作量详情。

麻醉医生工作

量统计

能够统计指定日期范围内麻醉医生实施麻醉的工作

量情况，包括患者信息、手术名称、麻醉医生、麻醉

方法、麻醉时长、麻醉开始结束时间，麻醉等待时间。

可以查询指定麻醉医生的工作量。

手术医生工作
能够统计指定日期范围内手术医生实施手术的工作

量情况，包括患者信息、手术名称、主刀医生、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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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统计 助手、术前诊断、手术时长、手术开始结束时间，手

术等待时间。可以查询指定手术医生的工作量。

护士工作量统

计

能够统计指定日期范围内护士的工作量，包括患者信

息、手术名称、洗手护士、巡回护士、手术时长、手

术开始结束时间、手术等待时间。可以查询指定护士

的工作量。

手术统计

能够统计指定日期范围内开展的手术，并列出患者

ID、姓名、手术间、术前诊断、手术名称、人员安排

等信息。可根据医生、护士、科室、手术名称、麻醉

方法、手术等级、择期等条件进行详细查询。

复苏室患者统

计

统计指定日期范围内进入恢复室的患者信息，包括入

复苏室日期、患者姓名、床号、手术名称、入室评估、

出室评估等项目。

多功能统计 支持用户输入多种自定义条件进行自由组合查询。

麻醉科工作量

详细统计

能够统计指定日期范围内的手术麻醉工作量情况，包

括麻醉医生、麻醉时长、手术时长、等待时间、ASA

分级、麻醉方法等项目。

自体血输血统

计

能够统计自体血回输患者的手术情况，包括手术时

间、麻醉医生、术中诊断、输血血量等项目。

镇痛治疗统计

能够统计指定日期范围内的术后镇痛患者情况，包括

住院科室、患者信息、年龄、麻醉方法、镇痛方法、

麻醉医生、手术医生。

ASA 分级统计
能够统计指定日期范围内的手术患者的 ASA 分级情

况，按不同 ASA 分级进行分类汇总。

麻醉分级管理
能够按月/季度/年统计各级 ASA 分级的手术例数及

死亡例数情况。并能以图形化方式显示统计结果。

麻醉方法统计
能够统计指定日期范围内不同麻醉方法的手术例数、

平均麻醉时长等项目。支持按科室分类和排序。

综合统计
能够综合统计各项麻醉业务的汇总数据，包括麻醉方

法、患者年龄、入复苏室、术后镇痛、麻醉事件等。

心肺复苏统计
能够统计指定日期范围内实施心肺复苏的手术患者

例数。

非预期事件统

计

能够对麻醉医生记录的术中非预期时间进行汇总统

计。

麻醉复苏 能够统计指定日期范围内患者术后麻醉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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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wared 苏

醒评分）

Stewared 评分情况。

EXCEL 导出功能
能够将上述统计查询结果导出为 EXCEL 格式报表，便

于进一步分析处理。

12
不良事

件上报

不良事件信息

上报功能

当发生不良事件时，用户能够通过系统在第一时间进

行不良事件的信息化上报。

不良事件书面

报告功能

在发生不良事件后 24 小时内，用户可以通过系统打

印不良事件报告向上级进行书面呈报。

13
接口支

持功能

HIS 接口支持功

能

支持接入医院信息系统，以便用户查看患者住院信

息、手术申请信息（或手术安排信息）、科室字典、

人员字典、手术名称、手术等级、诊断字典、麻醉方

法。支持数据库直连及 WEB SERVICES 方式。

LIS 接口支持功

能

能够接入检验系统，以便用户查看患者住院检验结

果。支持数据库直连及 WEB SERVICES 方式。

PACS 接口支持

功能

能够通过 PACS 厂家提供的专用接口浏览患者影像资

料及诊断结果。

EMR 接口支持功

能

能够通过 EMR 厂家提供的专用接口浏览患者病历、病

程记录。

集成平台接口

支持

能够通过集成平台提取系统所需要的病人的基本信

息等

CA 数字证书

的接口支持
能够实现麻醉医院的电子签名

监护仪数据采

集功能

能够实时获取来自床旁监护仪上的血压、脉搏、心率、

SPO2 等患者生命体征信息。

麻醉机数据采

集功能

能够实时获取来自床旁麻醉机上的呼吸频率、潮气

量、呼吸比、ETCO2 等患者生命体征信息。

断网采集功能
当与服务器的网络联接中断时，能够在本地记录体征

数据，当网络恢复时自动上传至服务器。

维护基

础信息

功能

基础字典关联

更新功能

能够通过系统集成接口获取关联的最新 HIS 基础字

典，并更新本地字典。

基本字典维护

功能

能够手工维护本地字典，如手术名称、手术等级、诊

断字典、麻醉分级、科室字典、人员字典、手术名称、

麻醉方法字典。

手术间维护功

能

能够对科室手术间进行维护，实现新增、修改、删除

手术间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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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科室对照功

能

能够在 HIS 科室代码、名称与本系统科室代码、名称

之间建立对照关系，便于进行字典维护。

麻醉记录字典

配置功能

麻醉事件：能够配置麻药、用药、输血、输液、输氧、

出液、手术、麻醉、插管、置管、拔管、呼吸、ECG、

其他。

麻醉常用量：用户能够配置麻药、用药、输血、输液、

输氧、出液、手术、麻醉、插管、置管、拔管、呼吸、

ECG、其他这类的常用用量。

麻醉方法：用户能够对麻醉方法进行编码、名称、输

入码、分类。

文书模板配置

功能

麻醉文书模板：能够生成麻醉记录模板，用户可以进

行新增、修改、删除。

护理记录模板：能够生成护理记录模板，用户可以进

行新增、修改、删除。

手术清单模板：能够生成手术清单模版，用户可以进

行新增、修改、删除。

访视模板：能够生成访视模版，用户可以进行新增、

修改、删除。

麻醉前小结模板：能够生成麻醉前小结模版，用户可

以进行新增、修改、删除。

公有模板配置

功能

允许系统管理员对公有模板进行编辑维护，便于模板

的统一和科室规范管理。

私有模板配置

功能

允许系统用户创建私有模板，仅限自己可见，可在系

统任一位置登陆使用，便于个人学习和经验积累。

文书自定义功

能

能够灵活配置医疗文书上的字段，如添加删除录入项

目，修改字体、字号、颜色，插入表格、菜单等；全

面支持以下文书：术前访视单、麻醉知情同意书、麻

醉记录单、麻醉总结单、术后访视单；

离线体征数据

采集功能

当发生网络中断时系统能够保持监护数据不间断采

集，在本地进行保存，并在网络恢复数据自动上传。

定期数据库备

份机制

能够定期进行本地及异地数据备份。（异地备份需要

存储或备份服务器等硬件支持。）

（五）
物流机

器人

由调度控制后台、站点管理系统、机器人、电梯控制

系统等几大部分构成。

14、福建省妇产医院重症监护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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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一级模

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基础要

求

该项目安装科室在福建省妇产医院 ICU 26

张和妇产科 ICU 40 张，要求与本部原有重

症临床信息系统之间的数据的无缝对接，既

往数据的管理查询，数据库的一致性。

1

信息集

成

监护设备采集模块 系统可采集床旁监护设备的数据，并自动记

录在特护单上，减少护士手工登记的工作

量；所有自动采集的数据可直观展现给医护

人员；当需要高频率记录监护数据时，可调

整数据采集频率；系统自动对异常数据报

警，并允许有权限的用户进行伪差值修正。

2

信息系统接口模块 系统与医院现有的信息系统无缝连接，形成

一体化的工作平台，在重症监护临床信息系

统中可调阅患者经过集成的所有信息，如信

息集成平台、电子病历、检验系统、HIS、

PACS 等。

3

患者体征信息采集 可自动采集各项生理参数（心率、血压、体

温、血氧等指标），可直接从不同厂商的监

护仪、呼吸机、输液泵等床旁设备上自动采

集。

1

患者信

息

体征曲线 系统自动对患者日常监测和人工登记的数

据整合，以连续的曲线图显示患者各项生命

体征的变化趋势。

2

体征曲线项目模板（科室模

板）

医护人员可以通过配置监测项目所有患者

体征曲线显示的项目，可选项目如：血压、

心率、呼吸、体温、血氧饱和度等。

3

体征曲线项目模板（个人模

板）

医护人员可以通过配置监测项目来维护当

前患者的体征显示项目，可选项目如：血压、

心率、呼吸、体温、血氧饱和度等。

4

监测项目显示 在监护系统首界面可以看到护士对患者观

察项目的记录，项目内容包括：意识状态、

瞳孔情况、呼吸机使用情况等。

5

出入量精细化显示 显示每班及全天的出量、入量信息；每班及

全天的出入量平衡情况；显示患者每个小时

的出入量情况，并且出入量项目可根据临床

的具体需要设置统计类型；可根据临床的具

体需要设置统计途径，如补液量、鼻饲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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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患者数据自定义展现功能 患者信息展现界面可通过条件的设定来对

患者数据展示内容进行控制显示信息，可设

定条件，如：具体时间段（如 XX：XX→XX：

XX）、全天、班次（白班、中班、夜班）等。

7

患者基本信息 系统可同步 HIS 及 EMR 的患者基本信息，包

括： 入院时间、入科时间、转入时间、诊

断信息、手术日期、手术名称、既往史、过

敏史、身高、体重、血型、床位医生、护士

等。

1

床位

管理

待入科患者列表 在ICU中可以看到所有待入ICU患者的基本

信息，如：患者 ID、住院号、姓名、性别

科室等信息，为患者的接治工作做好准备。

2

入科管理 同步 HIS 中的患者信息后将患者转入重症

监护临床信息系统。在列表中不显示的信息

可手动筛选。

3

出科管理 已经治愈或其他原因出科患者转出，选择需

要出科的患者进行操作，系统支持批量出科

操作。

4

临时出科 患者因外出检查，需临时出科，采用临时出

科操作，返科后采集数据将于出科前数据连

贯显示，避免出现临时出科检查后数据不连

贯。

5

换床 由于患者病情变化，可能会使用到不同的设

备及特定的房间，在患者更换床位后在信息

系统中将换床操作进行详实记录。

6
仪器设置 可同时有自动连接仪器及手动连接仪器两

种模式，满足护士日常需要。

7

报警个性化配置 由于不同年龄、不同病种的患者生命体征的

稳定范围不尽相同，现系统允许用户对体征

数据的报警阈值进行个性化的设定。

10

护理管

理

护理文书 包括执行单、三管监测单、特别护理记录单、

生命体征观察单、危重患者护理记录、基础

护理记录、液体营养排泄记录、体温单等。

11
护理措施录入 系统可通过模板勾选与手动录入两种方式

完成护理措施录入。

12 入院评估单 对患者入院信息进行评估。

13 跌倒评估单 患者跌倒（坠床）防范措施进行记录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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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诺顿评估单 提供压疮发生危险因素量化评估—诺顿

NORTON 评分表。

15 出院评估单 对患者出院信息进行评估。

16

医嘱处

理

提取用药医嘱 能够同步电子医嘱中的医嘱信息，并将医嘱

进行分类，如长期医嘱、临时医嘱等，方便

医护人员核对、执行医嘱。

17

提取非用药医嘱 同步电子医嘱中的非药物医嘱，并将其拆分

成治疗类医嘱、护理类医嘱、检查类医嘱等，

方便护士核对、执行。

18

医嘱处理 可显示药物医嘱的具体名称、剂量、单位、

途径、用法等内容。对于补液类医嘱，执行

后液体量可自动记录到特护单中；对于药物

泵入医嘱，可根据公斤体重计算泵入速度，

并在药物泵入结束前提供预计结束时间报

警，方便护士工作。

19
非用药医嘱处理 通过勾选或其他快捷模式对非药嘱进行执

行登记，登记时自动生成登记时间。

20

医嘱信息配置 系统提供自动计算补液平衡的功能，在配置

了药物的属性后（晶体/胶体），系统可实

时计算出患者的晶体入量，胶体入量，体液

平衡总量。

21

医嘱快速定位功能 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医嘱的快速定位，让护士

能够快速定位到待执行的医嘱。

部分特殊患者每天用到的医嘱数量较大，护

士不便于做医嘱的选择，现系统能够通过多

种方式进行医嘱的快速定位，如：通过医嘱

的执行状态进行筛选；通过医嘱名称、用药

途径、医嘱频次、医嘱类别等多种模式进行

快速定位，让护士能够快速定位到待执行的

医嘱。

22

医嘱交班 对于本班未完成的医嘱，系统中可以交班，

方便下个班次的医护人员了解本班医嘱执

行的情况。

23
特殊交班 交班提醒，对特殊患者病情交接进行提示，

自动提醒下一班次医护人员。

24
医嘱分类配置 对医嘱分类进行配置，如抗生素类、制酸剂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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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护理文

书

特别护理记录单 自动生成特别护理记录单，按照医院临床科

室需求合理展现生命体征数据、生命体征趋

势折线图、呼吸机相关参数、观察信息、出

入量信息、护理措施信息等，减少护士文字

书写时间。护理文书提供打印功能，并可提

供未满页打印提醒、打印当前页、打印设置、

打印预览等功能；护理文书根据临床具体需

要提供查询功能，例如：根据时间查询、根

据诊断查询等。

体温单 根据自动采集体征数据或手工录入信息，自

动形成体温单。

文书查询 根据选定的时间显示查询内容。

文书打印 打印患者护理文书，或根据筛选时间打印。

支持打印同时备份 PDF 或打印上传功能。

25
出入量

管理

出量管理 详细记录患者的出量信息；并可根据临床具

体需要单独统计：尿量、引流量等信息。

26

入量管理 详细记录患者入量信息；可根据临床的具体

需要设置统计类型；可根据临床的具体需要

设置统计途径。

27
出入量平衡计算 根据患者出入量信息自动计算体液平衡，可

根据设置选择计算途径与类型。

28

重症辅

诊

病情总览 用连续的曲线图来显示患者生命体征信息。

以及患者的检查检验信息。显示患者医嘱执

行情况，显示药物开出剂量、已使用量、待

完成量。同时显示药物执行时间。

29

护理文书 集中展现患者自动采集的生命体征，观察项

目，出入量信息，护理措施信息以及医嘱快

速处理。 打印患者护理文书，或根据筛选

时间打印。

30
患者数据 用户可自由选择患者 24 小时内的生命体

征，并以折线图的形式展现。

31

电子病历 查询包括医生医嘱、检查报告、检验报告、

麻醉记录、手术记录、患者生命体征趋势图、

患者在某时间段内的异常体征数值等。

32

感染管理 可对感染信息执行添加、删除、修改等操作，

感染信息包括：感染部位、病原菌、类型、

检验编号、检验结果、感染日期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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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ICU 信息库 ICU 信息库

护理措

施

护理措施录入 系统可通过模板勾选与手动录入两种方式

完成护理措施录入。

护理模板 根据医院的具体需要，系统提供：基础护理

措施模板，可自定义模板内容；模板内容符

合《病历书写规范》要求；专科护理措施模

板，模板内容满足专科护理需要，同时符合

《病历书写规范》要求；可拼音或关键字检

索护理措施模板，勾选后直接记录到特护单

中。

自定义出入量统计 系统可以根据时间范围自动统计出入量信

息，方便插入护理措施。

统计查

询

基础统计 根据医院临床工作需要，系统提供统计查询

功能，具体包括以下

1) 基础数据查询：对患者数据、科室数

据的基本条件查询，如患者入科人数、出科

人数、床位使用率、床位周转率等。

2) 专业数据查询：对科室专业数据的统计

查询，如重症患者的死亡率、抢救成功率、

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生率等。

患者查询 可以通过姓名、住院号、患者 ID 等方式对

患者进行查询，显示患者的基本信息、标签

记录等信息。

出入量查询 通过自定义时间的方式可以对患者一段时

间内的患者出入量平衡进行查询，并以图表

形式直观表现患者的平衡状态。

年收治人数统计 提供报表功能，用户可以选择年份对一年内

的患者收治情况进行展现。包括出科人数、

入科人数。

床位使用统计 床位使用统计可以统计出科内所有床位的

实际使用时长。

体征查询 4、 手工采集体征项目查询

可查询出所有的手工记录的数据，包括修改

数据、手工录入数据。

5、 自动采集体征查询可查询出所有

的自动采集的数据

6、 所有体征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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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查询患者所有的体征数据

历史病

案回顾

历史病案回顾 将重症科室在科患者与历史患者所有信息

进行集中，为用户提供患者数据查询，根据

选择患者查看历史护理记录单以及其他数

据，支持历史病案随时调阅、打印等功能。

患者标签查询 重症监护临床信息系统为医护人员提供患

者标签功能，可以为每一位患者添加分类标

签，并通过患者标签查询快速定位检索同类

标签的患者。

电子病

历

病历病程 系统能够接 EMR 信息系统，能够从 EMR 自动

同步患者病程病历记录，获取患者完整的病

历病程信息，实现电子病历信息的集成共

享，方便医生查阅。

检查检验 系统能够与 LIS、PACS 等系统进行接口，自

动获取患者的所有检查、检验信息，实现检

验检查信息的集成共享，方便医生查阅。

血气分析 通过采集套件自动采集血气分析仪上的数

据，并对血气分析数据进行永久保存。

医疗模

板

程序设

置

医疗模板 系统提供护理措施模板、观察项模板、出入

量模板、监测字典模板、医嘱途径模板等，

方便医护人员工作。

权限设置 针对用户的不同角色可以设定不同的权限，

如医生、护士、主任、护士长、管理员等，

根据角色不同可限定用户的实际使用模块。

报警配置 用户可对体征参数设置警报值，当科室内有

患者体征波动超过警报值后，系统发出警

报。

监护字典设置 系统提供监护字典设置功能，通过对监护字

典的设定，可以对日常监测内容常用值进行

设定，方便操作。

程序配置 用户可以对系统的一些个性化内容进行配

置，如：自定锁定系统时间、数据采集频次

模板、特护单导出等。

重症质

控模块

三级医院检测指标（共 8

大项）

1. 非预期的 24/48 小时重返重症医学科

率（%）

2. 呼吸机相关肺炎（ＶＡＰ）的预防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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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呼吸机相关肺炎（ＶＡＰ）发病率（‰）

4. 中心静脉置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生率

（‰）

5. 留置导尿管相关泌尿系感染发病率

（‰）

6. 重症患者死亡率（%）

7. 重症患者压疮发生率（%）

8. 人工气道脱出例数

质控信息维护 可以通过系统对 ICU 质控信息的维护登记，

内容包括：非预期再入科类、感染类、拔管

类、不良事件上报等信息。后期可以对患者

进行信息查看。

质控检测统计 通过日常积累的数据，系统自动对数据进行

筛选分类，并形成报表。

报表导出 系统对质量监测项目的统计报表提供导出

功能，可导出为 Excel

数据详情查看 系统自动统计出质量监测报表后，用户可以

选择任意监测项目进行详细数据的查看。

卫计委

下发 ICU

质量控

制指标

（2015

版）

ICU患者收治率和ICU患者

收治床日率

定义：ICU 患者收治率是指 ICU 收治患者总

数占同期医院收治患者总数的比例。ICU 患

者收治床日率是指 ICU 收治患者总床日数

占同期医院收治患者总床日数的比例。同一

患者同一次住院多次转入 ICU，记为“多人

次”。

意义：反映全部住院患者 ICU 患者的比例及

收治情况。

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

（APACHEⅡ评分）≥15 分

患者收治率（入 ICU24 小时

内）

定义：入 ICU 24 小时内，APACHEⅡ评分≥

15 分患者数占同期 ICU 收治患者总数的比

例

意义：反映收治 ICU 患者的病情危重程度

感染性休克 3h 集束化治疗

（bundle）完成率

定义：感染性休克 3h 集束化治疗（bundle），

是指感染性休克诊断后 3 小时内完成：测量

乳酸浓度；抗菌药物治疗前进行血培养；予

以广谱抗菌药物；低血压或乳酸≥4mmol/L

给予 30ml/kg 晶体液进行目标复苏。感染性

休克 3h 集束化治疗（bundle）完成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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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入 ICU 诊断为感染性休克并全部完成 3h

bundle 的患者数占同期入 ICU 诊断为感染

性休克患者总数的比例。不包括住 ICU 期间

后续新发生的感染性休克病例

感染性休克 6h 集束化治

疗（bundle）完成率

定义：感染性休克 6h 集束化治疗（bundle），

是指在 3h 集束化治疗（bundle）的基础上

加上：低血压对目标复苏效果差立即予以升

压药；脓毒症休克或乳酸≥4mmol/L 容量复

苏后仍持续低血压，需立即测量

CVP 和 ScvO2；初始乳酸高于正常患者需

重复测量乳酸水平。感染性休克 6h 集束化

治疗（bundle）完成率，是指入 ICU 诊断为

感染性休克全部完成 6hbundle 的患者数占

同期入 ICU 诊断为感染性休克患者总数的

比例。不包括住 ICU 期间后续新发生的感染

性休克病例。

意义：反映感染性休克的治疗规范性及诊疗

能力。

ICU 抗菌药物治疗前病原

学送检率

定义：以治疗为目的使用抗菌药物的 ICU 住

院患者，使用抗菌药物前病原学检验标本送

检病例数占同期使用抗菌药物治疗病例总

数的比例。病原学检验标本包括：各种微生

物培养、降钙素原、白介素-6 等感染指标

的血清学检验。

意义：反映 ICU 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的规范性

ICU 深静脉血栓（DVT）预

防率

定义：进行深静脉血栓（DVT）预防的 ICU

患者数占同期 ICU 收治患者总数的比例。深

静脉血栓预防措施包括药物预防(肝素或低

分子肝素抗凝)、机械预防(肢体加压泵、梯

度压力弹力袜等)以及下腔静脉滤器等。

意义：反映 ICU 患者 DVT 的预防情况。

ICU 患者预计病死率 定义：通过患者疾病危重程度（APACHEⅡ评

分）来预测的可能病死率。患者死亡危险性

（R）的公式：In（R/1-R）=-3.517+（APACHE

Ⅱ评分×0.146）+0.603（仅限于急诊手术

后患者）+患者入 ICU 的主要疾病得分（按

国际标准）。ICU 患者预计病死率是指 ICU

收治患者预计病死率的总和与同期 ICU 收

治患者总数的比值。

意义：反映收治 ICU 患者的疾病危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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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计算患者标化病死指数。

ICU 患者标化病死指数

（StandardizedMortality

Ratio）

定义：通过患者疾病危重程度校准后的病死

率，为 ICU 患者实际病死率与同期 ICU 患者

预计病死率的比值。ICU 实际病死率为 ICU

死亡患者数（包括因不可逆疾病而自动出院

的患者）占同期 ICU 收治患者总数的比例，

除外入院时已脑死亡，因器官捐献而收治

ICU 的患者

意义：反映 ICU 整体诊疗水平。

ICU 非计划气管插管拔管

率

定义：非计划气管插管拔管例数占同期 ICU

患者气管插管拔管总数的比例。

意义：反映 ICU 的整体管理及治疗水平

非计划转入 ICU 率 定义：非计划转入 ICU 是指非早期预警转

入，或在开始麻醉诱导前并无术后转入 ICU

的计划，而术中或术后决定转入 ICU。非计

划转入ICU率是指非计划转入ICU患者数占

同期转入 ICU 患者总数的比例。非计划转入

ICU 的原因应进行分层分析(缺乏病情恶化

的预警、麻醉因素和手术因素等)。

意义：反映医疗机构医疗质量的重要结果指

标之一

转出 ICU 后 48h 内重返率 定义：转出 ICU 后 48h 内重返 ICU 的患者数

占同期转出 ICU 患者总数的比例

意义：反映对 ICU 患者转出 ICU 指征的把握

能力。

ICU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VAP）发病率

定义：VAP 发生例数占同期 ICU 患者有创机

械通气总天数的比例。单位：例/千机械通

气日。

意义：反映 ICU 感控、有创机械通气及管理

能力

麻醉与重症系统需要连接

的基础设备

需要支持福建省妇产医院麻醉科和 ICU 现

有监护仪采集，在其他设备输出数据的前提

下，投标人要能够实现数据采集与应用。

15、福建省妇产医院电生理信息管理系统

编号
一级模

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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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院内心

电系统

电子化检查申

请

临床医生在门诊或病房通过医生工作站开具申请单，内

容包括病人信息及检查项目。申请信息设定完毕后将自

动保存于系统中。

2

预约登记 心电图检查医生通过 HIS 接口获得申请单进行登记和

预约，并生成排队号的条形码，患者按照排队号在检查

室等待检查。

用于门诊心电图检查。提取门诊医生站检查申请信息进

行预约安排，实现分诊。系统支持检查病人基本信息的

HIS 自动获取。支持 HL7 标准的集成技术，中间数据库

的集成技术，DICOM 标准的集成技术。

能够直接从 HIS 系统获得病人 ID、基本信息、交费信

息、诊断信息、检查要求等。在数据库中建立病人唯一

ID，方便管理。自动产生发放心电图病人检查号，可提

供集中登记、分部门登记两种登记方式。预约登记列表

中显示不同颜色来区分患者当前的状态。

根据登记先后顺序自动排队叫号，可急诊优先和人工干

预。

提示患者排队时需要等待的人数，可以让 70 岁以上的

高龄病人，危重病人和军人优先检查。

3

排队叫号 能够直接从 HIS 系统获得病人 ID、基本信息、交费信

息、诊断信息、检查要求等。在数据库中建立病人唯一

ID，方便管理。自动产生发放心电图病人检查号，可提

供集中登记、分部门登记两种登记方式。预约登记列表

中显示不同颜色来区分患者当前的状态。

支持供医生呼叫病人的大屏幕显示，系统会自动语音呼

叫,同时在大屏幕显示将要做检查的病人基本信息，提

醒病人做好准备，同时节省医生与病人的时间。

支持一级和二级叫号模式。支持与医院现有分诊叫号系

统联网使用。

显示屏可以设定动画播报，支持科教视频宣传。

4
心电检查 根据登记先后顺序自动排队叫号，可急诊优先和人工干

预。

5

检查数据上传 在上传到服务器之前，可以预览上传的心电图，

保证传送到服务器的图形清晰；如果干扰大，可以删除

该数据，重新采集；检查完毕，心电图立即存储在服务

器中等待医生分析确定。

检查支持静息心电图检查、运动心电图检查、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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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心电图检查及动态血压等不同种类的心电电生理检

查，检查数据以数字形式、统一的数据格式进行存储，

通过心电网络信息平台实现全院共享；

报告为中文图文格式，报告图形具有 6×2、4×3、

4×3+1、12×1 等格式；报告格式可以用户自定义；对

于大于 10s 的心电图检查，可以设定起始打印时间或屏

幕浏览内容为打印内容。

提供智能化报告模板，报告医生可以管理个性化的诊断

模板。

6

心电数据分析

与诊断

系统提供专用的心电测量工具，如同屏对比、波

形放大、电子分规测量及心电图数据分析功能。对于相

同 ID 号心电数据，系统自动分析比较心电图的变化，

并在报告中显示出来；对于传入系统的有干扰波形进行

再次滤波调节；心电图机的自动测量和诊断语句可存入

心电信息系统。

医生通过提供的专用的心电测量工具，对心电图

放大、测量、分析，查看心电轴。分析完成后生成心电

图报告，确定报告正确后签字，最后将签字的心电图报

告存储到服务器。

提供导联纠错的功能，适合在导联接错的情况下，通过

软件自动纠错。无需对病人重新检查。

7

报告审核与打

印

审核之后的报告，可以通过院内的网络发布，临

床医生就可以调阅该心电图报告，必要时可以把报告打

印出来。

图形对比功能：将同一病人历史心电图进行同屏

对比，可同屏显示两幅；

系统能够实现从不同心电图数据中抽取指定导联同屏

显示并打印。适用于阿托品及心得安试验。

8

数据上传与归

档

报告完成确认，根据设定的存储规划，上传到中心的数

据库服务器并归档。

数据归档规则可由用户设定，可按检查类型（静息、

Holter、平板），检查部门（门诊、急诊、病房、社区）

分类管理。

9

数据挖掘 通过心电共享平台，将实现病人心电图检查的全院及区

域共享。并且保存病人的历次心电图检查。通过数据挖

掘，实现管理功能。

10
院外远

程会诊

社区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所进行心电图检查，通过专网

或互联网将心电图数据传输到上级医院心电图诊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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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医生进行会诊后将诊断结果回传到数据发送端，同

时将数据自动转存到心电数据中心服务器。整个流程中

通过 NLMS 和短信平台实现诊断中心和检查端的流程交

互，并且把逾期为处理的数据，通过弹窗、短信等方式

及时提醒。

11

专家会

诊流程

心电诊断专家通过智能移动终端受理申请单位的

会诊申请。当智能终端连接到 WiFi 网络时，利用系统

内置的即时消息系统实现信息交互，当智能终端连接到

4G 网络时，通过短信方式通知会诊请求。

此模式解决专家和具体医生（检查部门）之间，

偶尔出现的疑难病例的远程协助。管理规则：

在公网的会诊平台可以建立多个逻辑会诊中心，每

个会诊中心管理区域内远程检查部门或心电会诊专家

所设定的远程检查部门，比如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业务

关系（转院）的三级医院和基层医院之间；

此模式一般为会诊模式而非正常工作时的诊断模

式；

此模式核心需要建立专家会诊平台及会诊中心，并通过

中心发展远程的专家客户端。

12
心电诊

断中心

建设

常规软件功能 分析诊断软件为诊断中心的心电医生提供了重要的分

析诊断工具，同时医生可以编写、发布、打印诊断报告。

13

病历列表 显示所有的心电图病历，按检查时间顺序排列。具

备如下功能：

8. 病历列表中具有患者的状态显示。有未检查、

已检查、未报告、已报告、已审核、已发送状态。

9. 病历列表也可按医疗机构选择，可以单选或多

选医疗机构作为默认的列表过滤条件。

10. 病历列表也可按时间范围选择作为列表过滤

条件。

11. 病历列表也可按检查项目选择作为列表过滤

条件。

12. 支持在同一界面上显示患者的信息个人信息

以及测量参数，报告诊断。

13. 具有特有的异常测量值，异常诊断的特殊颜

色提醒技术，为诊断医生提供快速诊断的优先条件。

14. 提供丰富的查询功能，所有患者信息都可作

为查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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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心电浏览 心电浏览主要用于从数据中心调阅心电及心电诊

断报告，具备对调阅的心电进行后处理，心电标注，测

量，打印等功能。主要具备如下功能：

心电数据支持 HL7-aECG 格式。

可接收和显示多种设备的心电图像。

可通过网络进行心电数据快速查询与调阅。

可将网络上的心电资料载入本机存储。

可显示病人检查的基本资料(姓名、性别、病历号、

检查日期、检查设备等)。

支持心电的走纸和增益的调整。

支持智能化、模板化、个性化的诊断模板管理。

波形可以局部放大、测量。

支持多次检查的对比功能。

支持药物试验，包括阿托品、心得安等试验。

支持每份波形中，每个导联、导联中的每个心搏的

测量、标注。

支持不同格式的打印输出，包括 12*1、6*2、4*3

及自定义波形输出。

支持心电波形的滤波，包括肌电滤波、工频滤波、

高频滤波。

波形显示模式自定义，适用不同分辨率的显示器。

支持 android 和 ios 的智能终端，在智能终端上可

以实现数据接收、心电波形显示、报告编辑，以方便临

床专家及时获得心电原始数据并实现远程诊断支持。

心电格式转换功能，可以输出为 XML、PDF、JPG。。

15

心电图分析 主要具备如下功能：

显示同步十二导心电图波形也支持根据医生习惯

自定义多种显示模式，可以分肢体导联、胸部导联的电

压调节与走纸速度调节。支持 RR 间期与 R波幅值差的

测量，可以精确对心率不齐的倍数测量。

具有导联纠错功能：提供直观简洁的所见所得的导

联纠错，无需输入任何数字，操作方便简单。

波形显示具有时间轴，精确定位心拍，支持每组波

形、每个波形的单独测量，并可以修改测量参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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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导联叠加分析。

自动分析心率、PR 间期、电轴等所有心电参数，

可测量出超过 20 种以上的心电图参数，提供学术研究。

自动识别需要测量的心拍。

支持高频滤波、低频滤波、工频滤波调整。

支持分页和多种显示模式。

波形显示幅值自由调整。

心拍特征点手动微调功能。使分析结果更加精确。

测量值异常显示。

十二导波形重叠显示功能。

具有电子标尺功能，测量幅值与压差，代替圆规直

尺的手工测量工具。

支持同一个患者多次心电图对比。

具有向量分析技术。

具有梯形图解，梯形图与心电图的关系---拼音与

汉字的关系。梯形图是用横线和竖线组成的阶梯形示意

图解释复杂的心率失常的重要方法。

支持漏诊提示，软件通过对比显示心电图和原始心

电数据的形态学差异，识别出无法正确显示的切迹和顿

挫，并用特殊的颜色将这些区域显示出来，以防止忽略

这些细节造成漏诊。

支持危急值管理流程，心电检查数据预分析处理，

根据分析结果分为：阳性危急、阳性、阳性可疑、正常、

不可识别五种类别，对于自动分析为危急值的检查，自

动启动危急值处理流程。

支持数据追踪。

16

报告编写 医生可以自动诊断或手动报告编写心电报告。支持

心电图特殊符号的输入技术，不需要在键盘上反复切

换。

提供丰富的报告诊断库，避免过多的键盘输入。支

持心电图原始数据多次对比功能。

提供多种输出报告格式：横排十二导、竖排十二导、

2X6、3X4、3X4+长 II 导、心电参数表、单独长 II 导等。

支持 B5 纸输出打印。

支持打印预览功能，在打印预览处可以选车打印的长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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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支持双面打印，以及图文报告，为医生提供丰富的

诊断报告模板。

17

报告打印 报告打印支持多种格式打印方式。

报告打印可调整走纸速度、灵敏度及滤波特性等参数。

用户可自定义报告模板。

打印的报告应满足卫生部关于病案存储的要求。

18

报告发布 报告医师在诊断完成后，报告将被自动上传到区域心电

服务平台，并通过交换平台推送到 HIS 或电子病历系统

中供临床医生访问。

19

病案管理 多条件检索以及分类管理功能，使得查找心电检查报告

更方便。

医生可以对心电报告进行标记和收藏，并可对收藏病案

进行分类管理，以及自由性标记和说明，为操作医生提

供了一个进行心电数据分析和处理的私有科研空间。

提供可以自定义的统计分析模块，支持科研统计。

20

心电软

件处理

功能

导联纠错 医院检查病人多，检查医生操作失误导致导联接错。而

病人离开检查室，不能及时补做，可以通过软件方式提

供导联纠错功能。

医生只需要点击选择需要调整的电极，软件就可以实现

任意两个通道接错的纠正，免除病人重新检查的操作。

21

导联提取 对于临床中一些药物试验，比如阿托品试验和心得安试

验，需要再一定的时间内对患者连续或间断的采集心电

数据，最后根据需要，提取指定时间、指定导联的波形

组合分析。

软件功能：

1、把需要处理的心电图波形打开，

2、选择指定时间和指定导联的波形，记录下波形信息；

3、重复以上步骤，获得所有需要的波形；

4、生成组合波形；

22

漏诊提示 通过对比显示心电图和原始心电数据的形态学差

异并利用小波分析的奇异值的提取方法，可以准确的识

别出无法正确显示的切迹和顿挫，并用特殊的颜色将这

些区域显示出来，以防止忽略这些细节造成漏诊。

漏诊的波形系统对其进行颜色的处理，可以将高波形以

不同的颜色显示，医生选中该波形，进行双击就可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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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界面，查看其完整的波形。

23

自动诊断分级

与危急值管理

心电网络实施之后，报告集中处理，对各个检查

部门提交的心电检查数据，需要预先分析处理，根据处

理结果进行分级，根据不同级别分类，提示医生处理的

优先级或是否对阳性结果重点查看。

对已经检查待诊断的检查列表，在状态中可以显

示未诊断的病人其自动诊断的结果级别。

自动诊断级别共分五种：阳性危急、阳性、阳性

可疑、正常、不可识别。

对于自动分析为危急值的检查，自动启动危急值

处理流程，包括：

4. 在待检查列表中，标明该检查为危急；

5. 通过即时消息，在待检查队列中提示，当前诊

断组中的医生都可以优先处理该检查；

6. 通过系统配置，给科室主任发送短信，短信中

可以包括该检查的波形及自动诊断的结论。

需要启动危急值处理流程的诊断可以由临床医生

配置。

对于体检等心电检查，自动分析判断为正常的检查，可

以启动自动翻页的批处理模式，判断为正常的条件可以

由临床医生定义。

24

数据追踪 心电检查数字化之后，需要确保检查数据的完整

性，跟踪病人的检查过程；统计不同状态下的检查病人

数量，以便和收费、病房检查申请、体检数据进行核对，

确保所有的检查记录都能够在系统中有保存。人工删除

的记录，检查文件单独上传到服务器中删除目录中，以

便追查。使得实施心电系统之后，能够完整、透明跟踪

每个检查过程。

整个检查流程包括：

预约扣费；

排队叫号；

心电检查；

报告书写及会诊；

报告打印机共享；

检查数据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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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心电工作站 心电工作站是基于心电网络系统的的高级软件应

用，可适用于任何应用场景，主要支持心电向量、频谱

心电、心率变异、晚电位、高频心电、心电事件、起搏

心电、梯形图等功能。

心电向量：包括额面曲线（X-Y）、横面曲线（X-Z）及

右侧面曲线（Z-Y）。

频谱心电：具有 12 导功率谱和十二导分析功能。12 导

功率谱可从普通心电波形中提取相关信息。对应分析的

项目包括：相干函数、脉冲响应，传递函数、相移和互

相关函数。

心率变异：具有心率变异分析的功能。

晚电位：具有心室晚电位的功能

高频心电：具有高频心电图功能。

心电事件：可进行长时间心电数据采集及心电事件分

析。

起搏心电：可显示采样率大于等于 1000hz 的心电信号；

分析、显示起搏心电信号。

梯形图：可使用梯形图解标记心电图数据。

26
系统架

构

扩展性好，性能稳定、高效，采用成熟软件开发技术。

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系统架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

术，以保证系统的先 进性。顾及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

注重系统的未来扩展功能。系统的数据传输全面支持

（FDA）所制定的 XML 格式为架构心电图传输标准，HL7

标准的集成标准。

接口必须满足招标方设备品 牌的全覆盖，能够支持现

有各种心电设备信息的数字化采集、统一存储、管理，

不接纳第三方接口的方式；并能保证今后扩增引进心电

仪器的有效接入，接口程序支持检查病人基本信息的自

动获取。

要求实现病房心电图机通过有线、无线、4G、USB 传输

等模式，将病房心电图数据传输给门诊医生远程分析。

功能齐全，流程规范，优化管理；严格权限设置，高度

安全保密；数据准确，图形保真；易学易用，操作简便。

系统要有检查工作站，方便医生核对病人基本信息系统

资料，以防出错。

支持安卓系统、iOS 系统智能手机浏览图形，分析图形

并发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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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出现问题，可以单机版操作，并在网络恢复后可以

直接上传。

27

静态心

电数据

采集存

储

静态心电数据

采集存储

包括门诊、急诊、住院、体检、体检中心等部门心电图

机联机数据采集。技师根据不同的申请单选择不同的检

查。患者开始做检查的时候，患者的信息会自动调入，

通过接收患者的预约单，就可以提取患者的预约信息，

然后开始为患者做检查。

技师或护士在操作心电设备为患者检查时，系统会自动

填充病人的检查信息，显示出结果来。支持 WORKLIST，

支持扫描条码腕带

系统应该解决医院现有的数字口设备，兼容各种品 牌

心电图机的接入。

系统应该支持接收同步 12 导联，15-16 导联、18 导联

静息心电图数据并存储，编辑。

同时支持接收活动平板运动试验、动态心电图、动态血

压检查。

支持接收床旁监护仪 12 导心电图、心内电生理报告等

数据。

常规心电以 HL7-aECG 格式保存，能够转换为

MFER,CDA,PDF,DICOM 中的至少两项国际标准。

数据分

析
数据分析

提供通用的分析工具，如同屏对比、波形放大、电子分

规测量及心电图数据重新分析功能。

对于相同 ID 号心电数据，系统自动分析比较心电图的

变化，并在报告中显示出来。

对于传入系统的有干扰波形进行再次滤波调节。

对于波形重叠的心电图，支持重新排列以方便测量分

析，测量精度达毫秒/微伏级。

具有向量分析技术

支持 Cabrera 导联功能、附加导联功能。

导联组合：多份图谱任意导联组合，快速 15 导、18 导

处理。

图谱合并：多份图谱任意合并，快速 15 导、18 导处理

电轴测量，心电轴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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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托品试验采集及处理流程

任意心搏放大、单导联图谱漂移功能、全屏图谱漂移功

能。

梯形图生成技术。

危急值预警流程：出现危机值数据,执行预警报警、优

先诊断等。

诊断分级：对所有采集下来的数据进行诊断分级处理。

支持心电事件、起博心电、晚电位功能。

WEB 终端

浏览

WEB 终端

浏览

嵌入门诊医生站、住院电子病历系统。当心电图专业医

生确认检查报告后，在全院的医生工作站上就可以浏览

到具有查看权限的心电图结论，心电波形和打印带网格

的心电图报告。Web 浏览无需安装控件，可以查看原始

数据，可以调整走速和增益。

具有在线心电图分析功能，查看长时间原始心电波形；

提供心电图处理测量功能，波形显示、幅值调整、单页

多页显示、新旧病历对比功能、心拍自动分析、心拍特

征点自动识别、心拍特征点手动微调、走纸速度调整、

波形放大等功能。

专业统

计

查询

专业统计

查询

该系统可以设立多种查询条件，支持模糊查询，并可进

行统计。统计结果包括工作量、费用，消耗等。具体分

为患者信息查询，仪器使用统计，工作量费用统计，阳

性查询，低值查询，数据范围查询等，使心电图的各种

分类、心电图的查询、调阅和统计都变得方便。利用这

些资源，心电图科室在人员培训、研究创新、量化管理

等方面都可以很方便地开展。

管理功

能
管理功能

提供科室配置，医生、护士、技师等用户的角色权限管

理，工作量统计等。

教学科

研

支持

教学科研

支持

要求系统支持模糊万能查询。支持用户自定义查询方

法。支持数据输出为 DBF、EXCEL、TXT、JPG 等格式供

第三方软件分析，能进行各种分类分项统计，提供各种

统计报表样张。

系统集

成
系统集成

要求和医院的 HIS/电子病历信息系统集成，完成心电

数据等的信息共享。

数据安

全
数据安全

支持数据修正，显示数据的审计、修改的痕迹；支持数

据离线保存、恢复。支持单机版运行，保证异常情况下

的数据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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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数据采用 RAID5 进行备份，保证数据的安全性，且

病人资料具有延续性和完整性，方便操作和查询统计。

用户安

全
用户安全

提供集中的用户及权限管理程序，通过系统管理员为用

户授权，不同权限管理不同的内容。支持用户分组机制，

用于简化用户授权。

提供用户访问日志功能，对访问过的数据以及特殊的操

作进行记录，并提供记录查看和检索手段。

特殊处

理

功能

特殊处理

功能

支持漏诊提示：对心电图因显示分辨率问题导致的可能

被疏忽的细节异常进行提示，防止造成漏诊。

危急值管理：系统中具有危急值处理流程 ，演示在待

诊断列表中，标明该待检查病人为危急；通过即时消息，

在待诊断队列中提示，当前诊断组中的医生都可以优先

处理该检查； 通过系统配置，给科室主任发送短信，

短信中可以包括该检查的波形及自动诊断的结论。科主

任可以通过智能终端查看波形。

导联纠错功能：如果心电图数据因为导联接反或者胸导

联接错位置而导致数据不对，无需重新采集病人数据，

医生可以通过软件进行纠正。

接口 接口 可与省妇幼心电平台无缝整合对接（费用包含总价中）

16、福建省妇产医院病理科信息系统

编号
一级模

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病理应

用工作

站

病理登记 1、可按病例库进行分库登记，如组织学（常规）、细

胞学、液基细胞等，用户也可以自定义病例库。

2、信息录入界面提供常规和用户自定义两种方式。

3、本地申请单录入，录入过程采用提示选取、拼音代

码、数字代码等快速输入方式。

4、连接 HIS，接收临床发送的电子申请单。

5、通过条码扫描或直接录入患者相关编号从 HIS 中提

取信息。

6、病理号按当前病例库的编号规则自动升位，也可手

工调整。

7、打印病理号条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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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登记时出现病理号重号系统会自动提示。

9、标本签收。

10、记录不合格标本及不合格原因。

11、系统自动检索当前患者的历次检查记录。

12、可打印门诊患者回执单、原始申请单底单等。

系统自动进行“同名检索”，遇到同名病人能自动提

示“其他检查”，并能进一步进行住院号或病人编号的

匹配，以准确锁定该病人的历史检查。

2

病理取材 1、通过色标自动提示已登记未取材的病例记录或是有

补取医嘱的病例记录。

2、取材明细表记录任务来源、取材序号、取材部位、

材块数、取材时间、取材医生和记录人员等信息。

3、系统自动计算蜡块数和材块数。

4、提供“标本处理”记录，包括“常规保留”、“永

久保留”、“教学标本”、“科研标本”、“全埋”、

“脱钙”、“已用完”、“销毁”等内容，也可输入剩

余标本的存放位置。

5、向诊断工作站提供病例的取材明细、状态及取材医

生的信息。

6、采集大体标本图像，进行大体组织描述。

7、提供录音功能，记录取材医生的口述录入，便于取

材医生校对录入员的大体检查信息。

8、大体图像的标注、测量。

9、提供切片工作表打印功能。

10、提供工作移交或医嘱需要的在线式留言功能。

取材时系统自动提示该病例是否做过冰冻，并能查看

冰冻结果，根据冰冻结果确定取材要求。

3

包埋工作站 3. 系统自动打开所有已取材但尚未包埋病例的

取材明细记录，供技术员在包埋时进行核对。

4. 记录组织材块“翻盖”、“无组织”等特殊取

材质量评价情况，能反馈到切片环节及病理医生

处，并提供取材质量评价查询和统计功能。

提供包埋环节工作量统计信息。

4 切片工作站 各个环节的信息有机关联，能自动根据包埋切片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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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或重切深切列表生成切片条码标签，并能自动从免疫

组化医嘱中提取标记物名称加到切片标签中，提供清晰

规范的切片标签管理。

15. 系统自动提示所有已包埋但尚未制成切片的

病例列表，或是有重切、深切要求的病例列表，或

是下了免疫组化医嘱需切白片的病例列表。

16. 可查看每一病例的肉眼所见和取材明细。

17. 可记录切片染色人、染色时间等相关信息。

18. 医生在报告站开出了重切、深切等医嘱，切

片站可以自定义弹框提示，以提醒技术员及时处

理。

19. 对于重切、深切等内部医嘱，系统会自动提

示原切片人的信息。

20. 按照蜡块包埋情况或重切、深切、免疫组化

医嘱要求自动生成切片条码标签列表，用户可以进

行手工调整。

21. 切片标签的生成适应切片不合并、自动合并、

手工合并等多种情况。

22. 可根据登记列表自动生成细胞学制片的条码

标签。

23. 批量打印切片条码标签。

24. 提供切片交接管理工具，用于技师和医师之

间的切片交接清点对照。切片工作表可按取材医师

或开单医师分别整理；可按照“标本类型”、“切

片类型”、“操作员”、“病理号单双号”等条件

进一步整理；可按照病理号、蜡块号或特检号分类

整理；可分别打印“常规制片交接单”、“免疫组

化交接单”等不同工作表。

25. 可进行切片交接状态的管理。

26. 提供切片环节工作量统计信息。

27. 对每个病例都产生出切片明细列表，可由医

生通过打分制进行切片质量评价工作，并提供切片

质量月报表、日报表、非甲切片明细表及优片率统

计功能。

28. 对已评价过的每一张切片可以进行切片评价

处理记录，如原因分析及处理结果。

对每个病例都产生出切片明细列表，可由医生通过打



672

分制进行切片质量评价工作，并提供切片质量月报表、

日报表、非甲切片明细表及优片率统计功能。

5

常规报告工作

站

19. 自动提示打开病例的状态信息以及历次检查

的情况。

20. 采集显微图像。

21. 输入光镜所见。

22. 书写诊断报告、打印或向临床发送确诊报告。

23. 提供三级医生诊断模式，上级医生可对病理

诊断进行复查、书写修改意见并单独保存供原报告

医生查看。

24. 向取材和制片站点分别发送补取、重切、深

切、特检等医嘱申请，可查看内部医嘱的执行情况。

25. 可对疑难或特殊病例进行追踪管理，自动进

行提示。

26. 可对感兴趣的病例进行收藏管理，可检索这

些记录。

27. 支持批量打印、批量审核、批量发送等批处

理功能。

28. 向临床批量发送已审核的报告。

29. 对记录的修改与删除操作，系统通过日志表

功能自动记忆修改前的内容，确保数据安全。

30. 提供 ICD10 疾病编码的统计检索。

31. 提供肿瘤疾病报告的标准常用词、模板与范

本词库。

32. 14、提供工作移交或医嘱需要的在线式留言

功能。

33. 提供病历导入、导出、转存与远程发送功能。

34. 支持图像采集卡、VFW、WDM、TWAIN、

DirectShow 协议（驱动）接口；视频 32bit 真彩

色 1024×768 分辨率 256 级灰阶图像一比一采

集转换显示；NTSC/PAL 制式

35. 实时显示；实时/静态单帧采集；大体采集：

脚踏开关控制变焦、单帧采集；扫描方式采集；图

像浏览窗（可方便查看当前病例的全部病理图像）；

会诊、读片时通过投影仪实时显示显微镜或网络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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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服务器存储的图像。

36. 储存格式：JPG/BMP/TIFF/DICOM 可选；系统

将病理图像存储于病理科前置服务器，待用户审核

并发送时自动转换为 DICOM 图像存储至 PACS 影像

服务器。；图像批量读入/输出。

镜下所见及病理诊断结果与标本名称左右部位冲突监

控提示功能：如标本名称为“左乳腺”，病理诊断中出

现“右”，系统将自行弹框提醒。

6

细胞学报告工

作站

16. 适应病理报告三级医生负责制，提供定向复

片、多级复片功能，初诊意见和复片意见单独保存

备查。上级医生可对初诊意见进行结果评价，可以

统计复片数和复片准确率。

17. 采用包括 TBS2004 在内的多种分级报告系

统，用户点选选项即可快速输出细胞学报告。

18. 病理诊断结果智能匹配提示功能：用户可自

定义特殊词汇和相应提示内容，在病理诊断中出现

这些词汇时，系统自动进行弹框提示。

19. 提供报告应发时间管理，用户可自定义不同

标本类型对应的报告应发时间，并能自定义接收标

本时间分隔点。系统采用特殊颜色来标记“最后一

天”、“报告超期”、“报告延期”等报告发放时

间状态。

20. 提供病理报告审核后的“犹豫期”自定义设

定，并可自定义设定临床查看审核后的病理报告的

“缓冲期”。

21. 可发出科内会诊申请，系统会自动加入“科

内会诊”列表并进行提示，其他医生登录系统后可

以快速定位这些会诊病例，可增加、修改、删除自

己的科内会诊意见。

22. 可对病例进行随访标记，系统会自动加入“需

随访病例”列表并进行提示，可录入并保存随访结

果，并可继续随访或结束随访。

23. 可对感兴趣的病例进行自定义收藏分类管

理，系统会自动加入到“我的收藏夹”列表并进行

提示，医生可以导出自己的收藏夹病例列表。

24. 可根据多个条件来组合查询或统计病例、可

进行模糊查询或精确查询。可提供“拼音码”来查

询姓名。查询或统计出的结果可以导出为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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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用户可自定义导出项目字段。

25. 提供多种病理科工作量统计报表，包括医生

工作量、技师工作量、科室工作量、技术医嘱工作

量、特检医嘱工作量、临床送检工作量、外院送检

工作量等。

26. 提供多种报告时间统计报表，包括细胞学报

告发放时间统计、未发报告统计、超期报告统计、

报告实际发放天数统计、报告实际发放天数汇总。

27. 提供同一病人的“细胞学—常规”诊断对照

功能，并能导出为 EXCEL 文件。

28. 提供用户分级权限体系，适应病理科不同级

别的医生相互之间的报告修改、审核的权限嵌套关

系。

29. 提供每日病理报告签收单管理，通过扫描病

理报告单上的条码，自动按照“病区”或“送检科

室”排序整理报告签收单进行打印，用于临床接收

病理报告后签字返回病理科进行存档。

30. 重要报告痕迹后台记录和溯源查询功能。

7

特检工作站 6. 系统自动提示已发出特检医嘱（免疫组化、特

殊染色、分子病理等）要求但尚未执行的病例信息

列表。

7. 同一病理号开出的特检医嘱，碰到不同蜡块号

或不同开单时间时，系统自动变为黄色进行提示。

8. 可从特检医嘱信息中提取病例信息、标记物名

称等内容，来自动生成免疫组化切片等切片条码标

签，并打印出来。

9. 可按照标记物或病理号分类来打印染色工作

表。

10. 有暂缓执行项目时，医嘱列表的“暂缓执行”

按钮需变为红色进行提醒。

8

归档工作

站

8. 按照病理号区段，将资料（申请单或底单）、

蜡块、玻片分别归档处理，录入具体的归档位置。

9. 按照病理号或日期，查看归档存放位置。

10. 病例状态自动变为“已归档”。

11. 借阅片管理，及时了解和处理“借出”、“归

还”、“作废”的切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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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切片归还时记录外院会诊意见。

13. 打印借片凭证。

14. 外借资料超期时，软件启动时每次提醒，支

持借阅片管理。

9

物料管理工作

站
5. 病理科试剂、耗材的入库、消耗、报损等综合

管理。

6. 试剂的效期管理，临近到期试剂的自动提示。

7. 试剂、耗材的库存管理和领用管理，可进行安

全库存量设定，并提供订货点提示。

8. 提供各种病理科物料管理综合报表，方便科室

进行成本核算。

10

尸检管理工作

站

5. 尸检工作分库管理，提供“小儿尸检”、“成

人尸检”等不同类别子病例库，各自定义病理号标

识符；

6. 提供“大体检查”、“系统检查”、“组织学

检查”、“病理诊断”等常用描述模板，方便快速

生成尸检报告；

7. 尸检报告格式自定义功能；

8. 尸检报告时间管理，“最后一天”、“超期报

告”等状态提示。

报告签收单管

理

提供每日病理报告签收单管理，通过扫描病理报告单

上的条码，自动按照“病区”或“送检科室”排序整理

报告签收单进行打印，用于临床接收病理报告后签字返

回病理科进行存档。

11
接口对

接管理

数字签名接口

软件（CA认证）

与 CA 认证系统定制接口，以实现病理报告的数字签名

功能。

12
手麻系统接口

软件

病理系统提供 Web 浏览程序供手麻系统传参调用，以查

看术中冰冻病理诊断结果。

13

PACS 系统接口

软件

病理系统通过传参调用的方式调用带界面的 PACS 系统

浏览端或控件，实现在病理系统中直接查阅相关 PACS

图像及文字信息；并把审核后的病理报告发送给 PACS

系统。

14

体检系统接口

软件

从体检系统中提取体检人员基本信息；将审核后的体检

病理报告结果发送到体检系统，供体检系统统一打印包

含病理结果的体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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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电子申请接口

软件

从 HIS/EMR 系统提供的视图中获取电子申请单的内容，

并返回确认标记给 HIS 系统。

16
集成平台接口

软件

从集成平台中提取病人基本信息；把审核后的病理报告

或未发送报告原因发送至集成平台。

17
质控管

理

技术质控管理 对取材、包埋、切片、免疫组化染色、蜡块切片归档及

借还片管理进行全程质控管理。

18
诊断质控管理 定向复片和复片评价体系，不仅忠实记录各级医师诊断

及复片结果，更提供结果评价与评价统计功能。

19
结构化报告 针对十三类大标本和七类小标本，提供套装的标准报告

模版。

20

用户权限管理 重视报告信息的可控性、安全性，通过对整个工作流程

中“人”的因素进行适当的控制和调节，来降低风险及

明确责任。

21
用户个性化服

务

自动识别登录用户身份，自动提供该用户的相关工作列

表。用户还能拥有个性化的常用词库。

17、福建省妇产医院输血/血库信息管理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血型检查

鉴定及审

核

对病人验血后的血型鉴定和输血前检查结果的报告处

理模块。支持从 HIS 系统直接下载病人的信息，支持

条码流程，支持报告双人审核流程，血型报告打印。

2

备血、发

血及自动

收费

根据库存、血型档案对血样标本进行备血、发血管理，

支持发血单打印、预览，支持自动计费管理，支持病

人退费操作时自动退掉与此血袋的相关费用。

3
输血免疫

报告管理

输血免疫报告支持产前免疫、抗体鉴定、Coombas 实

验、血小板抗体、新生儿、IGg 抗 A 抗 B等报告。

4

血库管理 智能血袋出入

库及库存管理

支持血袋出入库的信息化管理，库存量临床提醒，支

持对血库库存血袋使用有效期限和血库血袋库存量预

警提示，可以与血站数据联动。

血型检查鉴定

及审核管理

对病人验血后的血型鉴定和输血前检查结果的报告处

理模块。支持从 HIS 系统直接下载病人的信息，支持

条码流程，支持报告双人审核流程，血型报告打印。

输血及发血管

理

支持根据库存、血型档案对血样标本进行备血、

发血管理，支持发血单打印、预览，支持自动计费管

理，在血型检查时自动收取血型检查相关费用，在发

血配血时自动收取血袋费、配血费、辐射虑白灭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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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支持病人退费操作时自动退掉与此血袋的相关

费用。

支持对发血安全性进行校验。

支持设备仪器自动导入交叉配血结果。

支持对用血审证记录及管理。

输血免疫报告

管理

输血免疫报告支持产前免疫、抗体鉴定、Coombas 实

验、血小板抗体、新生儿、IGg 抗 A 抗 B等报告。

5

包裹袋管理 对于已经使用过的血袋须有处理过的血袋的记录，该

模块可以详细地记录处理的时间，处理人员等，便于

血袋包装袋使用记录跟踪。

6
用血计划管理 支持每个病区或科室按血液成分类型制定年度用血计

划。

7
血袋库位管理 入库的血袋存放进行库位划分，配血发血时能快速查

找血袋的存放位置。

8
血袋过程控制

及跟踪

支持血制品流向的过程跟踪，记录采集、入库、出库、

报废等全过程时间、经手人。

9

自体血、互助

献血

系统可实现自体血出入库管理功能，当患者配血时，

如果血库有患者自体血，系统会自动提示是否采用自

体血，快速的定位。

10 用血审证 支持对用血审证记录及管理。

11

查询/统计 支持临床发血、科室用血、血液报废、血袋出入库、

库存、科室费用等各种综合查询、统计分析功能，并

以表格和图形等形式展现。

11

用血管理 医生站申请及

审核管理

临床医生开单时，系统支持识别该患者是否签署知情

同意书，对没有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系统将智能提

示。

支持审核申请单填写是否规范；申请内容是否合理，

库存是否充足等申请内容，审核不通过可通过消息回

报临床。

临床医生开单时，系统可智能识别该患者是否签署知

情同意书，对没有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系统将智能

提示。

12
电子申请单接

收及调阅

支持打印申请单的关键信息（含申请单唯一号、病人

姓名、病区、床号等）。

13 护士领血单管 支持包括血制品采集、条码绑定、领血单打印、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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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运送。

备血消息提醒 支持备血完成后以消息提醒模式提醒责任护士站护士

领血通知。

14

输血科申请复

核

支持审核申请单填写是否规范；申请内容是否合理，

库存是否充足等申请内容，审核不通过可通过消息回

报临床。

15

用血安全

管理

用血安全管理

（条码校验）

输血科在接收护士送来的申请单和血液标本时，同时

扫描持有的纸质申请单条码和血液标本条码，保证申

请单和血液标本是属于同一个病人。

支持手术室输血前信息核对及记录。

支持用血后疗效评价，自动获取患者输血前后各项生

命体征及检测指标，并对结果进行分析评价。

支持记录确认患者输血中出现的不良反应，并通过系

统之间的无缝集成，将患者不良反应信息通过网络根

据库存、血型档案对血样标本进行备血、发血管理，

支持发血单打印、预览，支持自动计费管理，在血型

检查时自动收取血型检查相关费用，在发血配血时自

动收取血袋费、配血费、辐射虑白灭活等费用，支持

病人退费操作时自动退掉与此血袋的相关费用。上传

至电子病历系统和输血科管理系统,实现临床和输血

科实时的信息交互，支持对不良反应进行统计。

16

智能采集提醒 临床医生开单时，系统可智能识别该患者是否签署知

情同意书，对没有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系统将智能

提示。

17
无纸化流程 避免了纸质单据可能会出现的破损、丢失等情况，在

节约资源的同时，确保了流程的顺畅、准确。

18
输血管理 手术室输血核

对

支持手术室输血前信息核对及记录。

19
临床用血后评

价

支持用血后疗效评价，可自动获取患者输血前后各项

生命体征及检测指标，并对结果进行分析评价。

20

输血不良反应

记录及反馈

记录确认患者输血中出现的不良反应，并通过系统之

间的无缝集成，将患者不良反应信息通过网络上传至

电子病历系统和输血科管理系统

21 设备联机 单工联机 支持血型检查仪器、配血仪器的联机。

22 双工联机 支持仪器数据双工通讯，完整传输仪器检测信息。

23 第三方系 支持与全院 HIS、EMR 等系统集成，实现患者输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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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接口 等信息等全院共享。

18、福建省妇产医院医技辅助管理系统

编号
一级模

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透析治

疗信息

管理

患者基本信息 提供电子化患者透析档案的新增、修改、查询和删除

等操作。

患者登记 5. 支持通过患者就诊卡直接读取患者基本信

息，支持同步患者历史检查、检验信息和院内其

它卡号信息；

6. 支持手工录入患者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

别、年龄、卡号、病员号、身份证号、血型、医

保类型等信息；

7. 支持查看、修改、删除患者基本信息，支持

查看患者信息修改记录，支持查看患者历史病历

信息；

8. 支持对门诊患者、住院患者进行颜色区分，

支持对传染病患者进行标识

预约排床 9. 支持自定义设置排床班次、床位、病区等，

并可设置床位、病区的阴阳性，支持修改床位、

病区启用状态；

10. 支持预约排床管理，并能按特定周期复制排

床信息，支持重置个人或本周全部排床，支持交

换床位；

11. 支持一个患者一天只能预约一次治疗项目，

对于多次预约进行智能提醒服务

12. 支持对已过预约时间进行置黑处理，当点击

到已过时间时，进行不予排床智能提醒服务

13. 支持在排床界面调整患者既定透析方案；

14. 支持按照时间段、传染病类型、班次统计 HD、

HDP、HP 数；

15. 支持打印不同班次排床信息；

16. 支持根据预约排床信息生成药品、耗材预配

清单。

预约签到 7. 支持患者刷卡自助签到和手工签到；



680

8. 针对自助签到患者，支持透前体重、血压等

数据的录入和自动传输，并能通过刷卡与患者信

息进行绑定；

9. 支持查看未签到病人信息并删除其预约信

息，支持对已签到病人进行诊疗项目修改、床位

更换、删除签到等操作；

10. 支持按照床位排序、已签到优先、未签到优

先、已称重优先、未称重优先等排序方式对整个

时间段、班次所有病人进行过滤；

11. 支持在签到界面修改预设超滤量，并能直接

打印患者透前、透后信息；

12. 支持打印已签到患者下次排床信息，方便病

人及其家属查看。

知情同意书管

理

3. 支持对血液透析知情同意书进行扫描上传、

删除、修改、查询和打印；

4. 支持对不同类型知情同意书进行分类管理

2

患者透析评估 提供医生透析前查询患者基本信息、历史透析记录、

检查检验结果等信息，对患者进行透析评估、包括透

析血液通路评估等。

3

病床监控 提供透析实时监控，监控及记录患者透析治疗中的信

息，包括透析前体重、透析后体重、血压变化状况、

心率变化情况、体温变化、肝素量等信息。

4

透析治疗记录 提供透析数据实时监控功能，自动记录透析详细结果

信息，生成透析治疗记录，包括透析前情况、治疗记

录、透析后情况等。

5
制订治疗方案 根据历史透析治疗记录、患者各项透析评估、实时生

命体征等信息，提供透析治疗方案制订功能。

6
用药、耗材和

设备

记录患者每次透析的用药情况，耗材使用情况，并能

在不同条件下查询统计用药数据和耗材数据。

7 质量控制 提供透析治疗质量相关数据监控和记录。

排班安排 为已经审核通过的治疗方案进行透析设备资源的合理

安排。

8

第三方接口 支持与院内 HIS、LIS、RIS、EMR 等信息系统进行对接，

实现患者基本信息、检验检查信息、透析费用信息、

透析治疗信息在院内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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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与科室内各型号透析机进行联机，采集、传输各

项透析数据；

支持与科室内电子体重秤、血压仪进行联机，支撑自

助签到等业务场景。

9

放疗信

息管理

预约登记 支持患者基本信息、放疗申请单、患者病历等信息的

获取功能，根据患者情况和放疗计划安排为患者进行

放疗预约。

10

制订治疗方案

和放疗计划

根据患者的病历、检查结果、历史放疗记录、患者各

项评估、实时生命体征和医嘱等信息，制订针对患者

的放疗治疗方案。

11
病历(含 CT 影

像)调阅

提供病历调阅功能，医生能随时查看患者的所有门诊、

住院病历。

12
靶区结构勾画 医生可根据患者的病情，随时调阅患者的 CT 影像，并

可在 CT 影像上进行精准的靶区结构勾画。

13

生物计量评估 提供生物计量结果记录功能，为放疗治疗患者进行生

物计量检查记录，为医生调整下一步的治疗方案提供

辅助依据。

14
设备管理 对放疗设备的运行情况、维护情况进行记录，并可提

供监控功能。

15
化疗信

息管理

患者预约登记

管理

提供化疗的患者登记功能、获取患者基本信息和诊断

信息、补充化疗需要的关键信息并保存。

16
化疗计量方案

制订

医生可查看患者的所有门诊、住院病历、历史医嘱、

处方等为患者制订化疗计量方案。

17
化疗输液管理 支持化疗过程中对患者的实时监控，可对患者进行全

程化的输液信息监控管理。

18

分次化疗前评

估

分次化疗前可根据患者的病历、检查结果、历史化疗

记录、患者各项评估、实时生命体征和医嘱等信息对

患者进行评估。

19
化疗疗程结果

评估

患者化疗疗程阶段性结束时，可对患者该阶段的化疗

治疗效果进行评估，记录患者化疗。

20 康复信

息管理

患者管理 包括患者信息登记和信息归档。

21

康复评估 评估量表维护主要实现对Ashworth疼挛评定、Barthel

评分、Berg 平衡、Brunnstrom 6 阶段评价等量表信息

的维护。

22
康复方案及计

划

康复医生根据患者的历次康复评估记录、诊疗记录等

信息为患者制订康复方案及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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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康复治疗 实现对分次康复治疗过程中的各项治疗记录的管理，

支持治疗情况的录入和康复设备信息的获取，形成完

整的康复治疗记录。

24
电子病历查询 康复医生可以查看患者完整的门诊、住院电子病历，

包括门诊记录、住院记录、用药记录、手术记录等。

25
康复疗程结果

评估

根据康复治疗方案和计划以及分次治疗记录，实现对

康复疗程结果的评估管理。

26
患者治疗状态

监控

提供对患者康复治疗过程的实时监控，记录患者治疗

过程中的信息，并进行数据的实时上传。

27

放射介

入信息

管理

患者预约、登

记

对患者基本信息、诊疗信息相关信息进行录入、修改、

查询、删除等操作，支持从外部系统获取患者基本信

息。针对患者的治疗医嘱信息进行介入设备等的预约。

（四）科室检查预约

根据预约排班信息，安排预约病人的检查日期、

检查时间和检查地点。预约完后可进行打印预约单、

扫描预约单、打印病人基本信息条码等操作。支持打

印检查注意事项。

（五）检查登记及收费

登记病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年龄、

住址、收费类别、联系电话、检查日期、检查部位、

简单病史等基本信息，并对病人进行收费登记。

17) 支持与HIS对接，获取患者相关的检查信息；

18) 支持多过滤条件对患者列表进行过滤；

19) 支持对患者费用进行确、退、核、收等操作；

20) 支持将医生使用习惯保存于服务器，登陆后

在自动还原；

21) 支持进行留言操作；

（六）申请单流程

为了保证医疗质量以及提高信息的互联互通，系统需

要满足电子申请单闭环流转，包括检查登记、技师工

作站、报告书写、审核工作站，满足医生调阅申请单

需求。

技师工作站 技师工作站模块，支持与排队叫号模块对接，实

现对分诊患者的呼叫；支持在技师工作站，对患者进

行条码合并；针对住院患者，技师可以增加收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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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返回 HIS；支持对费用进行核收。

22) 系统支持一台技师工作站控制多个队列 。

23) 系统支持对患者费用进行核收；

24) 系统支持对条码进行合并。

25) 系统支持针对住院病人，增加检查项目，并

向 HIS 返回相应费用。

26) 系统支持对检查人数、未检查人数的实时统

计。

27) 系统支持与叫号软件对接。

系统支持技师检查任务的提醒

报告工作站 （七）检查报告处理

(4) 报告打开

6) 系统支持按病人编号、病人姓名、性别、

年龄、检查日期、检查号、诊断医师、申请科

室、设备类型、检查部位、申请医师、报告医

师、操作医师、审核医师、显示诊断结论、显

示阅片状态、显示报告状态、显示审核状态等

查询条件查询患者，并打开患者报告。

7) 系统支持打开患者各种报告状态下的报告。

8) 系统支持报告锁定功能，同一份报告（除已

发布的报告）只允许一位医生打开。

9) 系统支持打开报告时，自动调用对应影像进

行浏览。

10) 系统支持医生自定义报告列表。

(5) 报告查看

11) 系统支持查看技师留言。

12) 系统支持查看电子申请单。

13) 系统支持查看各种报告状态下的报告。

14) 系统支持不同状态的报告已不同的颜色标

记。

15) 系统支持报告的同步放大缩小。

16) 系统支持报告任务列表查看，可按照不同的

检查时间，检查类型，检查部位、检查机房、申请医

生、申请科室等组合方式进行顺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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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系统支持报告显示界面的明暗度调整。

18) 系统支持查看报告的无限次修改记录，包括

修改内容、修改人、时间等信息。

19) 系统支持修改痕迹对比。

20) 系统智能提醒任务报告。

(6) 报告书写

15) 整个报告结构采用所见即所得的输入模

式，即可根据报告输入要求，自由调节字体字

号、上下角标、中英文字体、特殊符号及公式、

可剪切、复制、粘贴相关内容，可插入表格、

插入图片等功能；

16) 系统支持报告书写展现所见即所得，书写界

面直接展现图片、图注、数字签名图片、表格等文字

外的内容，预览、打印与当前展示页面完全一致。

17) 系统支持报告书写与图像采集各自加载图

像列表，可同步可异步。异步采集患者时与报告书写

图像列表互不干扰。

18) 系统支持多种语言报告。

19) 系统支持医生签名图像的自动打印。

20) 系统支持图文报告格式。

21) 系统支持对影像图像进行勾选添加及拖动

添加。

22) 系统支持在图文报告中对图片放大、缩小、

自适应等操作。

23) 系统支持在报告界面的图片区域，通过鼠标

拖拽图片的方式任意调整图片位置。

24) 系统支持报告书写通过模板输入项配置，具

有复杂的逻辑判断及公式计算，自动得出要的结果。

25) 系统支持根据检查所见，自动完成诊断。

26) 系统支持报告书写全键盘操作，操作时可回

车至指定下一个输入项。

27) 系统支持报告退回，并记录退回原因。

28) 系统支持在报告界面将该报告设置为典型

病例或教学病例。

（八）专家模版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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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系统支持提供丰富的专家模板，包括普放、

CT、MR、DSA（血管造影介入治疗等，形成特有

的专家模块库。

9) 系统支持报告模板自动匹配报告类别。

10) 系统支持根据医生个人喜好编辑、添加、调

整报告私有模板。

11) 系统支持主任医生及管理员编辑、添加、调

整报告公有模板。

12) 系统支持模板报告库导入。

13) 系统支持报告模板插入前预览。

14) 系统支持一个或多个专家模板插入到报告

中，插入方式有新增和追加两种。

（九）多级审核

具备三级报告体系，具备报告锁定机制，报告审

核医生通过该模块对报告书写医生的报告进行审核，

审核完成后即可进行发布；

5) 支持审核不通过留言；

6) 支持对报告的阴阳性进行选择；

7) 支持发起读片会诊；

8) 支持对报告历次的修改记录进行查看；

（十）危急值提醒

医生进行报告书写时，系统能够自动的对报告中

出现的危急值进行判断，经医生判断为危机之后，直

接发送至该患者所对应的临床科室，由科室进行危急

值接收确认，确认完成后对危急值处理的情况进行反

馈。

（十一）相关报告

4) 医生进行报告书写时，能够在同一界面横

向和纵向查看患者历史诊断报告（横向是指患

者的超声、内镜、心电、检验等历史报告，纵

向是指能够查看患者的历次报告）。

5) 系统支持在同一检查报告页面，可查看患者

本科室内的历次检查报告。

6) 系统支持在同一检查报告页面，可查看患者

跨科室的相关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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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报告集中打印

系统具有电子胶片功能，可与 RIS 系统相关联，实现

按需集中打印胶片与报告，并可根据医院实际业务需

求，实现自助打印

28

电子病历查询

和介入治疗计

量方案及计划

提供病历调阅功能，医生能随时查看患者的所有门诊、

住院病历。可根据患者的诊疗信息、检查结果、实时

生命体征等信息制订最优的介入治疗方案。

29

分次介入治疗

记录

提供记录介入治疗过程中的各个治疗环节，记录患者

各项体征信息，并可记录治疗过程中实际使用的高值

耗材、低值耗材和药品等信息。

30

高压氧

信息管

理

预约登记 提供患者的基本信息登记功能，包括患者姓名、年龄、

性别等信息，髙压氧治疗医嘱、病历、检验结果等信

息，并进行高压氧治疗的预约、排班操作。

31
患者基本信息

管理

可增加、查询、修改患者基本信息，可实时查询预约

患者的梳理、患者历次治疗信息。

32
高压氧治疗方

案及计划

医生可根据患者信息判断是否存在高压氧舱治疗档

案，并可生成高压氧治疗档案编号。

33

分次高压氧治

疗记录

医生可记录患者每次治疗的操舱记录包括氧舱氧气浓

度、持续时间、压力等并可提供本次治疗患者的治疗

情况表。

34
不良反应监测

报告

通过仪器、设备可在患者治疗过程中对患者不良反应

自动监测，同时可生成不良反应监测报告。

35

电子病历查询

疗程结果评估

提供调阅患者电子病历，并可提供患者整个疗程包括

体征信息、不良反应情况以及患者恢复情况、疗效情

况等记录信息；提供查询患者治疗情况及治疗结果评

估报告。

36
患者治疗状态

监控

通过仪器、设备可在患者治疗过程中对患者不良反应

自动监测，同时可生成不良反应监测报告。

37

统计分析质量

控制

患者完成一个治疗疗程后，能够把患者整个疗程的治

疗记录、不良反应报告进行归档保存，并提供多种条

件的统计分析和质量控制。

1

核医学

信息管

理系统

科室检查预约 6) 支持根据预约排班信息，快速预约病人的检查日

期、检查时间和检查地点。

7) 支持预约排班信息管理。

8) 支持工作日历管理，可以对工作日，周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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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节假日的最大预约数进行管理。

9) 支持预约完成后打印预约回执单，包含但不

限于打印病人基本信息、患者条码、检查项目、检查

注意事项等。

10) 支持预约患者自动或手动转登记。

支持患者已不同的标识对预约患者进行突出显示，预

约患者的标识为“预约”。

2

检查登记及收

费

6) 支持根据预约排班信息，快速预约病人的

检查日期、检查时间和检查地点。

7) 支持预约排班信息管理。

8) 支持工作日历管理，可以对工作日，周末以

及节假日的最大预约数进行管理。

9) 支持预约完成后打印预约回执单，包含但不

限于打印病人基本信息、患者条码、检查项目、检查

注意事项等。

10) 支持预约患者自动或手动转登记。

支持患者已不同的标识对预约患者进行突出显示，预

约患者的标识为“预约”。

3

问诊工作站 系统支持通过问诊工作站，完成检查病人既望病史、

治疗情况以及过敏史等相关信息的记录，与 HIS 系统

完成对接欧，可从 HIS 中提取已有信息

4

注射工作站 对于核医学检查与治疗，需在病人上机之前尽心核素

注射，核素注射过程需严格控制计量、品种等，并做

相关记录。因此，系统支持配置注射工作站，完成与

此相关的功能。主要记录药物注射情况(品种、剂量等)

以及病人反应情况

5

报告检查处理
报告打开

28) 支持按病人编号、病人姓名、性别、年龄、

检查日期、检查号、诊断医师、申请科室、设备类型、

检查部位、申请医师、报告医师、操作医师、审核医

师、显示诊断结论、显示阅片状态、显示报告状态、

显示审核状态等查询条件查询患者，并打开患者报告。

29) 支持打开患者各种报告状态下的报告。

30) 支持报告锁定功能，同一份报告（除已发布

的报告）只允许一位医生打开。

31) 支持打开报告时，自动调用对应影像进行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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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

32) 支持医生自定义报告列表。

报告查看

10) 支持查看技师留言。

11) 支持查看电子申请单。

12) 支持查看各种报告状态下的报告。

13) 支持不同状态的报告已不同的颜色标记。

14) 支持报告的同步放大缩小。

15) 支持报告任务列表查看，可按照不同的检查

时间，检查类型，检查部位、检查机房、申请医生、

申请科室等组合方式进行顺序显示。

16) 支持报告显示界面的明暗度调整。

17) 支持查看报告的无限次修改记录，包括修改

内容、修改人、时间等信息。

18) 支持修改痕迹对比。

报告书写

12) 整个报告结构采用所见即所得的输入模式，

即可根据报告输入要求，自由调节字体字号、上

下角标、中英文字体、特殊符号及公式、可剪切、

复制、粘贴相关内容，可插入表格、插入图片等

功能。

13) 支持报告书写展现所见即所得，书写界面直

接展现图片、图注、数字签名图片、表格等文字外的

内容，预览、打印与当前展示页面完全一致。

14) 支持报告书写与图像采集各自加载图像列

表，可同步可异步。异步采集患者时与报告书写图像

列表互不干扰。

15) 支持多种语言报告。

16) 支持医生签名图像的自动打印。

17) 支持图文报告格式。

18) 支持对影像图像进行勾选添加及拖动添加。

19) 支持在图文报告中对图片放大、缩小、自适

应等操作。

20) 支持在报告界面的图片区域，通过鼠标拖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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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的方式任意调整图片位置。

21) 支持报告书写全键盘操作，操作时可回车至

指定下一个输入项。

22) 支持报告退回，并记录退回原因

6
报告审核

系统支持审核已书写完成的报告，可在审核时修改报

告，也可注明审核意见

19、福建省妇产医院供应室追溯系统

编号
一级模

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一） 软件

供应室追溯系统界面通过图表菜单选择消毒包追溯途

径，通过图表点击进入。可使用描枪或 PDA 进行扫描记

录；污染器械回收时，追溯系统已生成条形码、消毒包

名称、器械名称、数量及图片，在核对、打包时可通过

电脑追溯系统显示器械包图样，便于器械核对。制包后

打印条形码黏贴，条形码备有回收追溯及病例记录三联

贴，便于追溯。单包追溯，扣板上贴标签（包括名称、

明细等），作为手术包的身份证，可重复利用。同时，

系统可监测并采集设备数据，包括设备运行数据、设备

温湿度、环境温湿度、参数管理等

1

回收清

洗

清点 1、 扫描回收用追溯标签条码，显示消毒物

品内容；

2、 核对物品，物品无误后进入回收环节；

3、 物品有误，暂停流程，经由办公室处理后进

入回收环节；

4、 记录外来器械厂家、送物人、器械名称、器

械明细、手术医生、拟使用患者科室、拟使用患

者住院号。拟使用患者姓名；

5、 记录外来器械是否含有植入物。

2

回收 1、 记录包条码、包名称、使用科室、回收

人、回收时间、回收原因（已使用、超出有

效期、内容物缺失、包信息缺失、借包还回

等）；

2、 记录科室名称、包名称、回收数量、回收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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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借用归还信息的登记（科室、借用时间。

器械包名称、使用情况、回收时间、回收人）；

4、 提供汇总查询。

3
分类拆解 显示（图片或视频）提供包内器械数量；显示清洗的注

意事项、特殊要求。

4
登记 如有损坏或功能不良器械，记录其名称、数量、损耗数、

损耗原因（缺失、损坏、其他）。

5

标记 标记缺件的器械包，并在后续包装环节限制使其不能被

包装；标记含有植入物的器械包，并在后续环节中做出

相应的提示。

6

清洗 1、 记录清洗人、清洗开始时间、清洗结束

时间、清洗机、适用程序、清洗架、清洗篮

筐、器械包；

2、 绑定同一清洗架次的清洗篮筐信息，实现批

次管理；

3、 实时监控清洗机的运转情况；

4、 记录制水机运行参数；

5、 记录清洗步骤、消毒 A0 值；

6、 记录消毒剂（酸化水、含氯消毒剂等）参数；

7、 提供汇总查询。

7
包装 清洗质量检

查

记录存在的清洗质量问题，存在清洗质量问题的器械

（器械包）返回清洗流程。

8

器械功能检

查

1、 根据检查器械功能（良好、功能不全、

损坏、缺失）；

2、 记录器械功能（良好、功能不全、损坏、缺

失）。

9

配包 1、 处理器械功能功能不全、损坏、缺失（申

请器械并补充或略过）；

2、 配置器械包（添加、修改器械包中的器械；

修改使用科室；修改外包装；修改消毒灭菌方式；

记录包内容物；记录配置人、配置时间、修改人、

修改时间、修改理由）；

3、 记录处理时间、被处理器械包、处理人、处

理审核人信息。

10 包装材料选 可以根据不同的器械包自由选择包装材料。



691

择

11

包装 1、 显示包装步骤（图片或视频）；

2、 显示包装的注意事项、特殊要求；

3、 记录包装时间、包装人。

12

核对 1、 记录审核时间、审核人；

2、 如有器械错误或包装错误，返回包装流程；

3、 记录出错的器械包包装时间、包装人、审核

时间、审核人、错误类型（器械错误/功能不全/

包装错误/包装失败）。

13

临时包审核 生成追溯条码（二维码、审核科室临时包内容物、外

包装售后服务符合消毒灭菌要求；

记录送包时间、送包人、科室、包名称、包内容、接收

时间、接收人等。

14

生成并打印

追溯标签

1、 生成追溯条码（二维码、流水编号）；

2、 绑定追溯条码与之前的清洗流程信息；

3、 打印追溯标签，包标签及条码要求包含如下

信息：所属科室、包名称、灭菌日期、有效日期、

等信息并可与计算机系统关联查询。

15 查询 提供打包审核的汇总查询和打包到清洗的追溯查询。

16
灭菌 分类装载 记录器械包灭菌信息，记录器械包装载量，记录灭菌锅

信息。

17

特殊物品流

程

1、 判定是否有外来器械，外来器械流程约

定：

b) 是否有内植物

1) 是，判断是否需要提前放行，

2) 是，记录生物监测信息，进入绿

色通道

3) 否，记录生物监测信息

4) 否，进入正常程序

2、 判定是否有特殊污染器械：

记录更改的灭菌程序、被灭菌器械包名称、被灭菌

器械包条码、灭菌时间、灭菌人员。

18 灭菌 1、 记录灭菌程序；



692

2、 记录灭菌分类、灭菌程序、灭菌人、灭菌开

始时间；

3、 记录灭菌器信息结果，可以做到图像采集、

分析、录入和存储；

4、 记录灭菌过程参数（外缸温度压力曲线、内

缸温度压力曲线、灭菌温度、灭菌时间等）；

5、 记录灭菌完成时间。

19

灭菌监测 1、 审核灭菌过程参数（外缸温度压力曲线、

内缸温度压力曲线、灭菌温度、灭菌时间等）；

2、 审核锅号锅次、灭菌开始完成时间；

3、 审核化学检测参数；

4、 登记审核生物监测参数；

5、 记录包装情况（湿包/散开/标签脱落/）；

6、 根据器械包此时不合格情况（灭菌失败/包

装散开/追溯标签脱落）：

c) 决定召回；

d) 返回打包。

20
登记锅号锅

次

记录灭菌车次、灭菌器锅号、锅次的关联；记录器械包、

灭菌器锅号、锅次的关联。

21

存储发

放

审核入库 1、 入库：记录有效期；

2、 入库查询（包括：入库汇总查询、入库明细

查询、入库物品查询）；

3、 上架：根据摆放原则和要求分类摆放，记录

器械包名称、所在位置；

4、 查询：记录器械包清洗打包灭菌的全部此前

流程。

22

库存监管 1、 安全库存，色谱划分；

2、 做库存抽检。

3、 库存预警，低于安全库存物品，系统提供提

醒；

4、 库存不足，库存不足的物品，提交办公室解

决。

23 效期监管 1、 逾期物品，系统提供提醒；管理人员可

以根据物品使用要求对逾期的门限值进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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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如设置成 15 天到期提醒、5天到期提醒

等；

2、 已失效物品，系统自动告警。不允许被领用。

24
临床申请 登记申请科室、申请器械、申请数量、特殊要求，提供

打印清单。

25

发放 1、 登记发放科室、发放器械、发放数量、

发放人、发放时间；

2、 出库查询（包括：发放汇总查询、发放明细

查询、回收明细查询、出库物品查询、回收明细、

科室领用查询、科室领用汇总、物品盘库单、成

本盘库单、成本核算参考单、外来器械包消毒统

计等统计）；

3、 提供打印清单。

26 盘库 库存盘点；发放统计。

27

信息管

理

提供集成的一站式信息管理桌面，提升护士长管理效

率，同时监控并实时接收库存告警、过期告警、清洗质

量检测、灭菌质量监测、配包工作量、科室消毒结算信

息。

28

科室病

人使用

追溯

科室申领管

理 支持根据还包情况，自动或手动生成申领计划

科室借包管

理 支持科室临时借包业务

科室接收确

认 支持对供应室发放包的接收确认

使用登记 支持灭菌包病人使用登记，科室消耗登记。

支持植入物（高值耗材）使用批号登记

还包登记 过期、不合格、使用过的包，均可以归还供应室。

科室库存查

询 支持实时查询科室当前消毒包库存情况

29

清洗灭

菌设备

监控

设备管理 清洗机/灭菌机数据参数管理

数据采集 实时采集清洗机、灭菌机物理参数信息

状态监控 实时监控清洗机、灭菌机物理参数信息，支持图文展示

设备状态查 根据历史查询清洗机、灭菌机物理参数信息，图文展示



694

询 并支持打印

30

护士培

训管理

护士培训目

标表

对不同的工龄的护士需掌握的技能，进行考核的目标清

单

岗前培训 对护士、工人、消毒员进行培训

进修护士培

训表 对进修护士进行培训

实习护士培

训 对实习护士进行培训

外出学习登

记 对外出学习进行登记

外来参观人

员登记 对外来参观人员进行登记

业务学习登

记 对供应室业务学习进行登记

设备培训登

记表 对设备培训进行登记

操作培训考

核 对业务、软件操作培训进行考核

理论培训考

核 对业务理论培训考核

20、福建省妇产医院病历质控管理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时限质控

时限质控采用事件触发机制，通过病人事件触发时限

质控处理。时限质控规则可配置，如时限内容、书写

份数要求、频率、提示时间、关联扣分项等。另外时

限质控有着复杂的业务规范，有些病历的书写可以代

替另外一部分病历的书写，如手术病程的书写可以替

换普通病程，即写了手术病程就不必再写普通病程。

有些病历书写就不可能再写另外的病历，这就是病历

的互斥关系，如写了危重病程即不必再写普通病程，

二者不可能同时出现。理论上电子病历可以处理任何

时限质控，但现阶段医院间信息系统没有做到全部互

联，电子病历本身产生的病人事件数量不足导致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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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部时限进行处理。

2 内容质控

电子病历内容质控限于计算机对自由语言的理解

限制，想做到完全的内涵质量控制并非易事，但对与

逻辑关系判断却是计算机的优势所在。采用 JS 脚本，

设计内容质控逻辑。该方式灵活方便，脚本的更新简

单，无需更新程序。脚本与模板相关，可以灵活配置

不同模板的不同内容逻辑要求。基本上可以实现内容

一致性判断、数值大小判断、字符串查找等功能。

内容质控结果直接在病历上分等级提示医生，并

且可以和打印关联，不修改相应等级的错误即无法打

印病历，从而从根本上杜绝了环节的可识别质量问题。

质控逻辑还可以通过配置和医院扣分标准关联，从而

实现内容控制到扣分的自动化。

根据内容逻辑规则，医护人员在书写病历构成中，系

统会智能提醒病历书写完整性和合理性，并作出提醒。

3
病历三级

质控

病历三级质控是指医生质控、科室质控和职能部

门质控。

医生质控：医生自行对病历质量进行检查，结合

病历质控规则，自动生成病历质量报告。

科室质控：可根据预设条件抽取病历，对病历质

量进行检查，结合病历质控规则，自动生成科室病历

质量报告；针对发现的病历质量问题，可实时反馈给

责任医师；责任医师收到病历质控消息提醒后，进行

整改；整改确认完成后，整改情况再返回科室质控组

审核确认。

职能部门质控：职能部门根据预设条件抽取出院

病历，对病历质量进行检查，结合病历质控规则，对

病历进行评分。特殊情况下，可退回病历，要求责任

医师补充或整改。每月定期生成病历质量报告。

病历质控的闭环管理：通过消息的方式实现对医生、

科室质控组、职能部门之间的贯通，通过消息的形式

实现了病历质控闭环管理应用。

4
病历质控

规则设置

根据国家或省市《病历质量评价标准》，设置病

历质控规则。

时限质控规则，根据住院病历书写的时限管理要

求配置质控规则定义和扣分规则。

内容质控规则，基于结构化的信息节点进行逻辑

组装配置，主要是内容完整性、内容一致性判断、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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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大小判断等质控规则。

提供便捷的质控规则自定义工具，根据医院实际管理

要求自定义缺陷项目。

5
病历质量

监控

时限质控，根据病历时间质控设置规则，对住院

病历记录完成情况进行自动检查，并对未按时完成的

病历记录向责任医师和病历质量管理人员进行提示的

功能。

内容质控，根据质控规则设置，对不同病历的完

整性、规范性提供自动检查和提醒。

提供根据专科病历、诊断等差别化的质量控制项

目。

能根据以上质控规则进行自动判断处理并产生相

应控制报告内容。

提供病历质控人员对病历质量进行评价与记录缺

陷，并反馈给责任医师的功能。

对经病历质量管理人员审查的病历记录审查时间

和审查者。

病历质控人员可对病历缺陷内容的纠正情况进行追踪

检查。。

6
病历质控

分析

根据病历质量检查和评价结果，可自定义生成不同维

度的统计分析报告，指导职能部门有针对的进行病历

质量检查和评价。

21、福建省妇产医院病案管理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首页数据

管理

首页数据校对是病案系统中对出院并提交的病人首页

数据进行审核。首页数据基本信息、住院信息、诊断

及手术编码、费用等其他信息进行修改，审核，补解

析、首页数据传送。审核通过后才能把首页上的数据

传送给医管师平台。

病案首页填写过程和提交时，进行首页填写信息的自

动逻辑检查。

纸质病历示

踪管理 跟踪纸质病历所处状态，如借阅、架上、封存等。

病人检索
通过出院时间、编码时间、归档时间以及病人姓名、

住院号或者是病历状态、编码状态、编码人员、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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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等条件进行查询可以首页数据校对的病人。

2
数据校对

基本信息查看、诊断、手术编码、费用等其他条件审

核。

3
病人回退

发现病人数据等信息错的可以直接把病人回退还给医

生进行修改。

4 病案查询

病案查询就是病案管理系统病历流通功能的体现，可

以检索病人任何状态病历书写情况，已经病人状态的

查询。用户可对在院病人、出院病人、已提交病人、

归档病人进行快速检索。在结果列表界面，可快速过

滤病人。可对病人进行冻结、提交、回退等操作。

支持主诊断、主操作查询和例数统计与排序；增加诊

断和操作的“并”“或”查询功能。

对病历查询结果数进行，均数、例数等的统计图表输

出。

5

病案管理

归档管理

支持通过姓名、住院号、出院时间、提交时间等条件

进行检索未归档病人，审核病历通过后进行手动归档

或者批量归档，归档的病人不可修改病历。

6
封存病历管

理

查找纠纷病人进行封存后，可在封存病历管理界面通

过病人姓名、住院号、病案号、解封者、封存时间、

解封时间等条件进行检索封存病人，并对封存的病人

可进行解封操作。

7

编码管理

电子病历病案系统为病案编码提供了快速、灵活全面

的编码支持。病案室可对诊断、手术进行编码，支持

附加码、星码等编码操作，支持 ICD 编码快速、模糊

检索。

8
回退管理

根据条件快速检索待回退病人，可根据备注以及对应

的理由进行回退相应的病人。

9

借阅管理

电子病历对病历借阅管理有完整的流程支持。医生申

请借阅后，病案管理员可对借阅病人申请进行审核批

准，并设定归还日期。逾期用户可申请续借，连续续

借期满后，系统自动收回病历。

10
纸质病历

管理

纸质病历登

记

通过扫描抢或者手动输入住院号查询病人，检查护士

送交的纸质病历，并进行纸质病历缺漏项登记。

11 纸质病历查

询

检索电子病历的纸质病历查询状态，是否提交纸质病

历，生成条形码贴到病历本上方便下次通过条形码进

行检索病历本。

12
纸质病历借 住院号、借阅人、借阅的原因、借阅科室等条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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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纸质病历借阅登记。

13

图片病历

管理 导入图片病

历

在院病人、出院病人列表，选择你要的病人，右键添

加图片病历，选择需要的导入的图片病历即可在病人

下生成对应的病历。

14
图片病历管

理

导入的图片病历，可以在图片病历管理界面进行检索

图片导入病人病历，如果错了可以进行重新导入。

15 综合查询

综合查询是基于结构化病历信息节点解析后的数据才

能进行病案综合查询，用户可以根据检索需要自己定

义需要检索的病历条件。

16 统计报表

病案管理系统支持动态配置用户所需要的模板进行统

计查询，疑难病历统计查询、会诊查询等统计报表查

询

17 数据导出

病案管理系统对用户检索好的数据，可对数据进行导

出，可导出 EXCLE 数据，并根据用户选择需要导出的

列进行生成 EXCLE 文件。

22、福建省妇产医院手术分级管理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手术等级

设置

根据医疗机构级别和登记的诊疗科目，遵循国家、地

方级的手术分级标准及 ICD-9 手术编码设置不同的手

术等级。

2
手术分级

授权

支持按医生手术职称自动或人工进行手术分级授权和

审核，包括手术分级授权的新增、修改、删除、查询

等功能。

3
手术级别

管理

医生开具手术申请单时，根据手术技术难度、复杂性

和风险度(如麻醉类型、是否输血、是否有附加手术等

条件)进行手术级别确认。

4
分级审批

管理

支持对不同级别手术由不同级别医生进行审批，对资

格准人手术、高度风险手术、急诊手术、新技术新项

目科研手术等特殊手术分级审批。

23、福建省妇产医院危急值管理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危急值设

定

支持在检査、检验等系统中设定危急检验项目表与制

定危急界限值，并可对危急项目表、危急界限值进行

定期总结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可增加、删除、修改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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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检验项目及危急界限值。

2 自动筛查

当检查、检验结果达到或超过危急值界限时，支持自

动筛查出危急值，并提醒技师进行危急值复核，经复

核确认为危急值后，即刻审核发布。如复核可能有样

本、试剂、操作等影响因素时，可取消危急值提醒，

但需即刻通知临床科室重新取样送检或检查。

3 消息通知

支持通过短信、系统消息、电话等多种方式进行危急

值提醒和通知，通知内容包括患者病案号、姓名、科

室、危急值结果等信息。

4
临床干预

反馈

医生在接收到危急值通知后，在规定时间内做出对患

者处置的诊疗意见，进行危急值处理登记，结束危急

值通知。如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危急值的处置反馈，危

急值消息则按管理部门规定的流程通知发送给上级医

生、科主任、主管院长等相关人员，直至完成危急值

处理登记。如医生复查确认危急值报告结果不当，可

通知医技部门相关人员取消危急值报告。

5
危急值追

溯

对危急值处理的过程和相关信息做详细记录，支持危

急值管理部门对危急值传报全流程进行追溯。

24、福建省妇产医院药剂管理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医药信息

查询功能 说明书

可查看已上市药品各厂家完整的说明书，其中用户药

品说明书带有标记。

2

其他医药信

息

可查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药品警戒快讯、说

明书修订公告、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等。

4. 可查询《国家基本药物处方集（2012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 年版)》、《新编药

物学（17 版）》、《浙江省中药炮制规范（2005

版和 2015 版）》、《北京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8

年版)》、《中国国家处方集（2010 版）》、《国

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2012 版）》、《临床

注射药物应用指南(2014 版)》、《超药品说明书

用药目录（广东药学会 2018 年版）》等书籍资料；

5. 可查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药品警戒

快讯、说明书修订公告、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

6. 可查询卫健委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通知

公告和法律法规。

3 医院处方集
通过“提取关键字”的参数值配置，根据用户药品目

录自动生成专属于用户的处方集，并支持处方集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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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导出。

4

医药学公式

提供“心脏学、肾脏学、血液学、肺脏学、神经学、

儿科学、妇产科学”7 类医学相关计算公式，可供用户

查阅并支持输入具体数据自动输出计算结果。

5

系统知识

库

系统提供的

知识库

提供满足三甲医院需求的合理用药知识库。

4. 系统提供 1 套初始化的说明书规则集，以及 1

套供引用、参考的三甲综合医院临床应用规则集，

知识库规则内容可视；

5. 说明书规则集基于药品说明书标准维护，经

过数百家医疗机构多年实践结果累积优化的一套

规则集，已覆盖用户药品及其他已上市药品的合

理性审查；并按不同的审查问题，进行警示级别

的区分；

6. 三甲综合医院规则集是基于医院自身对用药

的理解维护的规则内容。三甲综合医院规则集自

定义规则 10000+条，其中涵盖 8 级规则 21 条、7

级规则 2500+条、6 级规则 3600+条。

6
更新引导功

能

支持用户到任意规则集中进行规则的引用，引用的规

则内容在下次知识包更新的过程中会出现提示更新信

息，供用户自主选择全部更新、部分更新或不更新用

药规则；未引用的规则不会提示。

7

处方/医

嘱系统自

动审查功

能

审查问题的

严重程度管

理功能

通过采用警示级别的设置，对审查出的不合理问题实

现按严重程度进行区分。

8

西药和中成

药审查功能

抽查门诊处方或住院医嘱的西药和中成药，对抽查样

本提供丰富的审查功能，以事后审查方式降低用药风

险。

28. 将检验指标（覆盖中性粒细胞、白细胞、红

细胞、血小板、血红蛋白、白蛋白、血钾、血钙、

血镁、血甘油三酯、尿素氮、胆红素、血磷、丙

氨酸氨基转移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国际

标准化比值），与相关药品进行关联，实现该药

品用法用量、禁忌症、相互作用的审查。

29. 结合病人的具体情况（西医诊断、检验值、

年龄等），实现用药适应症（覆盖除溶媒、肠内

和肠外营养用药、疫苗、血浆制品和血浆代用品、

止血药、造影剂以外的药品）、禁忌症与病人疾

病情况关联的审查。

30. 实现处方/医嘱药品与给药途径不匹配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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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31. 对门急诊患者处方中使用的口服剂型药品

（排除肠内营养制剂），审查其给药途径是否为

鼻饲、造瘘管滴入，提醒用户可能存在给药途径

不合理的问题。

32. 结合病人的具体情况（年龄、性别、体重、

体表面积、孕产、诊断、肝功能、肾功能、检验

值、给药途径、合并用药（剂量、频率、给药途

径）等），实现累计剂量、累计日剂量、每天剂

量、每次剂量、给药频率、给药时机、疗程的精

准审查；其中对长期医嘱和临时医嘱（st、once）

单次剂量实现分别审查；

33. 实现儿童剂量多维度审查，儿童剂量符合参

考标准中年龄和体重任一条件，均判断为合理的

剂量；

34. 通过设立药品成分剂量，对所开具药品按其

成分进行剂量的合并计算，实现同药品成分累计

剂量、累计日剂量的审查，避免同成分合并用药

时判断为重复用药的假阳性（已覆盖肿瘤用药和

心血管系统复方制剂涉及的成分累计剂量或累计

日剂量审查）；如：复方制剂和单方制剂一起合

用，但药品中各成分累计剂量符合最大用药剂量

范围内，判定为合理的合并用药；

35. 实现缓释片、控释片、肠溶片等对分剂量服

用有特定要求的药品，其每次给药剂量是否为合

理的可分剂量的审查；

36. 实现校正剂量（覆盖除肿瘤药品外的口服药

品）的审查，通过对涉及体重、体表面积计算出

的非整数剂量的校正，提高审查准确率（如某肿

瘤药根据体重、体表面积计算出患者应使用 0.98

片，而医生实际开具 1 片，判断为合理的剂量）；

37. 实现异常剂量（覆盖除溶媒、疫苗、血浆成

分及血浆代用品、造影、氨基酸、脂肪乳外的成

品输液型药品、小容量注射剂和口服药品）的审

查：80 岁以上老年患者和 14 岁以下儿童患者，每

次或每天剂量不得超过说明书常规剂量上限的 1

倍；其他患者，每次或每天剂量不得超过说明书

常规剂量上限的 2 倍；14 岁以上患者每次或每天

剂量不得低于说明书常规剂量下限的 1/5。

38. 结合病人的具体情况（诊断、检验值、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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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剂量、频率、给药途径））等信息，实现

可根据不同药品名称在实际用药中是否存在不良

相互作用的精准审查；

39. 实现含有乙醇的药品与特定药物不良相互

作用的审查，提示可能存在双硫仑样反应；

40. 含有 2 个或 2 个以上乌头碱的中成药（如：

虎力散制剂、强力天麻杜仲制剂、祛风止痛制剂、

尪痹制剂、复方夏天无片等）进行相互作用的审

查，提示可能存在毒性反应；

41. 实现治疗感冒的中成药与滋补性中成药的

审查，可能存在不良相互作用。

42. 实现可根据不同药品名称、或药品成分在实

际用药中重复治疗的审查，重复治疗审查提示处

方/医嘱中的两个或多个药品（带给药途径）同属

某个药物治疗分类（即具有同一种治疗目的），

可能存在重复用药的问题（已覆盖质子泵抑制剂、

HMG-CoA 还原酶抑制药、苯氧酸类血脂调节药、二

氢吡啶类钙通道阻滞药（尼群地平除外）、干扰

转录过程和阻止 RNA 合成的药物、磺酰脲类、格

列奈类与磺酰脲类、格列奈类、DPP-4 抑制剂、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依帕司他除外）、噻唑烷二

酮类、胰高血糖素样肽-1 受体激动剂、双胍类、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药、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

药、胶体铋剂、双膦酸盐类药物、ADP 或 5-HT 受

体拮抗剂、H2 受体阻断药、非甾体抗炎药及抗菌

药物、麻醉药品缓控释制剂）；

43. 实现病人用药处方/医嘱中的同一个全身给

药的药品（排除溶媒等药品）重复开具的审查。

44. 实现《400 种中西药注射剂临床配伍应用检

索表》、《459 种中西药注射剂临床配伍应用检索

表》的应用；

45. 实现注射剂在开具时，实现配伍审查，提示

同组药嘱中是否存在溶媒用量、溶媒选择、稀释

（小容量注射剂）、配伍、及钾离子浓度不合理

的问题；

46. 对于必须先用注射用水稀释的注射剂，实现

其同组药嘱中是否添加注射用水的审查。

47. 实现用药处方/医嘱中是否存在特殊人群

（妊娠期妇女、哺乳期妇女、老年人、儿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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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禁用及慎用的药品；

48. 通过结合病人的具体情况（相关数据计算得

的 CTP 评分、诊断），审查肝功能不全患者是否

存在禁用和慎用的药品；

49. 通过结合病人的具体情况（eGFR 指标值、诊

断），审查肾功能不全患者是否存在禁用和慎用

的药品。

50. 在获取病人既往过敏原或过敏类信息的基

础上，提示病人用药处方中是否存在与病人既往

过敏物质相关的、可能导致类似过敏反应的药品；

51. 在获取病人对乙醇过敏，提示病人用药处方

中是否存在含有乙醇的药品。

52.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不良反应

信息通报，提醒医生在使用相关药品时需要注意

的问题；

53. 处方/医嘱中肿瘤注射药品需要避光输注、

冲管的，提醒医生用药需要注意该问题；

54. 处方/医嘱中肿瘤注射药品有特殊的滴速、

输注速度，告知医生其适宜的滴速、输注速度。

9
中药饮片审

查功能

实现饮片十八反、十九畏的配伍管控；审查毒性饮片

用药剂量是否超过药典推荐的剂量上限范围；审查是

否存在药典规定的孕期禁止使用的饮片；审查外用饮

片与药典不匹配的给药途径。

10

其他特殊药

品审查功能

提供规则模板，可按《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2015 年版)》实现抗菌药物围术期用药、越权用药的

管控等。

7. 提供规则模板，可按《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

导原则(2015 年版)》实现抗菌药物围术期用药、

越权用药的管控；

8. 实现处方/医嘱中是否存在作用机制相同药

品重复应用的审查（同重复用药）。

9. 对已上市精、麻、毒、放、高危药品，维护

精神药品、麻醉药品、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

高危药品的属性标志，用户可采用属性进行规则

自定义，实现相关药品的管控；

10. 提供一类、二类精神药品管控规则模板，可

按《处方管理办法》实现用药疗程天数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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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提供麻醉药品提供管控规则模板，可按《处

方管理办法》实现用药疗程天数的管控；

12. 对于麻醉药品缓控释制剂（如芬太尼贴剂、

硫酸吗啡控释片、盐酸羟考酮缓释片、盐酸羟考

酮控释片等），实现不同品种药品重复使用的审

查。

11

知识库自

定义功能

自定义合理

性审查规则

支持用户自定义药品规则，能够对所有使用规则（包

括引用自外部的规则和本院维护的规则）进行新增、

修改和删除，实现对用药适应症、禁忌症、用法用量、

给药途径、相互作用、重复用药、特殊人群、配伍、

过敏、不良反应等精准审查，规则审核后立即生效。

9. 支持用户自定义药品规则，能够对所有使用

规则（包括引用自外部的规则和本院维护的规则）

进行新增、修改和删除，实现对用药适应症、禁

忌症、用法用量、给药途径、相互作用、重复用

药、特殊人群、配伍、过敏、不良反应等精准审

查，规则审核后立即生效（不需要重启服务器）；

10. 提供 130+判断条件，支持用户自定义编辑复

杂规则判断，使药品的使用更加符合用户的实际

用药情况；

11. 提供 40+代表药品特点的属性（如单胺氧化

酶抑制剂、磺胺结构类药品），支持用户在自定

义规则中使用；

12. 支持用户自定义规则，可实现对 q8h，q12h，

q6h 等特殊给药频率合理性的审查；

13. 提供 69 个判断条件（如检验指标肌酐）可

选择“为空”值（代表未获得病人的该类信息），

支持用户在自定义规则中使用，避免审查时存在

缺陷；

14. 提供中药颗粒目录，支持用户自定义规则，

可以进行相应的管控；

15. 支持用户在自定义药品规则时，采用病人特

征字典表达病人疾病情况。系统提供 1600+个病人

特征（如高血压、妊娠期妇女，已覆盖 21 个疾病）

及其定义的规则，其规则可采用诊断、检验、手

术等信息进行定义，已可基本满足已上市药品合

理性审查（与西医诊断关联）时所需的病人特征；

支持用户查看病人特征定义的规则，根据医院不

同的管控需求，用户可对系统病人特征定义的规

则进行修改或添加新的病人特征并自定义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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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修改后，使用该病人特征的药品审查规则也

会同时调整；并可快速查看该“病人特征”在药

品适应症、禁忌症、用法用量、疗程、肝功能、

肾功能、孕产等审查规则中的应用，可对规则的

正确性进行校验；

16. 系统支持自定义规则审核后立即生效（不需

要重启服务器）；可快速实现处方/医嘱的干预、

查询、分析和统计。

12

自定义管理

规则

支持用户自定义管理规则，实现对整体用药的管控。

4. 支持用户自定义管理规则，实现对整体用药

的管控，包括门、急诊处方药品超多日用量、门

诊输液审查（可限定科室、疾病）；药品品种（名

称和品种数）、药品发药数量、处方金额、中药

饮片帖数、中药饮片味数等（可限定患者病历号、

处方时间、科室、来源（门诊、急诊或住院）等；

5. 支持用户自定义医保规则，控制“指定疾病

的医保药品”在未患该疾病患者使用医保结算的

管控；

6. 例：肝移植患者使用医保结算来采购只限肾

移植患者医保结算的药品时，系统支持非肾移植

患者须自费使用的审查。

13
自定义说明

书

支持用户对药品说明书内容进行自定义维护与更新；

支持对应说明书的药品图片上传与修改维护。

14

处方/医

嘱干预功

能

干预配置功

能

支持对处方/医嘱的用药合理性进行实时审查，并给予

医生提示，对于严重的用药问题可以直接在医生端进

行拦截。

8. 支持对处方/医嘱的用药合理性进行实时审

查，并给予医生提示，对于严重的用药问题可以

直接在医生端进行拦截；

9. 支持医生端是否开启“双签名”的配置；

10. 支持门诊按患者、按处方提示医生用药问

题，按患者提示即合并患者当日所有有效处方进

行审核；

11. 支持配置住院长期医嘱和临时医嘱之间是

否开启重复用药审查；

12. 支持配置门诊处方特殊给药频率（如 st、



706

once）是否开启重复用药审查；

13. 支持配置是否开启最小药理分类重复用药

审查；

14. 支持 2 套 eGFR 计算公式

（Cockcroft-Gault 公式和 CKD-EPI 公式）备

选配置用以患者肾功能审查。

15

问题处方/医

嘱提示信息

的管理

支持按患者就诊类型（门急诊/住院）、就诊科室、警

示类型和警示等级，可多维度管理在医生端问题处方/

医嘱的提示信息，提高有效干预。

可以对系统干预结果的数据进行自动采集和保存，支

持药师查看系统发现的问题处方/医嘱及其审查结果，

可对具体的审查结果对应的知识库规则进行确认/待

查操作，或对知识库规则进行修改完善，提高有效干

预。

16

处方/医

嘱查询、

分析功能

处方/医嘱分

析功能

支持处方/医嘱每天自动导入合理用药管理系统，并支

持全处方/出院医嘱的自动审查等。

支持对处方/医嘱中用法用量、相互作用、配伍禁忌、

重复用药、禁忌症、适应症、特殊人群用药、妊娠期

用药、哺乳期用药、过敏、给药途径等不合理用药情

况进行自动审查；

17

处方/医嘱系

统审查结果

的查询功能

系统自动审查出的问题处方/医嘱及审查结果。

7. 支持药师/医院管理人员查询：系统自动审查

出的问题处方/医嘱及审查结果；

8. 提供医生/科主任/医院管理人员登入系统，

查看本人/本科室/本机构：系统自动审查出的问

题处方和审查结果；

9. 提供科主任/医院管理人员登入系统，查看本

科室/本机构：系统自动审查出的问题医嘱和审查

结果；

10. 支持从门诊处方、门诊患者、住院医嘱维度

查看问题处方/医嘱及审查结果；

11. 支持从时间、处方号、住院号、患者号、科

室、医生、诊断、分析类型、警示信息提醒类型、

警示信息等级、警示状态、药品名称、药品规格

厂商等检索条件，筛选出问题处方/医嘱及审查结

果；

12. 支持药师查看所有处方/医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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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处方/医

嘱点评功

能

点评功能

支持全处方点评和全医嘱点评，对特定药品进行专项

点评，支持建立点评项目，实现处方/医嘱点评任务分

配等。

7. 支持全处方点评和全医嘱点评；处方/医嘱抽

样点评；

8. 支持处方/医嘱中对特定药品进行专项点评；

9. 支持建立点评项目，实现处方/医嘱点评任务

分配。将抽取的处方/医嘱分配给药师进行人工点

评。

10. 自带系统审查功能，实现预先自动点评（支

持一次住院的跨天合并审查），支持药师可对自

动点评结果进行确认或忽略；并可填写人工点评

结果，选择警示类型；

11. 支持多角度的抽样筛选条件，满足用户不同

的抽样要求。对于门急诊处方，支持按照来源（门

急诊、门诊、急诊）、科室、医生、医生职称、

处方类型（西药方、草药方、中成药方，可单选

或多选）、处方金额、药品品种数、药品分类、

基药类型、抗菌药物类型、是否注射给药、诊断、

年龄、警示信息（按警示信息类型、状态、等级）

进行筛选；对于住院医嘱，支持按照科室、年龄、

住院天数、诊断、用药金额、抗菌药物类型、是

否手术、手术名称、手术等级、切口类型、警示

信息进行筛选；

12. 支持自定义分析规则，满足用户个性化抽取

特定药品的抽样要求；

19
问题代码设

置功能

按警示类型自动配置问题代码，并支持根据药师点评

选择的警示类型自动生成问题代码。同时支持用户自

定义问题代码与警示类型的对应关系；问题代码可在

点评界面和导出工作表中显示

20

点评工作表

生成及导出

功能

处方点评项目结束后，支持根据点评的结果生成点评

工作表并导出，满足《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对处

方点评工作表的要求。

4. 处方点评项目结束后，支持根据点评的结果

生成点评工作表并导出，满足《医院处方点评管

理规范》对处方点评工作表的要求；

5. 住院医嘱项目结束后，支持根据点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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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点评工作表，满足医院医嘱点评的要求；

6. 可支持用户设置样本导出方案，提供即可选

择处方或医嘱点评样本的导出字段（系统提供 80+

待选字段），满足用户的个性化要求。

21

点评结果查

看

支持科主任/医院管理人员登入系统，查看本科室/本

院的处方/医嘱及点评结果。

4. 支持科主任/医院管理人员登入系统，查看本

科室/本院的处方/医嘱及点评结果；

5. 支持医生登入系统查看本人的问题处方及点

评结果，可对药师的点评结果进行申述，并支持

填入申述理由；

6. 系统可以对管理人员及医生查看的处方/医

嘱及点评结果进行配置，支持查看全部处方/医嘱

或问题处方/医嘱。

22

处方/医

嘱统计功

能

标准报表

根据《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抗菌药

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阳光用药制度实施办法》、

《质子泵抑制剂的合理使用管理办法》、《手术抗菌

药物应用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提供合理用

药统计指标及药品使用情况统计报表。

7. 常用上报报表（3张）：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临

床应用指标数据上报表、阳光用药数据上报、抗

菌药物临床应用指标；

8. 抗菌药物用药（9张）：门（急）诊抗菌药物

数据-按医院统计、门（急）诊抗菌药物数据-按

科室统计、门（急）诊抗菌药物数据-按医生统计、

住院抗菌药物数据-按医院统计、住院抗菌药物数

据-按科室统计、住院抗菌药物数据-按医疗组统

计、手术用药抗菌药物统计-按医院统计、手术用

药抗菌药物统计-按科室统计、手术用药抗菌药物

统计-按医疗组统计；

9. 重点药品监控（3 张）：住院药品使用统计 -

按医院统计、住院药品使用统计 -按科室统计、

住院药品使用统计 -按医疗组统计；

10. 质子泵抑制剂用药（5 张）：质子泵抑制剂

用药数据-按医院统计、门（急）诊质子泵抑制剂

用药数据-按科室统计、门（急）诊质子泵抑制剂

用药数据-按医生统计、住院质子泵抑制剂用药数

据-按科室统计、住院质子泵抑制剂用药数据-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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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组统计；

11. 手术用药（1 张）：手术用药情况调查表；

12. 药品适宜性分析（2张）：门诊用药适宜性

分析、住院用药是适宜性分析。

23

自定义报表

支持医疗机构根据数据统计需要，在线制作报表，并

根据管理需求设计报表的格式，满足医疗机构对医疗

用药数据的统计分析及数据挖掘工作。

7. 覆盖医院用药数据统计的各种维度，包括按

机构、按科室、按医疗组、按医生统计，按药品

统计、按手术统计、按问题类型统计等；

8. 支持报表的新增、修改、删除、复制等，并

支持将报表分类管理；

9. 支持周期及非周期性的报表数据统计；

10. 支持用户选择系统统计指标重新组合成新

报表，同时也支持用户自定义统计指标；

11. 支持在线调整报表的格式，包括表头表尾设

置、单元格合并及指标排序等；

12. 支持报表导出为 excel 格式。

24

审方系统

医嘱（处方）

审核

展示患者的基本信息给审核提供参考，按患者合并，

展示患者被审核的所有医嘱（处方），并能分组查看

明细，结合合理用药系统，可查看审核医嘱（处方）

相关的警示信息，供审核药师参考。

自定义审方

策略

支持药师自定义规则维护、可视化、图形化自定义本

院审方策略，审核后即生效，并支持集团医院信息化

共享。例如：

1、孕期用药：育龄女性就诊产科自动计算孕周，如系

统未记录是否怀孕与患者未次月经，医师端弹框医生

填写，否则医嘱或处方不能生成。生成处方或医嘱应

显示孕周数、供审方药师判断是否为禁忌用药。

2、婴幼儿用药：儿科处方需当日获取体重方可确认医

嘱或处方可发送，体重与用药剂量不符触发自定义用

药规则提示医生与审方药师。

3、静脉输液用药：嵌入药师能维护相应规则的静脉输

液专项审方系统模块。（1）审核配伍禁忌、阳离子浓

度是否过高、糖脂比、葡萄糖浓度、胰岛素用量、渗

透压等。（2）TPN 监测效果评价、单病人 TPN 的详细

医嘱信息、单病人 TPN 审方指标明细、TPN 基本营养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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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结构图、TPN 审方指标的雷达图。可实时监测 TPN

临床用药状况，详细记录和评价 TPN 合理性，同时对

不合理 TPN 医嘱的原因和相关因素进行关联性评价，

并可实时与开药医生进行交流。（3）根据医嘱进行静

配药品审核。长期类医嘱只需在开立后审核一次，全

面展示审核的医嘱信息，同时需要提示患者的基本体

征信息、过敏史、诊断、肝肾功能以及其他个体化信

息，药师在审核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可调取患者的病

历、检查检验结果等数据，审核维度覆盖患者个体体

征(如体重、年龄、性别、肝肾功能、过敏史等方面)、

药物相互作用、用药剂量、用药禁忌等，并可实时与

开药医生进行交流。

互动平台

支持审方药师与医师、药师与护士、医师与护士平台

互动，可留言、语音及弹框提示，支持药师推送当前

用药注意事项，如避光、滴速、严重 ADR、口服药特殊

交待等信息到医师端或护士端。

25
审核设置

可根据医院实际人力及工作量等情况，由管理者设定

审核范围，针对重点科室进行医嘱（处方）审核。

26

后台管理

统计药师医嘱（处方）审核工作量；对标记的问题医

嘱（处方）进行回顾、分析；多维度分析药师审核医

嘱（处方）的质量，有效建议、建议采纳率等。

27

药师临床

辅助决策

管理系统

审方流程

系统提供审方药师门诊审方工作平台，支持审方药师

在患者缴费前完成门诊处方的实时审查。

4. 系统提供审方药师门诊审方工作平台，支持

审方药师在患者缴费前完成门诊处方的实时审

查；

5. 系统提供审方药师住院审方工作平台，支持

审方药师在医嘱调剂前完成住院医嘱的实时审

查；

6. 系统按照预设的合理用药规则对处方/医嘱

进行自动审查，包括过敏、禁忌症、适应症、特

殊人群、配伍、相互作用、重复用药、给药途径、

给药时机、给药剂量、给药频率、疗程审查等；

再交由药师可选取全部或部分处方/医嘱进行人

工审核；审方药师可将审核不合理的处方/医嘱打

回到医生端，由医生选择双签或修改，直到处方/

医嘱审核通过，进入调剂环节，实现审方药师的

实时审方。

28 审方方案和

模式设置

支持筛选需要审方药师人工审查的处方/医嘱；支持按

药师分配审方任务；门急诊支持单张处方或合并患者

当日所有处方审查医生用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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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支持筛选需要审方药师人工审查的处方/医嘱。可

按照科室、病区、医生、药品、诊断、警示信息等条

件设置一个或多个审方方案，用于待审核处方/医嘱的

过滤，确定总的待审核处方/医嘱任务。对于不符合方

案设置的处方/医嘱，支持处方/医嘱自动通过审核；

7. 支持按药师分配审方任务：可按照科室、病区、

诊断、药品等条件设置药师的审方权限，系统可根据

药师权限自动将总的待审核处方/医嘱任务分配给审

方药师；

8. 门急诊支持单张处方或合并患者当日所有处方审

查医生用药问题；

9. 住院支持按患者审查或按组拆分审查，按患者审

查即患者一次传入的医嘱为一个审查任务，按组拆分

审查即患者一次传入的医嘱按组号拆分为多个审查任

务，便于医院根据实际需要合理安排审方工作；

10. 支持在审方方案中设置药师工作时间，对于非工

作时间的处方/医嘱，可自动通过审核，不影响处方/

医嘱的执行。

29

审方页面展

示

审方页面一体化展示患者信息、处方/医嘱信息、检查

检验信息、手术信息、电子病历信息、生命体征趋势

图、入院记录、病程记录及系统自动审查结果；其中

对患者异常检验指标突出显示。

6. 审方页面一体化展示患者信息、处方/医嘱信

息、检查检验信息、手术信息、电子病历信息、

生命体征趋势图、入院记录、病程记录及系统自

动审查结果；其中对患者异常检验指标突出显示；

7. 药品使用监护点的突出展示，药品使用监护

点（已覆盖上市西药）即药师在审方某个药品的

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信息，包括与药品适应症、

疗效、禁忌症、不良反应等相关的检验指标、检

查、生命体征和手术信息，其中对患者异常检验

指标突出显示；助力药师快速、全面、精准的审

核处方/医嘱；

8. 可实时展示给审方药师，总的待审核处方/医

嘱任务数量和分配给该药师的的待审处方/医嘱

任务数量；

9. 支持呈现药师对处方/医嘱的历史审核记录、

状态、干预过程等内容；

10. 支持用户自定义设置处方/医嘱明细页面展

示的字段，并可设置字段排序，方便药师关注信

息的优先展示；

30
处方/医嘱人

支持审方药师查看分配给自己的待审处方/医嘱任务，

支持优先审核，支持审方药师在审核处方/医嘱时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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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审查 统自动审查结果进行确认，并支持人工输入审核意见

及用药建议。

11. 支持审方药师查看分配给自己的待审处方/

医嘱任务；门急诊可按科室、医生、处方号进行

任务筛选；住院可按病区、医嘱类型、患者号进

行任务筛选；

12. 支持优先审核：先开具处方/医嘱、紧急处

方/医嘱；

13. 支持审方药师选择多张处方/医嘱，批量审

核通过；

14. 支持审方药师在审核处方/医嘱时对系统自

动审查结果进行确认，并支持人工输入审核意见

及用药建议；对于人工输入的内容，支持药师自

定义审核意见模板，便于药师在审核时进行选择；

15. 支持审方药师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选择是

否强制要求医生修改处方/医嘱；

16. 支持待审处方/医嘱超过规定时间，自动超

时通过，并支持用户自定义超时时间；

17. 支持处方/医嘱打回后，当医生超过一定时

间未处理时提示给药师，且可以对医生超时未处

理的时间进行设置；

18. 支持处方/医嘱打回后，当医生跟审方药师

沟通后可以通过审查时，支持处方/医嘱的重新审

查通过，并支持药师输入通过理由；

19. 支持处方/医嘱的收藏，并可设置收藏分类，

用于经典案例回顾等；

20. 支持在处方/医嘱审核任务上添加备注信息

用于审方过程的记录，如“跟医生沟通需要审核

通过”等。

31

审方评价

支持查看进入审方系统的全部处方或医嘱，包括人工

审核通过及打回的处方/医嘱、系统自动通过、超时通

过的处方/医嘱。

6. 支持查看进入审方系统的全部处方或医嘱，

包括人工审核通过及打回的处方/医嘱、系统自动

通过、超时通过的处方/医嘱；

7. 支持处方/医嘱审核历史的查看，包括审方药

师审核意见及医生处理结果；

8. 支持根据多重条件，抽取已审核处方/医嘱供

药学管理人员进行回顾性分析评价，并可根据评

价结果生成评价报表；

9. 支持审方药师登入系统查看本人的审方评价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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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支持处方/医嘱审方工作统计，包括：

1） 从机构、科室、医生等角度统计处方/

医嘱数量及审查概况，便于审方药师掌握本院

审方整体情况，针对性安排回顾性分析和管理

措施；

2） 统计各审方药师审核的处方数/医嘱组

数、审核通过、审核打回的处方数/医嘱组数

等，便于审方负责人查看各审方药师的工作情

况，可用于审方药师的绩效考核；

3） 从机构、科室、医生、药师等角度统计

处方/医嘱打回后医生对打回处方/医嘱的处

理情况，便于评估药师审方对医生的影响，从

数据层面提供依据管控医生行为，提高审方的

有效干预率；

4） 从机构、科室、医生、药师等角度统计

药师审方的效率及医生处理的效率，有助于合

理安排工作，并可辅助用于审方超时时间的设

置；

5） 统计药师审核的处方/医嘱中各问题类型

的发生的情况，有利于药师了解审方中问题的

发生情况，可辅助药师进行审方方案调整。

32

医院患者

用药管理

系统

系统知识库

内容及更新

系统知识库支持更新，更新后，会出现提示更新信息；

供用户自主选择全部更新、部分更新或不更新患者用

药规则。

33

患者用药教

育自定义

4. 药师登录合理用药系统知识建设后，即可对

药品/产品的患教规则进行查看和维护，能够对用

药教育规则进行新增、修改和删除；

5. 系统支持药师根据诊断、药品或合用药品（剂

型、剂量、频率、给药途径）、性别、年龄、妊

娠状态（孕周）等情况进行个性化患教用药教育

信息自定义内容，即自定义改变用药指导单中的

注意事项，设置间隔服药、育龄女性/男性用药提

示、孕期用药提示、其他用药注意事项等个性化

规则，为相应患者提供医院个性化用药指导，实

现患者教育内容精准化，提高患者用药的依从性

和有效性；

6. 系统支持自定义规则审核后立即生效（不需

要重启服务器）；药师自定义对患者进行用药相

关指导提示，并可以快速更新到患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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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患者用药指

导单打印

1、从 HIS 方获取处方后，患教系统自动进行用药指导

单的组装与生成。并可设置内容，包含：用药指导单

名称、指导单提示说明、给药时机名词是否显示、药

物销售单价是否显示、发药窗口号是否显示、生产厂

家是否显示、药物存放区码是否显示，用药指导单中

的数据显示是否以医院数据为准。

2、支持对已生成的用药指导单到打印机的分配，最终

打印出供药师和患者使用的用药指导单

3、支持向医院系统提供电子版用药指导单，供医院系

统自行打印。

35

患者用药教

育信息查看

4. 用药指导单生成后，药师可直接查看处方中

存在的注意事项信息；

5. 系统提供相应的患教规则入口，点击即可查

看某药品的相应规则；

6. 系统支持药品维度患教信息统计、日期两种

维度的患者教育指导信息统计。

36

患者离院后

用药教育后

台

7. 支持权限组管理、设置医生问答端的权限、

分类、描述等信息；

8. 支持设置前台分类；

9. 支持查看用户总数、分类；

10. 支持查看医生工作量、服务质量；

11. 支持对问答总量、时间进行限制；

12. 支持患者查看。

37

患者离院后

用药教育前

台

6. 患者离院后用药教育支持多渠道发送消息：

7. 支持对接医院公众号；

8. 支持问答消息推送；

9. 支持患者管理个人药箱并进行提醒；

10. 支持导入并查看医院的电子处方。

38

电子药历

管理系统

电子药历操

作

按患者为单位新建药历，可查看未归档和已归档的所

有药历，可将未完成编辑的药历自动暂存，随时进行

修改和补充编辑，可将已完成药历进行归档，归档后

不能进行修改。

39
电子药历界

可根据患者使用过的药物选择性导入，用药分析内容

编辑、模板建立、引用，初始药物治疗监护内容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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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模板建立、引用；可根据患者使用过的药物选择性导

入等。

40
模板管理

对建立的共享模板进行新增、归类、编辑、修改、以

及删除。

41 工作量统计 支持统计药师电子药历填报工作量。

42

不良反应

管理系统

报告表操作

以患者为单位，门诊、住院分别新建报告表，一个患

者可建多份报告；可查看所有建立的报告表；可对建

立的报告表进行编辑；可将未完成编辑的报告表自动

暂存，随时进行修改和补充编辑；可对自己创建的报

告表进行删除。

43

报告表界面

可根据患者使用过的药物选择性导入，可自定义添加；

填报内容的结构化、固定化，多数内容进行勾选填报

即可。

44

门诊发药

管理

门诊处方审

核

全面展示待审核的处方信息，同时提示患者的基本体

征信息、过敏史、诊断、肝肾功能以及其他个体化信

息，药师在审核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可调取患者的病

历、检查检验结果等数据，审核维度覆盖患者个体化

(如体重、年龄、性别、肝肾功能、过敏史等方面)、

药物相互作用、用药剂量、用药禁忌等，并可实时与

开药医生进行交流。

45

门诊药房配

发药

系统自动打印药品调配清单，由药师按调配单取药后

系统进行调配确认，通过发药机或者人工完成药品调

配工作。

处方调配完成后，门诊发药系统接收到处方信息，通

过刷卡或人工选择等方式确定发药的患者与对应的处

方，系统进行发药确认，同时扣减库存，按需要打印

用药嘱托给患者。

46
门诊退药处

理

门诊退药申请由医生发起，患者将药物退还药房系统

确认退药，并传送退药信息到收费部门进行退费。

47

住院发药

管理

住院发药审

核

根据医嘱进行住院发药审核。长期类医嘱只需在开立

后审核一次，全面展示审核的医嘱信息，同时需要提

示患者的基本体征信息、过敏史、诊断、肝肾功能以

及其他个体化信息，药师在审核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

可调取患者的病历、检查检验结果等数据，审核维度

覆盖患者个体体征(如体重、年龄、性别、肝肾功能、

过敏史等方面)、药物相互作用、用药剂量、用药禁忌

等，并可实时与开药医生进行交流。

48
住院药房调

口服单剂量摆药。打印摆药单，根据医嘱的用药频次

将同一个患者单次的口服药 进行包装，包装袋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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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印单剂量条码，然后按单据、病区等条件进行发药确

认，系统扣减库存。

批量摆药。打印摆药单，对摆药单中的药物按品规进

行汇总后摆药，调剂完成后进行发药确认，系统扣减

库存。

49 住院退药处

理

医生发起或根据医嘱的停止由系统自动判断生成退药

申请，护士复核退药单，将药物送还药房，药房系统

进行确认，退药完成。

50

静脉药物

配置中心

管理

静配中心医

嘱执行批次

管理

为保证患者能够及时快速用药，合理临床用药时间，

在“以病人为中心”的管理理念下，静配中心设置自

动批次系统，确保有静脉用药的病人，人人有第 1 批，

同时考虑到了连续输液的不间断、不积压，合理安排。

51

静配追溯管

理

采用二维码技术，每张处方均设有唯一二维码，从审

方、排药、冲配、空瓶核对、运送、输注等环节层层

自动审核确认，通过软件扫描处理可监控追溯至该处

方的每一操作环节以及操作人员，做到数字化实时监

控。

52

药品配送管

理

在药品接收时，护士通过扫描条码进行审核。当扫描

到其他科室的药品时，系统在串科记录中会添加一条

其他科室的药品信息，并发音提示。串科药品的所属

科室也可通过系统查询出药品当前所在的科室，并通

知工人转送，从而避免药品的丢失。

53

动态排台管

理

管理者在线便可以了解员工的在岗、工作、纪律情况

和请休假情况，并对员工的工作情况以及静脉药物配

置、运送、使用情况能够实时掌握；员工还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安排班次调换、确认，体现管理过程中的人

性化。

54
工人追溯考

核

可查询送药人、出发时间、护士接收药品的接收时间，

进而统计出工人送药过程的用时及药品存放护士站的

用时，为工人的绩效考核提供科学依据，提供工人的

积极性，同时对静配成品药的物流进行监管及追溯。

55
配置成品效

期管理

根据药品有效成分稳定性设置效期管理，对于配置后

存储效期比较短的药品系统自动提示，静配中心启动

应急运送管理机制，并通知临床及时应用，保证患者

用药安全性。

56 设备智能在

线监控

对设备利用率情况、设备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做

到随时了解设备使用情况及运行状况，便于领导决策

及设备故障提前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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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环境监控

环境监控可以对药品储存环境温湿度、洁净区环境进

行实时监控，做到随时了解药品储存条件、药品配置

环境条件。确保药品存储的安全性，保证患者用药的

安全。

58

静配药库管

理

基于条码和自动识别技术对静配中心的药品仓库进行

信息化管理，有效监督仓库进出流程，实现批次管理、

快速出入库和动态盘点。

系统采用货位管理，设置最低库存量报警，自动盘点

差错，自动提醒管理人员及时补充药品，同时对用药

量小的药物进行醒目特殊提示，提示管理者合理计划

调拨药品，既保证临床用药，又可以使药品不至于用

药量小而导致积压浪费。提供多种报表，给管理及财

务提供决策支持。

59
药品库房

管理

药品入库管

理

处理采购入库、其他入库及财务验收、付款处理等功

能。

60
药品出库管

理 提供药品出库、出库单确认和出库汇总等功能。

61
药品调价管

理

支持进行药品调价、汇总处理等；支持自动调价与人

工调价功能等。

62
采购计划管

理

系统根据药品消耗情况自动生成采购计划，并进行计

划的审批、执行及评估等。

63
药品管理

对库存药品进行质量的审查，同时可不定期进行库存

的盘点，并进行月底过账处理；支持药品报损管理等。

64

库存管理

库存分布、药品存放位置、采购计划、定货、调价、

盘点、溢余、短缺、报损、结存等日常单据的业务并

记明细帐、流水帐和打印，系统自动进行库存调节。

65
批次管理

支持药品批次管理和药品条码化管理等，要求可根据

参数设置药品“先入先出”或“效期先出”原则。

66
特殊药品管

理

对贵重、麻、毒、抗菌药品进行识别，对用药权限与

数量进行控制等。

近效期管理

各药品库存单元可设置近效期药品报警天数，低于设

置低限系统自动弹框提醒。药库点击报警信息查看，

自动获取该药各调剂部门库存余量，以便全科统筹调

配或及时联系供货商解决是否退货处理；药房点击报

警信息查看可获取其它调剂部门库存，以便于调剂部

门之间调拨使用及各部门呆滞药品管理；病区药房或

急诊药房还可掌握各临床科室基数药品效期与库存是

否合理，减少药品报损浪费。支持近效期药品生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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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导出、打印等。

67

会计核算

实物台帐与会计台帐的查询；进销差价的比较、分析；

库房的收支分析及收支报表；财务月报和总分类帐查

询、统计、打印等。

68 综合查询功

能

包含库存查询、采购差价统计、收发存表、收发存分

析、统计查询，支持所有工作相关统计、查询和打印

功能。

69 库存预警管

理

按照各药品设置好的高储标准和低储标准，系统自动

统计超过高储数量的药品及低于低储数量的药品，进

系统时候自动弹出以示提醒，利于医院合理用药等。

70
药品参数管

理

提供系统选项，药品基本信息维护，库位编码维护，

入、出库方式维护，药品报表的设置，初始转账和初

始账册等维护，能对药品实现商品名和通用名的双重

管理。

25、福建省妇产医院院感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院感染病

例监测

所投产品应用于省级及以上院感质控中心。提供合同、

验收、中标通知或使用单位证明，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感染病例登记、查询，各类医院感染报表，可从医院

信息系统（HIS）中自动获取或手工补录入患者基本资

料及感染相关信息。

1、疑似医院感染病例预警列表展示

5)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在院患者所有仍未处理的

疑似医院感染病例预警工作列表中患者预警的浏

览、导出功能

6)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在院患者所有已经处理的

和仍未处理的疑似医院感染病例预警工作列表中

患者预警的浏览、导出功能

7)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出院患者所有仍未处理的

疑似医院感染病例预警列表中患者预警工作列表

的浏览、导出功能

8)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出院患者所有已经处理的

和仍未处理的疑似医院感染病例预警工作列表中

患者预警的浏览、导出功能

2、疑似医院感染病例信息内容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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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感染病例预警信息中包

含疑似感染部位

14)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感染病例预警信息中包

含疑似感染日期

15)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感染病例预警信息中自

动区分院内院外感染情况

16)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感染病例预警信息中自

动设置感染所在病区

17)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感染病例预警信息中根

据医院诊断情况自动设置感染相关致病菌的菌培

养类型

18)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感染病例预警信息中包

含预警持续的时间段中特定产生预警的异常发生

次数

19)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感染病例预警信息中包

含预警持续的时间段

20)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感染病例预警信息中包

含预警持续的天数

21)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感染病例预警信息中包

含预警持续的时间段中发热次数

22)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感染病例预警信息中包

含预警持续的时间段中送检血常规的次数以及血

常规异常次数

23)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感染病例预警信息若为

三管相关感染，会包含三管相关危险因素的疑似

感染发生前置管天数

24)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感染病例预警信息若为

三管相关感染，会包含三管相关危险因素的预警

持续的时间段中置管天数

3、感染要素时序图

8)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感染要素时序图，以天为

单位图形化展示患者入院到出院整个住院过程中

感染相关危险因素的变化情况

9) 院感系统支持以天为单位图形化展示患者住

院过程中三大管使用情况

10)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以天为单位图形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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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住院过程中发热情况及发热值

11)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以天为单位图形化展示

患者住院过程中血常规、尿常规、粪常规、其他

常规异常情况、送检培养情况及细菌检出情况

12)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以天为单位图形化展示

患者住院过程中手术基本信息

13)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以天为单位图形化展示

患者住院过程中使用抗菌药物情况

14) 院感系统支持点击感染要素时序图的任意

一天后以两周为单位展示患者感染相关明细数据

数据

4、感染相关诊疗数据展示

10)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患者住院过程中的转病

区记录

11)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电子病历的病程记录的

浏览功能，在电子病历系统提供了文本内容的前

提下，院感系统提供病程记录中感染关键词标注

功能

12)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影像检查报告浏览功能，

提供影像检查报告感染关键词标注功能，院感系

统支持展示一个住院患者例次住院过程中影像检

查报告浏览功能

13)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患者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包括抗菌药物名称、医嘱起止时间、药物等级、

开医嘱医生、医生等级、给药方式

14)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患者细菌培养原始数据

展现功能，包括标本、细菌名称、细菌培养分类、

耐药级别、是否 ESBL 阳性

15)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患者手术原始数据展现

功能，包括手术时所在病区、手术名、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愈合等级、切口等级、麻醉评分、手

术医生、手术助手、麻醉医生、麻醉方式、手术

小时

16)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患者常规检验数据展现

功能，包括标本、常规类别、白细胞值、中性粒

细胞值

17)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患者医嘱中插管相关原

始数据展现功能，包括治疗类型、治疗名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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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时间、终止时间、持续天数

18)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患者异常体温数据展现

功能，包括体温异常时所在科室、体温异常日期、

体温

5、医院感染病例预警处理操作

11)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和临床

医师展示患者入院以来的感染诊断信息

12)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和临床

医师提供快速“确认”疑似感染功能

13)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和临床

医师提供快速“排除”疑似感染功能

14)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和临床

医师提供快速“排除全部疑似诊断”疑似感染功

能

15)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和临床

医师提供快速“确认全部疑似诊断”疑似感染功

能

16)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提供添

加感染部位的功能

17)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提供编

辑感染部位的功能

18)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提供确

认一个疑似感染例次为社区感染的功能

19)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提供确

认一个疑似感染例次为医院感染的功能

20)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提供拆

分感染例次的功能

6、医院感染病例处理工作辅助

6)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展示提供

浏览病例收藏夹的功能

7)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展示提供

最近访问患者列表的功能

8)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展示支持

导出病例数据和病例情况表的功能

9)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展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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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ID、姓名模糊查询的功能

10) 院感系统支持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提供记

事本的功能

7、暴发预警辅助诊断

11)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任意日期超出阈值的病

区超出的指标值过去 2周的变化趋势图

12)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任意日期超出阈值的病

区超出的指标值过去 2周的变化趋势图中每一天

的节点点击后显示患者明细信息的功能

13)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任意日期上述危险因素

全院汇总的指标值

14)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任意日期超出阈值的病

区全院汇总的指标值过去 2周的变化趋势图

15)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任意日期超出阈值的病

区全院汇总的指标值过去 2周的变化趋势图中每

一天的节点点击后显示患者明细信息的功能

16)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任意日期任意病区住在

患者人数过去 2 周的变化趋势图

17)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任意日期任意病区处在

感染状态的患者人数过去 2周的变化趋势图

18)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任意日期任意病区现患

率过去 2周的变化趋势图

19)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任意日期任意病区住在

患者人数过去 2 周的变化趋势图中每一天的节点

点击后显示患者明细信息的功能

20)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任意日期任意病区处在

感染状态的患者人数过去 2周的变化趋势图中每

一天的节点点击后显示患者明细信息的功能

2

手术部位

感染监测

由手术室在手术信息登记时填写，并自动传送到院感

管理系统中；也可以由院感工作人员补录入。

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手术患者手术部位

感染发病率

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手术患者术后肺部感染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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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择期手术患者医院感染发生率

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按 ICD-9 编码的手术部位感染发病率

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清洁手术甲级愈合率

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清洁手术手术部位感染率

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清洁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百分率

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清洁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人均用药天数

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手术术前 0.5h～2h 给药百分率

1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手术时间大于 3h 的手术术中抗菌药物追加执行率

1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按危险指数统计各类危险指数手术部位感染发病率

1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按手术医师（代码）统计医师感染发病专率

1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按手术医师（代码）统计医师按不同危险指数感染

发病专率

1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平均危险指数

1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医师调整感染发病专率

3

ICU 监测

患者感染

监测

主要对于成人及儿童重症监护病房（ICU）的患者进行

目标性的监测。计算导尿管病使用率和与导尿管相关

性尿路感染率、中心静脉导管使用率和与相关性原发

性菌血症感染率、呼吸机使用率和与相关性肺部感染

率。

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能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各 ICU 病区的医院感染（例次）

发病率

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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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日医院感染（例次）发病率

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各 ICU 病区的尿道插管千日使用率

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中央血管导管千日使用率

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呼吸机千日使用率

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能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各 ICU 病区的尿道插管相关泌尿

道感染发病率

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中央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病率

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病率

4

高危新生

儿感染监

测

主要对于高危新生儿（HRN）的患者进行目标性的监测，

计算中心静脉导管使用率和与相关性原发性菌血症感

染率、呼吸机使用率和相关性肺部感染率

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能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各新生儿病区的新生儿患者医院

感染发生率

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不同出生体重分组新生儿千日感染发病率

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新生儿患者医院感染例次发病率

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1000g 新生儿千日医院感染例次发病率

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1001~1500g 出生体重分组新生儿千日医院感染例次发

病率

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1501~2500g 出生体重分组新生儿千日医院感染例次发

病率

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2500g 出生体重分组新生儿千日医院感染例次发病

率

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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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g 新生儿中央血管导管使用率

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1001~1500g 新生儿中央血管导管使用率

1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 1501~2500g 新生儿中央血管导管使用率

1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2500g 新生儿中央血管导管使用率

1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1000g 新生儿呼吸机使用率

1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 1001~1500g 新生儿呼吸机使用率

1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 1501~2500g 新生儿呼吸机使用率

1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2500g 新生儿呼吸机使用率

1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各新生儿病区的不同出生体重分

组新生儿脐或中央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病率

1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不同出生体重分组新生儿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病率

1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1000g 新生儿中央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病率

1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 1001~1500g新生儿中央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病

率

2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 1501~2500g新生儿中央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病

率

2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2500g 新生儿中央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病率

2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1000g 新生儿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病率

2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 v1001~1500g 新生儿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病率

2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 1501~2500g 新生儿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病率



726

2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2500g 新生儿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病率

5

抗菌药物

监测

自动统计抗菌药物的使用人数、使用目的进行监测，

记录联合用药的信息，输出相关统计分析图表。

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能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出院患者抗菌药

物使用率

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

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预防使用抗菌药物构成比

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治疗使用抗菌药物构成比

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出院患者人均使用抗菌药物品种数

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住院患者人均使用抗菌药物天数

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出院患者使用抗菌药物病原学送检率

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出院患者治疗性使用抗菌药物病原学送检率

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治疗前病原学送检率

1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住院患者限制类抗菌药物治疗性使用前病原学送检

率

1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住院患者特殊类抗菌药物治疗性使用前病原学送检

率

1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清洁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百分率

1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清洁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人均用药天数

1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手术术前 0.5h～2h 给药百分率

1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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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术时间大于 3h 的手术中抗菌药物追加执行率

1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住院患者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治疗前血培养送检率

1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住院患者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治疗前血培养送检率

1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住院患者体温异常血培养送检率

1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 I 类切口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率

2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 I 类切口手术预防使用抗菌药物天数

2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 I 类切口手术术后 24 小时内抗菌药物停药率

2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能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各手术医师的手术术前 0.5h～

2h 给药百分率

2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手术时间大于 3h 的手术中抗菌药物追加执行率

2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能自动按季度统计全院及各病区对各致病菌耐药超

过标准值的抗菌药物种类

6

环境卫生

学监测

录入医院消毒卫生学监测的检验结果，软件可对监测

结果自动评价，并打印监测报告单和各类统计图表和

报表。

7

现患率调

查

供感染科做现患率调查时录入数据，基本上是仿照现

患率个案调查表的形式来做的，重点用于统计各科室

调查时的感染情况、抗菌药物使用情况、细菌培养等

情况。

8

针刺伤录

入及处理

提示

录入职工针刺伤的详细情况之后，系统可以自动根据

关联患者的情况做出处理提示。

9

职业暴露

录入及处

理提示

录入职工的血液体液暴露情况之后，可以自动为此次

暴露评级，并根据关联患者的情况做出处理提示。

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登记暴露者基本情况、本次暴

露方式、发生经过描述、暴露后紧急处理、血源患者

评估、暴露者免疫水平评估、暴露后的预防性措施、

暴露后追踪检测、是否感染血源性病原体的结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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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录入功能

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保护医务人员隐私的保密功能

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到期提醒疫苗接种、追踪检测

等功能

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分析功能

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可提醒针刺伤医护人员后续检

查

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提供对针刺伤医护人员随访功

能

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提供针刺伤事件登记搜索功能

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提供针刺伤事件登记导出和打

印报告、统计功能（按工龄、职业、暴露科室、暴露

途径进行统计）

10

暴发预

警

此暴发预警会从当前日期开始，向前推算一定的天数

内，自动计算同一科室、同一感染诊断的次数，达到

用户设定的次数时，给予提示，双击记录时可以自动

打开该患者的详细感染记录。

1.高风险因素相关医院感染聚集

6)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任意日期基于危险因素的

预警：群体性发热预警、群体便常规送检预警、

群体性使用呼吸机预警、群体性使用中心静脉插

管预警、群体性使用泌尿道插管预警、重点菌检

出预警、同种微生物群体性检出预警

7)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发热阈值、便常规送检阈

值、呼吸机使用阈值、中心静脉插管阈值、泌尿

道插管阈值、菌检出阈值调整功能

8)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的预警设置参数有时间范

围和最小次数范围

9)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任意日期超出阈值的病区

10)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任意日期超出阈值的病

区超出的指标值

2.指定日期在床患者相关医院感染聚集

5) 院感系统支持监测任意日期所有病区的现患

情况

6) 院感系统支持对各病区现患情况分别设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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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感染率阈值

7)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对任意日期超出阈值的病

区自动标红显示

8) 院感系统支持可以根据现患率对各病区进行

排序

3.医院感染散发病例时间、空间分布

3) 院感系统支持点击病区后展示该病区任意日

期的前后各一周的按照床位列表的在病区患者医

院感染情况

4) 院感系统支持点击病区后展示该病区任意日

期的前后各一周的按照床位列表的在病区患者通

过图例展示住院患者的呼吸机使用情况、中心静

脉插管使用情况、泌尿道插管使用情况、发热情

况、血常规情况、尿常规情况、痰培养检出情况、

其它培养检出情况、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11

数据采集

和记录

1、住院患者的基本信息

3) 院感系统支持采集住院患者的基本信息：住

院患者标识符、住院次数、病案号、姓名、性别、

出生日期、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入院日期时间、

出院日期时间、离院方式、主治医师

4) 院感系统支持采集住院患者的住院期间转移

信息：入住病区代码、入病区日期时间、出病区

日期时间

2、住院患者诊疗相关临床数据

10) 院感系统支持采集住院患者的器械相关治

疗信息：医嘱号、器械相关治疗医嘱、器械相关

治疗医嘱开始时间、器械相关治疗医嘱终止时间

11) 院感系统支持采集住院患者的病原学检验

信息：检验号、标本采集时间、结果报告时间、

标本、培养结果、特殊标记、备注

12) 院感系统支持采集住院患者的抗菌药物敏

感性试验信息：检验号、标本采集时间、报告时

间、标本、菌名、抗菌药物名称、药敏结果

13) 院感系统支持采集住院患者的生命体征信

息：日期、发热体温

14) 院感系统支持采集住院患者的常规检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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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检验号、标本采集时间、结果告时间、标本、

检验名称、检验子项名称、子项结果值、是否异

常

15) 院感系统支持采集住院患者的影像学报告

信息：检查号、检查部位、检查类型、检查时间、

检查所见、印象

16) 院感系统支持采集住院患者使用抗菌药物

的通用名称、使用开始日期时间、使用结束日期

时间、等级、用药目的、给药方式、处方医师姓

名、职称

17) 院感系统支持采集住院患者的手术信息：手

术名称、手术 ICD 编码、手术开始日期时间、手

术结束日期时间、手术切口类别代码、手术切口

愈合等级代码、美国麻醉师协会（ASA）评分、急

诊手术、手术患者进入手术室后使用抗菌药物通

用名称、手术患者进入手术室后抗菌药物给药日

期时间、手术医师（代码）、植入物使用、失血

量、输血量、手术备皮方式及时间

18) 院感系统支持病案首页手术登记、手术麻醉

系统、术后登记系统等多个数据来源的手术记录

3、医院感染判读类数据

2) 院感系统支持记录医院感染判断相关数据：

医院感染部位名称、医院感染日期时间、医院感

染转归情况、医院感染转归日期时间、是否新发

医院感染、医院感染属性、手术部位感染名称、

实验室检出病原体的感染类型等

4、自动采集要求

2) 通过数据访问中间件，院感系统支持每天定

时自动采集 HIS,RIS,LIS，PACS、EMR、手术麻醉

系统等医疗机构已有业务系统中存储的住院患者

感染相关临床数据

12

综合性能

监测

1、每日自动向医院感染监测人员提供医院感染病例工

作列表

7) 院感系统支持根据每日新采集的住院患者感

染相关临床数据自动生成住院患者的疑似医院感

染病例预警

8)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医院感染病例预警以待处



731

理任务列表的形式展示给医院感染监测人员

9)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在院患者所有仍未处理的

疑似医院感染病例预警列表，列表按照科室分组

10)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在院患者所有已经处理

的和仍未处理的疑似医院感染病例预警列表，列

表按照科室分组

11)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出院患者所有仍未处理

的疑似医院感染病例预警列表，列表按照出院月

份分组，不因转科、出院等情况消失

12)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出院患者所有已经处理

的和仍未处理的疑似医院感染病例预警列表，列

表按照出院月份分组，不因转科、出院等情况消

失

2、每日自动向临床医师提供医院感染病例工作列表

5) 院感系统支持无需医院感染监测人员操作疑

似医院感染病例预警自动以任务列表的形式展现

给临床医生

6) 院感系统支持疑似医院感染病例预警列表临

床医生只需要确认或者排除

7)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在院患者的疑似医院感染

病例预警情况给临床医师

8)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出院患者疑似医院感染病

例预警情况给临床医师

3、增量式预警

3) 院感系统支持根据每日新采集的患者感染相

关临床数据与之前采集的患者感染相关临床数据

综合分析，已经确诊的医院感染病例没有新的变

化不再预警

4) 院感系统支持已经诊断医院感染例次中的致

病菌重复检出不再重复预警

13

干预和反

馈

1、医院感染监测专业人员与临床医师交流

12) 院感系统支持具备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和临

床医生对疑似医院感染病例诊断进行沟通的功能

13) 院感系统支持展示医院感染监测人员与临

床医生基于患者的交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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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院感系统支持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可以主动

发送消息给临床医师

15) 院感系统支持发送消息可以选择模板

16) 院感系统支持可以自动发送多重耐药菌该

月消息

1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未读消息提醒功能

18) 院感系统支持以患者为单位显示所有交流

信息

19) 院感系统支持记录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和临

床医生交流双方账号

20) 院感系统支持交流信息查询参数包括发送

时间、病例 ID、患者病区、发送人帐号

2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消息内容模糊查询功能

2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干预

院感管理功能

2、干预推送

4) 院感系统支持具备干预措施推送功能

5) 院感系统支持将病例诊断建议

6) 院感系统支持感染防控要点等内容及时推送

给医生进行干预

3、临床医生反馈

9) 院感系统支持临床医师可以主动发送消息给

医院感染监测人员

10) 院感系统支持临床医师确认的功能

11) 院感系统支持临床医师排除的功能

12) 院感系统支持若临床医生排除预警，需要先

发消息给医院感染监测人员解释排除理由的功能

13) 院感系统支持临床医师编辑的功能

14) 院感系统支持临床医师移动的功能

15) 院感系统支持临床医师主动上报的功能

16) 院感系统支持临床医师全部确认的功能

4、医院感染知识学习

4) 院感系统支持医院感染监测人员可以维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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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学习知识库

5) 院感系统支持临床医生可以学习感染知识

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医院感染学习知识访问量

统计功能

14

统计分析 1、统计分析的基本功能要求

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具备查询任意时段全院及

各病区医院感染统计分析结果的功能

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任意日期凌晨 0 点现患情

况的功能

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结果为全院、病区等

多级层次展示的功能

1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以表格等方式展示统计

分析结果的功能

1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直接导出统计分析结果

的为 Excel 格式的文档

1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以图形等方式展示统计

分析结果的功能

2、医院感染基础数据统计指标-无需医院感染病例识

别的指标

1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住院人数

1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住院天数

1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出院人数

1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尿道插管千日使用率

1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中央血管导管千日使用率

1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呼吸机千日使用率

1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手术人数

1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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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区的多重耐药菌检出数

1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抗菌药物使用人数

3、医院感染发病率、患病率等需要医院感染判读的指

标

1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在每日新发医院感染病例得到确认的基础

上，根据预设的标准算法

1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医院感染

（例次）发病率

1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千日医院感染（例次）发病率

1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医院感染现患（例次）率

1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手术患者手术部位感染发病率

1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尿道插管相关泌尿道感染发病率

1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中央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病率

1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病率

2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多重耐药菌感染（例次）发生率

2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多重耐药菌感染例次千日发生率

2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多重耐药菌定植例次千日发生率

4、手术相关统计指标

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手术患者

手术部位感染发病率

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清洁手术甲级愈合率

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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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清洁手术手术部位感染率

1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清洁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百分率

1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清洁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人均用药天数

1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手术术前 0.5h～2h 给药百分率

5、器械使用率、器械相关感染发病率指标

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能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尿道插

管千日使用率

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中央血管导管千日使用率

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呼吸机千日使用率

1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尿道插管相关泌尿道感染发病率

1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中央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病率

1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病率

6、抗菌药物相关指标

1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能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出院

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

1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

1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预防使用抗菌药物构成比

1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治疗使用抗菌药物构成比

1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出院患者人均使用抗菌药物品种数

2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住院患者人均使用抗菌药物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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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出院患者使用抗菌药物病原学送检率

2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出院患者治疗性使用抗菌药物病原学送检

率

2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住院患者抗菌药物治疗前病原学送检率

2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住院患者限制类抗菌药物治疗性使用前病

原学送检率

2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住院患者特殊类抗菌药物治疗性使用前病

原学送检率

2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清洁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百分率

2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清洁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人均用药天数

2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手术术前 0.5h～2h 给药百分率

7、细菌耐药指标

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能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多重耐

药菌检出率

1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多重耐药医院感染致病菌分离绝对数

1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多重耐药医院感染致病菌对抗菌药物耐药

率

1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多重耐药菌感染（例次）发生率

1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多重耐药菌感染例次千日发生率

1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多重耐药菌定植例次千日发生率

1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不同医院感染病原体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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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

病区的医院感染致病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15

数据上报 1、临床医师主动上报医院感染病例

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设置临床医生主动上报功能，对系统未自动

筛查出的、由临床医生诊断的医院感染病例进行

上报

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

区的对临床医生诊断的系统未自动筛查的医院感

染病例进行上报

2、医疗机构上报院感过程数据到各省区域化、信息化

平台

3) 省院感数据上报平台符合国家质控中心规定

的按照过程类数据上报的要求

4) 医疗机构无缝对接省上报平台，满足过程类

数据上报的标准要求

16

消毒灭菌

监测

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监测数据的手工录入功能

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自动判断监测结果是否合格

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空气、物表、手监测报告浏览、

编辑、配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一次性无菌物品监测报告浏

览、编辑、配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手术器械报告浏览、编辑、配

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口腔诊疗器械报告浏览、编辑、

配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灭菌器生物学监测报告浏览、

编辑、配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一般医疗用品报告浏览、编辑、

配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呼吸机管路报告浏览、编辑、

配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1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床单位报告浏览、编辑、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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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1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清洗质量监测报告浏览、编

辑、配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1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软式内镜报告浏览、编辑、配

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1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硬式内镜报告浏览、编辑、配

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1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手术房报告浏览、编辑、配置、

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1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移植病房报告浏览、编辑、配

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1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监护室浏览、编辑、配置、搜

索、导出、打印功能

1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配液间浏览、编辑、配置、搜

索、导出、打印功能

1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实验室报告浏览、编辑、配置、

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1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透析液浏览、编辑、配置、搜

索、导出、打印功能

2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置换液浏览、编辑、配置、搜

索、导出、打印功能

2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反渗水浏览、编辑、配置、搜

索、导出、打印功能

2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 A 液报告浏览、编辑、配置、

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2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内毒素报告浏览、编辑、配置、

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2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消毒剂浏览、编辑、配置、搜

索、导出、打印功能

2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灭菌剂报告浏览、编辑、配置、

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2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紫外线灯强度监测报告浏览、

编辑、配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2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被服监测报告浏览、编辑、配

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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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食品卫生监测报告浏览、编

辑、配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2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致病菌定性监测报告浏览、编

辑、配置、搜索、导出、打印功能

17

细菌耐药

性监测

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能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多重耐药菌检出

率

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多重耐药医院感染致病菌分离绝对数

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多重耐药医院感染致病菌对抗菌药物耐药率

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多重耐药菌感染（例次）发生率

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多重耐药菌感染例次千日发生率

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多重耐药菌定植例次千日发生率

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不同医院感染病原体构成比

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医院感染致病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多重耐药菌(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率

1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万古霉素的粪肠球菌)检出率

1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万古霉素的屎肠球菌)检出率

1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三、四代头孢菌素的大肠埃希菌)检

出率

1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三、四代头孢菌素的肺炎克雷伯菌)

检出率

1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大肠埃希菌)检出率

1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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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肺炎克雷伯菌)检出率

1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鲍曼不动杆菌)检出率

1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铜绿假单胞菌)检出率

1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医院感

染发生率

1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万古霉素的粪肠球菌)医院感染发生

率

2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万古霉素的屎肠球菌)医院感染发生

率

2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三、四代头孢菌素的大肠埃希菌)医

院感染发生率

2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三、四代头孢菌素的肺炎克雷伯菌)

医院感染发生率

2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大肠埃希菌)医院感染

发生率

2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肺炎克雷伯菌)医院感

染发生率

2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鲍曼不动杆菌)医院感

染发生率

2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铜绿假单胞菌)医院感

染发生率

2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医院感

染例次发生率

2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万古霉素的粪肠球菌)医院感染例次



741

发生率

2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万古霉素的屎肠球菌)医院感染例次

发生率

3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三、四代头孢菌素的大肠埃希菌)医

院感染例次发生率

3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三、四代头孢菌素的肺炎克雷伯菌)

医院感染例次发生率

3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大肠埃希菌)医院感染

例次发生率

3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肺炎克雷伯菌)医院感

染例次发生率

3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鲍曼不动杆菌)医院感

染例次发生率

3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铜绿假单胞菌)医院感

染例次发生率

3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医

院感染例次发生率

3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万古霉素的粪肠球菌)医院感染

例次发生率

3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万古霉素的屎肠球菌)医院感染

例次发生率

3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三、四代头孢菌素的大肠埃希

菌)医院感染例次发生率

4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三、四代头孢菌素的肺炎克雷伯

菌)医院感染例次发生率

4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742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大肠埃希菌)医院

感染例次发生率

4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肺炎克雷伯菌)医

院感染例次发生率

4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鲍曼不动杆菌)医

院感染例次发生率

4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铜绿假单胞菌)医

院感染例次发生率

4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定

植例次发生率

4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万古霉素的粪肠球菌)定植例次

发生率

4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万古霉素的屎肠球菌)定植例次

发生率

4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三、四代头孢菌素的大肠埃希

菌)定植例次发生率

4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三、四代头孢菌素的肺炎克雷伯

菌)定植例次发生率

5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大肠埃希菌)定植

例次发生率

5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肺炎克雷伯菌)定

植例次发生率

5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鲍曼不动杆菌)定

植例次发生率

5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千日多重耐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铜绿假单胞菌)定

植例次发生率



743

5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能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血标本培养各

病原体分离绝对数及构成比

5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医院感染致病菌的绝对数及构成比。

5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能自动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医院感染致病

菌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中不同药物药敏试验的总株

数、敏感数、中介数、耐药数、敏感率、中介率、耐

药率

18

院感质量

控制

根据（国卫办医函〔2015〕252 号）要求，提供符合标

准的质量控制指标：

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医院感染发病（例次）率

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任意时点全院

及各病区的医院感染现患（例次）率

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医院感染病例漏报率

4.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多重耐药菌感染发现率

5.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多重耐药菌感染检出率

6.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率

7.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

8.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抗菌药物治疗前病原学送检率

9.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的

I 类切口手术部位感染率

10.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 I类切口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率

11.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血管内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病率

12.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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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院感系统支持提供统计任意时段全院及各病区

的导尿管相关泌尿系感染发病率

26、福建省妇产医院医保管理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医保项目

审核 对上传的结算数据中医保报销项目进行审核、反馈。

2
医保指标

分解

将医院医保整体指标按照科室、人员等进行分解，按

业务科室进行调整。

3
医保实时

监控

对医院医保指标执行情况实时监控，对违反医保报销

规则、报销指标超额等情况进行实时提醒。

4
医保拒付 将医保款项被扣或被拒的信息进行集中管理、综合分

析，提取合理信息后向医保中心申诉。

5
医保合理

性考核

将医保款项被扣或被拒的信息进行集中管理、综合分

析，提取合理信息后向医保中心申诉。

6
医保政策

査询

将医保款项被扣或被拒的信息进行集中管理、综合分

析，提取合理信息后向医保中心申诉。

27、福建省妇产医院上报管理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HQMS 上报

字典映射
按照《住院病案首页数据采集接口标准》，进行病案

首页原始数据与 HQMS 数据标准的映射。

2
结构化病案首

页数据抽取

从电子病历结构化病案首页中自动抽取出医管司所

需要病案首页原始数据。

3 数据转换
根据字典映射结果，将抽取的病案首页原始数据按照

字典映射进行转换。

4
DBF 文件和打

包

根据接口标准和开发说明书，将数据信息转换成

dBase III 格式的 dbf 文件，并压缩为 zip 文件。

5 数据上传管理
通过前置程序自动在每天规定的时间段将数据上传

至医管司站点。

6

传染病信

息上报 传染病上报登

记

门诊：门诊医生在录入门诊诊断时，系统自动判断是

否传染病，自动弹出传染病登记卡，也可以事后补填

传染病登记卡。每天自动生成试用抗结核药物的患者

信息报表、传染病登记统计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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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住院在录入住院诊断时，系统自动判断是否传

染病，自动弹出传染病登记卡，也可在专门窗口填写

传染病报告卡。另外还提供死亡报告卡、恶性肿瘤、

慢性病报告卡。每天自动生成出院诊断传染病明细报

表、慢性非传染病疾病统计报表等

7 暴发预警
实现维护好的规则进行预警，双击预警信息可以自动

打开相关记录。

8 基础数据维护 传染病诊断及相关信息维护。

9 统计查询
根据用户自定义条件进行统计查询，并支持查询结果

的导出、打印功能。

10

医疗安全

（不良）

事件上报

不良事件上报

(个人)

支持由事件涉及人员针对医疗安全事件的发生报告

填写，详述事件的发生过程和造成影响以及处理措

施，上报于医务科。医务科针对事件的整体报告进行

意见陈述、改进措施和处理进度等后续跟踪。

11
不良事件上报

（科室）

支持由涉及的科室填写不良事件内容，并提交于医务

科审核。与不良事件上报(个人)区别有：1、不可匿

名上报；2、是否需要进一步协调处理；3、科室主任

签名确认。

12

重大疾病

信息上报 上报流程审批

严重精神障碍、肿瘤、职业病等信息上报审批流程设

置。规范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肿瘤、职业病等信息上

报流程，以及复核、审批的模板设置。

13 上报诊断触发

严重精神障碍、肿瘤、职业病等上报诊断触发。临床

医生录入诊断为严重精神障碍、肿瘤、职业病患者信

息自动触发上报。

14 患者信息釆集
基于个人主索引、电子病历等，按照国家信息釆集标

准，釆集患者基本信息、疾病信息。

15 信息导出配置 配置导出文件类型、导出途径。

16 统计分析 对重大疾病信息上报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17 质量控制管理 对于漏报情况进行监控和管理。

18
死因信息

上报
上报流程审批

死因信息上报审批流程设置。规范死因信息上报流

程。

19 死因信息采集
基于个人主索引、电子病历等，按照国家相关数据标

准釆集死亡基本信息。

20
死因信息上报

卡导出配置
配置导出文件类型、导出途径。

21 质量控制 对于漏报情况进行监控和管理，并能对死亡信息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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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补报。

22

预防接种

信息上报

实现对预防接种信息、受种者接种个案信息、疫苗管

理和使用信息、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个案信息的上

报功能。

23

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

相关信息

上报

上报流程审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上报审批流程设置。规范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上报流程，以及复核、审批的模板

配置。

24 上报诊断触发

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控规则分析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发生情况，临床医生录入相应的诊断信息，自动

触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上报。

25
患者疾病信息

釆集

基于个人主索引、电子病历等，按照国家相关数据标

准釆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患者基本信息、疾病信

息。

26

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上报卡导

出配置

配置导出文件类型、导出途径。

27
质量管理与控

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漏报补报流程。对于漏报情况进行

监控和管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质量管理。支持流程设

置、电子签章和时间戳模板配置。

28

食源性疾

病信息上

报
食源性相关疾

病信息

提供食源性相关疾病信息的采集和录入功能，食源性

相关疾病信息包括病患基本信息、主要症状与体征、

初步诊断、既往病史、暴露信息、生物标本采集、病

历信息、填报机构信息记录等。食品分类、加工或包

装方式、进食或购买场所类型等信息项有基础字典数

据支持，供医生录入监测信息表时直接选择使用。进

行重点信息项完整性及逻辑错误的校验提示。

29
患者病历摘要

信息

提供疑似食源性异常与异常健康事件信息采集和录

入功能，支持包括报告卡编号、病历序号、姓名、出

生年月、性别、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联系地址及电

话、主要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结果和辅助检查结果、

主要诊断、可疑病因、可疑食品、上报原因等信息记

录。进行重点信息项完整性及逻辑错误的校验提示。

30
实验结果信息

上报

支持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生物标本检验结果信息的

采集与上报，上报信息包括检验项目、检验日期、检

测方法、定性结果、定量结果、定量单位、血清监测、

鉴定结论等信息。

31 食源性疾病统 支持在食源性疾病信息上报过程中，自动与上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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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进行编码对照，包括病历编码对照、标本编码对照、

菌株编码对照 3 部分，根据医院信息系统中的规则进

行编码对照后，将食源性疾病信息上报。

32

食源性疾病病

例、疑似食源

性异常病例的

审核

医院专管部门的专管人员可通过系统对临床上报的

食源性疾病病例/疑似食源性异常病例进行审核确

认。在未提交审核之前，临床医生可进行修改、删除

操作。只有已审核确诊的病例才向上级部门上报。

33
其他相关查询

统计

食源性疾病病例/疑似食源性异常病例的病例数、发

病率、中毒病例率、分布情况、变化趋势等。

34

妇幼信息

上报

出生缺陷填报

功能

系统根据出生缺陷的条件获取信息，填报出生缺陷登

记卡，审核后上报。

35 分娩信息提取

1 能够根据需求灵活设置各种条件下的分娩信息，分

娩信息包含产妇数、剖宫产产妇数、阴道顺娩产妇数、

阴道手术产产妇数、分娩数、活产数、围产儿死亡数、

早产数、巨大儿数、双胎及多胎数、产后出血数、严

重产后出血数等，并且形成常规的报表；

2 母婴安全信息提取需求，产生相应报表，包含活产

数（性别），孕产妇死亡人数、新生儿死亡人数；能

够根据保健科死亡上报系统提取新生儿（小于 28 天）

死亡相关信息，包含父母亲姓名、地址、联系电话、

分娩孕周、体重、性别、出生日期、死亡日期、分娩

单位、住院相关诊断信息、死亡地点等信息；

36
母婴传播疾病

信息填报功能

根据艾滋病、梅毒、乙肝诊断条件，提醒医务人员是

否需要填报登记卡，登记卡以电子形式让医务人员填

写，信息尽量从系统获取，无法获取的让医务人员完

善。

37 院感上报 院感初次报告及订正报告

38

其他医院

数据上报

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要求，实现医院数据按照标准要

求定期规范上报，满足行业规范管理和医疗机构数据

挖掘分析需要。

28、福建省妇产医院卫生应急管理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应急值守 支持应急信息采集、信息接报、信息上报、信息处理、

处理监控、初步研判、启动预案、信息简报的报送及

查看、应急值守报送、应急排班管理等功能。

2 突发急性
对突发急性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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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和

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

监测

的重要目标进行监测和可视化管理，支持突发事件信

息管理、后果分析、突发事件分级和突发事件统计分

析等。

3

风险评估 对突发急性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性事件

的重要目标进行监测和可视化管理，支持突发事件信

息管理、后果分析、突发事件分级和突发事件统计分

析等。

4

信息报告 对突发急性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性事件

的重要目标进行监测和可视化管理，支持突发事件信

息管理、后果分析、突发事件分级和突发事件统计分

析等。

5

应急资源

管理

对卫生应急指挥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类应急资源进行管

理，支持包括床位数据、血液数据等数据的实时采集。

可通过报告、图表、GIS 等展现方式对各类卫生应急

资源及时统计分析，获取综合性的信息。

6

辅助决策 支持事件应急预案知识库。根据事件类型和分级级别，

自动从应急预案知识库中搜索和调阅与此类事件处理

相关的预案，供应急人员指挥调度时参考。

支持对事件应急处置有关的影响范围、涉及人数、资

源情况、处置措施等数据的可视化展示，包括集成显

示、叠加显示等，并提供对应急处置有关数据的统计

分析等。

支持对处置方案及决策原始资料进行管理。

7

指挥调度 提供事发现场信息采集功能，采集事发现场的多媒体

信息、气象信息、环境信息等，应急专家根据现场情

况，制订救援方案，并推送给现场事件处置人员，为

现场救援提供支持。

8

培训演练 提供对医疗卫生机构和医护人员定期开展突发事件应

急处理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定期组织突发事件应

急演练。

29、福建省妇产医院医务管理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医师基本

信息管理

医师基本信息可与人事档案关联，自动提取人事档案

信息，医师只要针对执业信息进行录入提交，科室、

医务部审核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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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员变动

管理

可进行人员变动处理，科室调动处理，所有处理都记

录处理时间、变更时间等信息，对所有变更信息可查

可寻。

3
科室管理 以树型展现，显示科室的层级关联，同时还可以查看

科室人员信息（并显示总人数）。

4

人员信息

高级查询

可对人员档案信息进行高级查询，自主选择字段组合

查询或组合查询条件进行信息高级查询，所有查询数

据都支持导出。

5

医师技术

档案管理

记录医生个人技术的内容，包括病历书写、操作手术、

门（急）诊信息、院外会诊、指令性任务等日常专业

工作工作量，讲课信息、业务学习、出科考核、理论

考试、课题立项、课题成果、发表轮文、教学工作量

等科教培训工作量，以及轮转安排等院内工作记录，

和医疗纠纷、奖励（表彰）等情况。同时还包括已归

档病历质量检查、运行病历检查、临床技术考核等档

案内容。实现所有医生个人技术档案的全面统一管理，

部分内容可从医院已经有的 HIS 等系统中提取，避免

二次操作给医生带来的工作量。全部技术档案信息在

同一个页面以展开、收缩的形式显示，更直观、易操

作、易查看。医生用户登录平台后，可根据年度来显

示个人的技术档案，其中讲课信息，业务学习，发表

论文，教学工作量，课题立项，课题成果等内容由自

己个人维护。这些内容可在科研教学信息，讲课信息

管理，业务学习管理模块中填写维护。以及医师个人

资质与权限信息。

6

汇总统计 持按年月进行科室工作汇总，各个科室手术操作，门

诊，病案书写，指令性任务，院外会诊的总数汇总；

支持按年月进行个人工作量汇总，个人手术操作，门

诊，病案书写，指令性任务，院外会诊的总数汇总。

30、福建省妇产医院医院护理信息化管理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护理人员

档案

基本信息信

息登记

个人填报基本信息内容，主要包括姓名、工号、

所属科室、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号、民族、政治

面貌、入党团时间、是否已婚、执业证号、来院时间、

转正时间、参加工作时间、护士注册时间、注册有效

期、护龄、相片；

联系电话、家庭电话、家庭住址、通讯地址、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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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邮件、邮编；

能级、衣服号、鞋号、护理会员类型、会员号、

身高、体重、特长、是否专科护士、专科名称、专科

护士发证时间、专科护士发证机关、是否专业小组、

专业小组聘任时间、小组名称、是否总带教、是否临

床教学、开始教学时间、教师资格证书、院外工作经

历；

学习简历（提取学历模块信息显示最高和第一学

历）、职称简历（提取职称模块最高职称信息）、职

务简历（提取职称模块最高职称信息）。

护理部批量导入：支持护理部导入现有人员信息内容，

并在导入过程中以身份证号、工号进行重名验证，若

文档中某些人员这些字段为空，则不能导入到系统中，

当出错时会提醒哪一行，哪一列的信息有误。

2 基本信息上

报审核

个人填报信息提交科室审核，科室审核提交护理部审

核，护理部审核通过信息才生效。支持信息修改，修

改信息提交审核。

3

护理排班

周排班

排班上报界面内容包括：工号、姓名、组、周一、

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调节、欠休

周计、欠休累计、备注以及上报时间、上报科室、上

报人、上报状态（临时保存、提交）。

各科室每周进行新增，并填写相应的信息，提交

给护理部，由护理部进行查询与统计。

4 排班修改日

志

每一次变动，都会对所排的原班次，现有班次进

行记录。显示当星期，姓名，修改日期，旧值，新旧，

可以根据周次、科室进行搜索。

5

管理通道

10. 排班记录管理：按周显示出各科室排班情况

主要包括：发布部门、周次、起止时间、最后修

改人、最后修改时间、状态等信息。

11. 公共班次设置：护理部设置全院排班班次。

12. 公共岗位设置：护理部设置全院排班岗位。

13. 班次设置：科室排班负责人在公共班次里选

择设置科室常用班次

14. 岗位设置：科室排班负责人在公共岗位里选

择设置科室常用岗位

15. 节日设置：当要进行工作量计算时，护理部

进行每年度法定周工作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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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公共假期设置：主要用于设置假期的信息。

17. 常用班次说明：主要用于科室查看常用班次

说明信息。

18. 大区护士长管理：用于设置大区科护士长名

单以及管理科室以及大科科室名称，用于权限关

联。

6
人员调动日

志 支持按姓名、时间、科室，查询个人科室调动信息。

7

汇总统计

10. 科室上报统计：根据年、周次看科室已报未

报情况。主要显示的信息内容为：科室、排班负

责人、联系电话，支持导出。

11. 未上报人员统计：根据年、周次汇总出在职

人员本周还没有上报排班的信息，方便人事科协

调好各科室做好考勤的上报，支持导出。

12. 护士长查询：根据年度周次查询出各科室护

士长周一至周日的排班信息，支持导出。

13. 夜班班次汇总：根据时间段汇总出相应夜班

班次的情况。主要包括：姓名、科室、上夜、下

夜等各类班次的情况方便补贴的计算，支持导出。

14. 特殊班次统计：根据科室、姓名、时间段统

计个人白班、夜班次数和小时数以及全院总次数

以及小时数，支持导出，支持导出。

15. 个人排班查询：个人可以查询出本科室的排

班信息记录。

16. 班次统计：支持根据科室、姓名、时间段、

班次（自动选择），统计各个班次次数以及小时

数小计，支持导出。

17. 假期汇总：根据开始结束时间汇总出各科室

人员的请假情况，支持导出。

18. 岗位统计：根据时间、科室、个人可以查看

全院，各类岗位上报次数以及针对个人岗位情况，

支持导出。

8

护理质控

PC 端管理

标准管理

支持新增质控标准编号、全称、简称、考核方式、

考核范围、总分、合格率、排序、状态等标准支持新

增质控标准编号、全称、简称、考核方式、考核范围、

总分、合格率、排序、状态等标准信息。

标准界面支持三级指标维护，一级指标分数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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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0，二级指标总和不超过一级指标，三级指标设

置具体扣分分值，扣分分值使用时可按照 0.5 的幅度

选择。

支持三级指标新增编辑删除，同时二级关联对应

一级指标、三级关联一级、二级指标。

信息。

9

检查计划管

理

支持设置检查计划年度、季度、评价标准、考核

月份，季查月份、检查科室（支持同步指标配置时设

置科室）、检查组成员、默认总分、季查比、排序、

描述。

对应指标标准内容修改调整，支持新增、修改、

删除指标，同时可支持批量设置重点项，可标红显示。

支持临时保存，同步检查科室，发布后数据不

可修改。

10

质控检查结

果录入

4. 支持检查数据录入，录入信息科室、检查人

员（可关联选择质控小组成员信息）、检查日期、

住院号、护理级别、标准分值。

5. 支持录入三级具体扣分分值以及扣分原因，

选择扣分分值，自动默认关联指标，同时扣分原

因选择可以关联扣分原因库，可选择扣分指标对

应的抽查护士。

6. 支持保存关闭，以及直接新增下一份数据，

以及可以新增扣分项目（填写扣分分值以及扣分

原因），支持在线删除新增扣分项。

11

已查结果

支持按照年度季度月份、科室、是否季查、指标

名称查看检查结果。

可按科室名称或得分进行排序、可查看每个科室

的得分情况以及项目名称、检查人员、检查时间等信

息。

支持导出以及打印已查结果信息。

支持对已录入的数据进行修改与更正。

12

科室质控得

分

支持按照年度季度月份、科室、病区分组、是否

季查、指标名称查看检查结得分情况以及排名

支持按照得分、平均分、合格率进行排序，支持

导出

支持针对单个指标进行柏拉图分析（发生原因前

几项的检查项目、标准、扣分原因、扣分次数、总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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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信息以及柏拉图展示），支持导出

鱼骨图分析，针对指标设置的扣分原因分类（人

为、管理、制度等）进行扣分原因鱼骨分析，支持在

线进行鱼骨分析，比如字体带下，三级骨段长，支持

效果预览。

折线图分析：通过折线图方式显示各个病区得分

情况，支持导出

问题汇总：生成一份问题汇总表，针对每个指标

显示每个科室扣分标准、扣分原因、扣分次数、总扣

分、各区得分情况以及检查成员信息，支持直接导出

以及打印。

13

单项质控分

析报告

支持按照年度、月份新建单个指标的分析报告。

2、分析报告内容自动提取提交人、提交时间信

息以及检查日期、检查人员、总得分信息，填写主持

人、参与人员信息。

3、自动在分析报告里面体现柏拉图分析。

4、科室可体现存在问题、原因分析、整个目标、

整改措施，都支持配置字典库，直接选择填写，以及

时间。

5、填写后提交护理部，护理部填写效果评价、

签名以及时间。

14

待审分析报

告

可查看办理需待审分析报告，显示当前步骤、当

前办理人员、年季度月、标题、到达时间、流程名称、

部门、提交人提交时间。

2、护理部待审填写预后评价意见提交，退回科

室，科室填写内容重新提交。

3、同时支持按标题、提交时间、部门、提交人、

到达时间查询搜索。

15

在审分析报

告

支持查看在审分析报告，显示当前步骤、当前办

理人、年季度月、标题、到达时间、流程名称、部门、

提交人、提交时间。

2、可根据标题提交时间、部门，到达时间、提

交人进行查询搜索。

16 办结分析报

告

支持查看办结分析报告，显示部门、提交人、提

交时间、年季度月、业务类型、办结时间。

2、可根据标题提交时间、部门，到达时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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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人进行查询搜索。

17
分析报告浏

览记录

支持查看分析报告被浏览记录，主要显示浏览人

员姓名、科室、浏览时间。可按照年度月份查询报告。

18

分析报告信

息配置（原因

分析）

支持设置对应考核标准的原因分析指标库，新增

内容为，关联指标、内容、序号，一个指标可以设置

多条信息，可对指标进行新增、编辑、删除。

19

分析报告信

息配置（整改

意见）

支持设置对应考核标准的整改意见指标库，新增

内容为，关联指标、内容、序号，一个指标可以设置

多条信息，可对指标进行新增、编辑、删除。

20

分析报告信

息配置（整改

目标）

支持设置对应考核标准的整改目标指标库，新增

内容为，关联指标、内容、序号，一个指标可以设置

多条信息，可对指标进行新增、编辑、删除。

21
护理质控

检查移动

客户端

获取指标

一键获取，通过手势下拉，可以根据检查年月获取本

月要检查的指标。

22

录入

为了更好的加快手机上的扣分输入，系统设置了全面

查、随机查，模糊查询，以及扣分原因（选择）、抽

查人员（选择）尽量减少输入量。

23
已查列表

可以查看已扣分的信息，方便进行审核，可支持修改

编辑扣分内容以及扣分分值。

24

检查类型

支持对常规质控、夜查房、专科质控、专项质控、一

级质控进行独立检查模块设置，设置独立检查模块，

按实际要求进行检查项目选择。

25
数据上传

检查组在进行完护理护理的检查后将检查结果同步到

服务器中。

26

住院患者

满意度 PC

端管理

检查项目设

定

检查部门在检查前针对受查片区设定病人满意度调查

表标准，以及调查指标项目，其中指标项目可添加已

有的指标，也可以另外再添加新的指标。

27 病区分片 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各个病区进行分区。

28
项目库设定

针对某一分区进行病人满意度调查项目内容的新增或

删除。

29
调查表区负

责人

设定某一季度内某一分区的病人满意度调查负责人，

以及负责的相应病区。

30 数据字典 实现字段信息的动态化配置。

31
检查数据录

入

支持录入调查结果（无平板端），按照设定的调查计

划将病人满意度调查的结果录入到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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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管理

将未完成调查表录入的科室的已录入数据列表显示

出，并可查看录入结果明细。

33
总满意度情

况

根据提交的病人满意度调查表结果统计出某一季度内

的病人满意度总体情况。

34
意见信息汇

总 将所有调查表中病人填写的意见信息进行汇总。

35
生成统计

表 根据提交的调查表结果生成季度病人满意度报表。

36
各季度满

意对比 将一年中各个季度的满意度情况进行对比。

37 各片区单

项分析

统计出某年某季度内对某分区进行病人满意度调查的

各调查项的满意度。列出各片区调查结果中影响病人

满意度的主次因素。

38
各科室单

项分析

分析各个科室病人满意度调查中每项调查项目的满意

度。

39
住院病人

满意度调

查移动端

获取数据

每个季度检查时从服务端获取调查科室信息以及问卷

信息。

40
数据录入

现场病人满意度调查，选择年、季度、科室后，填选

调查情况。

41

同步结果

在有内网环境下，将病人满意度的调查数据同步到服

务器上，在服务器中对病人满意度调查结果进行统计

分析。

42

护士对医

院满意度

调查

调查项目设

置

用于护理部设置调查表的调查周期（每年、半年、每

季度、每月）、调查表名称、调查对象（可以是指定

人员、也可以是某类人群）、调查时间范围。

43
调查表管理

用于设置调查表是否终止，与结转，结转之后不能修

改。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44
在线调查

个人登录系统之后，会提醒有相应的调查表需要填写，

方便快速完成调查任务。

45
数据管理

管理员可以查看已上报的调查表数据信息情况，个人

查看不了。

46
总满意度情

况

每次调查结束之后会汇总出计划调查份数，已回收份

数，满意份数、不满意份数，以及占比情况。

47
各检查项目

分析

汇总出各项指标的满意份数、不满意份数以及占比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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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福建省妇产医院医院决策支持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一)
数据仓库

建设

1

来源库对照

标准数据存储区，是从集成平台数据中心的相关汇聚

数据抽取而来，存储各个业务系统的明细数据，数据

的粒度和数据细节与业务系统无异。作为数据仓库建

设的所有数据来源。

2

数据缓存库

（ODS）

ODS 库中的数据主要按照多个医疗业务主题域分类进

行数据存储，所存储的数据是经过数据清洗和轻度聚

合的，数据的粒度接近于业务系统的数据，数据缓存

库的数据相当于业务综合表所存储的数据。根据业务

领域不同，数据缓存库分为：门诊、病案、住院、手

术、药品、物资、体检、设备、医技、财务、综合业

务等内容。

3

数据仓库

数据仓库的数据是以特定的、针对某个主题的方

式进行数据存储，所存储的数据依据分析的需求，采

用中度或者高度聚合，数据仓库的数据相当于事实表

所存储的数据。根据分析需求不同，数据仓库的主题

领域按照一级分类可分为医院运行、质量与安全、合

理用药、运营管理这几大类，每个大类还可以具体细

分出不同的二级分类，比如医院运行包含了门诊运

行、住院运行、临床路径等。

1.数据仓库事实表

事实表是数据聚合后依据某个维度生成的结果

表，比如，要分析“3-5 岁的出院人次”就可以基于

年龄维度构建相应的出院人次事实表。为了进行相关

宏观指标以及报表主题的灵活展示，数据仓库事实表

划分：

（1）层级事实表：主要用于指标宏观展示，层

级事实表中涉及的指标比较多，在层级事实表中指标

按列进行存储。按照时间维度划分为实时、日、月、

年 4 个不同层级的事实表。层级事实表的数据粒度为

医生。

（2）非层级事实表：主要用于主题报表分析、

表格统计分析。设计非层级事实表的主要目的是用于

常见主题的分析，满足客户各种个性化主题分析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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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仓库维度表

维度表是数据仓库用于数据分析的角度，维度表是基

于业务系统的字典表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数据处理。

包括时间、年龄、诊断、治疗、收费、质量、药品、

物资、用户等维度。比如，要分析医院运行情况，可

以从时间角度来分析，也可以从收费角度来分析。

4

数据集市

数据集市是构成专题下的细分项，是决策分析最小的

展示数据单位，是经过一定的运算规则构成。例如，

医疗运行领域下的门诊运行主题，可由门诊人次、门

诊总费用、门诊平均费用等指标构成，门诊平均费用

（指标值）=门诊总费用（资源值）/门诊人次（资源

值）。其中资源值是数据仓库管理的最基本单位，是

不可再分割的单元。资源值实际上是由操作明细数据

经过抽取、清洗、转换而形成的统计数据。例如，ODS

库中存储的是医疗机构门诊人次明细数据；而数据仓

库中存储的是医疗机构日、月、年的门诊人次汇总数

据。

(二)
ETL 数据

治理平台

1

数据抽取

数据仓库本身并不产生数据，用于决策分析的数

据仓库数据主要来源于集成平台的运营业务信息库。

不同类型的业务应用对数据抽取的要求有所不同，为

满足这些不同的业务需求，需提供多种数据抽取模

式，包括实时抽取、定时抽取、固定间隔抽取、增量

抽取等。在数据的抽取过程中，应关注效率和准确性，

并且保证抽取过程不影响业务系统性能。

数据抽取是通过存储过程来实现，从编写存储过

程到实现数据抽取包含三个步骤：

3、 存储编写：按照一定规则编写存储过程；

4、 配置调度：编写完的存储过程按照所属的

业务领域将存储过程添加到对应调度领域，设置

调度先后顺序；

日志跟踪：最后设置日志进行抽取跟踪，确保抽取数

据的准确性。

2

数据清洗

从医院集成平台运营业务信息库中抽取的数据

可能存在着大量的噪声数据，如：滥用缩写词、惯用

语、数据输入错误、重复记录、丢失值、拼写变化等，

数据质量较差，很难直接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持。为了

清除这些质量较差的噪声数据，必须先对数据进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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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数据清洗需要与数据抽取、数据转换集成，与数据装

载统一使用，需要进行循环处理，它并不是一个单独

的过程。数据清洗主要解决命名、数据类型冲突、值

冲突、单位冲突和展现冲突等问题，它根据预先定义

的规则库，将抽取得到的数据与规则库进行比对，发

现数据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更正。例如，定义当年龄与

身份证号码不一致时，则可根据身份证号码更正年

龄。

3

数据转换

集成平台运营业务信息库中的数据是由业务系

统的操作明细数据经过采集并汇聚而来，是操作明细

数据的简单汇聚。在创建数据仓库的第一步中，已经

根据决策分析的应用需求，确定了数据仓库的存储结

构，即已经确定了数据仓库的领域、主题、指标及资

源。在经过数据抽取、数据清洗后，需要将原始的操

作明细数据转换成与数据仓库存储结构一致的数据，

数据转换作用主要有两个：

第一：根据预先设置的转换规则，进行数据字典

标准化统一，涉及科室编码、医生编码、病种编码等

目录以及日期格式的统一。将源数据中部分数据项转

换为便于展示和识别的内容或名称。例如，源数据中

男女是用 0/1 标识，则根据转换规则，转换为男/女，

进行存储和展示。

第二：对源数据进行归纳统计。由于源数据是操作明

细数据，数据量很大，数据处理分析效率较低。因此，

需要通过预先的统计分析，把操作明细数据转换成在

数据仓库中预先定义的资源（即统计数据）。

4
数据装载

数据装载是将经过数据抽取、清洗、转换的资源数据，

加载到数据仓库的数据结构中的过程。

(三)
平台基础

管理

1

用户管理

对访问平台的相关用户管理，包括对应的机构、角色

管理。主要对接入平台的相关用户进行有效管理。用

户按照不同的岗位角色进行划分，并结合机构进行管

理，直观有效的进行用户管理。包括管理员用户以及

通过权限配置的其他不同层级的用户。管理员用户可

通过登录名称和密码进行系统功能和数据的操作。一

般用户根据不同层级权限进行访问。

2 菜单管理
需要为系统建立起一个流程化的管理体系，主要包括

用户所查阅的相关功能模块，提供与中间件的融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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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配置等相关模块化管理。

3

指标管理

指标管理，是整个系统管理的基本功能。针对用户所

查阅的相关功能模块，包括实时监测、工作量等相关

模块的基础框架维护。以及对应仪表盘内容在后台能

够进行有效管理，为系统建立起一个流程化的管理体

系。另外，提供与中间件 FR 的融合应用配置等相关

模块化管理。除此之外，可以针对平台所采用的指标

算法进行有效维护，并与具体指标进行挂钩在前台展

示，方便用户对指标计算方式的理解。

4

权限管理

平台的权限管理基于软件即服务

（Software-as-a-Service，SaaS）的权限管理模式

来设计。SaaS 模式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在同一个实例

中，不同租户之间的数据逻辑完全隔离，但物理上却

统一存储。平台权限管理内容包括两部分：功能权限

和数据权限。功能权限主要为不同层级的组织（用户）

配置功能菜单的方式来实现功能上的控制。数据权限

方面，主要通过用户所管辖的范围进行数据的访问权

限的控制，例如：院领导以及职能管理科室可以看到

全院的相关数据，但是临床科室主任只能看到本科室

的相关数据内容。做到了“统一采集，分散应用”的

数据控制，有效提高了数据的访问安全。

5

指标搜索

提供平台的指标查询服务，用户可根据所查询的条件

筛选指标内容。主要查询的内容包括医疗服务、基本

公卫、妇幼保健、人口管理、卫生资源等相关指标查

询。同时，用户通过指标搜索，定位到指标所分析内

容的关键信息，及时获取平台统计信息，快速查找指

标相关内容。

6

指标收藏

指标收藏主要指针对不同用户所关注的监管指标不

同，故需要提供不同用户的日常重点指标的收藏夹，

用于可以快速定位日常应用的相关指标内容。方便用

户有效缩短定位指标的时间，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7
指标说明

在对应的指标模块，有单独的模块进行指标计算来

源、计算方式等相关内容的查询。

8

预警管理

为让相关管理者和数据分析人员发现医院运营

中的异常情况，设置预警提醒功能，针对关键指标进

行关注、监控，异常告警，快速定位问题和优势，深

入分析和了解发生缘由，制定有效措施，及时避免损

失和扩大优势提供用户数据异常定义机制。

预警管理包括普通预警管理和固定值预警管理，通过

设置预警类型来判断触发预警的程度，包括严重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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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重要预警和提示预警。普通预警管理可以从数据

库获取预警值，包括按照指标匹配获取预警值，以及

从历史数据根据一定算法得出预警值，设置预警系

数，与当前值进行对比，提供触发预警信息。固定值

预警管理可以设置指标预警值为固定值，包括严重预

警值范围、重要预警值范围和提示预警值范围。预警

信息关联指标信息，可设置预警产生频率，在前台界

面上按照设置频率提供产生预警信息。根据用户所关

注的预警信息直接推送到首页上，并进行高亮显示，

从地区可以钻取到机构层级，层层深入查看问题，可

以及时发现问题，快速定位问题所在，制定有效措施，

处理异常情况。

（四）

医院医疗

概况

医院医疗概况以系统决策首页的方式展示，在首页上

以地图的方式分析门急诊的病人来源以及住院的病

人来源，了解医院的业务辐射范围。另外，汇聚了重

点关注指标内容，可以根据不同时间类型的选择快速

响应响应指标的查询结果。通过首页，可以以丰富内

容展现医院医疗情况，同时用户可直接掌握医院业务

开展基本情况，辅助对医疗工作开展和决策制定。

（五）

实时监测 该模块主要以设定的刷新频率从医院基本运营

方向进行在线实时监管，并可以根据不同的指标下钻

到科室级别。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门诊: 包括门急诊量、急诊人次、门急诊均次费

用、门诊预缴金、门诊候诊比例、无排班就诊人次、

排班就诊人次、候诊人次、平均候诊时长、医生人数、

各个诊室医生候诊情况、预约人次、预约就诊人次、

预约就诊率、各预约途径的预约就诊人次、各科室预

约就诊情况、以及每小时门诊量情况、当日门诊量排

行前 20 的疾病；主要通过这些指标判定当前急诊医

患比情况，候诊是否出现滞留，是否需要增加部分人

力投入。

2）住院：包括入院人数、出院人数、现有病人数、

危重病人数、住院预缴金、出院患者均次费用、普通

住院、急诊住院；主要通过这些指标判定目前是否还

有很多患者正等待入院，病房的使用情况是否紧张，

办理出院结算的时间是否过长，是否需要进行办理人

员的投入。

3）手术：包括住院手术排台数、完成手术台次、术

前准备人次、待手术人次，各手术间的手术情况；主

要通过这些指标判断手术排台的合理情况、手术间是

否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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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医技：包括完成检查人次、待检查人次、今日开

单人次、完成检验人次、体检检验人次、今日已开单

人次、各检查项目待检查与开单情况、各项检验项目

开单与待检验情况；主要通过这些指标判断待检情

况，以及当日开单工作量。

（六）

公立医院

考核

此模块主要为院领导所关心的公立医院考核指

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医疗质量、运行效率、持续

发展、满意度评价，综合反映当年医院绩效考核执行

情况和完成情况，并对超过指标目标值进行高亮提

醒。另外，能够同时对历史相关情况进行有效的对比

分析，关联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并且可以通

过钻取到科室明细、医生明细，寻找问题原因，辅助

医院进行及时干预。

1）医疗质量:主要包括：功能定位、医疗质量、合理

用药、服务流程共 24 个指标的分析。

2）运行效率:主要包括：资源效率、收支结构、费用

控制共 19 个指标的分析。

3）持续发展:主要包括：人员结构、人才培养、学科

建设共 14 个指标的分析

4）满意度评价:主要包括门诊患者、住院患者、医务

患者满意度共 3 个指标的分析。

（七）
工作量分

析

1

门诊业

务分析

门急诊人次分

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全院

总门急诊人次、科室门急诊量排行以及相关的挂号类

型和对应趋势内容,并实现关键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再

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2

门急诊诊断排

行分析

通过趋势图、柱形图、表格等方式，通过联动分析，

分析门急诊诊断的排行，了解不同诊断的趋势情况，

并通过同环比分析，掌握前二诊断的变化情况。同时

可以选择不同的科室分析诊断的排行情况，方便对医

院各科室对收诊患者的病种管理。

3
门急诊挂号类

型分析

分别以柱状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全院门急诊

人次相关的挂号类型情况,并能够查看不同挂号类型

的趋势。另外，可以选择不同的科室进行挂号类型的

分析。实现关键指标从全院到科室的层级下钻分析。

4 门急诊医保自

费分析

分别以仪表盘、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全院门急诊

医保人次、非医保人次及非医保病人占比情况,可以

选择不同的科室进行医保自费的分析。实现关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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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5

门急诊病人组

成分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趋势图、曲线图、联动等不同

的方式展示病人的来源情况。可以根据不同的地域、

性别、年龄段、挂号类型、保险类型的不同的角度分

析病来的来源情况。有效了解医院的主要病人情况，

且了解来院就诊的人群的疾病排行等内容。

6

住院业务

分析

出院人次数分

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全院

总出院人次、科室出院人次排行以及相关的费用类型

和对应趋势内容,并实现关键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再到

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7
入院人次数分

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全院

总入院人次、科室入院人次排行以及相关的费用类型

和对应趋势内容,并实现关键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再到

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8 出院诊断排行

分析

通过趋势图、柱形图、表格等方式，通过联动分析，

分析出院诊断的排行，了解出院诊断的趋势情况，并

通过同环比分析，掌握前二诊断的变化情况。

9 自动出院率分

析

通过饼图、条形图、趋势等不同展示方式分析医院自

动出院率，及出院人次的疾病转归情况，并实现指标

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10

病种出院人次

分析

以病种出发，通过表格、饼图、柱状图、趋势等不同

可视化方式分析医院各病种的出院情况、疾病转归情

况；并实现指标从全院到科室的层级下钻分析。同时

可以选择不同的科室分析诊断的排行情况，方便对医

院各科室对收诊患者的病种管理。

11

手术业务

分析

住院手术台数

分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住院

手术台数、手术类型、科室住院手术台数排行以及手

术名称排行前 5 的 TOP 分析图,并实现关键指标从全

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12
三、四级手术比

例分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全院

三四级手术比例、科室三四级手术工比例情况以及全

院手术排行前 5 的 TOP 分析图,并实现关键指标从全

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13
住院手术排行

分析

通过分析手术排行情况，掌握医院的主要手术谱。了

解医院的手术谱情况，对医院病种的发展趋势变化有

整体的了解，并能够下钻查看各个科室的手术谱情

况。

14 医技业务

检查工作量分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全院

检查工作情况、检查项目收入、平均检查收入、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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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析 人均检查量等指标进行分析,对各类型检查项目进行

TOP 分析，了解全院的检查工作量情况，并实现关键

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15

检验工作量分

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全院

检验工作情况、检验项目收入、平均检验收入、医师

人均检验量等指标进行分析,对各类型检查项目进行

TOP 分析，了解全院的检验工作量情况，并实现关键

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八）
卫生经济

分析

1

医疗收入

分析

医疗收入增长

率分析

分别以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对医疗收入增长率

的趋势、目标达成情况、科室排行及医疗收入构成进

行分析,了解全院医疗收入情况，并实现关键指标从

全院到科室的层级下钻分析。另外，提供了医疗收入

增长率的自助分析功能，主要从医疗收入占比出发，

用户可以自行通过时间维度、收入构成、医院片区、

业务领域维度自定义组合查询各科室医疗收入构成

（药品、材料、检查、检验、医疗服务）占比情况。

2

医疗收入结构

分析

主要从医疗收入结构出发（药品收入、医疗服务性收

入、卫生材料收入、检查检验收入、体检收入），通

过收入占比趋势联动分析、同期增减情况、下钻科室

明细，帮助医院管理者清晰的掌握医院当前收入结构

达成情况，实现医院战略规划跟进和提前调控的作

用。另外，提供了医疗收入占比的自助分析功能，主

要从医疗收入占比出发，用户可自行通过时间维度、

收入构成、医院片区、科室维度自定义组合查询各科

室医疗收入组成（药品、材料、检查、检验、医疗服

务）占比情况。

3
医疗总收入分

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医疗

总收入指标, 查看全院的医疗总收入情况，且能够

按照门诊、住院不同费用类别进行分析；并实现关键

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4

门诊收入分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分析门诊

收入指标, 查看门诊收入情况，且能够按照不同费

用类别进行分析。并实现关键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再到

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5

住院收入分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住院

收入指标, 查看住院收入情况，且能够按照不同费

用类比进行分析。并实现关键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再到

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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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床日收入分析

分别以条形图、趋势图等不同展示方式分析床日收入

的科室排行、趋势和同期对比情况；并可以支持指标

从全院到科室的层级下钻分析。

7
药品卫生材料

占比分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药品

与卫生材料占比，分析药品与卫生材料占比的同环

比、趋势情况，并实现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层级下钻分

析。

8 检查检验占比

分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检查

检验占比，分析检查检验占比的同环比、趋势情况，

并实现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9

医疗支出

分析

医疗支出增长

率分析

通过对医疗支出增长率本期同期对比、构成、科室排

行及趋势变化和达标值分析，并支持指标全院到科室

的层级分析，了解医院及各科室的医院支出历年来的

变化情况。

10

医疗支出结构

分析

主要从医疗支出结构（人员经费、药品费、卫生材料

费、折旧费、维修费、水电费）出发，通过结构分析、

趋势分析、比较分析展现重点医疗支出分布和医疗支

出的增减情况。配合联动、下钻功能，层层深入分析，

掌握全院及各科室的医疗支出情况。

11

管理费用分析

主要从医疗管理费用比重（人员经费占比、折旧费占

比、维修费占比、水电费占比、其他）出发，通过结

构分析、趋势分析、比较分析展现医疗管理费用结构

和医疗管理支出的增减情况。配合联动、下钻功能，

层层深入分析，掌握全院及各科室的管理费用支出情

况。

12

工作效率

分析

平均住院天数

分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全院

的平均住院天数。并能够提供下钻到不同科室、医疗

小组或医生的平均住院天数，加强对院级优先级指标

的管理。另外，能够进行下钻各科室发现各科室的病

种的平均住院日排行以及各科室的出院患者的诊断

排行。为后续平均住院日的管理提供方便。

13

病床使用率分

析

主要以柱状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全院的床位

使用情况，通过实际开放床位数、实际占用总床日数

相关指标分析。对全院以及科室的床位使用情况进行

深入分析对比，发现床位设置较为不合理的情况，并

辅助进行改正。

14 日间手术率分

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全院

日间手术率、日间手术率的趋势情况以及全院日间手

术率科室排行前 5 的 TOP 分析,并实现关键指标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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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15
平均每医生门

诊人次分析

分别以条形图、趋势图等不同的展示方式分析每医生

门诊人次同期对比、趋势、科室排行分析医院医生门

诊工作情况，并支持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层级下钻分

析。

16
平均每医生出

院人次分析

分别以条形图、趋势图等不同的展示方式分析每医生

出院诊人次同期对比、趋势以及科室排行分析医院住

院负荷释放情况，并支持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层级下钻

分析。

17

次均费用

分析

人次均门急诊

费用分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每门

急诊人次费用，了解患者的门急诊费用负担水平。并

实现关键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

析。

18 人次均住院费

用分析

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住院人均

费用，了解患者的住院费用负担水平。并实现关键指

标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19
住院患者次均

药费分析

以柱状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住院次均费用，

了解患者的住院药品费用负担水平。

20
门急诊患者次

均药费分析

以柱状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门急诊次均费

用，了解患者的门急诊药品费用负担水平

（九） 药品分析

1

药占比分

析 全院药占比分

析

分别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不同的方式展示药占

比，分析药占比的同环比、趋势情况、预警情况，并

实现指标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2

基药使用占比

分析

通过分析基本药物使用比例、使用科室排行及使用趋

势等方式，可查看全院基药占比情况亦可查阅门诊、

住院分别的基药使用情况。全面展示医院在用药方面

的合理性，并且可以下钻的方式，分析科室用药、医

生用药的合理性。

3 住院抗菌药费

用占药费比例

分析

主要通过分析住院抗菌药费用占药费比例的本期同

期对比、趋势变化、科室、医生排行来了解医院住院

抗菌药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不合理用药现象采取措

施解决，并支持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

析。

4
门急诊抗菌药

费用占药费比

例分析

主要通过分析门急诊抗菌药费用占药费比例的本期

同期对比、趋势变化、科室、医生排行来了解医院门

急诊抗菌药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不合理用药现象采

取措施解决，并支持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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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分析。

5

抗菌药分

析 抗菌药物使用

率分析

分别按人次、处方统计，分析全院、住院、门诊、急

诊的抗菌药使用率情况，并实现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

生的层级下钻分析，整体监控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6

抗菌药物使用

强度分析

以出院抗菌药物使用强度和住院抗菌药物使用强度

为指标分析，采用条形图、曲线图等图表方式，分析

抗菌药物使用强度整体情况。通过预警分析，掌握抗

菌药使用强度达标科室数和未达标科室，整体监控抗

菌药物使用强度。

7 抗菌药物送检

率分析

用条形图、曲线图等图表方式分析抗菌药送检率的情

况，并实现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整体监控抗菌药物送检情况。

8 特殊级抗菌药

物使用率占比

分析

通过文本、趋势图、柱形图的方式对特殊级抗菌药物

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发现使用的抗菌药物中特殊级抗

菌药物的使用情况。另外，可实现从全院到科室再到

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整体监控特殊级抗菌药物使用

情况。

9
特殊级抗菌药

物使用强度分

析

通过文本、趋势图、柱形图的方式对特殊级抗菌药物

使用强度进行分析，发现特殊级抗菌药物的使用强度

情况。另外，可实现从全院到科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

钻分析，整体监控特殊级抗菌药物使用强度情况。

（十） 医疗质量/安全分析

1

诊断符合

分析

以柱形图、曲线图等图表方式，分析门诊出院诊断符

合率、出入院诊断符合率、手术冰冻与石蜡诊断符合

率、术前术后诊断符合率等指标，并实现从全院到科

室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整体了解诊断符合情

况。

2

重返类分

析

再入院分析 通过对 24 小时再入院、2-15 天再入院、16-31 天再

入院、2-31 天再入院等指标的分析，了解下患者的再

入院人次和再入院率，并实现关键指标从全院到科室

再到医生的层级下钻分析。

3

死亡类分

析

住院死亡分析

以疾病、年龄段分析住院的死亡情况，并通过分析住

院总死亡率、恶性肿瘤死亡率、重点病种死亡率、新

生儿住院死亡率等指标，可下钻了解死亡个案信息。

4

手术死亡分析

以疾病、年龄段分析住院的死亡情况，并通过分析手

术总死亡率、恶性肿瘤手术死亡率、重点手术死亡率、

再次手术住院死亡率等指标，可下钻了解死亡个案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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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危重抢救死亡

分析

以疾病、年龄段分析住院的死亡情况，并通过分析危

重抢救成功人次、危重抢救成功率、急危重抢救死亡

人数、急危重抢救死亡率等指标，可下钻了解死亡个

案信息。

6

重点病种

与手术

重点病种分析

以条形图、饼图、表格等方式展现，分析重点疾病的

病种人次、死亡人数、死亡率、平均住院费用、平均

住院日、再入院情况的指标，了解重点疾病的整体情

况。

7

重点手术分析

以条形图、饼图、表格等方式展现，分析重点手术的

手术人次、死亡人数、死亡率、平均住院费用、平均

住院日、术后 48 小时内非计划重返手术人数、术后

30 天内非计划重返手术人数等指标，了解重点手术的

整体情况。

8

重点恶性肿瘤

手术分析

以条形图、饼图、表格等方式展现，分析重点恶性肿

瘤手术人次、死亡人数、死亡率、术后 48 小时内非

计划重返手术人数、术后 30 天内非计划重返手术人

数、平均住院费用、平均住院日指标，了解重点恶性

肿瘤手术的整体情况。

9

临床路径

分析

临床路径入组

率分析

通过临床路径的入组率的本期同期对比、目标达标情

况、前五科室、前五病种及趋势变化分析影响临床路

径入组率主要的障碍因素，改进治疗过程，最终提高

入组率。

10
临床路径完成

率分析

通过分析临床路径的完成率、变异率等指标，分析影

响符合临床路径的相关病种的临床规范化治疗主要

的障碍因素，改进治疗过程，最终提高完成率降低变

异率。

（十

一）

三级医院等级评审指标管

理

1

医院运行

监管

资源配置 人力资源主要从员工性质、员工学历、卫生技术人员

配置标准、员工性别年龄等多个角度、多图形来分析

人员分配情况；资源配置主要从床位资源、人力资源、

基本资源每年，每季度的统计数据，以及卫生技术人

员分布图。

2

工作负荷 主要从门诊工作量、住院工作量、住院危重抢救工作

量、工作负荷监测指标部分进行分析和概况：门诊工

作量从门诊人次、急诊人次、门诊手术、体检人次、

留观人次门诊相关业务指标按科室进行统计，折线图

展示医师日均负担门诊诊疗人次月趋势；住院工作量

主要从住院业务相关指标按科室进行统计，并下钻至

个案详情数据；住院危重抢救从住院抢救相关指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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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科室统计，并下钻至个案详情数据；工作负荷监测

指标主要从门诊、住院、手术相关业务指标，结合条

形图、折线图进行多样式分析。

3

治疗质量

从治疗质量监测指标汇总进行分析，从手术冰冻与石

蜡诊断符合例数、恶性肿瘤手术前诊断与术后病理诊

断符合例数、住院患者死亡与自动出院例数、住院手

术例数、住院手术死亡例数治疗质量相关指标按每

年、每月进行统计分析。

4

工作效率

从工作效率监测指标汇总进行分析，从出院患者平均

住院日、平均每张床位工作日、床位使用率、床位周

转次数指标按每年、每月进行统计分析，以及平均床

日数、床位使用科室排行图形展示。

5

患者负担

主要从患者负担监测指标进行分析和概况：患者负担

监测指标主要从每门诊人次费用、每门诊人次药品费

用、每住院人次费用、每住院人次药品费用统计数据，

及月趋势对比分析，并下钻科室分析患者负担相关指

标统计数据，最后下钻查看详细个案数据；患者负担

明细。

6

资产运营

主要从资产运营监测指标进行分析，从流动比率、速

动比率、医疗收入/百元固定资产、业务支出/百元业

务收入、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总值(元)、医疗收入

中药品收入比率、医疗收入中医用材料收入比率等每

月统计数据和其月趋势分析，以及相应指标对比折线

图分析

7
科研成果

主要各科室的科研成果（如：论文、研究成果专利等

等）进行统计，以及全院每年科研成果月趋势分析。

8

住院患者

医疗质量

与安全

住院重点疾病

分析住院重点病种整体情况(总例数、死亡例数、15

日内再住院率、31 日内再住院率、平均住院日、平均

住院费用)。分析重点病种年龄段与性别分布，展示

重点病种再住院率季度趋势。

9
住院重点手术

分析住院重点手术整体情况(总例数、死亡例数、术

后非预期再手术例数、平均住院日、平均住院费用)。

10

麻醉相关专题

统计住院重点

疾病

从每年、每季度对麻醉三级相关指标进行统计，以及

利用图形对各类麻醉分布、麻醉非预期相关事件分

布、麻醉分级管理情况的分析。

11 手术并发与患

者安全类

通过依据三甲综合质量评审文件规定，统计每类手术

并发症与患者安全的监测指标，了解手术并发症与患

者安全的总体情况。其中主要包括住院患者压疮发生

率及严重程度，医院内跌倒/坠床发生率及伤害严重



769

程度，择期手术后并发症（肺栓塞、深静脉血栓、败

血症、出血或血肿、伤口裂开、猝死、呼吸衰竭、骨

折、生理/代谢紊乱、肺部感染、人工气道意外脱出）

发生率，产伤发生率，因用药错误导致患者死亡发生

率，输血∕输液反应发生率，手术过程中异物遗留发

生率，医源性气胸发生率，医源性意外穿刺伤或撕裂

伤发生率等进行专题指标统计。

12

单病种质

量 急性心肌梗死

AMI

对急性心肌梗死 AMI 从治疗质量、效率质量、经济质

量等进行总体分析，并下钻至个案的层级进行急性心

肌梗死 AMI 相关三甲指标详情分析。

13

急性心力衰竭

通过依据三甲综合质量评审文件规定，首先对各类单

病种的总体分析，主要从治疗质量、效率质量、经济

质量等相关指标的分析, 病种可联动年龄和性别的

维度进行图形展示对比分析，并下钻至个案的层级进

行急性心力衰竭相关三甲指标详情分析

14
社区获得性肺

炎ＣＡＰ--住

院、成人

对社区获得性肺炎ＣＡＰ--住院、成人从治疗质量、

效率质量、经济质量等进行总体分析，并下钻至个案

的层级进行社区获得性肺炎ＣＡＰ--住院、成人相关

三甲指标详情分析。

15

脑梗死ＳＴＫ

对脑梗死ＳＴＫ从治疗质量、效率质量、经济质量等

进行总体分析，并下钻至个案的层级进行脑梗死ＳＴ

Ｋ相关三甲指标详情分析。

16

髋关节置换术

对髋关节置换术从治疗质量、效率质量、经济质量等

进行总体分析，并下钻至个案的层级进行髋关节置换

术相关三甲指标详情分析。

17
冠状动脉旁路

移植术ＣＡＢ

Ｇ

对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ＣＡＢＧ从治疗质量、效率质

量、经济质量等进行总体分析，并下钻至个案的层级

进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ＣＡＢＧ相关三甲指标详

情分析。

18 围术期预防感

染

对围术期预防感染从治疗质量、效率质量、经济质量

等进行总体分析，并下钻至科室分析术前、术中、术

后等过程统计指标。

19
社区获得性肺

炎--住院、儿童

对社区获得性肺炎--住院、儿童从治疗质量、效率质

量、经济质量等进行总体分析，并下钻至个案的层级

进行社区获得性肺炎--住院、儿童相关三甲指标详情

分析。

20
重症医学

质量

ＩＣＵ-1 非

预期

的 24/48 小

通过对重症医学(ICU)质量监测指标汇总统计，展示

各项指标每年、每季度的分子、分母及比例数据（包

含ＩＣＵ-1 非预期的 24/48 小时重返重症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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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重返重症医

学科率

科率）。

21

ＩＣＵ-2 呼

吸机相关肺炎

（ＶＡＰ）的预

防率

对重症医学(ICU)质量监测指标汇总统计，展示各项

指标每年、每季度的分子、分母及比例数据（包含Ｉ

ＣＵ-2 呼吸机相关肺炎（ＶＡＰ）的预防率）。

22

ＩＣＵ-3 呼

吸机相关肺炎

（ＶＡＰ）发病

率

通过对重症医学(ICU)质量监测指标汇总统计，展示

各项指标每年、每季度的分子、分母及比例数据（包

含ＩＣＵ-3 呼吸机相关肺炎（ＶＡＰ）发病率）。

23

ＩＣＵ-4 中

心静脉置管相

关血流感染发

生率

通过对重症医学(ICU)质量监测指标汇总统计，展示

各项指标每年、每季度的分子、分母及比例数据（包

含ＩＣＵ-4 中心静脉置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生率）。

24

ＩＣＵ-5 留

置导尿管相关

泌尿系感染发

病率

通过对重症医学(ICU)质量监测指标汇总统计，展示

各项指标每年、每季度的分子、分母及比例数据（包

含ＩＣＵ-5 留置导尿管相关泌尿系感染发病率）。

25 ＩＣＵ-6 重

症患者死亡率

通过对重症医学(ICU)质量监测指标汇总统计，展示

各项指标每年、每季度的分子、分母及比例数据（包

含ＩＣＵ-6 重症患者死亡率）

26

ＩＣＵ-7 重

症患者压疮发

生率

通过对重症医学(ICU)质量监测指标汇总统计，展示

各项指标每年、每季度的分子、分母及比例数据（包

含ＩＣＵ-7 重症患者压疮发生率）

27

ＩＣＵ-8 人

工气道脱出例

数

对重症医学(ICU)质量监测指标汇总统计，展示各项

指标每年、每季度的分子、分母及比例数据（包含Ｉ

ＣＵ-8 人工气道脱出例数）

28

合理用药

分析

每百张门诊处

方抗菌药处方

占比

对每百张门诊处方抗菌药处方占比的本期值与同期

值的对比，以及指标改善情况分析。

29

每百张门诊处

方注射剂处方

占比

对每百张门诊处方注射剂处方占比的本期值与同期

值的对比，以及指标改善情况分析。

30
药费收入占医

疗总收入比重

对药费收入占医疗总收入比重的本期值与同期值的

对比，以及指标改善情况分析。

31

抗菌药物占西

药出库总金额

比重

对抗菌药物占西药出库总金额比重的本期值与同期

值的对比，以及指标改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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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常用抗菌药物

种类与可提供

药敏试验种类

比例

对常用抗菌药物种类与可提供药敏试验种类比例的

本期值与同期值的对比，以及指标改善情况分析。

33

医院感染

控制

呼吸机相关肺

炎发病率

对每年、每季度的呼吸机相关肺炎感染人数、使用呼

吸机总日数、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病率(‰)等指标统计

分析，并对各季度呼吸机相关肺炎感染对比、以及季

度趋势分析。

34
留置导尿管相

关泌尿系感染

发病率

对每年、每季度的留置导尿管相关泌尿系感染人数、

使用导尿管总日数、留置导尿管相关泌尿系感染发病

率(‰)等指标统计分析，并对各季度留置导尿管相关

泌尿系感染对比、以及季度趋势分析。

35
血管导管相关

血流感染率

对每年、每季度的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人数、使用

中心静脉置管总日数、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率(‰)

等指标统计分析，并对各季度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

对比、以及季度趋势分析。

36

不同感染风险

指数手术部位

感染发病率

对各类手术风险等级的手术风险人数、手术感染病例

数、感染发病率，以及各类切口各类不同程度组织感

染的感染人数、发病率等指标进行统计。

37

专题分析

儿童哮喘专题

分析

要求以患儿病情控制状态为有效指标，基于数据中心

抽取医院儿童哮喘病人的病历数据，分析治疗控制情

况，发现病情部分控制及未控制的原因或问题，并辅

助找到解决方案，最终产生改进效果，实现疾病整体

控制目标。产品功能截图必须体现本专题分析维度包

括：哮喘控制率、治疗顺从率、按时随访率、初诊病

人率、复诊病人率等

38

儿科重症监护

抢救案例专题

分析

要求以急性危重症患儿从入院到进入重症监护室的

抢救时间为目标，基于数据中心抽取医院急性危重患

儿从预检分诊时间、急诊诊病时间、住院办理时间、

入科时间等进行总体分析，并展示每个环节不同预检

分诊分级病人的平均候诊时间、超出平均候诊时间的

原因挖掘等。产品功能截图必须体现本专题分析内容

包括：儿科重症监护室患者平均入院时间、预检分诊

时间及预检分诊不同层级病人的平均候诊时间、急诊

时间及预检分诊不同层级病人的平均候诊时间、急诊

离开时间及预检分诊不同层级病人的平均候诊时间、

手术时间及预检分诊不同层级病人的平均候诊时间、

入院办理时间及预检分诊不同层级病人的平均候诊

时间、入科时间及预检分诊不同层级病人的平均候诊

时间、第一次护理时间及预检分诊不同层级病人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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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候诊时间等

39

门诊候诊时间

专题分析

要求从门诊患者的预约、失约情况以及医生的平

均看诊时间等方式入手，分析门诊换患者候诊相关指

标的趋势、分布、排行等情况。根据分析结果从侧面

辅助科室对门诊预约配备（如自助预约机的楼层摆

放）及医生号源分配等做出相应决策。产品功能截图

必须体现本专题分析维度包括：预约资源数、预约就

诊数、预约失诊数、预约就诊率、预约失诊率、均看

诊时间等。

40

手术室使用效

率专题分析

要求以提高手术室使用效率为目标，进行手术室

使用效率专题分析，主要根据不同的手术室的麻醉开

始时间到最后麻醉苏醒时间，进行手术室的全天使用

分析，针对发现手术室空闲情况进行有效的实时调

配，并能基于手术内容判断手术时长的合理性，有效

提高手术室使用效率。

41
化疗副反应专

题分析

要求以降低化疗副反应为目标，进行化疗副反应

专题分析，要求通过决策支持系统，对化疗患者的重

要指标提供实时监测，并对指标的控制情况、干预情

况提供分析和追溯功能。

42
导尿管相关尿

路感染防控专

题指标

要求以导尿管尿路感染为目标，进行导尿管相关

尿路感染防控专题分析，要求通过决策支持系统，监

测医院尿路感染的发展趋势分析，追溯尿路感染的主

要影响因素等。

43

急诊不明原因

发热分析专题

分析

急诊不明原因发热分析要求针对急诊部以高热

不退 7 天以上、长期反复发热为主诉入院的患者为分

析对象，参考国际上不明原因发热患者相关的临床实

践指南，制定针对这类患者的临床诊疗改进方案如增

加患者宣教、缩短辅助确诊检查项目的报告时间、增

加这类患者的放射性检查项目等。决策支持系统要求

以不明原因发热患者为主题，抽取患者诊疗、检查、

预后等数据，以改进前后为时间分界，分析患者预后

情况、医疗费用与确诊时间、检查项目执行占比、检

查报告时长的统计学关系的变化情况，指导临床观察

诊疗方案合理性，提供临床决策参考。

（十

二）

APP 端应

用

1
实时监测

提供重点指标和重点疾病数据实时监测，提供全面准

确的数据分析统计，方便用户查看、查询和管理。用

户可实时掌握医疗数据的整体状况，对区域医疗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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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有效干预，做到预防、控制、持续改进，降低医

疗风险，提供医疗服务水平。

2

移动报表管理

移动报表管理提供首页业务领域模块、指标展示

界面分析管理。通过获取数据仓库数据，配置指标共

性分析展示，包括指标同期对比分析和趋势分析配

置。同时，可针对地区到机构不同层级的个性化配置，

提供饼图、条形图、折线图等不同图形的配置，丰富

指标展示内容，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

移动报表指标类型包括普通指标和预警指标。普通指

标展示指标的基本分析内容。预警指标根据与预警目

标值对比，显示指标预警程度以及对应预警的地区和

机构，直接提醒用户预警信息面貌。

3

指标搜索

提供指标查询服务，用户可根据所查询的条件筛选指

标内容。同时，用户通过指标搜索，定位到指标所分

析内容的关键信息，及时获取统计信息，快速查找指

标相关内容。

4

指标推荐

对用户经常查看的指标推荐在首页，用户可了解近期

关注的指标内容。通过指标推荐窗口用户可直接定位

到指标分析界面上，及时获取指标信息。

5

指标收藏

指针对不同用户所关注的监管指标不同，故需要提供

不同用户的日常重点指标的收藏夹，用于可以快速定

位日常应用的相关指标内容

6

批注分享

要求支持批注分享功能，帮助用户更好的标记模板，

对指标分析界面可添加修改意见、注释或说明。批注

后的模板发送给其他用户，共同监管指标内容，提高

工作处理效率。

7

预警消息

支持预警消息提醒功能，针对关键指标进行关注、监

控，出现异常情况时，消息内容推送到预警界面上，

快速定位问题，及时制定有效措施。预警级别包括严

重预警、重要预警、提示预警，显示预警的严重程度，

辅助用户异常处理工作。

32、福建省妇产医院价表管理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收费项目

维护

按物价管理部门提供的医疗服务项目规范维护收费项

目，包括项目标准编码、项目名称、单位、单价、发

票类别、核算类别、折扣规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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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收费项目的修改、停用、恢复、调价等操作。

提供收费项目的申请、执行权限向科室分发功能。

2

诊疗项目

维护

诊疗项目维护是按临床要求将常用项目组合，以便于

临床部门快速开单。维护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单位、

单价（自动计算）、关联收费项目等。

提供诊疗项目的修改、停用、恢复等操作。

提供诊疗项目的申请、执行权限向科室分发功能。

3
医保项目

维护

医保项目维护包括医保类别字典、医保特殊病种字典、

医保项目字典、医保对照字典的维护。

4
费别收费

配置 设置和维护不同费别对该诊疗项目的特殊收费比例。

33、福建省妇产医院财务管理（财务做账软件）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总体要求 (1) 提供多分录/多页签两种方式，医院可自行选择

其中一种进行平行记账操作

(2) 满足医疗集团多组织下对财务账务的不同需求，

满足新政府会计制度的多组织应用，系统应预置新政

府会计制度科目体系

(3) 提供科目对照功能

(4) 根据政府会计制度发文的【附录：主要业务和事

项账务处理举例】的信息内容，预置业务场景和凭证

模板

(5) 实现根据会计科目自动携带出医院会计科目及

政府会计科目的辅助核算项

(6) 在凭证制单界面明确标识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

方便财务人员核查

(7) 提供财务会计凭证与预算会计凭证双向互转功

能

(8) 在预算会计制单时，可调用预置的预算会计模板

进行业务操作

(9) 机动处理计提业务，支持对计提业务的平行记账

(10) 提供智能提醒功能，在凭证制单时进行校验提

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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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预置预算会计报表

(12) 提供汇总打印模板

2

财务核算 （1）满足财务日常的账务处理要求：期初录入、基础

资料、凭证填制、出纳签字、会计确认、凭证审核、

记账、对账、结账、反结账、明细账、总账、辅助账、

备查账、报表、查询等功能。系统能够满足财务成本

一体化管理模式，在处理会计凭证时，同时按照国家

成本核算口径及院内奖金核算口径进行成本数据的归

集，多院区账务处理，总院能控制一、二及科目的规

范使用。

（2）由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建立财务应用环境，设置

适合本医院实际需要的专用模块。可自由定义科目代

码长度、科目级次。根据需要增加、删除或修改会计

科目或选取行业标准会计科目。可自定义凭证类别、

凭证格式，凭证追溯功能。

（3）提供丰富的凭证录入功能。支持凭证录入时指定

现金流量项目，可自定义转账，可满足多人同时在线

制单，支持凭证整理功能。加强与业务系统和其他模

块的协同实现自动制单，包括 HIS 系统中的收入数据、

成本数据，固定资产系统中的资产折旧、报废数据，

物资系统中的出入库数据，薪资系统中的人力成本数

据，绩效分配系统中的绩效分配数据，网上报销的支

出报销数据等，可定时自动生成凭证（数据库级接口

集成）。

（4）提供多种查询方式。支持跨年度查询，也可以选

择年度分段查询。完善查询权限，可按操作员权限自

动过滤数据。可自由定义在查询结果中显示的字段。

制单时可查科目和辅助项目余额，提供明细账、总账、

凭证、原始单据联查功能。

（5）提供丰富的报表功能。既有根据医院会计制度预

置的相关会计报表，又有可自定义编辑、自动取数的

自定义报表，可以从 HRP 的各业务系统自主选择取数，

生成有固定样式的电子报表。

（6）提供出纳管理功能。满足出纳日常管理功能，支

持现金、银行日记账及支票、票据等动态追踪管理，

支持银行对账单的导入和银行自动对账，支持根据会

计凭证内容（往来单位、金额等）进行多家银行的支

票、进账单等银行单据的单张或集中打印。

3
应收应付

款管理
（1）提供对病人应收款的管理。提供各种预警，及时

进行到期账款的催收，以防止发生坏账，提供信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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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控制，及时了解客户的信用情况。

（2）提供应收账龄分析、欠款分析、回款分析等统计

分析，从而进行资金流入预测。

（3）提供多种账期管理(固定日付款、交货付款、即

付现金、按单不同，预定付款)，在应收单上可设置到

期日、立账日、收付款协议，并可按立账日、到期日

分析账龄。

（4）对采购管理系统的采购发票进行审核，进行付款

处理，支持应付单的录入、现金折扣的处理、单据核

销的处理等业务处理功能。

（5）提供应付款票据的跟踪管理，可以随时对票据的

计息、结算等操作进行监控。提供结算单的批量审核、

自动核销功能，并能与网上银行进行数据的交互。

1

总账管理

初始设置

期初余额：用户在开始启用总账系统时，将手工账中

各科目的余额、累计发生额等数据录入到总账系统中，

作为开始录入日常业务之前的准备。

2

凭证管理

与凭证相关的一切操作与管理功能，包括：凭证显示

格式定制、填制凭证、出纳签字、审核凭证、记账、

查询凭证、冲销凭证、凭证整理等功能。

3
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系统为报表使用者提供单位一定期间内的

现金流入和流出信息。

4
财务折算

指凭证从来源账簿向目的账簿通过财务折算规则自动

生成折算凭证。财务折算包括手动折算和即时折算。

5

往来核销

总账核销主要是针对同一科目的借贷方发生数据之间

进行勾对的处理,包括：核销对象设置、期初未达录入、

核销处理、查询统计分析。

6
内部交易对账

内部交易是集团内各成员单位之间发生的交易，如各

单位之间相互提供劳务、技术、无形资产、资金等。

7

内部交易协同

根据协同业务设置的内部各成员单位之间的科目对应

关系，提供了由一方单位的凭证自动生成另一方单位

凭证的“协同凭证”功能。

8

自定义转账

医院在每个会计期结束时，都需进行各种费用的分摊、

税金的计提、成本的结转、损益的结转等，结转完毕

后，才可执行月末结账。

9
周期凭证

对多个会计期间均会重复性发生的经济核算业务，系

统支持以周期性凭证的处理方式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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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期末处理

进行各种费用的分摊、税金的计提、成本的结转、以

及损益的结转等，结转完毕后，要进行月末结账，标

志着该会计期业务的结束。

11

账簿查询

提供了各种账簿的查询分析功能，包括科目余额表、

辅助余额表、三栏总账、三栏明细账、日记账、日报

表、科目汇总表、序时账等。

12

管理报表

总账管理报表是针对一些特殊的查询要求提供的，其

特点是提供更详细全面的查询条件，查询结果具备不

同的展现形式。

13
总账与业务

系统对账

总账与业务系统对账分为对账规则设置、对账执行、

账簿打印等节点操作。

14
银行对账

将系统登记的银行存款日记账与银行对账单进行核

对。

15
应收管理

初始化设置

包括单据协同设置、查询对象注册、报表初始化，为

各种应收和收款业务的日常工作开展做好初始准备。

16
期初余额

提供期初余额录入功能。用户在开始启用应收管理系

统时，将尚未处理完的应收以及收款业务录入。

17
应收日常业务

提供日常的单据处理、单据核销、债权转移、汇兑损

益处理、坏帐处理、调整单、银行托收等功能。

18

收款日常业务

提供日常的收款业务处理，包括收款单的录入，审核、

查询、即时核销等单据管理，以及协同单位间的收款

协同确认和收款并账操作。

19
核销处理

核销处理实现应收单和收款单；应付单和付款单；应

收单和应付单；收款单和核付款单间的相互核销工作。

20

坏账处理

坏账发生是将特定的应收款做为坏账的设置，处理包

括：坏账损失、坏账收回、坏账计提、坏账查询等功

能处理节点。

21

催款

系统提供催款管理，由催款语气和催款单构成，其中

催款语气可以按币种、应收余额、最长账龄设置催款

用语方案。

22
查询

提供应收业务的总账表、余额表、明细账表的查询功

能。

23

报表

对应收款和收款进行统计分析管理，通过管理报表，

可以按用户定义的查询方式，进行一定期间内应收欠

款分析、应收对账单、收款预测、收款分析。

24 应付管理 初始化设置
包括交单据协同设置、报表初始化，为各种应付和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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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业务的日常工作开展做好初始准备。

25

期初余额

提供期初余额录入功能。用户在开始启用应付管理系

统时，将尚未处理完的应付以及付款业务录入，作为

开始日常业务之前的准备。

26

应付日常业务

提供单据处理（包括单据录入、单据管理和单据确认、

单据复制）、单据核销（包括手工核销和自动核销）、

债务转移、汇兑损益、调整单管理等功能。

27

付款日常业务

提供日常的付款业务处理，包括付款单的录入，审核、

查询、即时核销等单据管理，以及协同单位间的付款

协同确认和付款并账操作。

28
核销处理

核销处理实现应收单和收款单；应付单和付款单；应

收单和应付单；收款单和核付款单间的相互核销工作。

29
期末处理

期末处理主要完成汇兑损益计算及当前期间的关账、

结账业务操作。

合同管理

与支付系统对接，付款时自动对付款计划进行匹配，

付款时间及比例匹配成功的才能予以付款

30
查询

提供单据查询、总账表、余额表、明细账、审批情况

查询表、报警单等多种账表的查询功能。

31 报表 管理报表指系统提供的对应付业务进行分析的表单。

报销系统

OA、APP、自助

报销机 实现线上报销

OCR 自动识别

自动识别发票的信息，包括开票方名称、货物或服务

内容、金额、账号、发票号码等

商旅中心 职工可直接在报销系统定火车票、机票、酒店等

发票核验

与税务系统对接，自动验证发票真伪以及电子发票的

查重

银医直联 网银支付系统与物流系统、报销系统对接

32 固定资产 基础设置 提供基础数据相关设置，为做固定资产业务做准备。

33
期初数据

账簿初始化是应用在多账簿中的节点，可将原账簿中

的卡片导入新增账簿中。

34
新增资产

通过新增资产审批单完成的，新增资产审批单通过审

批之后可以被参照生成新增资产卡片。

35
资产变动

变动单管理是对系统制作的变动单进行综合管理的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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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资产维护

对资产进行维护的业务处理点，包含资产变动、评估、

减值、拆分、合并。

37
资产盘点管理

对资产进行盘点，根据盘点情况，可对资产进行清点

处理，并根据盈亏情况做资产的增加或减少。

38
资产调拨

适用于医院内部科室间的资产调拨，医院内部各科室

之间的资产转移使用资产变动中的部门变动解决。

39

期末处理

主要完成工作量管理、固定资产计提折旧、递延资产

摊销费用、查询和修改折旧清单、查询折旧分配汇总

结果。

40
账簿查询

固定资产管理过程中，需要及时掌握资产的统计、汇

总和其它各方面的信息。

41
管理报表

固定资产管理过程中，需要及时掌握资产的统计、汇

总和其它各方面的信息。

42

初始化工具

卡片导入工具是在客户初始化过程中快速实施的一个

工具，可以将客户原有的固定资产卡片导入到系统中，

减少工作量。

43

存货核算

基础设置

由于存货成本核算业务流程都各有区别，所以对系统

中的各选项进行设置，以便设定正确的业务流程及核

算方式。

44
期初数据

提供以单据的形式录入存货明细帐的期初余额。期初

余额经期初记帐后，才可以开始进行日常业务。

45

入库业务

向医院外部采购物资形成的采购入库单、内部交易形

成的调拨入库单形成的产成品入库单的业务形成的其

它入库业务。

46

出库业务

包括销售出库形成的销售成本结转单、调拨业务形成

的存货调拨出库单各科室领用材料形成的材料领料单

等其出库业务。

47
调整业务

调整业务包括入库调整单、出库调整单、计划价调整

单。

48
账务处理

帐务处理主要包括对单据进行入出库成本计算和对产

成品入库单分配入库成本。

49

月末处理

包括月末结帐、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和计价方式的变更。

在月末结帐时，系统自动生成假退料形成的下月蓝字

材料出库单。

50 存货查询
主要包括：出入库流水账、存货明细账、仓库存货明

细账、发出商品明细账、发出商品余额查询、收发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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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查询、计价辅助查询表。

51 存货报表 存货报表主要包括：出入库汇总表、收发存汇总表。

34、福建省妇产医院绩效考核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总体要求 1、系统必须符合卫生主管部门要求和医疗行业特点的

绩效管理产品，并基于医院战略目标，构建的全方位

绩效考评体系，同时全面负责我院所有部门绩效管理

方案的调研、制定、可行性测试。全面负责绩效管理

方案正式执行一年内的效果跟踪、方案修正。

2、绩效方案应满足以下：

绩效方案总体设计：采用基于工作量核算引用 RBRVS

理论的核算方法，应符合国家的政策、法规，在国内

应具备领先优势。能随时关注医改政策，为医院正确

发展提供合理化建议。通过对医院战略的建立、目标

分解、业绩评价，并将绩效成绩用于医院日常管理活

动中，以激励员工业绩持续改进并最终实现组织战略

以及目标。合理处理医、护、技关系，方案和咨询服

务提供方不得有不良记录和相关报道；

绩效方案本地化：绩效方案所使用 RBRVS 点值必须提

供本地化服务，该服务包括：（1）与本地价表项目对

应。（2）根据医院实际情况对点值大小做出本地化调

整；

*医生工作量核算体系：系统应建立基于 RBRVS 理论，

工作量核算体系，使用点值法核算医生工作量；

*护理工作量核算体系：系统应综合使用出院人次、住

院床日、护理时数等 KPI 指标结合点值法核算护理工

作量；

医技工作量核算体系：系统应综合使用 KPI 或点值法

核算医技工作量；

绩效方案实现：软件系统应内置基于工作量核算的代

表国内领先水平的核算方法和模板；

3、绩效管理模块能够满足以下功能：

数据采集与集成：能够全面采集绩效管理考核所需的

所有数据，包括 HRP 内部和其他系统的数据。同时该

功能须不依赖于第三方软件，由绩效核算系统提供；

数据加工处理：系统按月对绩效基础数据进行数据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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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产生核算结果。可处理 100 万行以上数据；

核算方案个性化管理：软件应具备为不同核算单元设

置不同的，个性化的 KPI 指标和绩效方案的能力；

数据测算：软件应具备测算功能，对任意期间的数据

可以通过该软件进行快速、可重复的测算；

应具备完整的绩效考核指标库；

应能够对绩效核算结果和各因素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和

历史数据的趋势分析。并且分析方法应具备可扩展性。

能够保存历史数据，方便随时查阅各科室绩效数据及

同比环比数据；

数据查询：对核算流程中各关键点产生的数据提供查

询，各科室能查询本科室绩效数据，数据查询应有权

限控制；

二次开发和扩展性：数据加工的流程、逻辑均可进行

管理和二次开发，应预留并向医院开放二次开发的接

口和工具；

1
奖金分配

基础档案

基础设置主要是进行科室、人员、奖金项目、职称等

信息的维护，为后续的奖金分配计算打下基础。

2
KPI 管理

包括确定全院指标集、科室指标体系、目标值的设定、

权重的制定、指标数据采集方式、评价标准等设置。

3
绩效核算与分

配 根据各绩效单元配置的奖金项目公式计算绩效奖金。

4
分配方案制定 分配方案制定是对奖金分配计算的方案按人员或者科

室进行制定并分配。

5
分配方案执行 分配方案执行是根据方案制定和分配进行方案计算，

计算出科室或人员的奖金。

6

奖金发放 奖金发放是对科室奖金计算的结果进行发放，将方案

计算的结果发放到科室。科室可以进行二次发放，将

科室的奖金发放到人员。

7
绩效分析 对绩效结果的查看，包括指标分析、趋势分析、同比

分析、环比分析、雷达分析、院长查询等。

8
报表查询 报表查询可以查询方案计算后，科室、人员的奖金。

奖金二次发放后，人员奖金汇总结果。

9

奖金分配

接口

接口设置 接口设置主要设置收费类别、收费项目、以及用收费

项目与 his 数据的对照和奖金科室与 his 科室的数据

对照，以供后续数据采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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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数据采集

将 his 的门诊收入和住院权责收入下载到绩效考核数

据库中，根据收费项目的设置，自动计算开单科室和

执行科室的金额。

11
收费项目数据

总表

查看下载到绩效考核数据库中的明细数据，科室收项

目的金额。

35、福建省妇产医院基建管理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财务管理

要求

（1）满足财务日常的账务处理要求：期初录入、基础

资料、凭证填制、出纳签字、会计确认、凭证审核、

记账、对账、结账、反结账、明细账、总账、辅助账、

备查账、报表、查询等功能。（2）由用户根据自己的

需要建立财务应用环境，设置适合本医院实际需要的

专用模块。可自由定义科目代码长度、科目级次。根

据需要增加、删除或修改会计科目或选取行业标准会

计科目。可自定义凭证类别、凭证格式，凭证追溯功

能。

（3）提供丰富的凭证录入功能。支持凭证录入时指定

现金流量项目，可自定义转账，可满足多人同时在线

制单，支持凭证整理功能。

（4）提供多种查询方式。完善查询权限，可按操作员

权限自动过滤数据。可自由定义在查询结果中显示的

字段。制单时可查科目和辅助项目余额，提供明细账、

总账、凭证、原始单据联查功能。

（5）提供丰富的报表功能。既有根据医院会计制度预

置的相关会计报表，又有可自定义编辑、自动取数的

自定义报表，可以从 HRP 的各业务系统自主选择取数，

生成有固定样式的电子报表。

（6）提供出纳管理功能。满足出纳日常管理功能，支

持现金、银行日记账及支票、票据等动态追踪管理，

支持银行对账单的导入和银行自动对账，支持根据会

计凭证内容（往来单位、金额等）进行多家银行的支

票、进账单等银行单据的单张或集中打

印。

（7）提供对基建应收款的管理。提供各种预警，及时

进行到期账款的催收，以防止发生坏账，提供信用额

度的控制，及时了解客户的信用情况。

（8）提供应收账龄分析、欠款分析、回款分析等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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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从而进行资金流入预测。

1

投资计划

年度投资计

划

根据每年新建项目及续建项目编制单位年度投资计

划，后续将项目档案、项目预算与年度投资计划实现

关联。

2
年度投资计

划执行查询

可以通过报表对年度投资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进行查

询。

3

前期管理

项目登记

重大的投资项目，经过内部提出后，需要调研分析的

周期很长，需要对这类项目予以登记，便于查询和围

绕此项目做后续业务。

4

项目建议书

重大的投资项目，经过内部提出后，需要调研分析的

周期很长，需要对这类项目予以登记，便于查询和围

绕此项目做后续业务。

5 可行性研究

报告

重大的投资项目，经过内部提出后，需要调研分析的

周期很长，需要对这类项目予以登记，便于查询和围

绕此项目做后续业务。

6

许可登记

项目在前期及执行过程中需要向政府相关部门报批手

续，在文件已经批复之后，需要将报批报建的文件在

系统中记录下来备查。

7
立项管理 院方的每一个正式项目都要经过一个立项过程，可以

将项目的内部立项审批点作为项目开始的一个标志。

8

物资及服

务

物资计划

物资及服务需求单控制项目执行时，物资与服务需求

发生种类、数量或单价变化时，可通过物资及服务调

整单和物资及服务调价单进行变更调整。

9 物资执行 物资计划的执行明细通过物资备料表获取。

10 合同及费

用

招标管理 记录招标结果及中标供应商的信息。

11 销售合同管

理

销售合同为用户与客户签订的承包合同或是收入合

同。这类合同主要是面对“客户”，销售所承揽的工

作内容，产生应收、收款等过程。

12 总价发包合

同管理

总价发包合同又称为包干合同，是指根据合同规定的

工程施工内容和有关条件，业主应付给承包商的款额

是一个规定的金额，即明确的合同总价。

13 清单发包合

同管理

清单发包合同又称为工程量发包合同或是单价合同，

是以工程量和工程量所对应的单价作为计算依据，定

期或是按里程碑，计算并支付工程款的合同形式。

14
材料结算管

理
是指甲供材的项目（即业主方提供材料），在项目完

工后，要根据材料的出库数量、退库数量等判断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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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达到平衡，对于应退而未退的材料进行扣款。

15
费用结算管

理

用于结算无合同费用，如报批报建、绿化费、探伤费

等。

16 项目扣款管

理

项目竣工验收后，施工合同进入质保期，在质保期内，

如果发生质量问题，由此会造成修复费用，并据此要

对施工单位进行扣款。

17
进度管理 进度计划编

制

通过系统的计划工作台，可对项目进行 WBS 分解，制

定计划工期、建立逻辑关系。

18 任务进度填

报

项目计划编制发布之后，项目进入到执行阶段，按照

一定的周期，汇报项目任务的执行进展，反映项目任

务的进展情况。

19

指标进度

定义集团使用的进度计量指标，建立指标模板和指标

计划时可参照；计量指标都为定量指标，可汇报完成

数量。

20

现场管理

开工管理

项目确定了施工单位后，施工单位进行施工准备，确

认已具备开工条件，提出开工申请，监理工程师对开

工准备及各项开工条件进行审查，最后由总监理工程

师下达开工令。

21

变更管理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因为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对原

有项目以及具体做法有所改变调整，变更单记录这些

调整信息。

22 质量安全 质量检查 制定质量检查计划，反馈质量检查结果。

23
质量问题

记录执行过程中问题，通过问题验收单，反馈质量问

题的验收情况，作为问题追溯和追责的依据。

24

巡视检查

依据检查标准带入的检查项进行检查，记录巡查情况

和检查结果，记录现场发现的问题以驱动问题整改，

并反馈整改结果。

25
质量评核

运用评估方案对评核项进行评估和计量，实现对评估

结果进行量化。

26
验收管理 项目验收管理提供了对项目的各种验收对象和项目产

出物的验收过程进行管理的功能。

27 决算及转

固

项目决算 工程完工、交工验收后，项目进入决算阶段。

28

工程转固

当项目的所有工作已经完成或者项目中止时，用户提

出项目结项申请，审批通过后，系统将根据状态交易

规则的设置将项目状态改变为关闭，项目不再发生任

何业务。



785

29

文档管理 将项目开始时的合同、开工报告、质量计划、协调程

序等，执行中产生或用到的信函、项目规定、技术标

准、图纸、会议纪要、采购文件、报告、变更单等，

结束时的竣工图、项目总结、关闭报告等相关文档归

集到系统中统一管理。

36、福建省妇产医院医院物流管理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总体要求

4) 满足医院对材料、低值易耗品等所有物资的

采购申请、计划、订单、入库、移库、退库、调

拨、盘点、出库、调价、发票、应付、结算、付

款等物流的过程管理。支持在采购申请、订单、

发票等环节进行预算检查和控制。物资档案支持

一个品种多个名称，并支持多种分类口径、多计

量单位和多个规格。材料物资的信息完整（条码、

品名、效期、类别、生产批号、采购批次、厂商、

供应商、三证、费别等）。

5) 支持多种采购模式，例如：合约采购、批次

采购、人工个案采购等方式。支持根据一级库的

安全库存量自动生成请购单或采购订单，招标、

询议价、确标等所有例行工作可以手动或根据自

定义条件自动进行。支持根据既定规则自动分配

订单给多家供应商，并可设臵对应的审批流程。

供应商可登录系统自行打印预交货单，并可录入

效期、批号、数量等信息，提升入库环节的工作

效率。支持采购记录查询及相关文档的生成及导

出。采购模块预留对接外部采购平台接口；

6) 支持合同管理，主要完成合同信息的录入、

保存、审核、生效、变更、续签、冻结、终止、

查询、预收（付）款等功能。支持物资采购部门、

物资管理部门、财务部门在系统中对采购合同进

行全程跟踪、监控管理，物资采购订单、入库、

付款等环节能够自动关联合同进行校验和控制。

支持特定情况下的预付业务，签订采购合同后，

无需物资入库即可直接预付；

2 功能要求

（1）条码管理

引入个体条码管理，能够对物资的需求计划、采购、

入库、移库、出库、消耗每个环节实现全程跟踪。引

入品种条码管理，通过无线条码枪实现库房移动盘

点。每一种仓库材料都可采用供应商提供的条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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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系统生成唯一条码。

高值医疗耗材还需支持入出库全程单个物资条码管

理，支持院内条码或产品自带条码，并支持全程移动

终端识别使用。寄售模式支持管理库存与不管理库存

的两种，需要管理库存时，系统应记录耗材的库存情

况，耗材使用时即由系统自动完成出库等过程；不管

理库存时，耗材使用完成后根据申请单及收费清单进

行采购、入库、出库等过程自动补单；通过与医疗业

务系统对接，高值耗材使用与收入自动匹配稽核，并

能追踪到使用病人实现医嘱核销，实现高值耗材的闭

环管理；

（2）物资申领、采购、领用

物资需求申请各科室使用部门及实物库房提交，常规

耗材根据科室库或二级库库存情况自动生成补货建

议，各院区库房自动汇总、平衡库存后，向资产管理

部门提请本科室的采购计划.。资产管理部门审核后

自动按供应商生成采购计划和采购订单。物资申领、

采购计划支持按金额、物资类别等自定义审批流程。

自动产生相关的出入库单据、会计凭证和内部应付单

据。能实现物资请领的预算控制，控制超预算出库行

为发生。

（3）采购入库、结算

能够处理各种普通出入库业务：如采购入库、代销入

库、其他出入库等。验收支持条码识别。支持订单、

验收单、发票手动或自动匹配，并对核对有误的发票

给予提醒。提供月初回冲、单到回冲和单到补差三种

暂估处理方式。

支持从输入请购单到生成采购订单的所有例行工作

可以自动进行，不需要很多人工干预。使用人员只需

要在意外情况下干预。所有文档可参照系统中已有的

相关数据产生，简化处理过程和防止数据输入过程中

产生错误。

报价单申请可由请购单生成或手工输入，传送给若干

个供货商。报价单的数据输入到系统中存储的各个报

价单申请中。采购员可以使用价格比较清单对报价单

的价格和条件进行对比分析，以确定最优惠的报价

单。

支持采购付款，包含预付款、销后固定天数付款、货

到固定天数付款、到货验收合格付款、分批次验收比

例付款、逾期交货扣款后付款等多种付款方式，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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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付款方式进行付款锁定、触发审批流程等付款控

制；可根据付款协议，进行付款计划排程；支持发票

及电子发票管理，针对特殊发票（例如：负票）纳入

付款结算抵扣，同时联动品质扣款等。支持提供相应

付款数据查询、下载、分析。支持付款时效的提醒；

（4）库存管理

满足日常库存管理功能，支持多级库存管理、库位管

理、效期批次管理、安全库存管理（安全库存公式可

以灵活设定，且支持手工设定及系统根据历史用量或

其他相关信息自动计算）、物资报废报损、冻结等常

见功能，支持各级库存之间的转库借库（一级库向二

级库、二级库向三级库、二级库之间、三级库之间等）、

不同组织单元之间的物资调拨。支持固定资产、设备

等资材的保养、维修所需配件的关联管理。提供库存

查询、下载、分析。支持存货资金占用规划、占用分

析、储备分析、周转分析、入库成本分析、ABC 成本

分析、库龄分析等多维度统计分析，支持滞存物资管

理，对物资用量异常的情况，能够及时预警；

支持物资入库的多种方式，包含但不限于物资入库后

自动从一级库划拨到二级库、入库后直接出库、到货

验收后入库、到货免检入库等方式入库需支持相应的

验收机制，验收支持条码识别。如遇供应商违约或货

品质量出现问题，可进行相应罚扣，罚扣金额可联动

财务付款。支持合同、订单、验收单、发票手动或自

动匹配，并对核对有误的发票给予提醒；

物资出库，需与医疗业务系统连接，对库存实行动态

监控，根据材料类别，计价材料可实现医嘱实时核销

的出库模式，非计价材料提供包括“以领代销”和“实

耗实销”在内的多种出库模式。计价材料应与收费项

目对应，材料进价发生重大变化应对收费项目进行调

价提示；

（5）存货核算

具有完整的存货核算功能，能够核算物资的入库成

本、出库成本和结余成本，支持对采购暂估业务的处

理（采购中处理、存货自动记账）、存货成本的调整、

物资价格的调整、物资成本差异的计算分摊、提取存

货跌价准备（按账龄提取及手工输入两种方式）、多

账本核算等功能。支持按照单个物资或某类物资设臵

的计价方式核算存货的发出成本，可提供实时的出库

成本及完成对成本的模拟计算，同时可以将物资的成

本信息传递到财务核算、成本核算、单机绩效等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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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协同的系统。支持灵活的成本归集范围设臵，包括

财务组织级、库存组织级、仓库级或多种组织单元组

合级（比如库存组织+仓库）。支持多种计价方式的

成本计算，包括但不限于先进先出、移动平均、全月

平均、计划价、个别计价等。支持基于入库调整出库

成本，可对出库物资的成本进行调整。支持异常结存

的手动及自动调整、假退料、存货单元和总账对账、

进项税转出、数据 EXCEL 导入导出等功能。支持物资

从入到出每一个节点的数量、金额、成本的明细账查

看；

（6）存货盘点

提供多种盘点方式，如按仓库盘点、按批次盘点、按

存货类别盘点、对保质期临近多少天的存货进行盘点

等等，还可以对各仓库或批次中的全部或部分存货进

行盘点，盘盈、盘亏的结果自动生成其它出入库单。

支持科室二级库实时盘点。

（7）预警管理

提供及时灵活的合同效期（生效和失效）、公司资质

效期、物资效期、安全库存、积压物资、物资到货期

等预警功能。支持采购订单、采购入库、采购结算等

环节进行证件过期控制。

（8）供应商管理

构建供应商管理，构建供应商基本资料信息库，实现

供应商的统一管理、维护与分散使用。可定义供应商

的启用、封存等多种状态。采购过程可联动品质、合

约、证件管理、供应商管理等模块，对供应商进行准

入控制及评估。支持供应商综合分析评估及供应商等

级制定及评价。支持对供应商资质及其证件效期进行

管理，审核确定供应商允许供应的物资及效期，同时

可自定义向未审批供应商或资质过期的供应商采购

的条件及审批流程；

（9）合同管理

主要完成合同信息的录入、保存、审核、生效、变更、

续签、冻结、废止、终止、归档、查询、预收（付）

款等功能。支持物资采购部门、物资管理部门、财务

部门在系统中对采购合同进行全程跟踪、监控管理，

实现物资采购订单、入库、付款等环节自动受合同控

制。采购合同可以直接付款，实现预付业务，其他合

同也可直接收款或付款，也可生成应付（收）单。支

持各类查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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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合同概要、收/付款计划、合同标的、合同条款、

合同大事记、合同附件等信息处理，可以对合同进行

生效/失效、变更、结案/弃结。

提供各种类型合同，主要包括普通合同、主子合同、

应收应付类合同和购销类合同等。

应收/应付类合同可以填制合同结算单，确定执行数

量、单价、金额等信息，通过应收款/应付款管理系

统进行收付款和核销操作，收/付款信息回填合同结

算单，同时合同结算单回写合同的执行数量、执行金

额。

采购管理系统可以参照合同生成采购订单，并回写执

行信息于合同工作台。《合同管理》可跟踪采购订单

及后续的到货单、采购发票、采购入库单及付款单信

息。

合同执行应支持合同执行单的录入和生效等业务处

理。可以通过合同执行单（合同结算单）来反映合同

的执行情况，也可通过采购订单来反映合同的执行情

况。

支持与医院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物流管理、会计

核算等系统实现一体化业务整合，结合预警功能，体

现“合同与实物的一致性监管”、“合同与账务的一

致性监管”、“合同履行情况的全过程追踪监管”、

“合同往来账款的追踪监管”、“合同全阶段资料文

档的监管”等先进管理思想，进一步提高医院精细化

管理水平。

（一）
供应商管

理门户

1

订单管理

订单管理

订单管理主要对医院发出的耗材订单申请进行一体

化管理，包括：接单，订单配送以及订单发票核销，

实现耗材订单电子化管理，医院与供应商的采购业务

实现实时协作，日常采购、配送、验收入库避免人工

处理，提升医院采购效率。

接单管理

统一订单平台自动将医院耗材采购单推送到供应商

配送管理平台，供应商在接单管理中进行审核（是否

满足医院采购单需求），供应商可以查看采购单详情，

包括：物资名称、编码、规格、数量、申请单位、配

送地址等，供应商对满足采购申请的订单生成配送单

进行配送。

2 订单配送
供应商对已接单的订单进行备货，对备货完成的采购

单填写收货方信息后进行配送，支持打印采购清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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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验货单，并且生成二维码的随货同行单，供医院快

速验收入库使用。对于供货商已接单的采购单，医院

可以实时获取采购单进度，包括：接收订单、开始备

货、完成备货、取消备货、已配送。

3

订单结账

供货商对本次进行配送的采购单进行结账，供货商公

司财务提供发票信息后，在订单发票核销中进行发票

信息的录入，根据医院要求进行发票核销且打印本次

结账的物资信息，通过二维码的电子发票功能生成的

二维码清单给医院对应的仓库管理人员进行实际入

库操作，至此，供货商在医院耗材的采购订单流程中

的订单管理处理完毕

4

资质管理

资质管理

供应商管理平台提供资质证照管理，供应商上传供应

商/代理商/厂商相关资质信息，医院进行审核，通过

审核的供应商/代理商/厂商才可参与耗材采购订单

供应商资质

实现供应商资质统一管理，包括供应商编码、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经营企业许可证编号，授权人员等基

本信息维护，同时提供所需的资质材料上传/下载/维
护，医院进行供应商资质审核准入的管理，建立预警

和控制机制。供应商资质管理通过“配送委托”可以

与代理商建立委托配送关系。

5
代理商资质

实现代理商资质统一管理，包括代理商编码、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经营企业许可证编号等基本信息维护

证照预警

对供应商所提供的证照资质可进行半年内到期管理，

提示相应资质的证照预警功能

6

厂商资质

实现生产企业资质统一管理，包括生产企业编码、名

称、社会信用代码、经营企业许可证编号、下级授权

人员等基本信息维护，同时提供所需的资质材料上传

/下载/维护，医院进行厂商资质审核准入的管理，建

立预警和控制机制

7

物资管理

产品管理

产品管理维护了该供应商的所有物资信息，包括：物

资编码、名称、类别、规格、厂商、供应商等信息，

其中由于物资型号、规格的不同，一条物资可对应多

条子物资，子物资维护的信息包括：物资主码、详细

规格、物资型号、物资单位、供货价、零售价、领用

基数等。通过“供应链”，可以为物资配置供应链，

同时提供物资证件材料上传/维护，医院进行物资资质

审核准入的管理

3) 物资主码须符合现有国家政策允许的唯一

性标识系统规则，且是原生产企业提供的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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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合格证标签。

4) 通过物资类别的设置，配置不同物资类别的

管理方式，例如是否有注册证、是否采用批号管

理等基本管理设置，与财务对接时，不同物资可

以进入不同的管理科目。

8

供应链模板

供应链授权维护厂家、代理商、供应商和物资项

目之间的关联关系，可以在供应商和厂商之间增加多

个中间代理商。供应链模板为后续的订单流程管理提

供更好的信息基础。

供应链授权需提供每个授权关系的资质证照图片，方

便医院进行资质证照的管理及授权关系预警维护。

9
往来单位

管理

往来单位管理维护了该供应商对接往来的单位信息，

维护了供应商与医院的采购关系。

（二）
医疗机构

管理门户

1

订单管理

采购申请

医院耗材管理系统将采购单（采购信息生成二维码）

发送给设备科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扫码生成采购订

单进入采购流程。采购订单对耗材采购进行统一管

理，包括采购单以及采购详情。

2

备货申请

备货订单申请主要针对不明确的采购及高值耗材的

采购，医院耗材管理系统将不明确的耗材采购单（采

购信息生成二维码）发送给设备科进行审核，审核通

过后扫码生成采购订单进入采购流程。

3

订单管理

订单物流状态管理实现采购订单的一体化管理，包括

耗材采购订单以及高值耗材的采购订单，医院与供应

商的采购业务实现实时协作，采购订单同步供应商的

订单状态，时时了解订单的情况，方便医院对采购订

单以及采购详细进行管理和跟踪，甚至是催发物流进

度等。

4

资质管理

供应商资质

医院对供应商上传的供应商相关资质信息进行审核，

建立预警和控制机制，对于审核不通过的供应商资

质，可以向供应商推送审核失败的原因。

5

代理商资质

医院对供应商上传的代理商相关资质信息进行审核，

建立预警和控制机制，对于审核不通过的代理商资

质，可以向供应商推送审核失败的原因。

6

厂商资质

医院对供应商上传的厂商相关资质信息进行审核，建

立预警和控制机制，对于审核不通过的厂商资质，可

以向供应商推送审核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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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供应商用户

管理

供应商用户管理维护了与医院进行业务往来的供应

商，新建立业务往来的供应商需要经过医院的审核才

能建立往来关系，医院可以作废某一供应商，断开业

务往来。

8

物资管理

物资类别管

理

物资类别管理维护了院内的物资类别字典，维护信息

包括：类别代码、类别名称、所属分类等，供应商需

要按照医院的物资类别字典将物资字典上传供医院

审核，实现了全院各类物资统一分类、统一管理，建

立信息交换基础。

9

物资字典

物资字典将所有供应商的物资字典进行汇总，医院统

一审核，对于审核不通过的物资信息，可以向供应商

推送审核失败的原因。物资字典维护了所有供应商的

所有物资信息，包括：物资编码、名称、类别、规格、

厂商、供应商等信息，其中由于物资型号、规格的不

同，一条物资可对应多条子物资，子物资维护的信息

包括：物资主码、详细规格、物资型号、物资单位、

供货价、零售价、领用基数等。物资字典建立了院内

的物资编码体系，实现全院各类物资统一分类、统一

管理，建立信息交换基础。

HIS 对照收费

将物资与 HIS收费项目类别进行获取以及对照，实现

物资使用登记与收费的关联，以及实现二级库与医用

物资的对应关系对照，医嘱与医用物资的使用关系对

照

采购验收入

库管理

将供应商配送至仓库的物资按要求完成入库，可以在

验收入库时，自动验证物资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并且

在入库时，能对合格物资与不合格物资分别处理，也

能完成对供应商配送评价，有电子订单二维码入库，

支持批量入库

10

供应链授权

供应链授权维护厂家、代理商、供应商和物资项

目之间的关联关系，可以在供应商和厂商之间增加多

个中间代理商。供应链模板为后续的订单流程管理提

供更好的信息基础。

供应链授权需提供每个授权关系的资质证照图片，方

便医院进行资质证照的管理及授权关系预警维护。

11

往来单位

管理

往来单位管理维护了医院对接往来的供应商信息，维

护了医院与供应商的采购关系。新建立业务往来的供

应商需要经过医院的审核才能建立往来关系，医院可

以对供应商提交的业务往来申请进行确认和驳回，同

时可以对已建立往来关系的供应商解除关系，断开业

务往来。



793

（三） 系统管理

1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维护了平台所有的用户，包括医院用户、供

应商用户以及管理员用户等，同时维护用户的状态

（正常、作废、停用等）。

2
角色管理 角色管理将平台用户按照角色类别进行分类管理，方

便平台按照角色分类进行平台功能权限的划分。

3

功能管理 对平台菜单和功能进行管理维护，同时对功能进行权

限分发，功能分发支持按照角色分发以及按照人员分

发。

4

安全审计

登录日志

用户在登录系统的同时生成登录日志，同时显示登录

用户名称、IP 地址、登录时间，并支持对登录信息进

行检索，方便后期对用户进行追踪统计管理。

5

操作日志

操作日志主要记录用户对各模块的功能操作，包括系

统功能模块的增、删、改、查操作的监控记录，支持

对操作日志进行检索。

（四）
微信或 APP

增值服务

通过微信小程序为医院和供应商提供微信增值服务，

实现移动办公，信息处理更加及时，医院可以在线查

看采购订单进展，在线扫码进行订单采购申请，供应

商可以在线接单，在线备货，高效便捷。

（五）
智能消息

提醒

医院通知及时达，工作更省心，实现各种实时信息通

知提醒，包括字典变更、资质信息变更、价格变更、

物资对应的厂商变更等，并尽可能提供各种通知方式

和手段，可以第三方通知工具进行对接。

（六）

可视化订

单追踪

实现采购订单的可视化一体化管理，包括耗材采购订

单以及高值耗材的采购订单，医院与供应商的采购业

务实现实时协作，采购订单同步供应商的订单状态，

方便医院对采购订单以及采购详细进行管理和跟踪，

日常采购、配送、验收避免人工处理，提升医院采购

效率。

（七） 高值耗材

可追溯

统一供应链平台对高值耗材进行唯一码管理，实现采

|供|配|用全程追溯，避免遇不良事件时，流通追溯

难，追责难。

（八）

订单配货

协同

订单配货协同，采供沟通更高效，医院耗材管理系统

将采购单（采购信息生成二维码）发送给设备科进行

审核，审核通过后扫码生成采购订单进入采购流程。

采购订单会自动推送至供应商门户，供应商接单后直

接进行配货和配送，全程无需人工沟通，订单状态实

时同步，高效准确，实时跟踪，轻松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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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智能资质

管理

供应商在门户提交相关资质材料，医院在线进行审核

和管理，替代了手工管理，便捷高效，同时提供资质

过期/即将过期/缺失智能预警。

37、福建省妇产医院物资设备管理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基本功能 实现资产实物与账务两方面的管理，处理各种资产变

动业务，包括部门转移、使用状况变动、使用年限调

整、折旧方法调整、自动计提折旧等。提供多层次、

多维度、可自定义的资产管理报表。

2、实现固定资产条码管理，通过条码跟踪固定资产实

物从入库、安装、使用、移动、变更、移动盘点以及

报废的全过程。

3、提供 “固定资产卡片联查图片”功能，在固定资

产卡片中数码相机生成的资产图片，以便管理得更具

体、更直观；支持对固定资产生命周期过程中形成的

所有资料、说明书、合同等文档关键信息录入及影印

件进行管理。

4、折旧处理。支持面向财务的分资金来源的固定资产

折旧，面向全成本核算的分核算单元的固定资产折旧，

面向部门绩效考核（奖金核算）的固定资产折旧（折

旧年限、是否折旧等与国家财务制度可能不同）。实

现固定资产多部门使用、折旧多部门分摊的处理功能。

5、实现与财政部门专用资产管理系统的数据互联，减

少重复工作。

1
供应室管

理

基础数据和

业务

包含厂商维护、代码字典管理、代码字典管理、代码

字典管理、 清洗机管理、灭菌机管理。

2 供应室生产

管理

支持有条码、无条码等情况的回收、交接，支持过期

包回收、灭菌不合格物品的召回，支持部门灭菌包、

器械的损耗登记等。

3 消毒包追溯

管理

对灭菌包生产过程中进行组合条件查询，追溯消毒包

整个生命周期流转过程。提供对灭菌包的过期预警和

灭菌不合格提醒功能。

4

统计分析

对灭菌包生产过程中进行组合条件查询，追溯消毒包

整个生命周期流转过程。提供对灭菌包的过期预警和

灭菌不合格提醒功能。

5 检验试剂 厂家管理
支持对生产企业和供应商基本信息的录入管理。支持



795

管理 对生产企业资质和产品资质的登记。

6

试剂字典

支持对试剂基本信息进行管理，统一试剂名称、编码

基础信息、规格等，并根据实际情况完成分类，建立

库存预警机制。

7

采购申请

试剂使用单位根据工作周期和工作量确定试剂采购量

和种类，提出采购申请，采购人员根据库存情况进行

采购申请。

8

入库管理

入库人员通过手持移动设备扫描包装上的唯一条

码标识，对试剂进行验收人库，并同步实现发票等供

货信息的录入管理。

试剂的温控记录管理，在入库时把全过程的温控记录

导入并记录。

9

出库管理

入库人员通过手持移动设备扫描包装上的唯一条码标

识，对试剂进行验收人库，并同步实现发票等供货信

息的录入管理。

发票核销

支持票货随行以及一票多批入库的两种核销方式，实

施电子订单后，支持发票清单的二维码扫描核销功能

付款记录

根据已经完成数据对接的财务系统的付款记录来核销

发票

科室成本统

计

根据科室的物资领用物资统计领用成本，可提供按实

物或按发票进行分别统计的成本

账实差异查

询

根据实物入库以及发票入库之间的差异进行检查，跟

踪已经出库未开票的采购入库单

10

库存管理

包括试剂库的库存管理和科室二级试剂库的管理。试

剂管理人员定期对试剂库存盘点管理，打印库存清单，

清点库存试剂数量。

11

有效期管理

包括试剂库的库存管理和科室二级试剂库的管理。试

剂管理人员定期对试剂库存盘点管理，打印库存清单，

清点库存试剂数量。

12 库存预警管

理

试剂基本信息录人时，对特定品种的试剂采购量、库

存预警线进行设置。在采购周期内如果出现库存数量

不足或超量等情况，系统及时预警。

13
账务管理

通过试剂的入库管理、出库管理、库存盘点等对试剂

的收支情况进行统计管理，并测算采购试剂费用比例。

14 高值耗材
供应商管理

支持对供应商资质信息进行集中维护、统一管理。审

核资质是否齐全、企业是否正规、产品是否合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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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格是否合理等。

15 高值耗材档

案

支持对髙值耗材的分类、规格型号、产地等信息进行

编码管理，并可管理耗材相关信息，以便在耗材到期

前进行预警提示。

16
采购管理

支持根据科室申请制订高值耗材采购计划，支持自动

汇总科室申请生成采购计划汇总单。

收费项目对

照管理

针对高值及一次性可计费材料当中，需要与院内财务

收费项相关联，方便使用登记时自动计费。

17

库存管理

高值耗材一般采用零库存的管理方式，在进入库房后

不计入医院库存，只有在使用后才正式办理快捷出入

库手续，并计人科室使用成本。

库存预警管

理

针对高值耗材中部分产品存放在医院的产品，在不计

入医院成本的情况下还须进行库存管理，须对耗材的

数量及有效期进行管理及预警。

18 高值耗材使

用登记

将患者使用的高值耗材通过扫描条码或人工录入等方

式进行使用登记，详细记录高值耗材使用信息，并可

自动计费。

19
高值耗材追

溯

支持高值耗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从院外的生产企业

为起点，到供应商再到医院科室、手术室二级库、介

入等相应科室等，至耗材使用后的患者跟踪、一物一

码进行全程跟踪。

20
物资材料

管理 请领管理

各科室根据物资需求制订物资请领计划，科室管理人

员对请领计划进行审批。

21

出入库管理

支持通过记录各种出人库单、调拨业务、盘点业务、

低值易耗品管理业务，管理物资流水账、库存台账，

核算物资实物的收发存数量，提供实时的物资结存数

量。

采购入库管

理

采购入库支持手工入库也支持扫码入库，可达到快速

入库中的效果。

22

物资调价

支持按先进先出原则或有效期快到期原则出库的功

能。

支持新建调价、审核调价，对当日的调价信息可进行

修改，对历史的调价信息可进行查询与打印，支持对

调价损益金额记录的自动生成、查询、打印等。

物资调价记

录查询

可实时查询每次物资调价的记录，包括同厂家不是供

应商的调价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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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物资盘点

按照动态盘点法、循环盘点法、重点盘点法、全

面盘点法等方式进行盘点，清点库存物资的实际数量，

做到账、卡和实物一致，确认库存物资的名称、型号、

规格是否与实际相符，质量是否完好；确认超过保管

期限、长期积压物资的名称、规格和数量，进行盘盈

或盘亏操作处理。

对库存进行盘点，同时对物资进行不定期的盘点记录，

记录每次盘点的信息，保证帐帐相符、帐物相符等。

24

标识码管理

以国家唯一性标识规则要求为原则，支持标识码自动

识别。同意库房时，支持扫描标识码获取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数量单位、生产厂家、入库价格、供货商、

登记时间、登记人等信息

25
批次管理

对存货的收发存情况进行批次管理，可自动生成入库

批次号。

26

台账管理

按照物资类别、业务类型、物资明细等生成收发存汇

总表、入库单品汇总表、供应商汇总表、入库单汇总

表、库存分类汇总表等。

27

医疗设备

管理

供应商管理

支持对医疗设备供应商的基础数据的建档管理。进行

医疗设备相关业务流程时自动匹配供应商信息，也为

统计分析模块提供基本信息支持。

科室资产申

请管理

科室前期做资产申购的请求，填写申请单、申请单跟

踪、填写申请单需求等功能。

28

采购管理

设备需求部门通过线上填写设备采购论证报告，并提

交相应的管理部门或设备管理委员进行审核，并填写

反馈意见用于后期执行和统计。

采购预算编

制管理

根据医院年度采购预算管理的要求，根据各科室完成

对科室预算编制后，自动汇总各科室的预算，并对资

产设备采购、更新、维修按科室、资金来源进行预算

审核，审核后的预算可汇总成报表，提交医院进行预

算审批

29
招标管理

支持对医疗设备招标采购相关的重要文件进行建档存

储备案，全程记录招标过程中的相关数据信息。

30

合同管理

支持对医疗设备招标采购相关的重要文件进行建档存

储备案，全程记录招标过程中的相关数据信息。

购置资产到货后进行到货初验，初验后进入安装调试

验收，安装验收后进入试用阶段，使用阶段结束进入

正式验收，正式验收后资产可进入开具发票，正式验

收的资产自动生成卡片，完成标贴，自动完成出入库。



798

验收过程中将设备不同的状态与协同平台共享，告知

目前设备的试用状态，验收中的产品支持产品报修。

正式验收的产品，根据合同维保计算维保期限

验收管理

购置资产到货后进行到货初验，初验后进入安装调试

验收，安装验收后进入试用阶段，使用阶段结束进入

正式验收，正式验收后资产可进入开具发票，正式验

收的资产自动生成卡片，完成标贴，自动完成出入库。

验收过程中将设备不同的状态与协同平台共享，告知

目前设备的试用状态，验收中的产品支持产品报修。

正式验收的产品，根据合同维保计算维保期限

31 设备入库管

理

设备管理部门联合使用单位或其他部门对设备验收完

成后，可进行入库操作，并记录资产台账信息，为设

备追踪和查询统计提供数据支持。

电子标签打

印

解决原资产标签与电子标签的自动转化，根据设备性

质提供不同的电子标签，同时记录同一个设备打印的

标签总数量

32 设备出库管

理

设备管理部门根据使用部门领用单进行出库操作，同

时更新设备台账信息，为设备追踪和查询统计提供数

据支持。

设备退库管

理 对资产进行科室领用及科室退回的处理

33 设备领用管

理

设备管理部门根据使用部门领用单进行出库操作，同

时更新设备台账信息，为设备追踪和查询统计提供数

据支持。

34

设备盘点管

理

对医院内医疗设备实物进行全面盘点，可通过移动智

能终端对设备进行快速盘点功能。盘点后实物账与设

备账实现比对，形成盘点报表，进行报损或损溢处理。

根据账面库存数量和实际盘点数量自动生成盘盈入库

单和盘亏出库单，支持对科室自行盘点设备的统一汇

总及处理，支持对科室盘盈盘亏设备的再清点

折旧计提

对固定资产进行分类别进行折旧，根据新会计制度的

要求支持多种折旧方式

35 设备转移窗

口

记录设备在医院部门间的流转情况。转出科室提出申

请，管理部门进行审批，最后由转入科室接收，完成

设备的转移操作。

36 设备借还

管理

记录设备在医院部门间的流转情况。转出科室提出申

请，管理部门进行审批，最后由转入科室接收，完成

设备的转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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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及付款

支持票货随行以及一票多批入库的两种核销方式，实

施电子订单后，支持发票清单的二维码扫描核销功能

根据已经完成数据对接的财务系统的付款记录来核销

发票

根据科室的物资领用物资统计领用成本，可提供按实

物或按发票进行分别统计的成本

根据实物入库以及发票入库之间的差异进行检查，跟

踪已经出库未开票的采购入库单

设备调拨管

理

应用于设备科在其他科室时，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拨向

所需要的科室，申请对设备的调拨，时时了解该设备

的位置信息与使用记录，为设备定向追踪提供数据支

持

37 设备维护

管理

记录设备在医院部门间的流转情况。转出科室提出申

请，管理部门进行审批，最后由转入科室接收，完成

设备的转移操作。

设备保养管

理

提供对医疗设备的维护保养管理功能，包括定期保养、

保养次数记录、保养情况说明、保养费用等

38
设备报废

管理

提供对医疗设备的报废管理功能，包括使用部门对设

备报废申请，管理部门对报废设备进行勘察与审核等。

39 设备折旧

管理

支持对医疗设备的折旧管理，根据医疗设备性质，在

预计使用年限内，采用平均年限法或工作量法计提折

旧，计提医疗设备折旧不考虑残值。

40

设备标签

对既有医疗设备进行设备登记，针对每个设备生成条

码或电子标签，进行设备绑定，便于后期设备盘点与

管理。

41
设备效益

分析

对于医疗设备进行工作量数据记录，实现单台医疗设

备创造收入的自动计算。

42
报表管理

提供医疗设备明细账、医疗设备总账、医疗设备台账、

设备分布查询报表，设备折旧报表等功能。

预防性保养 保养要求设置:根据产品的特性，制定包括外观检查、

清洁与保养、更换维修、功能检查、测试校准、安全

检查等的管理

保养计划管理:支持根据合同或维护后的保养计划自

动批量生成的 PM 工作计划，针对预防性保养人员所需

进行各项预防性维护计划，由维护人员进行时间微调，

以便于处理类似工作时间内容冲突，人员调休等，使

得相关人员的工作计划更为合理可控



800

保养报告:根据调整后的 PM 计划进行实施管理，执行

预防性保养后填写 PM 报告单。对于预防性保养中出现

有故障需要进一步修理的设备，转入设备维修计划中

保养报告统计:维修中设备列表、PM 计划列表、PM 实

施情况、质控管理、保养工作量等的查询与统计

维修管理

维修保养任务分配:将设备或科室与维修保养相关责

任人进行对应和管理，设备发生问题时，可第一时间

通知责任人，责任人不在时，可以自动通知上级主管

维修计划管理:对所有产品的维修计划进行管理，合理

分配维修任务，保证维修任务的及时完成，对于人员

更换、调休提前调整工作计划，对于外修的计划自动

督促

维修任务跟踪:对已经发生需要维修的产品，进行维修

任务跟踪，包括送修产品、厂商返修产品等，同时在

针对维修任务的维修接单、维修配件购买、维修完成

调试等状态进行管理，对于约定维修任务进展要求的，

可对维修负责人进行短信、邮件或 APP 的提醒

维修报告:针对维修情况及时反馈和记录，详细记录维

修过程，维修记录可以归档，以便于发生问题时可以

对历史记录核查

维修评价:对已经完成的维修由使用部门，维修部门进

行评价，评价内容可向协同平台公示

维修报告统计:对维修执行情况以及维修记录的汇总

及统计

维保合同查询:记录和管理产品维修外包的合同，维修

合同可以从购买合同获取备件和维修价格，并且可以

作为维修备件管理的数据依据

强检管理

强检设备:针对强检设备的强检要求时间进行维护，可

自动提醒需要强检的时间，便于联系沟通相关单位

强检记录:相关单位完成强检后，记录上传相关的强检

报告和过程记录，归档备查

统计分析:对强检相关的记录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质控 支持设备计量质控信息化管理

资产效益分

析

效益分析设置:根据不同的资产类型，设置效益评估方

法，并且确定数据来源

费用分摊原则设置:根据设备、科室、费用等情况，设

置费用分摊原则，以便于更为精确的计算效益与费用



801

相关信息对照: 将资产管理系统里面的设备与相关

其他系统，例如人力资源里面的人员信息、收费系统

里面的资产信息、科室信息等进行对照管理，以便于

数据获取后能准确的归类

43

预警管理

提供设备检修计划和保养计划的制订功能，临近逾期

或逾期未进行检修记录和保养记录的设备进行预警提

示。对近期报废的设备进行预警提示。

44

固定资产

管理

供应商管理

支持对固定资产供应商的基础数据进行建档管理。支

持固定资产相关业务处理时自动匹配供应商信息，也

为统计分析模块提供基本信息支持。

45

采购管理

支持对固定资产供应商的基础数据进行建档管理。支

持固定资产相关业务处理时自动匹配供应商信息，也

为统计分析模块提供基本信息支持。

46
招标管理

支持对固定资产招标相关的重要文件进行建档备案，

全程记录招标过程中的相关数据信息。

47

合同管理

对生成的采购合同进行备案，根据合同结算计划实时

跟进合同结算进度，进行结算到期预警、合同风险的

管控提醒，实现合同的全过程管理。

48 资产入库管

理

固定资产管理部门联合使用部门对固定资产完成验收

后，可进行入库操作，并记录固定资产台账信息，为

固定资产追踪和查询统计提供数据支持。

49 资产出库管

理

固定资产管理部门联合使用部门对固定资产完成验收

后，可进行入库操作，并记录固定资产台账信息，为

固定资产追踪和查询统计提供数据支持。

50 资产领用管

理

支持对固定资产设备的领用申请、审核、发放。固定

资产使用部门提出请领申请，审核通过后由固定资产

管理部门对固定资产进行出库操作。

51
资产盘点管

理

支持对固定资产实物全面盘点，盘点后实物、账实现

比对，形成盘点报表，进行报损或报溢处理。

52 资产转移管

理

记录固定资产在医院部门间的流转情况。转出科室提

出转出申请，固定资产管理部门进行审批，由转入科

室进行接收，完成资产的转移操作。

53
资产借还

管理

记录资产借用归还的基本信息。修改资产当前借还状

态，为资产追踪提供数据支持。

54
资产维护

管理

支持对固定资产的维护管理，包括资产报修登记、资

产维修过程管理以及资产维修费用管理等。

55
资产报废 支持对固定资产的维护管理，包括资产报修登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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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产维修过程管理以及资产维修费用管理等。

56 资产折旧

管理

支持对固定资产的折旧管理。根据固定资产性质，在

预计使用年限内，采用平均年限法或工作量法计提折

旧，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不考虑残值。

57 资产标签

管理

提供对既有固定资产进行资产登记的功能，针对每个

资产生成条码或电子标签，进行资产绑定，便于后期

资产盘点与管理。

58
报表管理

提供固定资产明细账、固定资产总账、固定资产台账、

资产分布查询报表、资产折旧报表等功能。

59

预警管理

支持资产检修计划和保养计划的制订，临近逾期或逾

期未进行检修记录和保养记录的资产进行预警提示。

对近期报废的资产进行预警提示。

38、福建省妇产医院审计管理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总体要求 审计项目管理：新建项目，项目维护

审计准备功能：数据采集，数据转换，业务数据导入，

数据平衡检测，凭证断号检测，标准科目对应，内控

测评

审计实施功能：模型预警，账表查询，审计抽样，综

合查询，SQL 查询，审计分析，杜邦分析，审计检查，

银行对账，利息测算，会计报表，多项目集中分析

审计报告功能：疑点管理平台，底稿管理平台，设置

取数公式，审计日记，审计成果统计，审计调整分录，

科目审定表，生成审计报告

审计模板管理：工作底稿模板管理，财务报表模板管

理，统计项目模板管理，审计报告模板管理，报表汇

总模板管理，常用底稿模板管理，法律法规模板管理

系统管理与帮助：部门设置，用户管理，口令修改，

综合设置，法律法规查询，系统帮助。

1
计划管理

年度计划

年度计划是各级审计机构全年审计任务的规划，是审

计工作的基础、审计项目管理的前提。

2

计划调整

计划调整主要是根据组织管理的灵活性对计划内的预

选项目进行调整，包括修改、删除等操作，以及对突

发审计项目的增加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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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划甘特图

能够直观显示项目进度情况，以项目开始时间作为标

识起点时间，按照全年各月分上中下旬，分别展现各

项目的计划执行时间及项目相关负责人等信息。

4

项目管理

项目进度

系统用户通过数据授权能够查看本机构及下即机构审

计项目执行进度，以及项目组工作状况，掌握一线审

计工作动态。

5

项目启动

审计项目的确立启动来源于年度计划中的预选项目。

项目组长及主审可以启动项目。项目启动后，项目组

长或主审可以进行项目的相关准备工作。

6

档案管理

档案列表

档案列表主要用于动态反映档案的归档情况，可查看

档案的基本属性信息。动态反映审计项目档案的归档

审核、审批情况。

7

档案查阅

查阅审计项目档案的归档信息和档案内容。通过数据

权限和菜单权限双重授权后，审计领导根据权限范围

无需进行借阅审批，可以实现管辖范围内的档案查阅。

8
档案导出

审计档案导出是审计机构档案管理员专用功能，档案

管理员可以按规定进行档案的导出。

9
借阅管理

系统文档精确的权限控制体系可以实现对项目档案指

定文档的一个或多个文件进行查看。

10
借阅日志

档案管理员或审计机构领导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查看

指定档案的借阅历史情况，掌控借阅情况。

11
整改跟踪 整改跟踪分

配

系统设计项目内整改和项目外整改。“整改跟踪”为

项目外整改。项目内整改在在线作业系统中介绍。

12 被审计单位

整改反馈

系统支持被审计单位相关人员登录系统，根据审计问

题情况，上传整改项目的整改方案、反馈进度及整改

报告。支持对某个问题多次反馈。

13
整改结果评

价

跟踪人对被审计单位整改反馈的整改状态及结果进行

跟踪评价。

14
整改问题关

闭 跟踪人复核整改情况后关闭整改跟踪。

15
问题跟踪情

况

整改跟踪专岗负责人可对问题整改跟踪情况进行统一

管理及分析。

16
资源管理

审计机构库

记录各级审计机构的基本信息、在审项目和历史项目

信息。方便机构进行审计工作内容及工作量查看。

17 审计人才库
审计人才库是按照组织机构列示审计人员，记录审计

人员的基本信息、排程计划、在审项目、已审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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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18

审计对象

被审计单位

库

被审计单位库主要归集从审计业务或其他渠道所获取

的被审计单位相关信息，包括基本信息、历史被审项

目、经济责任人信息。

19

审计疑点库

系统用户可将实时监控发现的审计疑点数据或其他渠

道获取发现的疑点，登记到审计疑点库，供审计项目

分析时使用。

20

审计标准

审计事项库

系统支持按照单位的业务板块或管理层级的审计指引

设置相关审计事项。支持现场审计时调用或编制不同

项目类型的审计方案时引用。

21
审计方案库

审计方案库主要是对审计方案进行集中管理。按照不

同的审计项目类别分类创建，以便项目管理模块调用。

22

文书模板库

为了满足审计管理机构对各级审计人员开展审计工作

流程业务环节的指导和规范操作的目的，根据审计项

目类别，设置不同的工作方案。

23

审计问题库

审计问题库将审计项目中使用的问题描述进行规范管

理，统一审计问题分类、问题点描述及关联相关法律

法规，关联相关审计问题案例。

24 被审计单位

资料模版

各级审计机构可以统一维护被审计单位资料模板，方

便审计人员在进行审计作业时，直接调用被审计单位

资料模板列表。

39、福建省妇产医院预算管理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总体要求 1、搭建预算体系：建立预算项目，提供预算项目分类

的维护功能，设置预算表格和预算模板。

2、预算申报和编制：支持基于临床科室业务工作计划、

工作量的预算编制结果生成财务预算；支持职能科室

根据各自职能的划分，按类别归口编制相应的预算。

预算对象落实到每个职能科室、业务科室和核算单元，

实现全院所有科室的预算管理。预算内容包括收支预

算等医院所有经济活动。预算表的数据生成提供三种

途径：公式自动取数、从 EXCEL 导入预算数据和手工

录入预算数。系统根据预算项目按照业务需要指定给

不同的编制科室。

3、预算审批：提交过来的预算可以进行批量审批与批

量审批取消。将审批不通过的信息传递给相关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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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按不同条件选择个预算审批流程由谁审批，也可

以决定审批几个环节。

4、预算调整：在预算发布之后由于医院内外部经营环

境发生变化，要对预算进行调整调整。首先填制预算

调整申请单，经上级审批下发后生效。医院以调整后

的预算进行控制。

5、预算控制：制定预算控制对象与控制规则，支持预

算控制到固定资产配置、物资请购、物资采购、费用

报销，并对超预算事件进行审批。提供预算执行数据

和预算控制数据到业务执行明细数据和业务单据的追

踪。

与预警平台结合提供预警控制功能，通过用户的设置，

可以在超预算之前提供预警信息，以提醒责任人加强

预算控制。

6、预算分析：实现预算的有效分析，及时分析预算的

执行结果，提前预测预算可能出现的问题；对每个科

室、每个项目的预算进行分析，科室（项目组）可以

掌控本科室的预算执行情况并进行及时分析。支持即

时的集团级、院区级、科室级、项目级的初始预算、

追加预算、预算执行情况的查询、分析，提供与预算

执行差异分析、与现金流量差异分析、与资产负债差

异分析、进度分析和差额分析。

7、预算权限管理：提供预算编制（预算调整）环节、

预算控制环节的权限设置和控制，并且实现预算的有

效分析，及时分析预算的执行结果，提前预测预算可

能出现的问题；对每个科室、每个项目的预算进行分

析，科室（项目组）可以掌控本科室的预算执行情况

并进行及时分析。支持即时的院区级、科室级、项目

级的初始预算、追加预算、预算执行情况的查询、分

析。

1
预算编制 项目信息管

理

对科教项目、大型设备采购项目、房屋修缮等工程项

目信息进行维护。

2
服务量预算

编制

服务量预算是对门急诊人次、住院实际占用床日、出

院人数、手术例数等服务量进行预测。

3 人力配置计

划编制

人力配置计划是对医院引进人员计划数的编制。各业

务部门根据部门的服务量编制部门人力计划，汇总部

门现有人数、确定预计增加人数以及预计离退休人数。

4
资产购置计

划编制
资产购置计划是对医院专用设备购置的编制。业务部

门根据部门年度计划，结合服务量预算，对医疗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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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信息设备、办公设备等进行采购申请上报。

5
收入预算编

制

收入预算编制主要包括医疗收入、财政补助收入、科

教项目补助收入、其他收入的编制。

6 支出预算编

制

主要体现以收定支、收支配比、略有结余的原则。支

出预算编制主要包括医疗支出、财政项目补助支出、

科教项目支出、管理费用的编制。

7
预算审批

预算审查

归口部门将各业务部门编制完成的预算草案依据预算

科目分类汇总，提交预算管委会审批。

8

预算审批

在预算审查完后，由总会计师、预算管委会、院长对

归口部门汇总的预算草案进行审批确认，审批后形成

预算调整意见，下发给归口部门调整预算方案。

9

预算下达

各业务部门将预算方案按照预算审批意见调整完成

后，再次提交预算审批，由总会计师、预算管理委员

会、院长进行审批确认，下达审批通过的预算方案。

10

预算调整 包括调整方案制订、调整方案审核、调整方案下达等

功能。预算调整由财务部门发起，提交调整申请，预

算管理部门编制预算调整方案，维护调整幅度；领导

及预算管理委员会审核调整方案。

11

预算控制 能够按照科目、部门、周期等维度对预算进行控制，

能够与物资管理、资产管理、工资核算、费用报销等

系统连通，实现对预算使用的实时监控。

12
预算执行

状态跟踪

执行状态跟

踪

对日常费用支出、物资和固定资产采购借款的申请、

审核、查询管理以及跟踪。

13
预算执行分

析

确定分析对象，如费用、成本、收入等；制定分析比

较时费用、成本、收入的标准；确定分析周期。

14

预算统计

与分析

预算报表

通过预算的编制数据自动产生资产负债预算表、收入

费用预算总表、医疗收入费用明细预算表、财政补助

收支预算表、现金流量表等。

15
部门科目统

计分析 实现对部门预算指标在某一预算期间的查询分析。

16
部门趋势统

计分析

实现对某一预算科目在指定预算部门和预算期间的查

询分析。

17
科目趋势统

计分析

实现对某一预算部门在指定预算科目和预算期间的查

询分析。

18
部门支出查

询

实现对某一预算部门的某一预算科目在指定预算期间

的执行情况分析。



807

19
指标明细账

查询某段时间内的预算调整、执行情况，主要包括指

标调整单、拨款单、用款单等业务单据的分录信息。

20 预算执行情

况分析表

对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分析，选择一项或多项指标，

分析指标的年初值，调整值和实际审批的情况的对比，

形成预算的预决算分析表。

21

专项预算

管理

专项预算管理主要包含对医院科研项目、财政项目、

基建项目等专项经费的管理。从项目立项、经费编制、

审批、执行等环节对项目进行管理

40、福建省妇产医院成本核算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总体要求 建立医院全成本核算体系，全面支持新医院财务会计

制度及“三甲”医院评审标准对成本核算的要求，全

面、真实、准确反映医院、科室、病种、项目组提供

医疗服务的成本，准确找到科室的成本控制点，从而

有效降低医疗运行成本。

2

基础功能 1、基本要求

必须全面支持最新《医院会计制度》、《医院财务制

度》及卫生部《医院成本管理暂行办法》全成本核算

要求，遵循财务会计与责任会计体系的有机结合，建

立基于全院所有核算单元的全成本核算、控制和计划

体系。提供成本核算单元、成本分类、成本项目、收

入项目、收费类别、收费项目、内部服务项目、分摊

规则、参数值等基础信息进行维护的功能，支持科室

成本、床日成本、诊次成本的归集与分摊。能够进行

制度所定义的医疗成本核算、医疗全成本核算及医院

全成本核算。

2、数据采集

提供集成平台，实现 HRP 与现有系统无缝对接。通过

成熟可靠的接口技术，提供从前台 HIS 及病案等业务

系统、物流系统、固定资产系统、人力资源系统、财

务核算系统以及 Excel\Access\XML文件等直接获取各

部门收入、成本、工作量、服务量、执行收入、部门

房屋面积、人员数量、排班考勤等数据的功能。在数

据获取过程中，系统将对数据的完整性和业务逻辑关

联进行自动校验，保证会计核算系统与成本系统数据

的即时一致性，并给出不一致情况下的明确警示。

3、成本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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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自定义核算科室（责任中心）分类，满足各类成

本在不同级次的科室间进行分项、逐级、分步自动的

分摊。系统可以自定义多类公共成本分摊模板，分摊

参数可以事先定义，公共成本分摊完后可以自动生成

会计凭证。自定义成本分摊级次及分摊流程，可按照

科室分类定义分摊顺序，也可按照单独或指定的核算

单元提取数据源并分摊到指定的科室或科室类别上。

提供成本建模平台,实现定向、不定级分摊、交互分摊

等多种分摊模型。新增核算科室进行分摊定向关系设

置时能够实现单科室批量设置。自定义各类成本项目

在不同级次的分摊参数（收支配比、收入比例、执行

收入比例、工作量、服务量、人员、面积等），支持

单科室不同成本项目采用不同参数进行分摊，支持同

一成本项目在不同级次上采用不同参数进行分摊。保

证成本报表的勾稽平衡，系统能自动正确处理分摊过

程中的尾差，确保月报、季报、半年报及年报中各类

成本及合计数不存在由尾差所引起的与财务会计核算

系统的差异。

4、成本报表

能够提供医疗成本、医疗全成本、医院全成本三个层

面下的各个科室直接成本表、临床科室全成本表、临

床科室全成本构成表等及其医院内部管理需要的个性

化报表。能够进行直接成本的穿透查询，通过联动一

体的 HRP 系统，能够追踪到成本产生的源头。能够进

行成本分摊数据的正向、逆向追踪到最明细，确保成

本分摊过程的可追溯性。

5、成本分析（本、量、利分析）

满足医院“收入分析”、“成本分析”、“效益分析”

等的要求，可根据各核算单元成本的组成元素、来源、

成本对象（科室、床日、诊次）等进行因素、趋势、

结构、同比、量本利等全方位的灵活多样的成本分

析, 能够反映本期成本与上期成本、上年同期成本、

预算成本、年平均成本的差异分析，及时揭示成本的

变化趋势及变动的因素，以把握成本变动规律，提高

成本效率。支持科室、诊次、床日及关键设备收入成

本收益分析等。

1 基础设置 科室分类 设置组织的科室分类，主要作为科室的查询维度。

2
收入分类

设置成本核算组织的收入分类，作为收入的查询统计

维度。与财务收入明细一致。

3 收入项目
设置成本核算组织的收入项目。收入项目作为科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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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核算的最小收入单元。与 his 收费类型一一对应。

4

成本分类

设置成本组织的成本分类。成本分类是成本项目的查

询维度。按照会计制度要求，一般划分为 7 类。系统

内置 7 类分类不可修改或删除。

5

成本项目

设置成本核算组织的成本项目。成本项目为科室成本

核算的最终核算对象。与成本支出科目的最明细科室

一致。

6

科室档案

设置核算组织的科室档案。科室档案是成本管理系统

最重要的成本归集单元。科室档案根据医院的管理要

求划分，可以同步系统平台科室。

7

加成率组

用于病种成本核算中，药品和材料成本计算。按照医

院加成的情况，将加成率划分成组，根据条件分配给

每个材料和药品收费项目。

8
收费明细

记录医院的最小收费单元。是医院目前收费的主要形

式。用于项目和病种成本核算的成本归集与统计维度。

9

科室成本

核算

基础档案

记录成本核算组织的分摊参数。用于科室成本分摊。

该参数只用于科室成本。系统内置人数、面积、门急

诊人次、床日等。

10

单据管理

用于采集科室成本分摊所需要的收入明细。收入明细

根据 HIS 收费情况，按照开单、执行、收入项目统计

收入金额。与总账收入保持一致。

11
分摊设置

设置成本分摊关系。成本分摊关系是指源科室向哪些

目标科室分摊。

12
Drgs 成本

核算 核算期间

用于设置 DRG 核算期间和周期。根据核算需要，设置

起始和结束月份。支持按照月、季、年三个维度核算。

13
医保类型

记录医保类型档案。用于病种，区别患者的医保类型。

可以增加修改删除查询。

14
出院状态

记录病人出院时的情况。用于病种成本。可以增加修

改删除查询

15
疾病诊断编

码

记录病人疾病诊断编码信息。可以增加修改删除查询。

内置 ICD-10。

16
手术操作编

码

记录病人手术操作档案。可以增加修改删除查询。内

置 ICD-9。

17
筛选规则

设置病例删选规则。可以增加修改删除查询。可以根

据病例的表头列进行条件设置。

18
分摊参数档 用于设置病种所需要的分摊参数档案。一般由住院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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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日，工时等。

19
设备档案

用于设置病种所需要的分摊参数档案。一般由住院床

日，工时等。

20
收费项目标

准

设置收费项目的标准人员工时、设备工时、材料消耗

定额。

21 DRG 标准 设置 DRG 的标准人员工时、设备工时、材料消耗定额。

22
病人首页

录入电子档案的病例首页信息。可以增加修改删除查

询导入下载。

23
病人成本

档案

录入病人直接成本归集。可以增加修改删除查询导入

下载。以病人为主表，多标签页形式展现。

24
病人住院

收费明细

记录病人的住院收费明细。与收入明细金额一致，要

求明细到具体的病人，医生，收费项目。

25
成本单据

用于记录科室成本分摊后的成本分摊结果。用于科室

向病人分摊成本。

26
人员工资

明细

记录病种需要核算的科室的所有医生和工作人员的工

资明细情况，要求具体到工资项目。

27
设备折旧

明细

记录核算科室的设置折旧清单，具体到每个设备的月

折旧。

28
材料出库

明细

记录核算科室的材料出库明细，具体到出库材料的批

次，单价等。

29 成本项目

对照关系

用于记录成本项目与设备分类、材料分类、工资项目

和收费类别的对照。用于将明细成本与科室成本进行

核算与汇总。

30
分摊关系

设置

设置病种分摊关系。病种分摊关系是指源科室向哪些

目标病人分摊。

31
分摊方法

设置

设置分摊时使用的分摊参数。设置时可以采用三种方

法。总额、成本分类、成本项目。

32 分摊参数 用于记录病人具体的参数值。

33
成本核算

接口

成本项目对

照

用于配置总账的会计科目与科室成本的成本项目的对

照关系。

34
总账取数归

集 用于配置从总账中采集支持凭证数据的规则。

35

收入采集单

用于 HIS 与科室成本收入的采集，采集单可以直接采

集中间库中 HIS 提供的收入数据，采集后可以进行开

单和执行科室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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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直接成本

归集

直接成本采

集

用于采集科室直接放生的但无法直接归集到各科室的

成本数据。例如全院统计缴纳的水电费，电话费等。

37
归集关系设

置 用于设置直接成本数据向哪些科室归集。

38 归集参数 用于记录直接成本采用哪种参数归集。

39 估计计算 归集各科室的直接成本。

40
直接成本计

算结果 用于查看归集结果，并可以生成成本凭证。

41、福建省妇产医院后勤一体化管理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后勤基础

管理

科室部门管理

与集成平台对接，建立全院科室标准代码，可以对科

室进行管理分类，并建立科室与位置的一对多的对应

关系，以方便统计分析科室的房屋使用面积等。

2

后勤人员管理

与集成平台对接，建立全院职工信息管理及标准化代

码，并能建立非本院职工（保洁、安保、物业、运送

等）的人员信息，并能对人员的岗位职责进行管理。

3

位置管理

按树型结构化医院的院区、楼房、楼层、房间、位置

等，并能进行逐级编码，自动生成二维码、rfid 标识

标签，对全院位置进行标识。

4

权限管理

包括登入用户、菜单权限、数据权限、审批权限、统

计权限、权限组管理、自定义桌面、工单权限、微信

使用权限、微信推送权限、微信数据分析权限、app

权限、数据分析平台权限等。

5

分类管理

药监局医疗器械标准分类代码、财政标准资产分类代

码、折旧分类代码、账薄类别、核算类别、经费分类、

科室类型、经费定额管理等。

6

会计期间

针对财务的会计期间进行设定，并能自动产生下一个

周期的时间，所有涉及到财务报表的数据都能以会计

期间为统计口径，月结后进入下一个周期。

7

编码规则管理

位置编码管理、资产编码管理、巡检点编码管理、运

送点编码管理、人员编码管理、科室编码管理、厂商

编码管理、品牌编码管理、会议室编码管理等。

8
设备标准管理

全院资产与设备的品牌标准管理，包括品牌的中英文

信息、国产进口信息等，厂商标准字典库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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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名称规格管理

建立三级次的名目管理，一级为名称，包括注册证名、

中英文、通用名等，二级为规格型号，三级为生厂厂

商信息。名称规格不能重复建立，进行唯一性判断。

10

工作排班

对所有后勤工作人员进行网上排班管理，包括排班信

息记录、上班地点等，可以通过手机进行随时随地的

查岗管理。

11

会议管理

建立会议室地点、配套设施等标准库管理，并对会议

的分时段申请、审批、调节（通知）、安排（包括参

加人员、茶水等配套设施）、保洁安排、工作提示等

进行网络化、移动化管理。

12 视频会议管理 实现医院院内的点对点视频、多点视频会议管理。

13

巡检管理

知识库

可以根据不同的巡检类别进行智能化建库管理，并提

供机房、水、电、安保、消防、医疗设备、保洁、电

梯、基建等巡检知识库。知识库还能对巡检过程中发

生的故障自动建库分析，发生的次数，发生的时间节

点等，并可以根据时间节点进行分析。

14
手机笔迹签名

针对巡检业务，可以进行手机笔迹签名，实时记录时

间及签字，并能打印到相关的单据上。

15

巡检管理

对全院的水、电、消防、安保、中央空调、医疗设备、

保洁、电梯、基建等进行分类定义巡检任务，并分配

责任人，制定执行周期。

16
移动手机|pda

巡检

支持移动 pda 和手机巡检管理，巡检任务、结果可以

通过 wifi 下载和上传到后台。

17

巡检预警管理

对医院重点关注的巡检任务的完成情况、是否有不合

格的情况、是否有要急需处理的工作进行实时预警提

醒，精准推送到管理责任人台。

18

巡检分析

可以根据巡检类型、巡检责任人、巡检点进行分析执

行情况、工作量、不合格情况、后续处理过程。

巡检点管理 对各巡检点进行建库、打印 rfid 二维码标签进行标

识，建立巡检点对应的位置管理，各巡检点可以根据

模板设置任务及具体工作内容，针对同类巡检点可以

定义不同的巡检内容，并对巡检点任务进行分配，巡

检完成后自动生成报表，对巡检不合格的可以直接发

起报修。

科室巡检管理 能以科室为单位定义巡检任务，周期，执行人，通过

扫科室生成的二维码或感应 rfid 标签，能显示科室的

具体巡检任务，可以显示医疗设备资产的概况，包括

总台数、在用、在维修等状态及明细数量，能使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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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微信或钉钉科室巡检执行管理。

分组巡检管理 针对机柜等成套设备，可定义分组巡检管理及组标签，

支持扫组标签二维码或感应组 rfid 码显示组内的所

有设备信息，如组内设备其中一台或多台发生异常，

可以通过扫设备的二维码进行记录，分组巡检可定义

巡检任务，周期，执行人，支持手机微信或钉钉科室

巡检管理。

19

报修维修

管理

报修知识库

可以根据不同的维修类别进行故障智能化建库管理，

提供不少 1000 个医院常用医疗设备故障现象库，提供

不少 2000 个医院常用后勤故障现象库。统计发生的次

数，发生的时间节点等，并可以根据时间节点进行分

析；故障库还能对没有发生的故障现象自动建库。

20

事务维修

事务性的维修工作包括水、电、消防、电梯、信息、

木工、建筑等，维修管理包括申请、接收、处理（含

材料更换和审批流程）、材料采购、外包维修、完修、

评价等全过程。

21

资产维修

有属于台帐的资产，主要分医疗设备、信息设备、总

务资产等，维修管理包括申请(报修)、接收、转单、

处理（含配件理更换、审批流程、配件采购、等待工

程师、送修等）、完修等四大主要大环节。

22

维修材料管理

（含二维库模

式）

支持总库模式、二级库模式、登记模式，总库模式指

维修材料放在设备总库房，维修单进行登记的可以直

接选择总库的配件库存进行消耗。

二维库模式指维修材料出库到维修组，到维修组进行

工单消耗管理，按报修的工单进行登记消耗，如没有

配件需要采购配件的情况，要求能进行先审批、使用

后自动生成预入库的配件管理流程，并能统计分析维

修材料的科室使用情况和二级库库存。报修人可通过

系统查询对应维修工单的维修用料情况，包括耗材、

配件使用明细，成本等,维修材料管理需与物资供应链

对接或独立建立维修材料库，数据需放在院内。

23

网上维修申请

科室或部门可通过科室管理平台提交维修申请，申请

单必须有位置管理。

对常用的故障进行智能化排序，支持维修状况的全过

程跟踪管理；支持维修单评价，对费用进行审批确认

等。

24

实时显示维修

工作任务和进

度（含大屏模）

实时显示处于申请和未处理维修状态的维修申请单，

只要临床提出申请，立即显示在维修科室大显示屏幕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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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维修任务分

配、确认、审

批、评价管理

（含自动分配

功能）

可以自动实现维修任务单的分配，按科室、位置、类

型、物资分类、固障类别、时间段等进行自动分配，

可以进行维修任务单转单、作废、协助修理等管理。

26
维修统计报告

（含报表）

提供维修人员工作量、好评率等日报、周报、月报、

季报、年报。

27

微信报修、查

询、审批、评

价管理

可以将网页上的报修、审批、评价加入单位的公众号，

单位人员进行统一验证，支持相关人员通过微信扫位

置或资产二维码完成后勤服务的快速报修。

28 微信工单管

理

对后勤服务报修的工单进行消息推送管理，维修工程

师能在微信上转单、接收、维修过程处理、完修、无

法修改等业务，并能上传图片。

29
微信全过程

推送管理 包括报修、接单、处理、审批、完修、转单、催单等。

30
手机笔迹签

名

针对科室维修确认或评价业务，可以进行手机笔迹签

名，实时记录时间及签字，并能打印到相关的单据上。

31

续保管理

对台帐或非台帐的续保合同进行登记管理，记录合同

的周期、维修工程师信息、续保合同付款情况、续保

合同的台帐范围、配件范围等信息，可以导出续保信

息。

巡检点管理 对各巡检点进行建库、打印 rfid 二维码标签进行标

识，建立巡检点对应的位置管理，各巡检点可以根据

模板设置任务及具体工作内容，针对同类巡检点可以

定义不同的巡检内容，并对巡检点任务进行分配，巡

检完成后自动生成报表，对巡检不合格的可以直接发

起报修。

科室巡检管理 能以科室为单位定义巡检任务，周期，执行人，通过

扫科室生成的二维码或感应 rfid 标签，能显示科室的

具体巡检任务，可以显示医疗设备资产的概况，包括

总台数、在用、在维修等状态及明细数量，能使用手

机微信或钉钉科室巡检执行管理。

分组巡检管理 针对机柜等成套设备，可定义分组巡检管理及组标签，

支持扫组标签二维码或感应组 rfid 码显示组内的所

有设备信息，如组内设备其中一台或多台发生异常，

可以通过扫设备的二维码进行记录，分组巡检可定义

巡检任务，周期，执行人，支持手机微信或钉钉科室

巡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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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人员管理

建立单位维修人员和外包维修人员信息，包括姓名、

手机、性别、工号等；院外人员可以根据单位建立联

系人。

权限和推送管

理

可以根据维修类别、位置、科室进行工程师接单权限

设置，系统自动分单并推送信息，对普通工单和加急

工单可以设定未接收提醒的时间；可以对管理的配件

进行分类设定（分类到大类）；进行支持跨院区及库

房定义权限。

工程师排班管

理

支持维修工程师排班管理，排班时间段内的工程师进

行工单推送，不在排班内的工程师不进行维修工单推

送。

快速报修配置

管理

对人、位置可以设定常见的报修故障，进入手机快速

报修界面可以直接点击，拍照、语音上传，为了减少

进入报修操作的步骤，配置了快速报修的位置或资产

可以直接扫二维码报修。

拆单、派单、

接收、处理、

催单、转单

维修管理包括申请(报修)、接收、转单、处理（含配

件理更换、审批流程、配件采购、等待工程师、送修

等）、完修等四大主要大环节，支持多种不同维修过

程处理，并生成相应的报告单，根据时间节点及状态

进行全过程管理，其中要对故障描述（现象）、原因、

处理方案、配件(可以按科室统计配件使用情况)等进

行标准化分类建库，方便进行智能化统计分析。处理

过程可以进行折单（一个报修单折成两个维修任务），

对报修单可以进行在线催单（提醒及时处理），对不

属于本工程师维修的报修单可以进行转单处理。

维修材料登记

管理

维修过程中的支持材料登记模式，没有建立维修材料

库房对接，只需要进行登记管理情况下进行登记材料

信息，以方便查询。

维修材料申

购、维修费审

批管理

对维修过程中维修材料申购、维修费用支出可以发起

审批，审批流程可以根据单位的情况进行定义，不同

的维修材料可以选择不同的审批流程,审批完成后方

可使用。

维修智能分单

管理

对维修工程师处理的信息工单进行动态分析；当有报

修单提价时，系统会自动选择单数少的工程师进行推

送。

维修报告管理

对完修的工单系统自动生成维修报告单并可打印，报

告单内容包括维修的全过程信息、维修费、维修材料、

维修原因、维修办法、科室确认信息等。

扫位置二维码 通过手机微信扫一扫位置码，进入快速报修管理,对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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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报修管理 见故障、位置可以进行设定，方便快速选择。

扫资产二维码

快速报修管理

通过手机微信扫一扫资产码，进入快速报修管理,对资

见常见故障可以进行设定，方便快速选择。

32

物资申购

配送管理

后勤材料库房

管理

后勤务材料的字典管理，入库、发票管理、汇款管理、

库存管理、出库、结转业务等。

对后勤材料入库、出库进行管理，出入库单可以配置

制单、审核、记帐或一键操作业务，入库单可以手动

录入不同的规格、价格信息，对没有入过库的商品可

以自动建立名称规格字典信息，出入库单审核记帐后

可以推送给相应的负责人，在手机微信和钉钉上进行

确认，出入库单支持连续打印。

33

申领配送管理

科室可以根据本科室特点或经常领用的物资做成多个

套餐设置，并通过套餐进行订单操作。

科室在线选择所需请领物资，提交或删除请领物资；

总库对请领单可以做递回操作；根据时间段查询科室

的请领汇总及明细；查询请领订单实时状态，如已请

领、已审批、已采购及已发货等；根据科室常用物资

设置请领套餐及预购套餐，方便日常领用；也可对医

院、科室的收货地址进行维护；可以对后勤材料进行

设置是否需要申领审批，可以定义审批的流程，如科

主任-物资部-分管领导等,经审批通过的申领单发到

库房进行配送或采购；后勤材料可以设置申领科室权

限，对部份科室可以设置不能进行申领。对各科室申

领材料进行汇总，按科室进行查询，可以查看申领单

的材料是否有库存，如库存不足的情况可以根据申领

的量自动生成采购单，发给采购；对有库存的材料可

以进行配送出库业务，也可以对部分有库存的材料进

行部分配送出库业务，配送出库生成库房的出库单，

对部分配送的材料待采购入库完成后可直接进行配送

出库；库房有权限修改科室的申领数量；如有新老材

料更换的情况，可对科室申领单的材料进行更换，并

能同步更新科室的申领套餐。

34

发票付款管理

对已经记账的但未填写发票号码和发票日期的入库单

进行补登发票号码和日期，需要支持对发票的跟踪管

理。

对在库的后勤材料进行库存管理，包括查询、导出及

库位管理等；库存信息显示列可以根据用户自行定义，

包括显示的次序、大小等；支持标准化及符合财务要

求的库存盘点功能,根据财务会计期间，选择一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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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将原有系统的所有库存数据生成盘点单，能进

行打印（如有库位，可以根据库位打印），核对清点

实物后，可以对没有出入的材料自动按库存数据生成

盘点数量，对有出入的材料录入实际的数量，保存盘

存单，系统会根据实际有出入的材料生成盘盈入库或

盘亏出库单，审核记帐后调整库存，完成盘库业务，

盘点单、盘盈入库、盘亏出库单支持连续打印，以方

便财务留存。

35

库房盘点

根据账面库存数量和单价自动计算出盈亏数量和盈亏

金额，自动生成盘盈入库单和盘亏出库单。

根据后勤物资的核算类别或物资分类定义年度或月度

各科室后勤物资的总金额，或根据物资名称定义年度

或月度各科室数量或金额（同一个物资金额和数量只

能二选择一），每次出库时进行扣减，余额不足不能

进行出库，只能申请到金额后方可出库；经费可由科

室发起申请，总库房进行审核生成经费，年度经费可

以根据医院设定的比例分解到每个月，发给各科室调

整后，总库房审核后形成最终的月度经费，月度经费

不足的可以从其它月度的经费中调拨。

36
经费管理

根据核算类别或物资分类定义年度或季度各科室后勤

物资的总金额，每次出库时进行扣减。

37
采购管理

对库存不足或配送时库存不足的物资自动发起采购计

划，并能生成采购单导出 pdf。

38

统计分析

可以自定义条件对业务明细帐、库存批次、科室领用

帐、收支月报、汇总报表、业务汇总报表、折旧汇总

表、流水帐等。

39 微信应用 支持微个科室物资申领业务。

供应商管理

管理供应商的名称、统一信用号、联系人（可以多个）、

开户帐号、开户行等，可以对供应商进行黑名单管理，

可以开通长期供货供应商的平台帐号，授权接收电子

采购订单及配送管理。

冲红管理

对入库、出库单据如出现差错或退材料的情况，可以

根据供应商、出库科室或单据号对原始单据的全部或

部份材料进行冲红业务，出库冲红完成后材料退回库

房库存，入库冲红后材料退给供应商，所有冲红业务

在保留原始单据的前提下，生成新的冲红业务单据，

冲红业务完成后更新相应的财务会计报表。

月结及会计月

报管理
根据医院设定的会计期间，进行每月的月结管理，月

结时保存当前库存信息，并将当前的入、出库信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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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下来，同时生成会计月报，业务自动进入下一个会

计期间，如是年度最后一个月月结，系统自动会根据

自然月生成下一年度的会计期间。提供收支月报、汇

总月报、收支业务明细报表、财务流水帐。

低储常备量管

理

对后勤材料库房可以设低储和常备量，对于低于低储

的材料可以有颜色区分显示，可以直接发起采购单，

数据可以根据常备量进行自动计算，如采购量小于最

小包装量或最小采购量时，系统自动将采购量调整为

最小包装量或最小采购量。

预警采购管理

可以对部分物资设置一个周期内的采购量上限，日常

采购入库后，显示执行的比例并设定预警比例，对预

警的材料可以进行重点监管。

物资图库管理

所有后勤材料可以建立物资图片管理，在申领时可以

查看，材料图片可以由供应商通过平台上传，也可以

通过医院库房人员手机微信或钉钉的拍照上传。

条码管理

支持所有后勤材料条码化管理，对没有条码的材料，

可以通过平台生成条码，或在医院入库前在内网系统

中生成条码,实现扫码入出库管理。

40
运送管理 运送任务申请

审核

科室临时的运送任务单发起，信息包括作任务类型、

送达地点、对接人、发起人、时间要求等。

41
预约对接

与全院预约系统对接，自动生成要运送的任务，包括

时间、接送地点、送达地点、运送对象等。

42
运送任务自动

分配

根据预设的人员排班和岗位分工，系统能自动识别并

分配运送任务的责任人。

43 运送接单执行

管理

当运送人员接收运送对象时，可以选择或自动感应运

送对象，到达地点时可以自动记录到达的时间，也可

以对接下一个岗位的运送人员进行交接运送。

44
运送评价管理

各科室对每次运送任务进行评价，包括及时性、运送

质量、态度等。

45
统计分析

包括各科室运送服务量、运送人员的工作量、运送用

时汇总。

46

微信应用

上述应用支持手机微信。

通过手机端可以申请运送工单（包含运送内容、接收

和运送区域、运送工具、预约日期、床号和备注），

能够查询申请中、已接受、运送中和已完成的工单。

我的工单中对接收的工单开始运送、完成运送。

基础字典管理
位置信息、科室、人员、岗位、权限、运送分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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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值等管理。

47
满意度综

合评价管

理

医疗设备评价

临床一线的工作人员对所使用的医疗设备的质量、操

作方便性、厂商的售后服务、培训等进行综合评价。

48

保洁评价

各科室、全院职工对全院区范围内的保洁进行评价，

包括保洁及时性、洁净层度等，并对保洁人员总体服

务进行定期的满意度测评。

49

维修评价

对每一个维修任务的及时性、维修质量、服务态度等

进行评价汇总，定期开展第三方服务的评价及满意度

测评。

50
采购工作满意

度

可以对每一次采购申请、审批、执行的效率、工作的

满意度进行评价，定期开展综合满意度测评。

51
食堂总体满意

度

对每一次点餐配送的评价进行汇总分析，并定期开展

价格、菜品、厨师的综合满意度测评。

52

运送评价

各科室对相关的运送服务进行评价，包括每一次运送

的及时性、运送服务的态度、运送过程的服务质量进

行评价，定期开展运送人员的满意度测评。

53 第三方服务满

意度

汇总日常服务评价数据，并定期开展第三方服务的满

意度测评，包括人员整体素质、服务及时性、服质量

等。

54
第三方查岗及

监督管理

对安保等重点岗位进行定期抽查，包括人员是否在岗，

反应的及时性等，以加强对第三方的服务监管理。

55 制度管理|岗

位职责

对日常工作建立标准化的管理制度和岗位职责，并对

工作人员进行培训管理，制度和职位职责可以制作成

视频和简易说明，工作人员随时可以进行查看。

56

统计分析

各类满意度、评价综合分析，可以对满意度进行归类，

定义 kpi 权重，各岗位年度评优直接从大数据中自动

得出，分析总体满意度较低的工作进行整改和再次测

评。

57

微信应用

所有评价及满意度测评工作，全部在微信上开展，包

括推送信息等，也可以对全院职工评测后给于微信红

包奖励。

一站式区块位

置管理

按树型结构化医院的院区、楼房、楼层、房间、位置

等，并进行逐级编码，自动生成二维码、rfid 标识标

签，对全院位置进行标识，建立一站式入口。

保洁呼叫
病人或职工在指定的位置标牌二维码中点击扫一扫直

接呼叫保洁，支持上传图片，保洁人员根据管理的区

域范围，接收到该区域的呼叫信息，处理完成后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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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完成，事后可以进行分析统计。

各类内部评价

及满意度管理

医院可以发起多次、一定范围的满意度评价管理，每

一次名称、维度、最高分值、结束评价时间可以设定，

系统自动推送到每一个指定人员的微信号或钉钉上，

如到点不评价系统会自动满分评价，如要扣分必须填

写相关的意见；可以定义为公共的满意度评价中心，

对位置、维修、运送、保洁等进行扫码或自动推送进

行满意度评价，增加类型、维度、推送人、结束评价

时间等管理。

58

数据智能

分析与预

警系统 大屏综合管理

能耗实时监测数据、未接收未完修维修信息、近一周

或一个月的维修总量、维修按类型分布情况、维修按

科室分面情况。

59

预警管理

温度报警、湿度报警、视频异常报警、紧急任务报警、

未处理任务报警、经费超支报警、未到岗报警、能耗

超标报警、物资库房缺货报警等。

60
能耗对接

与能耗实时监测系统对接，采集水、电、气的各楼房

的数据，并设立预警值。

61
各科综合分析

各科室的资产情况、维修情况、点餐情况、运送情况、

巡检情况、预算执行情况、物资申领情况等。

62 各业务条线综

合分析

各业务条线的大数据分析如运送人员运态管理、食堂

配送量分析、能耗、维修、巡检等情况汇总分析，各

业务条线只查询工作范内的数据。

63
院级综合分析

院级数据分析如月维修费用、能耗、公积金补贴总额、

购房补贴总额、人员考勤汇总等。

64

自定义分析

自定义报表设计器：可帮助用户方便、快捷地自动生

成医院需要的所有美观、全面的数据报表，包括汇总

表、日报表、操作日报、明细帐表等。

65
微信综合查询

分析

所有相关分析及报警，根据要求定制开发微信查询分

析功能。

42、福建省妇产医院科研管理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病历后结

构化服务

病历文本结

构化

支持对文本病历进行结构化处理，提取症状、用药、

检查、检验、阳性特征等信息，可在科研检索系统中

进行检索，常规分析，结构化后的数据进行结构化存

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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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检查报告结

构化

支持对检查报告内容进行结构化处理，提取部位大小、

症状、淋巴结、阳性特征等信息，可在科研检索系统

中进行检索，常规分析，结构化后的数据进行结构化

存储。

3
超声报告结

构化

支持从超声文字报告中提取出器官的大小、病变情况，

各个团块的大小、位置、数量、阳性特征等信息。

病理报告结

构化

支持对病理文字报告进行结构化处理。可在科研检索

系统中进行检索，常规分析，结构化后的数据进行结

构化存储

4 增量数据结

构化

支持对实时产生的增量病历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可

在科研检索系统中进行检索，常规分析，结构化后的

数据进行结构化存储。

5
结构化数据

对比及修改

支持查询原始病历/报告与结构化后的病历/报告，并

可对结构化病历进行编辑或修改。

6
单病种资

源库 病例资源库

支持按照单病种进行单个术语、同义词的添加、删除

等功能，并支持对单个病种进行知识图谱展现。

7
单病种文献

资源库 支持对外提供术语服务包括同义词、关联词等。

8
特殊病种资

源库 提供对任意术语进行循证查询等。

9 病种库管理 支持对术语集进行认证及管理；

10
单病种术

语本体库

单病种术语

管理

支持按照单病种进行单个术语、同义词的添加、删除

等功能，并支持对单个病种进行知识图谱展现。

11
单病种术语

服务 支持对外提供术语服务包括同义词、关联词等。

12
单病种术语

查询 支持对术语集进行认证及管理；

13
单病种术语

认证 支持对术语集进行认证及管理；

14
科研检索

系统 全文检索

支持对全部临床（门急诊、住院）信息的全文检索，

支持傻瓜式、高级检索等任意搜功能。

15

结构化检索

支持 ICD—10，ICD—9，用药，检查，检验项目等结构

化检索；提供语义化后病历的症状，阳性特征等精准

检索。

16
文献知识库

检索

支持对文献库资源进行一站式检索，支持与第三方资

源库的检索功能，如 NCBI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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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数据导出

支持对检索出的患者数据可进行配置导出选项，选择

需要的数据项进行导出，并具有完整的审批流程、患

者信息脱敏保护等机制。

18 患者全息视

图

支持对检索出的患者，能够查看该患者历次就诊信息，

支持以时间轴等方式查看就诊信息，包括检查，检验

结果，医嘱，影像，处方，病历文书，手术等。

19 系统及其他

功能

支持账号管理，权限授权，审批流程管理，密码修改，

建议反馈，检索条件保存，热门搜索及常见病种检索，

病例收藏等功能。

14

科研项目

及数据管

理系统 课题管理

支持向导式创建课题，CRF 表单选择，研究对象选择；

课题审批、结题、终止、文献及论文上传等管理机制，

课题到期提醒等。

15

eCRF 表单

提供自定义控件、元数据集，拖拽实现自定义 CRF 表

单；支持表单模板、数据快速获取及回填保存、表单

数据导出、非结构化数据自动进行结构化化填写等。

16 元数据管理 支持元数据自定义、属性设置、数据源绑定等。

17
科研对象管

理

支持对研究对象快速收藏，快速入选及移除研究对象

等。

18
多中心管理

支持多个研究结构，多个科室，多个用户共同进行同

一科研课题的研究。

19
患者全息视

图

支持对检索出的患者，能够查看该患者历次就诊信息，

支持以时间轴等方式查看就诊信息。

20
统计查询

支持课题情况，产出，异常等统计查询，单个课题相

关表单数据查询。

21
系统及其他

功能

支持账号管理，权限授权，审批流程管理，密码修改，

建议反馈，检索条件保存。

22
科研数据

挖掘 随访管理

提供随访规则库，自动生成随访计划、自动提醒、自

动锁定。

23

eCRF 表单

提供自定义控件、元数据集，拖拽实现自定义 CRF 表

单；支持表单模板、数据快速获取及回填保存、表单

数据导出等。

24 元数据管理 支持元数据自定义、属性设置、数据源绑定等。

25
患者全息视

图

支持对检索出的患者，能够查看该患者历次就诊信息，

支持以时间轴等方式查看就诊信息。

26 数据分析 支持对不同病种所关注的病例数据进行建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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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临床试验

支持患者队列快速入排、组合等查询及项目管理，不

良事件等。

28

科研项目

管理

科研档案管

理

建立本院的科研人员的基本信息。科室负责人可以查

看到本科室的人员信息，以及每个成员的科研信息，

个人可以查看自己的基本信息以及科研档案。

支持科研人员详细信息的增删改查与批量操作；科研

人员信息按照科室、个人权限查看人员信息与科研档

案；可根据科室、个人权限查看各个级别的科研情况；

支持图表方式显示近年、近年各月科研动态与对比情

况；可获取即将到期科研课题数据，通过读取配置参

数，自动或者手动发送预警消息（短信等），进行预

警提示。

1.建立本院的科研人员的基本信息，主要内容：包括

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临床职称、执业医师

资格证号、医师执业证号、毕业学校、最高学历、最

高学位、职称、入职时间、工作年限、教师资格证书

情况、手机号码、邮箱、微信号、QQ 号、婚姻状况、

党团关系、教学职称、（而且应该具备识别字段自动

导入功能，也应有分门别类导出功能，同时应该留有

端口让我科添加想要收集的科研人员基本信息，同时

给每个科研人员一个相应的工号能够查看和录入其自

己的信息）。支持批量导入。

2.科室负责人可以查看到本科室的人员信息，以及每

个成员的科研信息，可以查看已结题，已超期，已延

期以及在研的课题信息，个人可以查看与自己相关的

课题信息包括负责与参与的，个人可以查看自己的基

本信息以及科研档案。科研档案主要包括（课题情况、

论文情况、获奖成果、专利情况、参加社团情况、著

作情况）。

3.科研情况：显示各科室国家级课题、省部级课题、

厅市级课题、院级课题、SCI 论文、省进步奖、市进步

奖等的数量，同时点科室可以查看到本科室下成员的

课题、论文、获奖成果的数量。点个人，可以查看到

个人。

4.近年科研动态：以柱状图的形式展现最近 5 年的科

研情况对比包括课题、获奖、论文、著作、专利情况。

5.近年各月科研动态：以图形的形式展现当前各月接

收的课题、获奖、论文、著作、专利数量信息。

6.消息与预警：提示科研课题项目超期的数据，同时

还提醒 6 个月和 1 个月将要到期的数量。个人登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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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即可以提示，医院管理员可以进行短信通知。

29

课题管理

包含课题申报、课题立项、课题申报统计、课题预报

管理。

支持课题申报、课题立项、课题申报统计、课题内容

管理、数据操作功能、课题过程管理、项目变更与中

检、课题结题管理、延期课题管理、课题列表管理、

课题预报管理等功能。

1.课题申报：科教科发布申报通知，提醒各科室组织

申报；申报者编写课题申请书并在线提交，系统具备

项目名称、研发内容、技术路线等自动查重功能，科

室主任审核后，提交科教科对材料进行初审后，然后

可以自动将项目转变成盲审格式（主要是隐藏掉项目

负责人及主要参与人相关身份识别信息等），由院学

术专业委员会进行网络评审，可自动对各委员评审结

果进行加权评分，得到项目网络评审分数汇总表，最

后由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并最终确定要立项的项目。

科教科对项目进行立项操作，项目信息进入立项库。

并上传项目任务书。科研人员提交项目申报信息，项

目申报主管对申报的项目信息进行审核。在项目申报

中系统需提供申报年度统计功能，（可以筛选不同级

别的项目，分项统计）项目管理人员可以随时查询每

年项目申报批次、申报数、院内通过数以及最终项目

立项的项目数据。

2.课题内容管理：主要包括“课题名称、课题编号、

课题级别、项目类别、负责人、科室（负责人的科室）、

专业名称、立项年度、立项单位、开始时间、结束时

间、下拔经费、配套经费、配套比、支出金额、总金

额、预算及开支情况表、课题立项书（附件）、项目

合同（附件）、参与人可以多人按顺序填写、其中参

与人可以自动关联”。

3.数据操作功能：可以根据模板进行导入、同时支持

新增、编辑与删除操作。针对入库的项目信息，提供

简单查询和高级查询两种方式，可以根据所需条件进

行组合查询，然后对查询结果进一步分析。查询结果

有导出功能，并可以针对导出的范围和信息字段进行

选择。导出的结果可以进行上报或者进一步分析。可

以对列表报表进行筛选、设计、打印、导出等操作。

并能对常用的列表报表保存为常用报表。对数据具有

统计分析的功能，可以选择分析的条件和对象，并生

成数据、图表等多种表现形式的统计结果。并能对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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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统计报表进行保存。

4.课题过程管理：项目的立项信息、项目预算、项目

成员、项目文档、到账经费、支出经费、外拨、预期

目标、进展情况、衍生成果等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过程

管理。会根据项目任务书情况自动由系统发送信息给

项目负责人提醒项目进展。

项目变更与中检：项目负责人可以对立项信息、项目

成员、项目预算等信息提出项目变更请求，项目管理

员对变更请求审查后，批准变更。系统会自动记录所

有变更的内容。项目管理员建立中检批次，设置中检

时间范围以及项目预警机制（自动针对项目负责人定

期发送中检催办消息）。对中检批次分配需要中检的

项目，启动中检。

5.课题结题管理：项目负责人可以对项目进行结题处

理，主要填写结题日期，结题报告（附件）、以及填

写备注信息，医院管理员有审核及退回重新修改功能。

6.延期课题管理：项目负责人可以对项目进行延期日

期设置，同时填写延期原因，上传延期报告（附件）

以及填写备注信息，医院管理员有审核及退回重新修

改功能。

7.课题列表管理：课题申报统计：根据申报年度项目

管理人员可以随时查询每年项目申报批次、申报数、

院内通过数以及最终项目立项的项目数据，并具有项

目查重功能。

8.课题预报管理：主要填写课题申报封面、简表信息、

成员信息。用于控制国家级、省级一些人员课题的上

报数据，提高通过率。

30

科研经费管

理

经费项目管理，进款登记，进行到帐经费登记，登记

的财务科目可以根据不同的项目来源进行设置。

报销登记与经费审核；经费调拨与调整；经费查询；

经费类型设置；经费报销单据扫描拍照，并生成二维

码发送短信或者微信通知，该功能点可扩展至其他功

能模块中使用。

5. 每次报销时：报销人需要选择课题，并填写

经费类型、金额、报销摘要及明细等内容。并打

印出来作为财务科的报销材料。同时对照经费预

算，超出预算 10%系统自动不允许填报。具备科室

主任审核及医院管理人员审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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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经费调拨：调拨内容：经费拨出[项目名称、

负责人、编号、拨出金额、时间]和经费拨入[课

题名称、负责人、编号、拨入下拨金额、拨入配

套金额] 功能：经费管理员可对课题进行所需的

调整

7. 经费查询：选择课题能查询出相关课题的经

费使用的明细情况，支持月度、季度、年度报表

自动按照时间、课题级别、项目负责人科室、项

目负责人等功能进行统计生成。

8. 经费类型设置：费用类型名称、排序、备注。

扫描拍照功能：可以将报销发票单扫描保存到相应模

块，同时自动生成二维码发送短信或微信通知相关人

员事项进展程度。该功能模块可扩展至其他板块使用，

比如扫描实习生接收函至相应目录保存。

31

学术管理

包含学术论文管理、论文投稿、论文版面费等内容。

包含学术论文管理、影响因子及领军重点梯队期刊自

动匹配与数据导入、论文投稿管理、论文版面费管理、

论文列表管理、著作管理、专利内容管理、获奖成果

管理、成果转化管理、账号管理、科研档案管理、科

研项目负责人（PI）管理,科研绩效考核功能（KPI）

等内容

14. 论文内容：主要包括“论文标题、发表日期、

科研课题、论文级别(SCI、EI、CSCD、北大核心

期刊等其他)、刊物名称、期刊号、论文等级、学

分年度、期刊期号、期刊卷号、期刊页号、影响

因子、论文（附件）、作者（多人，按顺序排序），

作者身份（第一作者、并列第一作者、通讯作者）、

单位、备注信息”。具备自动按照第一作者、通

讯作者、文章内容、杂志等在国内外各大数据库

实现模糊查找、自动匹配。文章可按照个人、科

室自动从内外网批量导入。

15. 影响因子及领军重点梯队期刊自动匹配：每

年度系统可以自动关联相关机构发布的 SCI 影响

因子、CSCD、北大核心库等并进行匹配，科教科

也可定期的导入影响因子数据记录。

16. 论文投稿：在发表论文之前先由科研人员做

论文投稿申请，中文投稿经相应审稿人及科教科

审核，sci 增加分管科教科领导审核通过以后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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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单位的名义进行论文发表。

17. 论文版面费：在论文发表以后科研人员可以

进行版面费报销申请，经本人、科教科、财务科、

分管科教领导、分管财务领导审核通过后可以进

行版面费报销。

18. 论文列表：科室负责人可以查看本科室的论

文信息，个人可以查看与自己相关的论文信息。

个人录入需上传附件，医院管理员有审核修改功

能。

19. 著作管理：著作内容：主要包括内容“登记

科室、登记作者、书名、著作类型（专著、编著、

译著、科普读物、教材、工具类参考书）、著作

字数、所著字数、出版社名称、出版年月、国际

标准书号(ISBN)、相关课题、著作作者（多人按

顺序排列）”。

列表功能：科室负责人可以查看本科室的著作信

息，个人可以查看与自己相关的著作信息。个人

录入需上传附件，医院管理员有审核修改功能。

20. 专利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名、科室、专利

名称、专利类别、申请日期、申请号、专利号、

证书号、转化（利润）、授权公布日期、专利权

期限、相关课题、人员身份（参与人、专利权人）、

姓名”。

列表功能：科室负责人可以查看本科室的专利信

息、个人可以查看自己相关的专利信息。个人录

入需上传附件，医院管理员有审核修改功能。

21. 获奖成果管理：主要内容：课题名称、奖励

名称、奖励级别、奖励等级、合作单位、授奖单

位、年度、获奖人员（按顺序排列）、以及附件

（证书扫描件等）

列表功能：科室负责人可以查看本科室的获奖成

果信息、个人可以查看自己相关的成果信息。 个

人录入需上传附件，医院管理员有审核修改功能。

22. 成果转化管理：主要内容：合作商、产品名

称、产品型号、产出效益等。对登记的记录数据

提供修改、删除功能。

列表功能：科室负责人可以查看本科室的产品转

化情况，个人可以查看自己相关的产品转化。医

院管理员有审核修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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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账号管理：用于保存各项目申报的网址、用

户名、密码。

科教科批量上传。项目：网站名称、网址、用户

类别、用户名、密码、开放权限。导出时按此格

式。

个人可新增自定义条目，默认修改权限为个人。

系统在每个条目后显示该条目最后修改人和修改

时间。此栏可随第 1条导出。

备注：显示项目：项目（申报网站的名称，点击

后可打开新窗口转跳到相应网页）、用户类别、

用户名、密码（这个要求内外网兼容，先作为预

留功能）；管理权限：科教科、个人（个人和科

教科有浏览、修改权限）、科室（科室权限可全

科浏览，但只有科主任和科教科有修改权）

24. 科研档案管理：参加社会团体：个人可登记

参加社会团体信息，如姓名、科室、学会/协会名

称、学会级别（省级/国家级）、分会、学组、担

任职务（委员、青年委员、理事、主任委员、副

主任委员、常务委员、常务理事、理事长）、备

注、聘任时间（起、止）、聘书上传（JPG/PDF/WORD）

个人录入需上传附件，科教科审核。

人员列表：科室负责人可以查看到本科室的人员

信息，以及每个成员的科研信息，个人可以查看

自己的基本信息以及科研信息。科研信息主要包

括（课题情况、论文情况、获奖成果、专利情况、

参加社团情况、著作情况）。并根据科研信息计

算当年度该科研人员的绩效分数，可分类汇总导

出全院科研人员科研绩效情况。

25. 科研项目负责人（PI）：授予 PI 针对项目

组内成员课题经费、绩效奖励分配、项目成员负

责课题全过程管理，负责相关物质、财务等支配

权限。

26. 科研绩效考核功能（KPI）：发表在国家新

闻出版署批准、公开出版发行的学术期刊上的学

术论文、公开出版的著作(专著、译著、编著)和

教材、立项的国家、部委、省、厅局、市级、院

级科研课题、所获得的各级各类科研成果奖励、

各类教研成果、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

专利等分别按照一定规则计分，可实现个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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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全院分门别类的 KPI 考核。

APP 功能，科教信息系统可以实现手机、IPAD 等移动

终端自动关联功能。

43、福建省妇产医院教学管理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学分管理 具备考试成绩管理、智能学分管理、学分重复智能提

醒、学分批量重算、学分档案管理、现场智能学分登

记（支持刷卡、指纹、人脸识别、移动终端等多种方

式）等功能。对医院内部人员参与学术论坛、发布论

文等相关教学活动按学分的方式进行管理，人员对参

与的活动进行上报，教务的人员进行审核通过，则该

学分就生效。

2
培训管理 培训资源管

理

支持对培训资源信息管理，包括维护教学排班、培训

师资、培训对象、培训课程、培训地点等。

学员进修申

请 学员可在线进行申请，在线提交相关材料

进修学员管

理 学员档案管理、教学安排

3 培训计划管

理

对不同人群可制订不同的培训计划。根据任职资格要

求、能力水平、绩效情况选择相应员工参加对应的培

训课程。

4
在线课程预

约

为学员提供培训课程信息展现及预约功能，自动判断

当前课程的可预约状态和剩余预约额度，将预约结果

即时反馈给使用者，为管理者提供培训课程的实时监

控功能。

继续教育管

理

包括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管理、学分管理、外出学习管

理、教学活动执行管理、社团任职管理、教室预约管

理、课程管理、学员管理。

排班管理

5 培训质量统

计分析

支持整合分析培训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可统计出勤率、

预约率、培训满意度等指标。支持统计学员对课程内

容、讲师表现、培训组织实施等方面的满意度情况。

6
考试管理

题库管理

支持组卷录入，设定总分、及格分数、考试时长、参

加考试的科室及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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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考试预约

考试计划管理，设定考卷的执行时间，录入考试开始

和结束的日期及时刻。

8
在线考试

登录考试，用户通过唯一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选择

试卷参加考试。

9
考试成绩统

计

列出所有试卷的相关信息，包括试卷名称、试卷总分、

及格分数、创建时间、试卷类别、不及格人数和未参

加考试人数等，通过查看结果进入每组试卷的统计分

析场景。

12
临床教学

信息发布
临床教学信

息发布

支持传统信息发布的要求，有在线编辑器、标题、发

布日期、发布人、标题、附件上传、公告分类，以及

有效期限等功能。方便查询。

13

提醒功能

1)出科考核提醒：用于提醒带教老师进行出科考核评

价

2)课程安排提醒：在上课前一周会进行课程安排提醒

3)实习生、规培生、见习生请假提醒

4)教学质量评价情况查询

5)实习生、规培生、见习生出科评价提醒：实习生、

规培生、见习生出科时需要进行教学评价填写

14

快速查询

1)本周实习轮转人员情况:教学科秘、临床科主任可以

按周查询出在本科室的轮转安排人员信息以及出勤情

况（参与的讲座、教学查房情况）。

2)本周实习安排:

实习生进入系统可以按周查看实习人员的轮转科室情

况。

15
待办事宜

1)带教老师出科考核审批事宜

2)临床科主任以及科秘待审出科考核信息

16
实习生管

理

基本信息管

理

1)基本信息内容:主要包括姓名、院校、职务、专业、

年级、实习开始以及结束时间、学历、身份证号、学

号、学生证号、联系方式、人员简码、编号、相片、

指纹编码。

2)操作功能：进行批量导入功能、以及基本信息字段

的导出功能。

3)批量归档功能（实习结束之后，可以进行批量归档

处理），归档之后将不能登录系统，进行相关的操作。

4)搜索功能（根据学校、专业、姓名等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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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实习轮转安

排

1)实习轮转规则设置

主要用于设置院校、专业、年级以及实习周数、

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并且设置轮转科室、以及轮转

科室的周数。

2)实习轮转安排

① 选择指定的规则之后会在线生成空表，支持进行

根据人员简码进行安排，也支持进行选择好的科室进

行安排。

② 支持复制功能

③ 支持 excel 导出功能。

④ 提交之后实习轮转安排会生效。

实习生带教

安排管理

教学科秘每实习轮转开始前需要指定好各实习生的带

教老师（注：带教老师必须是住院医院）。

4)实习轮转查询

① 根据时间段、以及轮转科室能查询出各科室的排

班人员信息。

② 教学科秘以及临床科主任可以按周查询到本科室

的轮转实习生的信息

③ 实习生可以查询到个人的轮转安排情况。

18

实习生考勤

管理

1)请假管理

① 带教老师可以进行 0.5 天以内的假进行审批。

② 教学部可以对实习生多天以上的请假进行审批。

③ 教学查岗：实习生每天的状态为：出勤、旷工、

请假。记录人员的在岗情况。

（与出科考核相关联：请假 2天及以上的，没有学院

办确定、带教老师录入不了成绩）

2)指纹签到管理

① 实习讲座签到

② 教学查房签到

a.提供移动式（离线）的指纹考勤机进行指纹签到操

作。

b.在线同步签到数据，实现对实习生的管理。

需要硬件支持（可移动带数据储存功能的指纹考勤



832

机。）

19

出科考核管

理

1)考核表设置

① 平时考核表设置

用于维护与设置平时考核表（一般项目、要求、分值

等信息）以及设置项目是否启用、禁用。

② 基本操作考核表设置

用于维护与设置基本操作考核表信息（一般项目、要

求、分值以及分值等级）

③ 住院完整病案质量评分表设置

用于设置病案质量评分表的相关要求（一般项目、要

求、分值以及分值等级）内容的设置

2）出科考核评分

① 出科考核成绩，增加一栏，手动输入成绩，同时

也要根据平时成绩进行转换生成

② 流程：带教老师评分，上报给教学科秘审核，通

过即生效。

③ 带教老师要为每一名实习生填写（平时考核、基

本操作考核、病案操作考核）

④ 填报时限设置：在出科考核后的一周时间内要完

成评分。

3）出科考核汇总

① 可以根据轮转时间以及科室汇总出考勤成绩主要

字段包括 学号、姓名、性别、平时考核成绩、病案

质量考核成绩、技能操作成绩，以及总分。并支持导

出功能

② （内、外、妇、儿、急救）大科的成绩汇总

20

临床实习教

学评价

1)教学评价表设置

包括一级指标设置、二级指标设置、以及各级

指标权重设备。另外还包括评价等级以及比重设置

2)教学评价

实习生登录系统之后可以对已出科的临床教学情况进

行在线匿名评价。

3）教学评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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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部可以查看到每一份的评价记录信息

4）教学评价汇总

教学部可以汇总出每个科室的评价情况，以及评价人

数，总得分、平均分等信息。并支持 excel 导出功能

21
见习生管

理

基本信息管

理

1）基本信息内容

主要包括姓名、院校、职务、专业、年级、实习

开始以及结束时间、学历、身份证号、学号、学生证

号、联系方式、人员简码、编号、相片、指纹编码。

2）操作功能

① 进行批量导入功能、以及基本信息字段的导出功

能。

② 批量归档功能（实习结束之后，可以进行批量归

档处理），归档之后将不能登录系统，进行相关的操

作。

3）搜索功能（根据学校、专业、姓名等进行搜索）

22

见习轮转安

排

1）见习轮转规则设置

主要用于设置院校、专业、年级以及见习周数、

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并且设置轮转科室、以及轮转

科室的周数。

2）见习轮转安排

① 选择指定的规则之后会在线生成空表，支持进行

根据人员简码进行安排，也支持进行选择好的科室进

行安排。

② 支持复制功能

③ 支持 excel 导出功能。

④ 提交之后见习轮转安排会生效。

3)见习生带教安排管理

教学科秘每见习轮转开始前需要指定好各见习生的带

教老师（注：带教老师必须是住院医院）。

4)见习轮转查询

① 根据时间段、以及轮转科室能查询出各科室的排

班人员信息。

② 教学科秘以及临床科主任可以按周查询到本科室

的轮转实习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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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见习生可以查询到个人的轮转安排情况。

23

出科考核管

理

1)出科考核评分

① 出科之后，带教老师填写出勤率、平时表现、病

历书写、小测得分以及总分并上报。

② 流程：带教老师评分，上报给教学科秘审核，通

过即生效。

③ 带教老师要为每一名实习生填写（平时考核、基

本操作考核、病案操作考核）

④ 填报时限设置：在出科考核后的一周时间内要完

成评分。

2)出科考核汇总

可以根据轮转时间以及科室汇总出考勤成绩主要字段

包括学号、姓名、性别、出勤率、平时表现、病历书

写，小测得分以及总分。并支持导出功能

24

临床见习教

学评价

1)教学评价表设置

包括一级指标设置、二级指标设置、以及各级

指标权重设备。另外还包括评价等级以及比重设置

2)教学评价

见习生登录系统之后可以对已出科的临床教学情况进

行在线匿名评价。

3)教学评价管理

教学部可以查看到每一份的评价记录信息

4)教学评价汇总

教学部可以汇总出每个科室的评价情况，以及评价人

数，总得分、平均分等信息。并支持 excel 导出功能

25 课程管理

课程信息管

理

支持指定模板导入信息并显示。

① 为了减少多次输入，支持从福医大教务系统中导

出安排信息，并以指定模板的导入教学系统。

② 目的是为了方便我院临床医师能查询课程安排信

息，可编辑好短信内容自动按照提前一个月、一星期、

一天发送短信给相应上课老师提醒其上课时间及上课

相关注意事项。

26
课程安排提

醒

通过短信、微信等方式按照设置参数提醒相应人员及

上课相关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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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其他 系统对接 与省级、校级继教、规培、研究生、科教系统对接

28 APP 以上功能均支持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操作。

44、福建省妇产医院人力资源管理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总体要求 1、组织机构：

支持岗位管理，提供了岗位的工作目标、职责、任职

资格、考核指标、岗位发展计划等信息，实现了岗位

的标准化管理。按医院的组织架构图，提供统一的、

多层次的机构设置及维护平台，提供组织机构及岗位

的新建、变更（含上下级关系的调整）、撤销及合并，

以及部门岗位编制调整和部门职能划分功能，满足对

全院各部门、班组、员工及其基本信息进行统一的日

常维护、管理，实现全医院范围内各业务系统间的机

构设置的标准统一以及信息（变动）共享（联动）。

支持相关档案信息在授权范围内多级维护（审核）的

方式。数据要能输入，还要能导出。

2、人事基本信息管理

完整记录员工从入院到离院的个人基本信息、学历变

动、工作履历、职称变动、职务变动、执业（或职业）

资质及技术（特殊岗位）准入授权信息、奖惩记录、

家庭成员、论文专著、国内外培训等所有职工个人信

息及动态，进行全过程管理，包括员工入职、转正、

岗位变动、待岗、重新上岗、辞职、辞退、外派（外

借）、退休、返聘、实习生聘用为正式员工、非正式

员工聘用为正式员工等，所有重要的员工信息变更要

有时间记录，并提供实时查询及历史记录查询。支持

离退人员管理，包括退休提前提醒、返聘、延聘等程

序管理。提供员工个人与各职能部门的互动交流平台

及安全的员工自助管理服务平台。支持对各种信息如

部门、岗位、培训、人员信息等的附件管理。

3、人事调动管理

设置灵活的人事业务变动管理，预置基本的人事业务

处理规则，并可以自定义所需要的新业务规则，支持

按业务授权。 支持各类调动业务的电子审批。

4、薪资管理

（1）具有薪资管理的基本功能，如工资数据的上报与

收集、工资日常变动、个人所得税的自动申报支持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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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代发工资 、数据导入、自动分摊和制证

（2）自动获取相关数据，如考勤提供多工资类别工资

表。

（3）实现薪资调整的灵活支持。

（4）明细的工资统计、分析报表业务处理。

（5）支持不同形式的薪酬结构/标准的定义和维护，

薪酬等级可直接和岗位和员工挂钩，支持不同类别的

人员管理的薪酬支付和所得税计算处理，支持根据员

工类别，地理位置等信息来设定福利措施的适用范围。

支持员工各种工资项目的录入或设置规则进行自动计

算。

5、考勤休假

（1）加班可以安排调休，各类加班可设置补休系数和

补休顺序，剩余的加班可结算加班工资，也可转下月

处理。填写调休单时可查看加班余额。

（2）加班登记、请假登记、出差登记等增加审核功能，

以支持分权考勤模式，录入的工作交由业务部门负责，

人力资源部审核，审核后的考勤原始单据不允许修改。

（3）提供考勤异常处理功能，可查询各类考勤异常（如

迟到、早退、旷工、欠卡等）并做相应的处理，如签

卡、补请假单、补出差单、调整班次等。

（4）考勤结果与薪资自动关联，参与薪资项目的计算。

（5）提供各类考勤报表：日报、月报、年报等。

6、合同管理

支持各类人员不同类别的劳动合同、进修协议、出国

培训协议、在职学历培养协议等合同样本管理。支持

各类聘用合同（协议）批量签定、变更、续签、解除、

终止及其预警维护。支持通过员工自助和科室平台在

员工合同到期时，征询员工、员工部门负责人及人力

资源管理部门的意见，确定员工的合同是否续签，并

可以打印出相关的表单签字存档。支持合同（协议）

的查询、统计、分析。

7、员工自助

为全院职工提供自助查询窗口，通过授权可查询：薪

资发放、保险缴交、合同执行、考勤休假、职称申报、

绩效得分等信息。支持在线申请业务：各类请假申请、

人事调动申请、培训申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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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织机构

管理

基础设置

基础设置工作是应用整个组织机构管理系统的基础，

主要是进行各类相关参数的设置、 职务/岗位相关基

础档案的设置、编制设置。

2

组织信息

组织信息是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最基础的信息之一，

在此可帮助单位搭建其组织架构，包括单位、科室、

职务等相关信息。

3
岗位管理

主要完成对集团岗位体系的构建，支持对集团基准岗

位、单位岗位的创建；支持对岗位继任人选的维护。

4
虚拟组织

为了完成某一个确定的目标而在一个特定时间段内存

在的临时性组织。

5 常用查询分

析

在查询引擎中定义和分配权限的查询集合，由高级实

施顾问定制，以供用户在日常业务中方便地进行查询

分析。

6

人员信息

管理

基础设置

基础设置工作是应用整个人员信息管理系统的基础，

主要是进行各类相关参数的设置、 人员卡片/花名册

报表的设置及报表权限分配。

7
人员信息采

集

单位进行员工信息录入的地方。系统提供增加、删除、

修改、打印、子表操作等功能。

8
入职申请

主要为 HR 业务人员使用，实现对新进员工的入职申请

处理。

9
入职审批

入职申请单提交后，需要在“入职审批”中对已提交

单据进行审批。

10
人员信息维

护

对人员信息的维护，包括个人信息、工作信息及子集

信息，还可以在此增加自助用户，联查人员花名册、

人员卡片，导出员工照片等。

职称聘任管

理

职称认定：事先设定申报条件，实现申报审查，自动

判定是否符合条件，按照个人申报、部门审核、人事

审批等流程对材料进行审查、公示等，自动形成汇总

表，评议组线上审核投票，自动形成评议结果并导入

人力资源系统，应用生成供后期聘岗，调资等业务联

动实现。

考试资格认定：事先设定条件，通知考试申报，实现

线上预报名，材料审报、审核，人事审批等流程。

年度考核

以医院考核制度为依据，对全院人员年度考核进行过

程管理，对考核指标、科室优秀率、考评小组、特殊

考核人员进行条件设置后，由个人总结上报、科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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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评小组批量审批评优、人事科终审，实现各类人员

各考核等级、人员考核信息、科室总考核结果表等

档案管理

1、职工调档。人事部门通知需调档人员，由职工按照

既定模板和要求填写线上申请单，经人事部门审批后，

可自行打印调档函

2、复印档案申请。由职工线上发起申请，按照既定模

板和要求填写相关申请信息，经人事审批后，审批结

果发回职工，职工按审批要求时间至人事科进行复印

档案

预警管理

对即将对人员退休到年、合同到期、试用期转正、二

级保健人员等到期事项或代办事项进行提醒，人事部

门及职工本人均可接收提醒信息。

11
人员信息查

询

专门用于按权限查询浏览人员信息，包括个人信息、

工作信息及子集信息

12

黑名单管理

人员做离职时，提示是否加入黑名单，如果加入黑名

单，则在系统内任何一单位，人员再入职时，会提示

该人员为黑名单内人员。

13

人员卡片

基于在职人员、解聘人员、离退人员、调离人员、其

他人员的个人信息、工作信息、子集信息，提供查询、

导出、打印各种人事卡片的功能。

14 人员花名册 提供查询、导出、打印各种人员花名册的功能。

15
监控记录

对被监控信息集的增加、修改、删除操作进行监控，

并保存其变动情况。

16
统计分析

灵活的员工信息统计分析，提供统计数据及多种统计

分析图形展示。

17
人员变动

管理 转正管理

主要实现对试用员工转正业务的处理，支持对转正申

请、转正审批的过程管理。

18
人员调配

人员调配用于管理员工在单位内不同部门间，以及在

集团内不同单位间的岗位调动或职务升迁。

返聘管理

支持对人员信息进行判定是否符合“返聘，延聘，留

用管理”，基于审批平台，实现“返聘，延聘，留用

管理”的申请、审批的处理

19 人员离职
支持管理各部门的离职计划；基于审批流平台，支持

离职申请、离职审批的处理；支持对离职记录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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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20
人员合同

管理 合同处理

签订各类合同/协议；在合同有效期间可进行合同的变

更和解除；合同到期时可征询续签/终止意向等。

21

合同台账

员工各类合同/协议的各种业务处理（订立、变更、续

签、解除、终止）以及当前最新的合同业务处理等信

息的综合查询/浏览。

22

薪酬管理

（一）薪酬管理与入职申请、人员变动、考勤等业务

同步联动，并实现与财务系统的对接，在完成联动业

务后，系统会根据岗位不同自动计算调整工资，同时

将工资调整结果反馈至财务系统。

（二）薪资报表对接员工自助端口，实现收入证明出

示申请审批打印。

发放设置

发放设置用来确定薪资核算的最终规则，包含了薪资

发放的周期、所涉及的部门、发放薪资项目及人员范

围、薪资项目的取数来源等。

23
定调资管理

按照薪资标准类别来确定每个员工的薪资级别和档

别，最终确定薪资发放中薪资项目的金额。

24
薪资核算

按照设定好的薪资规则，完成薪资日常发放的工作流

程。

25 薪资报表 提供工资条以及与薪资相关的报表打印功能。

26
社保福利

日常业务

按照设定好的福利规则，完成福利日常缴交及发放的

工作流程。

27 常用查询分

析

在查询引擎中定义和分配权限的查询集合，由高级实

施顾问定制，以供用户在日常业务中方便地进行查询

分析。

28
时间管理

考勤管理

设定考勤制度、工作日历、科室班次、登记轮岗人员

信息并设置考勤人员范围。

29
出差管理

出差管理的主要功能是定义出差类别、进行出差申请

及审批的管理、登记出差记录等。

30

休假管理

休假管理的主要功能是定义休假类别、进行休假申请

及审批的管理、登记休假记录、进行假期的计算和结

算等。

31 加班管理
定义加班类别、进行加班申请及审批的管理、登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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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记录、生成加班单据等。

32
排班管理

对班组进行考勤排班计划，手工考勤、出考勤月报的

功能。。

33
招聘管理 招聘需求管

理 招聘需求申请和招聘需求审批的管理。

34

录用管理

对面试通过的人员，或者招聘过程中筛选出来的一些

合格人才进行入职前的管理，主要包括录用申请和录

用审批。

35
HR 分析报

表 HR 分析报表

系统提供的人力资源决策分析工具，用于分析各项人

力资源指标，输出报表数据。

36
自助服务

员工自助

员工可以查看个人的人员信息、薪资信息、合同信息

等，可以进行各种 hr 业务的申请、填报等操作。

37
科主任自

助

科主任可以查询部门人员的相关信息，也可以对员工

申报的业务进行审核等操作。

45、福建省妇产医院信息集成平台、放射科影像系统（PACS）、医院统一外联平台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一） 数据中心

1

数据中心

临床数据中心

CDR

临床数据中心以患者为主线，实现对患者诊疗信

息结果数据、过程数据和文档数据的统一存储与

管理，可以在统一界面上展示患者基本信息、历

次就诊（入出转）信息、诊断信息、医嘱（处方）

信息、检查检验信息、病历文书、护理文书、临

床路径执行状态、手术信息、用血信息、生命体

征等，可以实现相关临床数据对比分析，建立以

医疗时间为轴线的临床信息综合展示，支持界面

嵌入到临床医生工作站、护士站、医技站等，对

临床医护人员开展诊疗业务提供辅助。

2 标准基础数据库

医院信息平台的基础信息库包括患者基本信

息、医 疗卫生服务人员信息、医疗卫生机构（科

室） 信息、术语和字典信息库。基础信息库由

医院信息平台的注册服务或者由 ELT 抽取产生，

并为这些实体提供唯一的标识。主要作用存储各

个业务数据的原始基本字典，为在实际业务使用

中提供最基础的原始数据，存储结构上是一个逻

辑分布物理集中的、可扩充、可集成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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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业务交换信息库

业务交换信息库是医院集成平台的数据交换枢

纽，是一个由多个逻辑模式共同组成的一个对象。

主要存储医疗机构内部信息系统临床业务数据以

及医疗机构内部信息系统之间业务联动所产生的

临床过程数据，所存储的数据均是系统活动交换

所需要的活动的数据，而非静止不用的。同样该

类数据可以实现医院集成平台与区域卫生信息平

台的数据交互。该类数据包含：检验报告数据、

检查报告数据、病人门诊就诊信息、病人住院就

诊信息等。

4 运营业务信息库

从临床诊疗、医疗管理及后台运营管理等业

务系统中获取医院管理辅助决策所需要的数据，

并对数据进行数据清理、转换，再按某种分析主

题进行组织和展示，建立起符合医院运营管理的

指标体系。支持日常业务统计分析、常用上报数

据（如 HIS、LIS、PACS、体检、院感、血库、手

术麻醉、重症监护等）等功能。医院管理决策支

持数据库可以获取任意时间的任意即时数据，即

实时分析处理数据，使用者可以随时了解到医院

当时的各种情况，同时系统能从不同角度对数据

进行分析，并快速高效的获得结果，有助于全面

了解隐藏于数据中的有用信息，方便领导决策。

5 临床文档信息库

临床文档信息库（CDR）是医院为支持临床诊

疗和全部医、教、研活动而以患者为中心重新构

建的新的一层数据存储结构，它是物理存在的，

而不仅仅是概念存在或者是逻辑存在。CDR 是医

院基于电子病历的信息平台的核心构件，与直接

支持医疗操作的前台业务信息库不同，其数据来

自这些业务系统，但与前台业务流程无关。CDR

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数据仓库，它的内容是随着

医院业务活动动态变化的，并且直接支持医生、

护士对患者临床记录的实时应用。

统一字典管理

统一标准字典管理整合业务系统的字典与代码，

统一建设标准的字典资源库，并提供字典访问服

务及字典的注册服务。

数据集标准化转

换

依据《WS 445.15-2014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的要求，针对医院项目信息化实际情况，依照卫

计委电子病历标准数据集的的要求，通过对数据

集的覆盖范围及数据元、数据元值域的符合情况

进行对比分析并进行相应的标准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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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文档标准化

转换

依据《WS/TXXXX-20XX 电子病共享文档规范》的

要求，针对医院项目信息化实际情况，依照卫计

委电子病历标准数据集的的要求，通过对数据集

的覆盖范围及数据元、数据元值域的符合情况进

行对比分析并进行相应的标准化改造。

数据采集 ETL 工

具

ETL 是数据抽取（Extract）、转换

（Transform）、装载（Load）的过程，是 BI/DW

（商务智能/数据仓库）的核心和灵魂，是构建数

据中心的重要一环。用户从数据源抽取出所需的

数据，经过数据转换，最终按照预先定义好的数

据中心模型，将数据加载到数据中心中去。通过

ETL 将医疗业务系统 HIS、LIS、PACS、EMR 的业

务数据抽取到数据中心的业务数据层，数据中心

业务数据层的源数据通过数据清洗，数据标准化

转换后抽取到数据中心标准层，数据中心标准层

数据通过数据的进一步整合将数据进一步抽取转

化加载到数据仓库、临床知识库、指标库等数据

应用层。

在需要建设运营数据信息库和临床文档信息库的

前提上，利用 ETL 工具对大量医疗数据进行抽取、

转换，然后加载到数据仓库进行数据分析与利用，

辅助院领导决策。

数据归档机制

数据归档方案由在线数据库和归档数据库组成。

使用存储过程进行归档业务数据处理，使用 CDC

技术实现未归档业务数据生产数据库到归档数据

库的同步。业务终端连接到在线数据库服务器进

行在线业务、连接到归档数据库服务器进行查询

业务。数据归档周期可根据需求进行调整，归档

调度程序可每天依据病人出院状态，病历病案状

态，将已出院并且病案归档时间在 N 年前的病人

的病历数据进行数据归档处理。

（二） 数据交换服务

1

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

实现数据中心对源接入系统数据的抽取、

转换、加载。对源系统数据进行实时采集

获取，加载到数据中心 ODS基础层。

4)提供全实时、高可靠的数据采集

服务；

5)支持源端表结构调整，目标端自

动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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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支持图形化界面管理，配置灵

活；

提供监控报警功能，保障系统高效可靠。

2

数据整合

实时整合

实时结合事件驱动、消息队列及流式计算构建实

时加工引擎，实现数据的实时加工整合，如患者

标识、指标类数据。

3
定时整合

定时整合采用 ETL 任务调度模式，通过调度系统

定时执行 ETL 任务。

4

数据管控

数据质量检测

能对数据质量进行检测，检查出自定义规则的质

量问题数据；能对检核结果进行多维度查询，以

及图表化反映质量问题数据走势情况。

5

数据元管理

能对数据中心元数据进行管理，反映数据中心数

据结构地图，表字段数据的血缘分析、影响分析

等。

6
数据标准管理

具备数据标准管理，提供数据标准化转换，支持

院内数据标准化以及互联互通数据标准化。

7

数据运维

数据指标管理

将数据中心参数指标以及数据业务指标维护管理

起来，指标项维护数据可以在首页进行定制化展

现。

临床医护人员，在临床工作中需要关注一些

科室相关的预警数据，比如当日手术病人、当日

床位费、护理费、压舱病人，采用数据指标配置

机制，可实现根据不同科室不同病区配置当前科

室关注的预警指标，支持按科室按病区定制

8
数据资源目录管

理

ODS/CDR 等表资源信息通过一定渠道可以进行展

现及可视化查阅。

9

数据查询

可以支持数据中心内部查询，对数据资源进行条

件输入查询，在统一管理界面展现不同表数据的

查询结果。

发布统一的数据查询服务接口，通过对统一查询

接口的调用来完成数据交互与业务协同，实现了

异构、分布式应用系统之间的敏捷、快速、松耦

合、高可靠的应用集成。提供可视化的数据查询

配置功能，将复杂的数据接口，通过简单便捷的

可视化界面配置实现，提高数据服务效率。

10 字典主数据管理
可以对医院级别需要统一化的字典数据进行标准

化映射维护管理，支持数据整合时候的字典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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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统一化。

11
数据服务

数据查询配置

提供数据中心对外数据的统一查询，支持配置化

管理。

12

数据订阅

可以对外提供数据中心资源表的数据订阅，以及

实时数据的推送服务，支持配置化管理。

通过该模块可实现对源数据的订阅及变动数据的

实时传递，支持推送（发布/订阅）模式，发布的

变动消息由 CDC 产生，通过 EDA 事件驱动通道，

经由数据订阅引擎消费并加工处理，根据配置的

订阅相关信息实现目标数据的定点推送。支持多

种数据格式：XML、JSON 等数据格式。支持多种

接口方式：主流的 WS、HTTP、socket 等接口方式。

13 决策数据通道 提供 BI 数据供数通道。

（三） 基础服务

1

患者主索引

服务

患者主索引服务

临床医疗活动均是以患者为主线的，如果患

者的信息不统一是无法实现电子病历等数据整合

的。目前医院各个应用系统均有患者基本信息，

但是数据的标准不统一，维护的方式不统一。临

床医疗活动均是以患者为主线的，如果患者的信

息不统一是无法实现电子病历等数据整合的。因

此，必须要建立全院级统一的病人主索引，能够

从各种不同的子系统中取得患者的信息并进行组

织，串连起所有病人相关信息，包括基本信息、

过敏信息、家族病史、历次诊疗信息、检查检验

信息、病人主管医生、历次电子病例、收费情况

（门诊、住院）等病人信息，并以此为基础实现

医院数据层面的整合，包括电子病历的数据整合

以及医院业务和管理数据的整合，同时发布一个

API 接口，提供给其它应用程序对患者的信息搜

索功能。病人主索引也是客户服务、成本核算、

病种分析、决策支持等管理的重要主线。

在建设病人主索引的基础之上，可以根据医

院的实际业务需要实现不同的业务场景。例如在

实现跨域 MPI 协同功能时，需要满足在子域内部

已经满足 MPI 的基本功能实现，实现跨域 MPI 协

同所必需的功能如下：

①能够为该域的各个挂接子域进行业务唯一性验

证服务；尽可能确保一个可识别唯一性的人员信

息不被错误挂接或重复创建；

②能够完成该域的 MPI 向上级域进行注册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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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③能够向上下两级相邻域进行 MPI 变更通知服

务；

④为跨域进行查询与消息反馈服务。

不同的子域在进行子域 MPI 注册时除了子域的

MPI 需要注册以外还包括其域内相关的病人唯一

标识进行注册比如 X 线号、CT 号、门诊号、住院

号等，此处所列应根据实际业务需求中其是否具

有进行病人唯一标识的特性来决定是否注册。

2

主数据管理

主数据管理

主数据管理服务主要是用于梳理医院原有业务系

统字典，实现统一编码、管理，为平台所有相关

方，比如用户、应用程序、数据平台、流程以及

合作伙伴创建并维护业务数据的一致性、完整性、

相关性和精确性，其中包含主数据建模、主数据

建立、主数据维护、主数据共享、数据标准化、

元数据集建立、基础字典维护与共享等。

文档管理服务

电子病历档案服务是医院信息集成的基础

服务功能之一。每一类需要在临床文档库中进行

存储的 EMR 临床结构化文档

（clinical "font-family:宋

体;line-height:150%;font-size:14px">，CDA）

都需要在 CDR 中进行注册。具体内容包含：

①电子病历文档注册服务

②电子病历文档检索服务

③电子病历文档调阅服务

3

注册服务

患者注册服务

患者注册的目的用于对前来医院就诊患者的

基本信息进行管理，通过对患者基本信息的统一

管理，可以实现对患者信息最完整的保存，可以

解决患者信息在各个系统中的不一致问题，以避

免重复录入患者基本信息的情况。

患者注册服务在医院集成平台上，形成一个

患者信息表，安全地保存和维护患者的诊疗标识

号、基本信息，并可为医疗就诊及公共卫生相关

的业务系统提供人员身份识别功能。

患者注册库主要扮演着两大角色。其一，它是唯

一的权威信息来源，并尽可能地成为唯一的患者

基本信息来源。其二，解决跨越多个信息系统时

患者身份唯一性识别问题。患者注册服务是医院

患者平台正常运行所不可或缺的，只有通过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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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注册管理，才能确保记录在医院各个信息

系统中的患者被唯一地标识，各类诊疗业务数据

通过统一管理的患者注册记录关联起来，最终形

成患者在机构内的全局共享诊疗信息记录。

4

医疗卫生人员注

册服务

医疗卫生人员注册服务是医院信息集成的基本注

册服务之一。医务人员注册用于对医疗机构内部

所有医务人员的基本信息进行注册和管理。医务

人员包括医生、护士、医技人员、药事人员等全

部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医务人员，通过对医务人

员基本信息、专业信息的记录，可以实现对医务

人力资源的全面掌控、统一管理、合理配置。

5
医疗卫生机构

（科室）注册

医疗科室注册服务是医院信息集成的基本注册服

务之一。通过对医疗业务科室基本信息的统一管

理，可以向基于医疗信息平台建设的各应用系统、

患者提供完整、统一的医疗业务科室信息。

6

术语和字典注册

术语和字典注册服务是是医院信息集成平台的基

础服务功能之一。术语和字典注册用于从数据定

义层面来解决各系统的交互操作问题。术语的范

围包括医疗卫生领域所涉及的各类专业词汇字

典、代码等。

医嘱信息交互服

务

医嘱信息交互服务是医院信息集成平台的

基础服务功能之一。具体服务功能包含：

① 医嘱接收服务

②医嘱查询服务

申请单交互服务

申请单交互服务是医院信息集成平台的基

础服务功能之一。具体服务功能包含：

③ 申请单接收服务

②申请单查询服务

就诊信息交互服

务

就诊信息交互服务是医院信息集成平台的

基础服务功能之一。就诊信息交互服务主要包含

门急诊、住院的就诊信息查询的交互服务。具体

服务功能包含：

③ 诊就诊信息查询服务

②住院就诊信息查询服务

预约信息交互服

务

预约信息交互服务是医院信息集成平台的服

务功能之一。具体服务功能包含：

①门诊预约状态信息新增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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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门诊预约状态信息更新服务

③门诊预约状态信息查询服务

④检查预约状态信息新增服务

⑤检查预约状态信息更新服务

⑥检查预约状态信息查询服务

结果、状态信息

交互服务

结果、状态信息交互服务是医院信息集成平

台的服务功能之一。具体服务功能包含：

23) 医嘱执行状态信息更新服务

24) 医嘱执行状态信息查询服务

25) 检查状态信息更新服务

26) 检查状态信息查询服务

27) 检验状态信息更新服务

28) 检验状态信息查询服务

29) 普通检验结果信息新增服务

30) 普通检验结果信息更新服务

31) 普通检验结果信息查询服务

32) 药敏检验结果信息新增服务

33) 药敏检验结果信息更新服务

34) 药敏检验结果信息查询服务

35) 检查结果信息新增服务

36) 检查结果信息更新服务

37) 检查结果信息查询服务

38) 病理结果信息新增服务

39) 病理结果信息更新服务

40) 病理结果信息查询服务

41) 手术排班信息新增服务

42) 手术排班信息更新服务

43) 手术排班信息查询服务

44) 手术状态信息更新服务

手术状态信息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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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电子病历档

案服务

电子病历档案服

务

是临床文档信息库（CDR）建设的基础，为医院提

供索引服务和数据服务

8

电子病历存

储服务

电子病历存储服

务

存储医院患者的个人基本信息、病历概要、门急

诊病历记录、住院病历记录、健康体检记录、转

诊记录、法定医院证明及报告以及其它相关记录

等。

（四） 业务总线

1

业务总线

HIS 信息交换组

件

HIS 信息交换组件用于 HIS 与医院集成平台

之间的基本服务和各种应用程序进行统一的管理

与监控，通过开放平台提供的标准化接口，帮助

HIS 厂商通过运用和组装平台接口及 HIS 接口产

生新的应用，允许 HIS 厂商实现扩展应用功能，

同时提供统一、便捷的接入方式保证新应用基于

平台环境的统一管理和运行。具体可以实现以下

业务数据交互：

2、 HIS 与检验系统信息交互：通过业务服

务平台获取检验单据信息、患者住院信息、病历

信息，记录完整的检验单据处理过程，标本送检

过程处理与单据费用自动处理，检验报告结构化

存储，实现多系统统一的报告调阅接口。

HIS 与医技检查系统信息交互：放射检查、病理

检查、心电、B 超、内镜检查业务通过业务服务

平台获取检查单据信息、患者住院信息、病历信

息，记录完整的检验单据处理过程，检查图文报

告结构化存储，实现多系统统一的报告调阅接口，

并支持统一影像浏览及处理。

2

电子病历系统信

息交换组件

电子病历系统信息交换组件用于对电子病历系统

与医院集成平台之间的基本服务和各种应用程序

进行统一的管理与监控，通过开放平台提供的Web

Service 标准化接口，帮助电子病历厂商通过运

用和组装平台接口及电子病历接口产生新的应

用，允许电子病历厂商实现扩展应用功能，同时

提供统一、便捷的接入方式保证新应用基于平台

环境的统一管理和运行。。

3

检验系统（LIS）

信息交换组件

检验系统（LIS）信息交换组件提供医院集成平台

与检验系统（LIS）之间的信息交互，实现危机值

信息推送发布、检验报告数据信息、报告队列查

询、检验单据状态等的交换，具体内容如下：

3) 基础数据交互：包含病人就诊信息、病

人检查申请单据信息、病人检查申请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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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费执行等。

4) 报告结果交互：包含报告结构化存储、

支持 HTML 和 XML 等格式的报告统一调阅接

口、报告危急值消息等内容。

字典同步：包含医疗机构信息、科室信息、人员

字典信息等。

4

放射信息交换组

件

放射信息交换组件提供医院集成平台与放射

系统之间的信息交互，实现危机值信息推送发布、

检查报告数据信息、报告队列查询、检查单据状

态、预约信息（病人预约、预约确认、预约取消）

等的交换，具体内容如下：

基础数据交互：包含病人就诊信息、病人检查申

请单据信息、病人检查申请单费用、扣费执行等。

报告结果交互：包含报告结构化存储、支持 HTML

和 XML 等格式的报告统一调阅接口等内容。

字典同步：包含医疗机构信息、科室信息、人员

字典信息等。

5

心电信息交换组

件

心电信息交换组件提供医院集成平台与心电

系统之间的信息交互，实现危机值信息推送发布、

检查报告数据信息、报告队列查询、检查单据状

态、预约信息（病人预约、预约确认、预约取消）

等的交换，具体内容如下：

基础数据交互：包含病人就诊信息、病人检查申

请单据信息、病人检查申请单费用、扣费执行等。

报告结果交互：包含报告结构化存储、支持 HTML

和 XML 等格式的报告统一调阅接口、报告危急值

消息等内容。

字典同步：包含医疗机构信息、科室信息、人员

字典信息等。

6

超声信息交换组

件

超声信息交换组件提供医院集成平台与超声

系统之间的信息交互，实现危机值信息推送发布、

检查报告数据信息、报告队列查询、检查单据状

态、预约信息（病人预约、预约确认、预约取消）

等的交换，具体内容如下：

基础数据交互：包含病人就诊信息、病人检查申

请单据信息、病人检查申请单费用、扣费执行等。

报告结果交互：包含报告结构化存储、支持 HTML

和 XML 等格式的报告统一调阅接口、报告危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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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等内容。

字典同步：包含医疗机构信息、科室信息、人员

字典信息等。

7

内镜信息交换组

件

内镜信息交换组件提供医院集成平台与内镜

系统之间的信息交互，实现危机值信息推送发布、

检查报告数据信息、报告队列查询、检查单据状

态、预约信息（病人预约、预约确认、预约取消）

等的交换，具体内容如下：

基础数据交互：包含病人就诊信息、病人检查申

请单据信息、病人检查申请单费用、扣费执行等。

报告结果交互：包含报告结构化存储、支持 HTML

和 XML 等格式的报告统一调阅接口、报告危急值

消息等内容。

字典同步：包含医疗机构信息、科室信息、人员

字典信息等。

8

病理业务交换组

件

病理业务交换组件用于对病理系统与集成平

台之间的基本服务和各种应用程序进行统一的管

理与监控。通过开放平台提供的标准化接口，帮

助病理系统厂商通过运用和组装平台接口产生新

的应用，允许病理系统厂商实现扩展应用功能，

同时提供统一、便捷的接入方式保证新应用基于

平台环境的统一管理和运行。具体内容如下：

基础数据交互：包含病人就诊信息、病人检查申

请单据信息、病人检查申请单费用、扣费执行等。

报告结果交互：包含报告结构化存储、支持 HTML

和 XML 等格式的报告统一调阅接口、报告危急值

消息等内容。

字典同步：包含医疗机构信息、科室信息、人员

字典信息等。

9

手术麻醉系统业

务交换组件

手术麻醉系统业务交换组件用于对手术麻醉系统

与医院集成平台之间的基本服务和各种应用程序

进行统一的管理与监控，通过开放平台提供的标

准化接口，帮助手术麻醉系统厂商通过运用和组

装平台接口及手术麻醉系统接口产生新的应用，

允许手术麻醉系统厂商实现扩展应用功能，同时

提供统一、便捷的接入方式保证新应用基于平台

环境的统一管理和运行。手术麻醉系统业务交换

主要包含临床应用所需要的手术排台信息、麻醉

排台信息、手术基本信息、麻醉基本信息、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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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信息、麻醉记录信息等。

10

移动医疗业务交

换组件

移动医疗业务交换组件用于对移动医疗（包括移

动医护系统、门诊移动输液系统）与集成平台之

间的基本服务和各种应用程序进行统一的管理与

监控，实现医嘱管理，医嘱单据信息，护理记录

信息，体征数据信息等交互。通过开放平台提供

的标准化接口，帮助移动医疗厂商通过运用和组

装平台接口及移动医疗接口产生新的应用，允许

移动医疗厂商实现扩展应用功能，同时提供统一、

便捷的接入方式保证新应用基于平台环境的统一

管理和运行。

医技统一预约交

换组件

医技统一预约交换组件用于医技预约系统、

医技系统与集成平台之间的基本服务和各种应用

程序进行统一的管理与监控。通过开放平台提供

的标准化接口，实现自助机预约、诊间预约、临

床护士预约。具体内容如下：

基础数据交互：包含病人就诊信息、病人检查申

请单据信息、病人检查申请单费用、扣费执行等。

预约信息交互：包含获取开单项目列表、预约、

取消预约、号源查询、获取回执单等内容。

重症监护业务交

换组件

重症监护业务交换组件用于重症监护系统

与集成平台之间的基本服务和各种应用程序进行

统一的管理与监控。通过开放平台提供的标准化

接口，实现具体内容如下：

基础数据交互：包含病人基本信息、病人就诊信

息、病人住院医嘱信息等。

表单信息交互：包含发送压疮情况报告表信

息、发送压疮风险评估与预防表、发送压疮治疗

监控记录表等相关表单内容

院感业务交换组

件

院感业务交换组件用于对病理系统与集成平

台之间的基本服务和各种应用程序进行统一的管

理与监控。通过开放平台提供的标准化接口，帮

助院感系统厂商通过运用和组装平台接口产生新

的应用，允许院感系统厂商实现扩展应用功能，

同时提供统一、便捷的接入方式保证新应用基于

平台环境的统一管理和运行。具体内容如下：

基础数据交互：包含病人就诊信息、病人检查申

请单据信息、病人检查申请单费用、扣费执行等。

报告结果交互：包含报告结构化存储、支持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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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XML 等格式的报告统一调阅接口、报告危急值

消息等内容。

字典同步：包含医疗机构信息、科室信息、

人员字典信息等。

11

输血管理业务交

换组件

输血管理业务交换组件用于对输血管理与集成平

台之间的基本服务和各种应用程序进行统一的管

理与监控。通过开放平台提供的标准化接口，帮

助输血管理厂商通过运用和组装平台接口及输血

管理接口产生新的应用，允许输血管理厂商实现

扩展应用功能，同时提供统一、便捷的接入方式

保证新应用基于平台环境的统一管理和运行。

12

医院 OA 业务信

息交换组件

医院 OA 业务信息交换组件用于对医院 OA 与医院

集成平台之间的基本服务和各种应用程序进行统

一的管理与监控，实现医院公告信息交互、人员

考勤情况查询、医院审批流交互信息、通信录共

享信息等的交换等的交换。

13 区域医疗平台业

务交换组件

完成医院信息系统与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之间的无

缝对接，实现人员档案信息共享、患者就诊数据

信息交互、患者预约信息交互等。

（五） 运维监管

1

门户权限管

理

统一身份管理

访问医院集成平台的所有实体（用户和系统）采

用唯一身份标识，并对实体身份进行统一管理：

8) 建用户角色和工作组，为各使用者

分配独立用户名的功能；

9) 为各角色、工作组和用户进行授权

并分配相应权限，提供取消用户的功

能，用户取消后保留该用户在系统中的

历史信息；

10) 创建、修改电子病历访问规则，

根据业务规则对用户自动临时授权的

功能（如限定访问时间或访问资料范围

等），满足电子病历灵活访问授权的需

要；

11) 提供增加、修改、删除和查询用

户权限的功能；

12) 支持分层次授权，避免集中授权

复杂性，提高授权的准确性；

13) 业务权限和管理权限严格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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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用户不具备管理权限；

14) 平台对所有的授权行为进行审计

跟踪，提供记录权限修改操作日志的功

能。

2
用户分类

根据用户对医院集成平台使用性质的不同进行用

户分类管理。

3
权限管理

系统支持对用户、角色、资源和权限的标准化管

理，实施权限管理和权限的分配。

4

用户行为监管

实现对用户所有登录认证操作及授权访问行

为的全面记录和监控，确保所有操作处于可控和

可审计状态，包括身份认证、访问控制、关键业

务抗抵赖、数据完整性保护等。

5) 记录每个业务用户的关键操作，例

如用户登录、用户退出、增加/修改用

户权限、用户访问行为和重要系统命令

使用、内部数据访问行为等操作；

6) 审计记录的内容包括事件的日期、

时间、类型、主体标识、客体标识和结

果等；

7) 支持授权用户通过审计查阅工具

进行审计数据的查询，审计数据应易于

理解；

8) 审计日志无法删除、修改或覆盖，

审计记录应至少保存 6 个月

5

系统授权管

理

业务系统建档

录入业务系统基本信息建立在平台内部的身份唯

一标识，并授予接入平台的凭证号，业务系统通

过凭证号完成业务交互过程中的身份验证。

6
业务系统授权

维护业务系统拥有使用平台总线上的服务的权

限。

7
服务综合管

理

服务生命周期管

理

实现对集成平台中所有服务的新增、发布、审核、

启用、停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8

测试管理

提供了对服务的在线测试功能，在服务发布之前

可由测试人员在平台上进行服务测试，测试通过

后方可发布使用。

9
服务授权

实现已接入平台的系统允许访问的服务进行授

权，只有已授权的系统才能访问指定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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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服务订阅

实现业务系统向集成平台订阅需要的服务信息，

当集成平台上的服务信息更新后会主动推送到指

定的已订阅该服务的系统。

11
服务的统计分析

统计当前新增、停用、发布、审核、启用，测试

中的服务总数，以及的服务调用情况和运行情况。

12

运营指标配

置

运营指标的管理

包括指标基本信息维护、指标分类管理和指标统

计信息维护，为运营指标的展示提供可视化的管

理工具。

13

运营情况大屏展

示

通过大屏方式把能够体现医院运营情况的指标数

据集中展示出来。比如，当日门诊就诊人数、当

日在院人数、当日检查报告数等指标数据，对数

据中心能够起到直观的展示效果。或者，把一些

能够体现系统运行异常的数据，比如危急值发送

失败次数，业务系统产生报告数与平台接收报告

数差异值等。可以把这些管理关注的运营数据进

行集中展示，帮助管理人员更方便的去发现问题。

14
数据质量管

理 监控配置

数据的检查内容主要包括数据的完整性、数据的

准确性，检查的范围通过配置来实现。

15
检查执行

数据检查的执行由平台根据用户的配置来定时触

发，并记录执行过程。

16

检查结果展示

数据检查结果对关注的数据进行总结性说明，包

含数据出现的问题，并可以通过连接查看具体的

数据问题。

17

实时监控系

统

实时监控系统

实时监控系统实现对整个医院集成平台软硬件性

能情况的可视化集中监控，包括服务器 CPU、内

存、存储容量、IO 读写性能的实时查看。

应用安全改

造

应用安全改造根据《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

基本要求》，管理者门户提供以下服务：

1.提供用户身份标识唯一和鉴别信息复杂度检查

功能，保证用系统中不存在重复用户身份标识，

身份鉴别信息不易被冒用；

2.提供登录失败处理功能，可采取结束会话、限

制非法登录次数和自动退出等措施；

3.授予不同帐户为完成各自承担任务所需的最小

权限，并在它们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

4.提供覆盖到每个用户的安全审计功能，对用系

统重要安全事件进行审计；

5.提供对审计记录数据进行统计、查询、分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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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审计报表的功能；

6.采用密码技术保证通信过程中数据的完整性。

7.在通信双方建立连接之前，用系统利用密码技

术进行会话初始化验证；

8.对通信过程中的整个报文或会话过程进行加

密；

9.具有在请求的情况下为数据原发者或接收者提

供数据原发证据的功能；

10.提供自动保护功能，当故障发生时自动保护当

前所有状态，保证系统能够进行恢复。

11.当用系统中的通信双方中的一方在一段时间

内未作任何响，另一方能够自动结束会话；

12.能够对单个帐户的多重并发会话进行限制；

13.能够对一个时间段内可能的并发会话连接数

进行限制

隐私保护改

造

在数据发布的过程中对敏感数据进行隐私

防护，避免不必要的泄密带来的各种损失。比如

卫生领域中电子病例的公民个人病例信息，或者

公安领域中公民的各种隐私信息。要达成这个目

标，就要制定一套隐私保护的安全策略来保证隐

私信息的安全。根据医院实际的需求，数据隐私

防护功能主要包括：

1、策略配置管理

提供隐私安全策略配置功能，来保证隐私数

据的安全存储。

2、加密解密管理

提供对隐私信息的加密混淆功能，依据需要可以

设置对称和非对称多种加密方式

系统授权管

理

系统授权管理实现对接入服务总线的业务

系统进行管理，包括：

1、业务系统建档，录入业务系统基本信息

建立在平台内部的身份唯一标识，并授予接入平

台的凭证号，业务系统通过凭证号完成业务交互

过程中的身份验证；

2、业务系统授权，维护业务系统拥有使用平台总

线上的服务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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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综合管

理

服务综合管理包括对集成平台中所有服务的生命

周期管理、测试管理、授权与订阅管理以及服务

的统计分析报告等功能模块，服务生命周期管理

实现对集成平台中所有服务的新增、发布、审核、

启用、停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测试管理提供了

对服务的在线测试功能，在服务发布之前可由测

试人员在平台上进行服务测试，测试通过后方可

发布使用。服务授权实现已接入平台的系统允许

访问的服务进行授权，只有已授权的系统才能访

问指定的服务。服务订阅实现业务系统向集成平

台订阅需要的服务信息，当集成平台上的服务信

息更新后会主动推送到指定的已订阅该服务的系

统。服务的统计分析是统计当前新增、停用、发

布、审核、启用，测试中的服务总数，以及的服

务调用情况和运行情况，每个调用服务反应的平

均时间等信息，方便平台管理人员直观了解整个

平台服务的总体情况及性能水平

（六） 统一身份认证与单点登录

1
统一认证功

能模块

能支持同时连接多个 LDAP 服务器，并将用户信息

保存在不同的 LDAP 服务器中，能够管理现有环境

中多个系统中的用户信息，可集中管理用户系统

中的用户，包括批量建立、删除用户等。支持对

现有资源中用户信息的整合和同步，提供必要的

加密方法，用于保证在用户信息整合过程中通讯

的安全性，对于同一个用户在不同系统中会使用

不同 ID 的情况，也可以实现统一的用户和密码管

理功能。提供基于角色的访问权限控制，提供动

态地响应用户和策略的更改，减少用于维护用户

的工作量。支持引入多个验证提供者，支持进行

策略定义，用于多验证提供者情况下的用户验证

过程。

2
单点登录功

能模块

整合各业务系统统一登录入口，按用户角色录入

一次工号密码，实现系统切换登录，方便医院医

护人员，针对医院众多应用系统提供用户统一管

理，统一登录认证。

（七）
电子证照管

理

1
申请

医护人员完成国家卫生计生委执业信息注册的，

可通过电子证照系统申请电子证照下发。

2 审核签发
电子证照的审核签发，包含了原有纸质证照的全

部内容并与国家卫生计生委记录的证照信息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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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审核通过后，以存储有注册信息（含签名

信息）的卡片形式进行签发。

3
电子证照信

息变更

如发生变更执业地点、增加多点执业、采集的原

始信息错漏等需要变更证照信息时，应为新信息

产生一个新版本，原信息标记为历史版本，并签

发新的电子证照。

4 电子证照暂

停吊销

应对医师、护士执业电子证照进行暂停或吊销的

同步处理，记录处罚结果，限制功能使用，但保

留信息备查。

5 电子证照查

验

提供电子证照在线查验功能和统一的接口服务，

在线查验功能支持单个电子证照查验，接口方式

支持批量电子证照查验。

6
电子证照异

常预警提示

异常电子证照(逾期未签注、异常用证量等)进行

预警提示，实现主动监管。支持自定义指标及异

常值，对于异常值以显著的方式标记提示。对于

超期仍未消除的异常情况，在报告中予以体现。

7
电子证照黑

名单维护管

理

电子证照建立机构通过医生、护士的黑名单管理

体系，在确保“持证上岗、合法行医”的基础上，

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互联，实现跨地区、跨

行业信用奖惩联动机制。

（八） 其他应用

1

患者集成视图 患者 360 视图 病人集成视图是基于临床数据中心实现病人诊疗

信息的统一展现，横向以时间轴的方式显示病人的

体征、医嘱等信息，纵向是以诊疗事件顺序来显示

相关诊病信息，如检验、检查报告、手术记录等信

息，支持报告的趋势分析、历史报告、对比分析、

查看 CDA 文档、标准数据集等功能。因所有的数据

来源于数据中心，没有直接与业务系统交互，不仅

效率上有保证，也避免了影响临床业务系统性能。

医技报告浏览

器

医技报告浏览器集中显示某一患者的所有的门诊、

住院就诊信息，包含：检验、检查报告（放射、超

声、内镜、病理）报告列表及详细信息

2

智能门户 医护门户 随着多个 Web 应用的开发，并非所有用户都

需要访问所有的应用，医院智能门户应用系统应提

供一致性的访问界面帮助用户得到与个人相关应

用的服务，帮助 IT 部门在一个稳定的 IT 结构下，

采用插件的模式，及时实现临床科室的业务需求，

允许用户定制个人 Web 桌面，提高用户使用效率。

（1）定制功能，使得管理员可以定制页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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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权限、页面可用门户组件、并能锁定某些门户组

件位置；用户在权限许可范围内可自主定制页面主

题和外观、页面框架、门户组件和位置。

（2）内容定制：根据每个用户的习惯、喜好，

添加一些自己需要经常使用的内容、文件夹导航和

子页面。所添加的内容，门户系统应进行系统的分

类，方便索引查找。用户可以把自己想要的内容归

置放在预想的文件夹、页面下。

（3）内容管理。在统一控制管理的基础上，

系统能为医院人员提供个性化的管理平台。医院人

员可以根据自身工作性质和对医院资源的访问需

求，设置个性化的访问界面，并通过这种个性化的

服务，及时查阅、管理相关的信息。门户系统在信

息提供的处理过程中，应能根据用户角色分类定义

不同的信息传送内容。

（4）外观管理：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

择不同的网页皮肤、样式；同样的一样可以存放的

内容多少，内容在页面中的位置分布也可以由用户

自己定义。工作之中有一个自己喜欢的界面风格，

可以更让员工有一个更加舒适工作的环境。

院长门户

针对院长个性化需求可提供实时运营监测数

据，例如挂号人次、门诊总收入、处方情况、住院

综合情况、住院收入、手术情况等等。针对院长个

性化需求可提供医院等级评审所需的核心监测指

标，例如：资源配置、患者负担、资产运营、治疗

质量、科研成果、工作负荷、工作效率等七大项具

体运营指标。所有指标均可追溯到每个科室和部

门，为院长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

科主任工作门户

针对科主任进入系统后可以实时了解本科室

的收入情况、每个医生的处方情况、药占比分析等。

方便科主任对科室工作目标，完成情况等进行了

解，合理分配医疗资源。

医生工作门户

为医生提供以病人全视图的服务模式，方便

的查看病人基本信息、医嘱、检验检查报告、既往

史、用药史、手术情况等全面的病人医疗信息；为

医生提供方便的医嘱开列、病程记录、预约会诊、



859

医患互动等日常所需的工作界面。

护士门户

为护士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模式，随时随地查

看病人信息、医嘱执行情况、生命体征、护理记录

等信息；为护士提供准确的时间、准确的病人、准

确的药品、准确的方法、准确的剂量，降低医疗事

故发生率，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护理工作强度。

患者门户

为患者提供全透明化的服务模式，便于患者查询费

用、检查检验记录、费用明细 、处方记录。为患

者推送及时的医生提醒、宣教、用药医嘱、实现病

人对病情、费用的全透明了解，减少患者排队等待

时间，增进医患关系和谐。

智能门户是基于信息集成平台技术基础的综合门

户，使用和展示的界面可以根据医院角色分别定

义，如院领导门户、医务科门户、医生门户、护理

部门户等。下面以医生门户为例介绍：

采用智能门户技术后，用户面对的是统一的界面，

通过充分利用门户网站软件提供的协同工作、应用

系统集成及个性化服务定制等功能开发的站点，可

以使任何用户通过计算机和移动设备随时随地、安

全、方便地访问所需的数据。门户网站也能提供工

具和用户界面，用于访问信息和调用所需的业务系

统，并提供一个可扩展的框架，用于内部应用程序、

内容、人员和流程的交互。

（1）门户系统应支持业内标准的门户平台框

架。提供标准接口和部署应用组件，可与不同应用

系统或资料源连接和整合。

（2）门户系统应提供完整的门户服务，为医

院提供连接服务、管理服务以及展现服务的环境。

（3）支持多种主流平台，如 WINDOWS 、Linux、

HP UX、IBM AIX、SUN SOLARIS 等。支持这些平台

的 32 位及 64 位操作系统。

（4）支持多种主流的数据库，如：Oracle

Database、DB2、SQL Server 等。

（5）支持多种主流的浏览器，如 Internet

Explorer、Netscape、Firefox、Mozilla 等。

（6）应支持多种用户目录，例如 LDAP、Lo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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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o、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Windows

Domain、用户数据库等。

（7）提供统一的浏览器入口来访问和管理门

户。

（8）支持门户网站页面的定制，支持页面内

容的访问权限、页面的的颜色方案和可视样式以及

页面上Portlet的位置安排等设置在浏览器中通过

有权限的管理人员完成， 无需使用开发工具开发

实现。

（9）能够支持未来与内部 B/S、C/S 架构的系

统集成。

（10）门户产品需要在信息的存储、管理和展

现的不同环节提供对多种语言的支持，具备良好的

国际化支持能力。支持 Unicode 字符编码。支持简

体中文操作界面及在线帮助等。

（11）支持 JAAS 安全标准，能够与业界主流

的安全产品如 Siteminder、 Tivoli Access

Manager 以及国内常用的 CA 产品等相互集

成, 并有国内成功应用案例。

（12）遵循 XML 标准，可使用 XML 格式来保存

应用和配置的数据信息。

（13）支持 Portal 业界标准 JSR 168,

JSR286, WSRP 1.0 以及 WSRP2.0。

根据智能用户集成引擎的功能说明，医院智能

门户平台的设计，都依托以该说明来设计。本门户

平台设计如下：

（1）应提供灵活的用户界面客户化支持，包括页

面布局的个性化和内容的个性化，例如不同的门户

导航方式、用户界面布局、用户关注内容的订阅、

数据的个性化展示等

门户是一种仿 win10 风格的用户办公桌面，包含菜

单拖拉、组件集成、多桌面维护、单点登录、个性

化配置、用户注销、角色模板维护、后台管理等功

能，致力为医护人员提供统一便捷的操作体验。根

据不同医务人员的权限、需求，提供简单、迅速、

个性化配置的医疗信息的浏览方式，从而将大量来

源不同的医疗信息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提供给不同

使用者，以更进一步地提供医疗实践的支持，从而

实现跨不同医疗系统，为提供统一、便捷、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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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而建立起来的医疗人员门户，达到对病人

的高效、快捷、准确的医疗服务，从而最终提高医

疗服务的质量。

放射科影像系统（PACS）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一） 软件

1

影像服务

器管理

建立影像数据存

储中心

支持建立 PACS 影像数据存储中心平台；能

够管理磁盘阵列等海量数据存储；支持大任务量

并发请求，支持医院日后进行新设备连接不需再

升级 PACS 服务器软件。

存储图像格式为 DICOM 标准，符合 DICOM3.0

标准；图像存储 SCU/SCP，DICOM 工作清单，DICOM

MPS，DICOM SOP，PATIENT/STUDY ROOT

QUERY/RETRIEVE SCU/SCP；

支持符合 DICOM JPEG2000 国标标准压缩格式进行

存储。

2
压缩存储 支持影像有损压缩（LOSSY）和无损压缩

（LOSSLESS）两种常见格式。

3 影像匹配 自动将影像与 RIS 系统中的数据进行匹配、统一。

4
脚本设置 通过脚本语言灵活的对影像的分发、获取、存储

机制进行设置。

5 影像处理 查看存储系统的影像并对影像进行简单处理。

6
汇总统计 提供并支持汇总和统计，跟踪患者状况、检查报

告以及资源使用情况。

7
在线管理 对 PACS 系统中的设备以及站点进行综合的管理，

支持在线管理方式。

8

集中阅片 所有设备影像直接发送到服务器，不经过其他工

作站中转，患者所有影像可以集中阅片。

支持完整的 DICOM Worklist 工作清单。

9 患者数据管理 患者数据管理，记录、修改和查询任意患者记录。

10
检查信息转换 能够将患者中文检查信息自动转换成 DICOM

Worklist 并能为各影像设备去调用。

11 日志管理
提供详细的系统日志记录和管理功能，易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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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维护。

12

临床服务

器管理

1、能定时检索符合条件的影像科室检查信息，并

负责上传到影像中心。

2、支持配置发布报告的间隔时间。

3、支持客户端允许连接的用户与访问口令，以及

连接端口的设置。

4、支持选择应用是否需要另存影像的设置。

5、各临床客户端浏览器可以通过 web 站点或电子

病历/HIS 系统界面直接提出报告浏览请求。

6、每个各临床应用端的用户可以自行更改或设置

登录密码。

7、支持对已发布报告数据的维护。

8、支持选择使用手工或自动审核及发布报告程

序。

18

临床浏览 图像显示控件 提供图像显示控件，能够直接嵌入到医生工作站

等应用软件中，方便调阅当前患者的相关图像及

历史图像与诊断。

19

图像检索 提供按人、按病区、按检查类别、按申请医生、

按日期等检索能力，能够显示患者所有的检查申

请及处理状态。

20

图像展示 能够显示静态图像，能够支持动态图像回放；支

持灰度和彩色图像显示；经特殊授权的用户可以

把图像以 JPEG 等格式另存到本地介质；显示患者

的文字报告快照。

21
图像切换 可以在同一界面内，任意切换看到各影像科的原

始图像及报告。

22 模糊查找 支持对数据的模糊查找。

23
图像处理 支持基础的影像处理功能，如图像的缩放、旋转、

灰度调节、基本测量等。

24
预约登记

叫号

分诊叫号 根据不同设备类型进行分类排队、叫号；支持扩

展为二级分诊叫号模式。

25
自动排号 根据先后顺序自动排队叫号。可急诊优先和人工

干预。

26 叫号展示 支持等离子电视机显示排队、叫号信息。叫号信

息显示格式：“请****号到第*诊室就诊”；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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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显示的其它内容。

27
流水号打印 配备专门的窄纸打印机打印排队流水号和检查类

型，并能打印排队信息。

28

特殊叫号 适用于普放、CT/MR 的患者集中登记功能；

排队叫号系统可与技师工作站紧密集成，可由技

师工作站直接叫号。

29
预约管理 用于患者登记、预约及预约管理；预约模块可按

月、周、日视图模式工作。

30

影像定义 各可定义影像号的分配策略及起始编号；可识别

并调用复诊患者登记信息；支持扩展申请单扫描、

支持多种信息录入方式。

31

放射医生

阅片

1、符合 DICOM3.0 标准，图像存储 SCU/SCP，

支持 JPEG2000 压缩 DICOM 影像文件；

2、确保能快速调阅图像普放图像≤2 秒，

CT/MR 序列首图像≤1 秒；

3、支持单屏及多屏显示，支持高分辨率灰阶

及彩色医用显示器显示处理；

4、旋转：进行各种翻转（左、右、水平、垂

直）；

5、伪彩色：改变图像颜色（各种色彩）；

6、反色：使图像呈相反的颜色显示；

7、影像缩放：图像整体缩小、放大；

8、局部放大：放大镜功能；

9、图像漫游：当图像放大以后不能完全显示

时，可移动画面查看任意部分；

10、框大小显示：图像被放大、缩小后，恢

复原始大小；

11、掩膜显示：遮住图像其他部分，只显示

感兴趣部分；

12、动态播放：同时打开多个图像或多组序

列时，连续播放图像；

13、线灰度图：显示一条直线下的图像灰度

值和频率；

14、点灰度值测量：随着鼠标的移动，可以

实时测量并显示图像上某个点的精确灰度值（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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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应给出精确的 CT 值）；

15、重新加载：对图像进行了缩放、反色显

示、翻转、平滑、锐化、去噪或窗宽窗位调节等

操作后，可以使图像还原到操作前的状态；

16、标注：在影像上标注线条、箭头、各种

形状及文字；各种标注、箭头等可整体移动，各

热点端亦可灵活改变，改变后能实时显示相关信

息；

17、测量：进行角度、长度、面积及灰度值

测量，测量线可整体移动，两线段亦可灵活改变，

改变后能实时显示相关信息；

18、窗宽窗位值调整：鼠标动态调节、选取

感兴趣区（ROI）调节，快捷键调节（在系统中可

预设）；

19、影像比较：在同一屏幕上，可同时方便

地调阅一个患者或多个患者不同诊断序列、不同

影像设备、不同时期、不同体位的影像进行同屏

对比；

20、可按不同的影像模式对常规的图像处理

按钮进行自定义定制，并且在调图时，常规用的

功能按钮能按预先定制的方式自动设为默认方

式；

21、时间轴管理功能：打开患者检查时，患

者在本院所产生的历史检查信息以时间轴的方式

显示，鼠标指向任意历史检查，可查看历史诊断

信息简要描述，双击鼠标左键即可调取历史检查

图像；

22、显示 CT、MR 定位线：所有定位线或单图

定位线；

23、支持 CT、MR 图像联动定位功能，支持不

同序列定位同一层（或相似层）功能；

24、针对于 CR 及 DR 等普放片子提供专业的

“影像图像增强”功能，可根据不同部位设置专

业参数；

25、严密而灵活的报告审核制度，用户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三级审核机制、二级审核

机制或无级审核机制进行工作；

26、诊断报告留痕功能：能把进入系统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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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流程及报告修改流程详尽的记录下来；

27、系统提供模板，可在此基础上修改另存；

并能提供专用的报告模板编辑器，让使用者可以

建立全新的模板；

28、内置标准的专家术语库和常见词组（症

状和检查所需的数据字典），供用户选用；

29、从系统专家术语库选取词条完成报告或

手工编辑报告，可在报告中添加影像、设置文字

颜色和字体，并可查阅相关病史进行参考对照；

30、打印得出“所见即所得”的报告。

32

三维可视

化

1、三维可视化模块在放射科任意端点均可使

用，且所有端点具备科室业务高峰期同时并行运

算的能力；

2、三维可视化模块需与 PACS 系统为同一厂

家生产；

3、支持最大密度投影（MPR）及最小密度投

影（MIP）功能；

4、支持 CPR 功能，可提供 CPR360 度旋转显

示；

5、支持新建 3D 布局，以适用于

MPR/MIP/CPR/MinIP 等的三维功能显示；

6、支持三维平面重建、曲面重建、斜面重建；

三维显示体重建，支持一键去床

7、支持一键去骨

8、支持一键金属物检出。

33

高级功能

模块

融合对比 可以对齐和融合两次来自相同或不同采集机型的

体积配准。将来自 CT、MR 的 3D 解剖图像与来自

PET、SPECT 和 X射线血管造影机的图像进行对比。

34

高级肿瘤分析 肿瘤随访检查是大部分常规检查的组成部分。由

于与当今多设备、多时间点肿瘤学检查相关的数

据范围不断扩大，因此回顾这些检查可能非常耗

时和费力。提供组织和显示肿瘤学数据，以方便

快速查看。

可以减少检索影像数据和准备数据的时间，并增

加读片的时间。自动化工作流程，以便于随着时

间的推移进行比较，并使复查后续检查变得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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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容积重建 三维图像分析系统是一款医疗诊断软件，其可用

于对 3D 重建图像及其与从 CT、MR、X射线血管造

影和 PET 扫描设备原始采集图像的关系进行处

理、审查、分析和传输通信。采集的影像、重建

影像、医师所做的注释和测量结合在一起，可为

相关医师提供用于诊断、外科手术和制定治疗计

划的相关临床信息。

36

动态扫描 动态 CT 扫描指采用容积穿梭扫描或容积螺旋穿

梭扫描得到的图像数据组，该数据组能反映对比

剂在人体内动态流动的成像。这些图像数据是随

时间推移的三维容积的动态图像组。动态穿梭 CT

扫描能提供一组无骨遮挡的动态 CT 血管造影

（CTA）图像。

37

融骨和血管分析 CT 血管造影数据的工具，包括狭窄分析、血栓、

放置支架前后规划程序和定向血管扭曲可视化。

提供了对头部、颈部和其他解剖部位的零点击骨

骼分段功能，自动化与易用性特点优化了工作流。

38

高级心脏分析 心血管成像的集成后处理成像分析应用程序。可

用于显示、重构和分析 2D 或 3D 心脏 CT 图像，以

便从单个或多个心脏相位图像数据集对心脏解剖

部位和冠状动脉血管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

39

高级结肠分析 提供一种检测结肠病灶的综合性判读工作流程方

案，具有灵活性和高效性能。用户可对被标记液

体阻挡的解剖结构进行可视化。加上数字化造影

剂过滤器，突出显示潜在的疑似区域。

40

心脏功能分析 评估心脏功能，针对心脏疾病进行高度自信的诊

断。为左心室和右心室、射血分数和心肌质量提

供准确且具有重复性的量化分析，充分使用多相

位、多层面心脏 CT 图像对心脏功能进行评估，提

供了一种易于使用、节省时间的方法。

41

高级灌注分析 用于分析与中风和肿瘤血管生成的灌注图像。具

有简单的用户界面和全自动的灌注后处理，可创

建降低噪声的功能图，同时保留功能性细节

42

高级肝分段 用于检测具有特殊活性和性能的肝脏病变。可以

观察和测量肝脏、肝段和肝脏病变，确定肿瘤负

荷。

43

高级肺结节分析 提供高效的 CT 肺结节评估和诊断。能够通过对两

个或多个数据集进行配准进行病灶匹配、自动病

灶分类和自定义报告工具实现自动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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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高级呼吸系统分

析

对肺脏进行量化测量，以便对肺脏疾病进行诊断。

具有自动化肺脏和气道分段，以及基本视图和高

级肺脏组织分析。

45

功能后处理基础 通过对各扫描位置的多张图像进行 MR 数据集分

析，从多参数检查中获取最多的信息。用户经验

驱动框架提供方案和工具组合，快速、轻松地对

多个数据集进行量化分析。

46

体部功能后处理 将 MR 人体图像的查看操作流水化，简化了工作流

程，提供算法、工具和工作流来处理从人体中采

集的时序数据，基于信号强度的时间演化通过对

比增强图像计算参数图像。

47

血管分析 跟踪血管几何结构并进行测量，包括显示、测量

和批量拍摄/存档功能，能有效地分析所选血管的

狭窄、方向扭曲和其他异常。

48

3D 打印 任意已分割 VR 图像一键式导出，利用常规临床流

程，节省时间，不需依赖第三方重建 3D 模型，适

用于所有 AW 支持的图像类型，可用于临床教学，

医师培训，外科手术模拟等。

49

放射统计

及管理

1、支持放射科室设备管理功能；

2、设置系统的用户信息以及权限、角色；

3、支持放射科室人员管理功能；

4、支持临床科室开申请单人员管理功能；

5、方便设置系统的工作流程。

6、患者数据管理，记录，修改和查询任意患

者记录；

7、检索管理患者的历史信息，基于“患者

ID”“患者姓名”等的检索；

8、科室管理统计；

9、科室工作量统计；

10、科室每月的收入情况；

11、阳性率统计；

12、支持统计权重预设功能；

13、支持智能化统计报表，可向下钻取数据；

14、每台设备的使用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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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不同临床科室申请检查情况的统计；

16、不同时间段的统计情况；

17、支持多种报表显示模式，如图表、饼状

图、柱状图等。

基础功能 所投 PACS 软件与三维后处理软件须为同一厂商

产品

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包括数据库、操作系统必须为

正版软件

PACS系统软件能够完全兼容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现

有 PACS 系统，并从现有 PACS 系统中读取患者影

像，如果产生相应接口费用，由投标厂商负责

PACS 系统软件能够从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现有

PACS 系统中读取患者历史影像，并进行影像对比

查看分析，如果产生相应接口费用，由投标厂商

负责

基于 Windows 或 UNIX/Linux 平台

支持 HL7(Health Level Seven)和 DICOM 标准的

集成方式

根据 HIPPA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健康保险便利和义务法

案）标准，提供对特殊病人信息的安全保密机制

支持全面虚拟化部署，构建基于 VMware 的虚拟化

平台，提供全院统一的计算资源分配调度池，同

时充分利用 VMware 的 HA，FT 保障系统的高可用

系统支持负载均衡(Load Balancing)、双机热备

供应商所提供的 PACS 为全中文操作界面产品

所投 PACS 软件需支持与第三方 RIS 做系统集成，

实现 PACS 与 RIS 系统使用统一的用户权限管

理， 用户只需一次登陆即可同时使用 RIS 和

PACS 系统

支持 IHE 集成模式：预约工作流（SWF）获取放射

学信息（ARI）患者信息整合（PIR）实例可用性

通知（IAN）一致时间（CT）影像显示一致性（CPI）

分组检查的实现（PGP）

数据库采用 ORACLE、Sybase、MySQL、Sql Server

等大型关系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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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采用集中式（On-Demand）数据库影像储存管

理机制，记录所有影像的储存位置

管理所有图像、工作列表、用户偏好、存档、预

取、身份验证和授权

数据库将会自动记录下列资料：所有病人及检查

的相关文字资料,所有检查影像的属性资料,PACS

所有的系统参数设置，包括所有用户的个性化参

数设置

用户可以选择性地使用数据库复制的功能对PACS

数据库进行冗余设置，冗余设置的数据库服务器

为热备用服务器。这种高可用性配置通过消除任

何单点故障机会来确保数据库持续运行

记录病人检查(STUDY)／影像(IMAGE)/影像序列

(IMAGE SERIES)的相关信息

支持系统日志记录。对图像、报告等信息及系统

的修改、增加、删除均有日志记录

支持多场地医院、集团医院分院的数据管理和配

置模式

支持小波(Wavelet)压缩算法

支持历史影像的 Pre-fetching（预提取）功能

支持 128bit 的 SSL 加密技术，病人基本信息可以

得到充分的保护，确保数据在传输途中的私密性

支持文本式 DICOM SR(结构化报告)的管理

支持全面的 DICOM3.0 影像设备类型，包括：

CT、MR、CR、DR、RF、MG、RF、SC、DSA、NM、PET、

US、IO、ES、FFDM 等

服务器软件提供 DICOM Storage SCU/SCP SOP

Class，可直接接收所有符合 DICOM3.0 标准的影

像数据

支持 DICOM storage commitment

前置预处理服务器可以根据检查设备的数量扩展

可同时接收多个不同影像设备发送的数据，支持

多个用户对同一影像数据的并发调阅请求

可以作为外部 DICOM 客户端通过 DICOM

Query/Retrieve 和 C-Move 与 PACS 通信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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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硬件负载均衡器的负载平衡，如 F5 或 A10

支持 DAS、SAN、NAS、CAS、云存储各种存储技术

具有自动存储管理功能，支持存储“水线”设置，

即：如果系统超出或者达到存储“水线”设置值，

系统将自动转存前期归档的数据以保障存储空间

可对不同种类影像数据分别设定不同的压缩条件

包括:不压缩、压缩，压缩可分非失真、失真压缩，

失真压缩又可分别设定不同的压缩比

存储之间的数据根据设定的规则实现自动迁移和

统一数据管理

支持影像存储和发布的无损和有损压缩即 DICOM

Lossless 和 DICOM Lossy，压缩比例不小于 2:1

在线数据往近线数据的归档全部自动完成

可以根据配置的检查状态（如，验证、完成等）

完成后或配置的时间到达后进行自动归档

支持 DAS、SAN、NAS、CAS、云存储各种存储技术

近线数据可直接被系统调用

存储数据提供设置为不可修改功能

支持 JPEG2000 无损图像压缩技术

存储格式遵循 DICOM3.0 标准：支持常见 DICOM 影

像的存储；支持 DICOM 结构化报告 SR 的存储；支

持DICOM留痕信息GSPS的存储；支持DICOM Store

服务；支持 DICOM WorkList 服务；支持 DICOM MPPS

服务；支持 DICOM Query/Retrieve 服务

支持 DICOM3.0 数据压缩算法，支持 Jpeg、

Jpeg-Lossless、Jpeg2000、Jpeg-LS、Deflate

等有损及无损压缩模式

支持多种存储架构和存储介质，支持光盘塔，磁

带库等近线/离线存储设备，支持多重存储体系以

及数据管理方式，可以导出为符合 DICOMDIR 标准

及 IHE 定义的 Web 格式的 CD 光盘

采用数据库与影像数据分离存储方式，用优化的

算法进行数据库管理，保障海量数据存储与检索

具有影像数据存储状态提示功能

提供数据还原、系统容灾等安全恢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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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严格的用户分级数据访问安全管理机制

具有优秀的可升级性与扩展性，存档图像进行自

动管理，可以对存储空间进行自动控制，具有自

动备份及手动备份功能，有完善的系统监控及警

示功能，并有详细的日志记录

图像数据在存储系统中应以无损的形式保存，即：

可将数据恢复到设备生产的原始状态作为其他用

途的多级备份，可以以使用能够满足临床应用质

量和性能需要的有损压缩的数据备份

存储系统能够自动管理在线系统与离线系统之间

数据的迁移和恢复，能够提供用户可配置设备的

迁移策略，离线采用光盘或硬盘备份系统，可以

对在线存储进行定时、增量以及全备份

提供影像诊断工作站软件系统的 CFDA 证书

支持 CT、MR、CR/DR、超声、X 光机、心血管机、

核医学、内镜、病理等 DICOM 成像设备的图像联

网直接接入

支持设备配置的 MPPS 功能

可配置的图例目录和窗口排列，可配置的预设显

示方案，可配置的桌面方式(工具栏、命令按钮、

快捷键等)，提供交互式窗口和优化的显示设置，

以用户定义的显示协议自动呈显影像

支持不同的“皮肤”设置以适应医生在明亮和较

暗的阅读环境中的舒适度，减少眼睛疲劳

采用流媒体多线程调阅技术，支持影像的后台调

阅，当第一屏影像显示完成后即可以进行图像处

理，不需要等待全部影像传输完毕

具有 DICOM 查询/检索功能

可根据 DICOM 3.0 的数字化显示标准（GSPS）来

储存注释和测量结果

可根据患者姓名、门诊/住院号，就诊卡号，检查

设备，检查部位、影像号、检查日期时间等组合

查询，方便医生针对多种条件下获得影像资料的

工作；可同时调阅一个患者或多个患者不同诊断

序列、体位、时期、成像设备的影像对比显示和

诊断

支持 VIP 保密患者的图像资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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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显示协议（DDP）用于指定打开检查（当前及

既往）以进行查看时显示图像的方式，用户可以

使用或修改这些 DDP 来创建自己的 DDP

导航器时间轴上列出了同一患者的所有检查。单

击时间轴上某项检查时，该检查的各图像系列即

显示在缩略图条带的缩略图视图中

导航器网格抓取工具可以将图像系列加载到任意

显示器的显示区域中

有图标表示当前检查由另一用户打开。光标停留

在图标上时，会提示打开检查的用户、用户组、

工作站名称及时间

检查图像可复制到文件夹中，如会诊文件夹、理

论文件夹等

支持图标目录(多幅小图)浏览

可同时浏览多个序列或检查

用户可以自定义 6 个窗宽/窗位预设以应用于特

定医疗设备

可提供相关病例或序列的影像同步(Sync

Image)，提供不同检查、序列和病人的比较，以

便互相参考

支持 DICOM 多帧动态影像回放功能，支持多序列

联动同步回放

支持显示状态记忆、结构化报告和关键病灶标记，

支持选择/显示重要(标记)的影像

支持单次大量影像的 KEY IMAGE 功能

可以根据上次保存图像时使用的窗宽窗位来重新

显示图像

可以根据上次保存的图像状态来显示图像

支持多种处理工具，例如：感兴趣区域(ROI)工具

和测量，可快速、自动调整窗宽窗位(WW/WL)调整，

灰度反转，左右上下翻转与旋转，缩放与漫游等

可以绘制矩形、椭圆、多边形 ROI

放大镜中的窗宽/窗位和反相，图像锐化和加强

边界过滤功能

可标志和显示关键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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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标志和显示重要图像。将单张图像标记为“重

要图像”，这些图像会添加到“重要图像”系列

中

可以为图像添加文本注解和箭头注解

测量功能：距离、角度、截面、ROI(感兴趣区)、

Cobb 角度等

支持电影播放功能，“层叠模式”时，播放按钮

会出现在工具栏上

支持空间光标/多平面定位

支持 CT 多期增强扫描检查图像在同一序列和不

同序列中的同步对比显示。对同一序列中的多期

增强扫描检查图像，提供按不同的图像采集时间

进行识别的分期（各期）的轴位图像同步关联显

示；对不同序列的多期增强扫描检查图像，提供

自动关联链接功能做分期（各期）的轴位图像做

同步关联显示

支持手动指定任意序列同步关联

支持交互参考线。可以显示/隐藏交互参考线

支持脊柱标记

支持 DR 和 CR 影像的实际尺寸图像显示，经测试

最大显示矩阵为 5M 像素

支持多显示器、和不同分辨率的多显示器

支持灰阶影像和 24-bit 真彩色图像

可把图像复制到剪贴板，可输出 ROI 参数到 Excel

表格

可自动地将 DICOM 处理结果存储在本工作站、或

推送到中心数据库

可转换 DICOM 格式静态图像到普通 JPEG、BMP 格

式和动态图像到 AVI 格式，方便科研和教学

可将图像为输出 JPEG、BMP、AVI，可实施 DICOM

JPEG 无损压缩

提供 DICOM 胶片打印方式

可在刻录的 DICOM 格式光盘上装载能自启动的

DICOM CD 浏览器来在普通 PC 上浏览盘上影像并

对影像做 DICOM 基本操作：可选单幅或 2X2 方式

显示图像，动态回放，可改变回放速度;支持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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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轮功能，支持鼠标右键快捷功能，可启动多种

功能;放大镜功能，图像放大 1、2倍;对比度反转、

图像翻转/旋转;测量距离、测量角度;窗宽/窗位

调节(使用鼠标右键);平移图像(使用鼠标左键拽

动);可恢复原始图像参数，显示或不显示图像标

注信息;可查看新 CD 盘

提供临床影像调阅软件系统的 CFDA 证书

支持显示 CT、MR、US、PT、XA、RF、SC、CR、DX、

MG、DBT、IO、SC、VL、NM、ECG、内镜、显微镜

等 DICOM 图像

支持显示 DICOM 格式的 12 导心电数据

支持多区域超声图像显示和测量

支持显示 DICOM 封装的 PDF、MOV 等对象

临床影像查看器要求零安装时间、无需下载任何

软件(网络或产品)至用户设备,而且用户设备无

需获得管理权限

不会有数据留存到本地设备上，有助于保证数据

安全和保密

通过根据网络带宽显示有损压缩图形并自动禁用

图像的无损压缩进程，支持低带宽环境

允许以渐进和自适应流方式查看图像。无需用户

干预

支持的操作系统为能够运行所支持浏览器的任意

Windows 或 Macintosh IOS 系统

支持以下浏览器以上版本：

·Internet Explorer 8 和 9,

·Internet Explorer 10 和 11

·Mozilla Firefox v32

·Macintosh 和 iPad 平台上的 Apple

Safari v7.1.8

· Google Chrome v32

基于 HTML5 标准的最新网络技术

可以查看 DICOM 数据，也可以查看 XDS（企业间

文件共享）数据

支持更改用户界面主题，提供开灯/关灯两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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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可以使影像在昏暗的室内和明亮的室内均有

清晰的展现。

支持环境光测试功能，确保进行诊断时的环境照

明达到理想状态

在平板上丰富的手势操作

最大化和还原视窗。此功能可以让用户在视图间

快速切换，而无需切换布局，以便更快地查看放

大图像

使用覆层，用于显示或隐藏视窗中的覆层

支持导航器，使用导航器可以在影像查看器中方

便地查看重要图像备注或检查

使用序列选择器，采用序列选择器可方便访问所

选患者的比较检查

使用布局，用户可以使用布局来选择一台单一显

示器上的视窗排列方式。默认情况下，根据检查

设备的不同，检查将以视图_H 或视图_2x2 布

局显示

调整窗宽/窗位设置

调整窗位和窗宽（窗口预设）设置

分页/滚动查看检查中的图像。用户可通过分页/

滚动功能使用鼠标中间按钮（滚轮）来分页查看

检查和图像

电影功能，用户可以用电影“循环”形式查看检

查中的所有“多帧”图像

以电影形式播放检查。以电影方式自动播放多达

4个多帧对象时，能够在播放过程中变更速度、

窗宽/窗位和平移参数

以电影形式播放检查。电影功能可播放序列中的

各个图像，并可在电影播放过程中使用图像操作

工具，例如缩放、平移、旋转和翻转等

对检查使用多层面电影。多层面电影功能可以电

影模式播放含有多幅图像的检查，例如 CT、MR、

PET/CT 或 NM。多层面电影同一时间可在一个视

窗中播放

2D 注释和测量，ZFP 查看器支持使用注释和测

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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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 DICOM 3.0 的数字化显示标准（GSPS）来

储存注释和测量结果

支持重要图像和重要图像备注(KIN)，重要图像和

重要图像备注可通过导航器查看

支持缩放系数和布局

平移影像

旋转影像，向左旋转，向右旋转图像

翻转影像，垂直翻转，水平翻转

反转图像

支持 MPR

支持 MIP

可以进行心胸比（CTR）测量

为检查构建容积再现图像。检查中选定序列可重

建为三维图像。重建时使用单一序列中的数据作

为数据源并运用该序列中的所有图像生成一个三

维容积。除了重建的三维容积外，系统还会显示

三个正交平面：横位、矢状位和冠状位。用户可

以使用主工具栏或右键菜单对容积进行多种方式

的修改：增加缩放、平移和旋转

使用交互参考线。交互参考线默认显示在 3D 模

式中。交互参考线可用于交互参考不同图像平面

上的特定水平或特定点，例如矢状面、冠状面和

轴位图像平面。交互参考线也有助于在定位器中

关联不同平面

三维功能 系统基于 web-base 的云架构。

支持将病人在不同设备上检查的图像放在一起浏

览和对比，更好的辅助医生诊断，提供丰富的专

业后处理功能，全面覆盖 CT、MR、PET-CT、PET-MR、

DSA 等大型设备。

系统与 PACS 无缝集成，支持从 PACS 客户端的浏

览窗口中启动运行三维后处理软件。

系统具备高可及性和扩展性。可以根据医院管理

和临床业务的需求，随时开放权限给放射科、临

床科室的用户。可以让全院任意科室实现随时、

随地对疑难病例进行影像的后处理。

在网络及防火墙允许的情况下，支持在任何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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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内、医院外）进行三维后处理，从而实现

远程诊断。

支持多模态影像间的配准，如 CT、MR、PET-CT、

PET-MR、SPECT 和

DSA 影像之间的配准，以及上述影像间的多方位

重建后的诊断与比较。

支持选择加载不同的系列，以自动、手动和标记

方法进行轻松配准；支持在融合视图中标识出不

同的患者信息；支持绘制感兴趣区的轮廓并进行

测量；支持在不同的后处理协议之间切换；支持

刚性和非刚性配准，且均可进行全身配准。

提供病灶轮廓绘制工具，支持绘出并保存等值线

作为 RTSS DICOM 对象并导出 RTSS 功能。

支持图像的 2D、3D 融合功能，以及反转、平铺等

视窗显示功能。

支持即时访问区域配准，方便医生查看有挑战的

区域

能够传输、处理和分析 3D 重建影像，以及

从 CT、MR、PET 和 DSA 等设备上获得的原始图

像。原始图像、重建图像以及技师、医师所做的

注释和测量，都支持传输和查看，为医师提供用

于诊断、手术、治疗计划及各期随访的相关临床

信息。

提供专用的肿瘤分析工具：自动判断实性、部分

实性/非实性的 CT 肺结节, PET图像上的病灶轮

廓勾画以及 DSA 数字造影剂的辅助诊断功能。

支持汇总表功能，显示日期、病变、测量结果、

评注、状态栏功能。

支持形态标准（高级汇总表）RECIST1.0、

RECIST1.1 和 WHO。用户还可自定义形态标准，包

括标准的类型、统计数据的总和，病变的计数。

支持后续检查图像的测量及对比评价的功能。

支持两种查看模式，标准肿瘤查看和高级查看模

式。标准肿瘤查看:使用 MR 关联进行简单

CT 查看: 加载 CT 检查; 在 CT 上进行查

看和测量; 与 MR 检查关联（配准）;在功能

MR 上执行测量; 查看测量; 保存状态功能。

使用高级模式进行单个 CT 查看（“基线”）: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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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基线CT 检查; 查看和测量疑似病变; 设置

形态标准; 保存并退出功能。使用高级模式进行

CT-CT 后续测量: 加载用于后续测量的检

查; 将当前检查配准至以前检查; 在当前检查

上重复执行测量; 检查是否出现新病变; 与基

线对比结果;保存状态并退出功能

用于处理、分析和显示三维图像集的 “工具”。

重建后的图像是多方位

的，不再是原始图像的单一方位。支持从三维图

像中提取一个感兴趣区或一个感兴趣的解剖部

位，进行查看、倾斜和旋转等操作。

支持“3D”体积渲染、不同层厚的 MPR、MIP、MinIP、

VR（体积渲染）与 Average（平均）的渲染模式。

支持定制方案驱动工作流程，回看多个检查与多

个机型的比较模式，通过 Dynamic Load（动态载

入）功能载入并登记新系列到当前回看会话中。

支持 2D/3D 工具：距离、角度、报告光标、注释、

手绘 ROI 工具；支持 4D 模式实时交互，在 CT、

MR 和 PET 多相位数据所有平面和 3D 视图上使用

电影工具。

支持简易容积比较功能； 支持肝脏 CT 多期查

看功能。

支持兴趣区 (ROI)：标准 ROI (ROI 工

具, 统计数据, 比较数据, 扩展 ROI, 面积

工具, 分割容积工具)；3D 彩色 ROI(三维彩

色 ROI 工具, 统计数据, 首选项, 色图

表) 。

支持分割工具：自动轮廓；解剖刀区域切割；层

面着色工具；高级分割工具，如手术刀、阈值、

膨胀、腐蚀、减影、交叉、添加和过滤浮标。

支持导航器工具：应包括飞越，优化显示，导航

设置，选择光标导航模式功能。

支持拍片、保存图像的功能：批量保存图像为一

个新系列，可以保存一幅图像，一个页面截屏，

或一个系列。

支持多种导出功能，采用不同的 DICOM 和非 DICOM

格式，包括关键图像备注；保存的 STL 文件可以

用于 3D 打印；容积重建的图像可以导出为图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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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文件。

支持总结表扩展报告功能，同时在数据被放置在

图像上时就收集测量数据。

支持 CT 多损伤查看协议：包括选择协议，系列注

释标记，布局预设值功能。用于面部、颈椎、背

部、腰椎、骨盆、身体软组织、上肢和下肢损伤。

在 VolumeShuttle 采集上的头部、颈部、身体和

四肢的图像数据，自动去除骨骼结构后重建的图

像。

4D 查看协议能提供血管动力学的可视化工具；从

CT 灌注扫描中提取 CT 血管成像数据，使造影剂

从动脉流动到静脉的过程可视化。

支持 4D 穿梭回看协议：以电影模式动态显示多期

头部 CT 图像。

支持 4D 神经 DSA：自动图像配准和骨骼移除完成

后，以类似 DSA 模式动态查看图像。

支持采用动态 CT 血管成像进行血管诊断，无需判

读骨图像的周围干扰。

支持创建动态电影供报告和展示

专用于头部、颈部、胸廓、腹部和四肢 CT 血管造

影图像，对骨骼部分进行自动分割去除。

支持自动去骨；自动提取血管目标；调整骨骼、

血管透明度；查看钙化组织或剔除钙化组织等功

能。

支持自动实时快速跟踪所有血管结构；血管自动

检测和自动加标签功能；自动量化测定狭窄角度

与片段长度；快速 AVA（高级血管分析）功能。

改进容积图像（恢复容积图像的数据；从容积图

像中剔除骨骼；显示钙化点和血管支架）；使用

多对象视图功能。

支持 CT 图像、XACT 图像、3DXR 图像的血管分析

功能用于分析血管的解剖和病理，并辅助确定治

疗途径。可自动计算血管的中心线并沿中心线显

示血管的“展开”视图；提供带有变量插值工具

的编辑功能，可以快速进行中心线编辑并针对血

管长度进行调整。

支持内腔视图、斜面视图功能；提供测量工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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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狭窄检测和 HU 值颜色识别，对不同密度进行

量化。

支持多种 CT 血管分析协议：大动脉支架预分析；

大动脉支架后分析；肾脏分析；肠系膜分析；胸

主动脉分析；双侧颈动脉分析；颈椎分析；Willis

环分析；脊椎血管分析；下肢 Simple（简单）和

Detailed（详细）血管分析；上肢血管分析;常规

血管分析）;支持 X 射线血管分析、血管路径功能。

支持血管跟踪、分析工具。待分析血管；点设置；

协议配置；中心线动作；Edit（编辑）；血管分

析首选项设置；血管分析工具；向导面板；Edit

Measure（编辑测量）；编辑迹线/编辑截面；预

定义测量；预定义测量放置；手动测量；测量类

型；修改测量值；配置测量点和相关测量；配置

测量点；配置相关测量；报告；保存和拍片功能。

支持半自动血栓分割功能。

支持血管不同期相、钙化与非钙化的并排比较模

式。

支持狭窄和动脉瘤工具：包括测量狭窄；测量动

脉瘤；使用单/双参考点的测量计算功能。

跨相位自动提取冠状动脉树并分段，跟踪中心线

并标记冠状动脉分支的名称；自动测量冠状动脉；

保存血管分析的当前状态以供未来回看和操作；

支持体积测量功能的颜色编码斑块分析，以评估

斑块硬化程度、尺寸以及随时间变化的关系；生

成并保存曲面重建、腔内拉直图和横截面视图的

旋转电影；支持血管树 3D 体积渲染或最大强度投

影（MIP）的形式显示。

2D 查看，双重构回看允许在关联到纵向和横截面

平面中倾斜视图时从一个轴向图像自动回看冠状

动脉。

支持一键点击提取冠状动脉；支持单击心脏导管

DSA 视图选项，使血管造影图像自动转到 RAO/LAO

或 CRANIAL/CAUDAL 朝向。

支持 IVUS 模拟视图功能：显示血管内腔狭窄或壁

异常相关的钙化、内腔与非钙化斑块。

支持左心室自动射血分数：应包括 Auto

Ejection Fraction（自动射血分

数）；编辑轮廓,添加/删除模式；编辑轮廓,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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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模式；调整 ES 或 ED 的位置；保存和报告图像；

查看运动中的图像功能。

支持心脏的相位配准功能。包括配准；Around

Cursor（围绕光标）模

式；Between Lines（线条之间）模式；保存配准

功能。

支持心脏多方位重建功能：应包括心脏重构协议；

创建批处理；输

出功能。

支持重建图像上显示 DSA 角度的功能。

支持透明心脏、动态心脏显示模式。

提供对四个不同豪恩斯菲尔德（Hounsfield）范

围的体积测量功能，帮助对轴向、曲面或 MPVR 视

图中冠状动脉斑块进行识别与可视化显示。

支持在目标血管上自动探测外侧边界轮廓并高亮

显示这些轮廓与内腔轮廓之间钙化和非钙化的斑

块。

支持自动测量狭窄的工具，能够选择单个或两个

参考点的计算测量值。

用于研究结肠的内壁和外侧，可同时查看俯卧、

仰卧和褥疮位置的数据集，提供 2D，3D 或 360°

的解剖视图，使结肠病变检测更加简便。

支持电子清洁（EC）功能减少标记的粪便和液体，

以便于识别病变。

支持导航功能：可根据息肉标记位置和中心线的

距离同步俯卧和仰卧 3D 解剖视图导航。

支持自动解剖 3D 和自动解剖工作流程。

支持仿真活检功能。俯卧与仰卧系列的同步化；

肠壁视图；筛查首选项；创建电影；保存和加载

数据；数字造影剂（DCA）功能；图像测量;保存

图象功能。

具有自动化预处理和加载单相位或多相位数据集

的功能，可在后台自动完成射血分数、体积分析

和心肌分析。自动执行射血分数和心腔体积分析，

在 LV 和 RV 自动射血分数上具有 91%的可靠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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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检测左心室心内膜和心外膜轮廓

支持自动检测心内膜壁和心外膜壁，对心壁运动、

心壁厚度、心壁增厚和心肌质量进行分析。

支持以图形的方式表现心脏特征：包括室壁运动、

室壁厚度、心肌质量、心输出量；可从四个重叠

的舷窗中选择显示 17、20 和 49 分段模型，或一

个冠状动脉区域模型，并且在 17 和 20 分段中，

可对室壁运动和增厚进行手动评分。

支持自动检测舒张期末和收缩期末相位，并计算

左心室、右心室和左心房的实际射血分数。

是一组多期动态影像数据，包含影像强度随时间

变化的信息。

支持线型组织分类和可视化功能。

支持各种功能图功能，CBV、CBF、MTT、TTP、Tmax、

PS 等。

支持动态心肌灌注方案，提供评估动态心肌灌注

的完整指导工作流程：心脏重新格式化；分段-

定义瓣膜平面和心脏顶点；生成包含血流、血容

量、

平均增长斜率和平均传输时间的定量数据的功能

图。

支持时间强度曲线视图功能。（可允许缓慢的注

射速率为 4cc/s）

支持 CT Brain Stroke（CT 脑中风）协议。

支持 CT Brain Tumor（CT 脑肿瘤）协议。

支持身体多器官 CT 4D 灌注协议：应包括 CT 身体

协议；CT 身体协议

功能图；CT Liver Tumor（CT 肝肿瘤）协议；CT

肝肿瘤协议功能图功能。

支持保存功能图（拍片/保存选项，保存功能体积，

快速导出,保存图像）功能。

支持自定义设置参数。如 CT images threshold

（CT 图像阈值）; Smart threshold（智能阈值）;

Hematocrit ratio（血细胞比容率）);显示设

置 (色彩图,色彩范围,默认的显示)。

支持加载多期肝脏造影图像，并自动挑选出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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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分割的门静脉期。

具有半自动的、用户引导的肝病变分割算法。

支持肝段、肝叶或肝脏肿瘤的自动测量。

支持肝、肝叶、肝段、肿瘤和门静脉的体积渲染

的可视化显示，供对比查看。

支持基于门静脉的肝分割方法和彩色编码。

支持用户在多个时间点加载多个相位。

提供快速、准确地检查肝和肝病变的用户界面。

对 CT 肺部图像，分析并记录可疑病变，提供多种

高级工具，可辅助检测、查看、分割和分析非实

性、部分实性和实性肺内结节。

支持结节的 2D 和 3D 测量。

支持查看图像时的活动注释，平滑模式，阀值，

孔径（适用于导航视图上结节尺寸）。

支持单次或多次检查的结节分析包括倍增时间，

增长百分比，结节的标签、分割提取与分析。

支持肺结节分析结果的交互式报告功能。

支持肺实质分析功能，自动将肺脏和气道分段；

用户可设定阈值自动显示肺组织的不正常范围。

支持肺叶分段功能，用户可将左肺分为上部和下

部肺叶，并将右肺分为上部、中部和下部肺叶。

在分段完成之后，肺叶以色彩叠加或 VR 模式显

示，并且显示有肺叶、气道和气管。

支持对气道内腔壁和外壁进行分析，可显示为内

腔、横截面和曲面视图，也可测量计算。

支持用户处理动态或功能性容积数据，并且还可

生成显示影像强度随时间、回波时间、b 值（扩

散影像）以及频率 (Spectroscopy) 变化的映

射图。原始图像、重建图像、计算出来的参数图

以及临床医生所进行的组织分割、注释和测量，

这些组合在一起可以实现多参数分析。支持两种

可选方案，如 MR 标准和 SER，用于分

析 T1 或 T2 随时间推移的造影剂变化。

支持曲面重建，拍片和保存图像；融合图像；图

表；图像比较；测量；导航器；分割工具；容积

渲染；窗宽和窗位(W/L)；图谱生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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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容积查看器图像控件； 查看步骤区域 ；

容积查看器工具 区域；协议/应用程序面板；序

列视图；功能视图；图表视图功能。

支持活动注解；图像 on-view 注解；参数或功

能注释；相位/等级；波谱、图形（调整图表,图

表 On-View 控制）；融合；镜像 ROI；调整阈值；

设置剪辑最小和最大阈值；自动窗宽和窗位、调

整窗宽和窗位快捷方式；重新格式化；减影； 图

像分割功能。

支持弥散张量成像 DTI。

支持弥散加权成像 DWI。

支持从 fMRI 或 BOLD(血氧水平依赖法)数据集中

生成参数图。

支持非介入式地测量和成像患者的组织铁浓度。

采用 2D GRE 系列扫描协议、Multi-echoFGRE 或

FSPGR 数据集参数图像，并使用水质子横向弛豫

率( R2)技术。

支持对采用 Cartigram (T2 Map) 应用程序采集

的数据进行后处理，系列生成参数图。能够调整

阈值。能够剪切最小值和最大值。能够将参数图

与源图像做融合。

提供“MR 标准”的后处理协议来分析解剖部位

的 T1 或 T2 造影剂随时间的变化。能够创建下

列图谱：增强积分( 负和正)、Time to Peak (达

峰时间)、要增强的平均时间、最大增加坡度、最

大减少坡度。

提供信号增强比率（SER）的后处理协议分析解剖

部位内的 T1 造影剂变化。能够创建下列图谱：正

增强积分、信号增强比率、最大增加坡度。

提供用于显示脑部、前列腺、乳腺和骨盆等部位

中的代谢物和代谢比率

的功能图。能够支持波谱工作流程、调整体素校

正、基线校正、相位校正、调整 频率位移、调

整比率、调整信噪比、定义用户选择的代谢物、

调整 体素位移、显示代谢物操作步骤等功能。

波谱屏幕：应包括全部

复位；计算；信息功能。

提供了算法、工具和工作流来处理从人体中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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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序数据，并基于信号强度的时间演化通过对

比增强图像计算参数图像。提供 2种高级方案：

用于分析 T1或 T2对比度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 MR

标准；可分析 T1 对比度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 SER

支持 MR 标准生成多种参数图谱，如：增强积分

（EI）、达峰时间（TTP）、平均增强时间（MTT）、

最大上升斜率（MSI）、最大下降斜率（MSD）。

支持 SER 创建正增强积分图谱、信号增强比率图

谱、最大增加坡度图谱。

提供自适应方案来处理多参数乳腺、盆骨和肝脏

数据。

支持不打造影剂的非侵入式血管分析功能，用于

分析血管解剖和病理，并辅助确定治疗途径。可

自动计算血管的中心线并沿中心线显示血管的内

腔视图。

支持内腔视图、斜面视图，血管分析、测量。拍

片、保存功能。

支持 MR 血管造影图像分析功能。

支持多部位的血管分析功能：MRWillis 环分析；

MR 上主动脉瓣区血管分析；MR 肾脏分析；MR 腹

部主动脉分析；MR 胸主动脉分析；MR 多工作站下

肢 Simple（简单）和 Detailed（详细）分析；MR

下肢血管分析；MR 上肢血管分析；MR 常规血管分

析功能。

支持血管分析工具：跟踪中心线设置；血管分析

工具；向导面板；Edit Measure（编辑测量）；

编辑迹线/编辑截面；预定义测量；预定义测量放

置；手动测量;测量类型；修改测量值；配置测量

点和相关测量；配置测量点；配置相关测量；报

告；保存和拍片功能。

支持从 3D、容积重建或血管分析协议对病变快速

执行定量分析的功能。

支持 MR 并排比较模式

支持 MR 多站点式下肢分析（详细分析模式或简单

分析模式）；支持 MR 多相位血管分析功能。

支持用户对多站点式 MR 下肢图像作为一个整体

评估右腿或左腿血管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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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血管狭窄和动脉瘤的测量与分析功能。

医院统一外联平台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综合运维

管理

节点管理与授权

节点指医院外联平台以外与平台进行交互

的接入端点。可以是基于平台的应用系统，也可

以是平台外部的其它平台或系统。例如第三方

APP。医院外联平台内的服务可以通过授权进行分

发管理，接入医院外联平台的系统或者厂商只能

访问其有权限的数据服务，彻底杜绝服务暴露的

安全问题。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部系统接入，外联服务可以通

过授权管理快速对服务进行适配，服务授权通过

授权码和密钥来实现对调用机构的认证，对每个

接入的实体分配一个授权码，并生成数据加密的

公私钥，外部系统通过授权码进行相应服务的调

用，这样可以判断接入者的身份，避免出现数据

及系统的安全问题。

2

服务管理

对于未上线医院外联平台的机构，服务可能

独立存在，未对服务的分类进行管理，缺乏一致

的服务对接标准，所以出现服务不规范、重叠等

现象。通过医院外联平台对服务整合封装，对服

务进行整理规范，形成统一的服务管理窗口，这

样不仅可以达到管理的目的，也方便在外部有调

用服务需求的时候可以快速的定位到所请求的服

务。

机构的外部服务通过平台的管理封装后，可

以实现对服务统一的调取方式，同一出口，避免

因外部需求过多，服务管理混乱不可控的现象。

服务管理包括服务注册，服务调试，提供服务的

接入信息维护，以及服务的基本信息和参数信息，

所有接入的服务在正式发布使用前，都必须经过

平台的审核认证，平台对服务有拒绝发布的权利。

服务在平台上提供统一的分类管理，方便使用者

快速定位到所要调用的服务。

3

实时服务

在统一服务中提供实时的数据服务，例如检查检

验报告实时查询、病人信息查询、预约记录查询

等。该类服务由医院外联平台统一管理，第三方

接入到平台中主动进行调阅来获取服务数据，平

台可以根据接入的厂商进行实时服务的权限分

配，以满足不同厂商的数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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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定时服务

由医院外联平台提供主动的定时推送服务，例如

预约号源数据推送、日报统计信息、支付消息提

醒推送服务等。该类服务由医院外联平台统一管

理，主动推送给需要接受该类服务数据的第三方

厂商，与实时服务不同，定时服务可以根据不同

服务及不同厂商的的业务需要分别配置不同的推

送频率、推送时间，满足各类的数据服务要求。

5

服务集市

服务集市是指医院外联平台根据接入系统的需

求，设置多个符合需求的服务。服务集市可以对

平台目前接入的服务或者创建的服务按照目录分

类进行展示，方便用户更快的查找到所需的服务。

服务集市本质上就是服务注册的另一种显示模

式，可以通过列表或者图表显示。

6

服务监测

平台支持对接入服务进行统一监测管理，对服务

的调用进行统计分析，防范服务的恶意调用，对

用户的操作行为进行分析，统计用户对服务的使

用次数，通过制定预警规则，准实时的对服务进

行超时以及异常提醒，做到快速监控。同时服务

监测还能够对平台上的服务进行自我监测，判断

服务是否正常运行，如果发现平台异常能即时地

调用预警接口发送预警消息，提醒方式包括邮件

以及短信。外联平台具备一定的修复能力和高危

预警处理机制，可以在运维人员赶到现场的时间

段内采用自动的防护措施，例如自动屏蔽异常服

务，保证其他服务不受异常故障的影响。

7

服务编排

平台支持将多个业务服务组合在一起，建立一个

用来处理联动事务的场景。

服务编排提供了能够将平台内的各类服务按照既

定的流程进行组合，融入智能化的规则过滤以及

分发机制，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深加工服务。

8

服务集成

服务集成作为服务编排的可视化操作对象，每个

集成都由若干个服务服务有序组成，前一个服务

的输出做为下一个服务的输入。

9

规则过滤管理

面对大量结构化、非结构化的服务返回数据，上

下服务对数据识别的工作十分繁琐与复杂。因此，

需要建立能够让服务接收方识别的数据过滤与识

别规则。在规则过滤的帮助下，能够让服务按照

某种既定的规则有序的进行下去。

10 路由管理
路由充当着指路者的作用，服务集成完毕之后，

需要通过若干个路由的寻址与转换才能完整地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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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服务流程。

11

第三方接入管理

外联平台内的服务可以是院内的服务，也可以是

第三方提供的外部服务，所有服务通过授权进行

分发管理，接入外联平台的系统或者厂商只能访

问其有权限的数据服务，彻底杜绝服务暴露的安

全问题。

12

事前认证

用户管理

平台内置用户管理功能，具有创建用户、修改、

查询、删除用户的功能。凡需访问云基础设施和

数据服务的用户，应先进行标识（建立账号）。

支持增加，修改，和查询用户的管理，可以根据

业务需要随时增加管理员。比如对职务、Email

地址、所属部门、电话等信息进行修改。

13

授权管理

外联平台授权管理分为身份授权和服务授权，身

份授权是为接入平台的实体分配统一的授权码和

密钥，是外部系统接入平台的入口。服务授权是

将特定的服务分组分配给外部调用者，确保服务

不被越权访问。

14

身份认证

身份认证服务是指对访问平台的用户进行身份鉴

别的过程，包括识别和验证两部分。身份识别是

对访问者的身份有效性进行判断，验证是对访问

者的身份合法性进行确认。

身份的认证方式是通过接入时由外联平台统一分

配的授权码与加密密钥共同完成，平台通过配对

的密钥完成授权码的解码，并将授权码与用户身

份进行核实。为保证平台数据访问的安全性，外

部系统在每进行一次服务调用时都需要进行认

证。

15

访问令牌

访问令牌管理是通过对接入用户所携带的 ID 进

行验证的过程，通过与平台管理的下发授权码和

密钥进行验证，符合令牌服务要求的用户才可以

访问授权的服务。

16

数据包限制

平台根据服务请求数据设定规则（例如服务请求

A 通常传入数据包大小不超过 20k，通过设定规

则，将超过 20k 数据包进行主动拦截），将传入

的数据包进行限制，对超大数据包进行拦截，并

通过实时分包和抽样分包机制，对传入数据进行

分析，特别对超过规则设定的数据包进行分析，

避免可能带来的外部威胁。

17 结构化数据校验
通过对数据传入参数进行解析，按照平台设置规

则进行结构化处理，对非法数据进行过滤或拦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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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数据符合安全规则。

18

事中防护

传输加密

支持采用国密算法 SM2+SM4 复合型加密算法对身

份信息和传输数据进行加密，为平台接入对象分

配唯一的加密密钥保证数据传输过程的安全性。

19
数据防篡改

为保证数据传输过程不被篡改，平台采用 HASH 值

验证数据传输过程的完整性。

20

IP 黑名单

IP黑名单管理是一个以攻击来源为目标的管理序

列，通过对攻击行为进行判断，计算各个攻击行

为的威胁程度，然后将计算出的各个攻击源 IP 保

存到黑名单中。外联平台限定院外 IP 访问服务的

频率，超出上限 X 次则自动加入 IP 黑名单。

21

隐私保护

隐私保护按照用户的实践范围提供完全符合病人

的隐私和保密的要求，保护患者的隐私和安全，

确保在院内以及提供正常医疗服务以外的传递

中，患者数据不被非法读取。

隐私规则定制了平台内资源的隐私程度级别和形

式。其中隐私规则包含了对平台资源数据的模糊、

隐藏、替换、过滤操作的规则管理。平台可以根

据实际应用场景，配置规则，对资源进行隐私处

理，对查询数据进行过滤，或者对查询字段模糊

处理，并支持自定义过滤规则，如将敏感字段替

换成固定文字或者特殊字符等。

22

事后审计

非法访问监测

外联平台日志分析引擎通过对接入用户的访问规

律进行分析，例如访问的高峰时间段、访问的频

率、单位时间内（默认为每天，可以根据规则进

行配置）访问的次数进行组合分析，得出用户日

常访问习惯。当某一段时间内出现异常行为时，

例如爆发性调用，非正常时间段内频繁访问等，

进行异常提醒，并给出相应的可能导致威胁的处

置机制。

通过定时对用户的访问行为进行分析，对访问日

志分级分类，设置服务的访问频率，把单位时间

内不正常的访问行为设定为可能的非法行为，自

动将访问用户 IP 加入黑名单，进行隔离。

23

攻击行为判别

攻击性行为判别是基于分析引擎的用户行为分析

实现的，平台具备基础的入侵监测对照机制，并

能够在后期不断的维护中逐步完善，当判别为攻

击行为时，外联平台将根据默认的防御机制（IP

屏蔽，用户授权拦截等）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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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安全预警

当服务监控出现异常（接入服务故障、突发性高

并发访问等）、硬件服务器故障、网络资源被异

常占用等突发性预警情况出现时，能主动的发送

通知消息，第一时间通知相关人员采取防护措施，

避免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

25

日志分析引

擎

用户行为分析

外联平台日志分析引擎通过对接入用户的访问规

律进行分析，例如访问的高峰时间段、访问的频

率、单位时间内（默认为每天，可以根据规则进

行配置）访问的次数进行组合分析，得出用户日

常访问习惯。当某一段时间内出现异常行为时，

例如爆发性调用，非正常时间段内频繁访问等，

进行异常提醒，并给出相应的可能导致威胁的处

置机制。

26

访问效率评估

外联平台提供对服务的反向评估功能，对平台转

发的服务进行访问效率评估，对服务的响应时间

进行统计，对经常占用资源、超时无返回、请求

失败等异常进行分析，并根据访问效率反向推动

接入的服务方优化服务执行效率。

27

服务优化配置

外联平台从服务的并发量、访问量等角度对服务

进行优化配置，通过对服务的日常访问记录分析

服务量变化曲线，结合平台的软负载自动将高并

发的服务分配到对应的服务器，从而达到优化服

务配置的目的。

28

攻击性行为判别

攻击性行为判别是基于分析引擎的用户行为分析

实现的，平台具备基础的入侵监测对照机制，并

能够在后期不断的维护中逐步完善，当判别为攻

击行为时，外联平台将根据默认的防御机制（IP

屏蔽，用户授权拦截等）进行处置。

29

环境监控

管理

服务监控汇总

监控服务端的运行状态，显示服务端的 IP 地址，

对服务监控，数据库监控，应用服务器监控进行

汇总。

30
API 服务监控汇

总 对异常服务进行通知。

31
应用服务器监控

概况

显示当前异常的应用服务器数量，并且支持下钻

进行查看详细的应用服务器监控详情。

32
数据库监控概况

显示当前异常的数据库数量，并且支持下钻进行

查看详细的数据库监控详情。

33
计划任务通知

能够显示最近的待办事项，并提供确定功能进行

事件确认，为运维提供良好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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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主机运行监控

负责维护主机信息、监控模板、监控项、触发器

等信息，提供主机硬盘使用率、内存使用率、CPU

使用率等全面的监控数据展示。

35 告警信息 对最近告警信息进行展示。

36

系统配置管理

系统配置包括用户管理、计划任务管理、通知管

理以及通知记录等核心功能，通知管理包括邮件

通知以及短信通知功能。

37

大屏实时监

测平台

服务资源监控

对外联服务总线中的服务提供一站式的分析汇

总，以及对服务提供全方位实时的监控展示。从

服务的决策分析出发，提供了实时性的服务汇总

概况，包括服务的实时中转次数统计、服务类别

统计、服务接入状态的分类统计。从服务资源库

中为接入方提供可接入的服务列表展示，方便决

策者实时更新后期需要的服务资源。从服务运维

角度出发，提供了全周期的服务调用次数和分时

段中转次数等信息。

38

硬件资源监控

平台对已接入的应用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资源

提供统一的监控管理，包括服务器的状态（正常、

预警、故障）汇总统计和服务器详细指标的实时

动态化展示，并且提供预警/故障服务器的指标信

息，以时间轴的方式将信息推送到监测平台，方

便运维监管人员对预警服务器采取及时有效的恢

复措施。

39

网络资源监控

对外联平台区域内的网络情况提供实时监测，动

态监测平台的各个服务对网络资源的占用情况，

对单个服务高并发访问提供预警，及时采取策略。

40

实时预警通知

大屏综合监测平台提供对预警消息的实时通知服

务，当服务监控出现异常（接入服务故障、突发

性高并发访问等）、硬件服务器故障、网络资源

被异常占用等突发性预警情况出现时，能主动的

发送通知消息，支持短信、邮件、系统通知（大

屏预警）等多种预警方式，第一时间通知运维人

员采取措施，避免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

41

移动监测平

台

综合分析展示

移动端综合分析展示系统是对大屏综合监测平台

的扩展和延伸，通过简单的监控报表对外联平台

的服务、网络、硬件运行状况提供实时监测。方

便运维人员可以随时随地的对外联平台安全预警

进行查看。

42 预警消息配置
外联平台支持预警消息的自定义配置，运维人员

可以配置需要关注的项目和指标，比如对实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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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较高的服务异常预警，高并发的网络访问通

知，硬件故障告警等消息规则。

43
预警消息推送

通过将平台定时推送的日志通知按照预警消息的

配置规则进行提醒。

44

消息服务总

线

消息认证机制

消息服务总线为各种业务系统消息生产者提供统

一的消息发送接口服务，通过该接口可以产生需

要发送的各种类型的消息，在消息发送前，需要

进行生产者的身份认证，验证消息生产者的合法

性。对于非法发起消息的生产者，消息服务总线

将拒绝消息请求，同时记录该生产者的信息。

45
消息规则

提供与制定消息生产者产生消息的规则（频率，

发送时间等），消息内容及消息对应的消费者。

46

消息队列

提供丰富的队列属性配置选项，可以进行队列属

性的个性化配置来满足不同的应用场景，支持：

普通队列、延迟队列、优先级队列等多种队列模

式。支持多个生产者和消费者并发访问同一个队

列，无需特殊设置即可自由调整并发度。

47

消息路由策略

支持各业务应用平台接入的消息通过路由策略进

行定义和管理,达到一个接口映射多个消息渠道

（微信公众号、支付宝生活号、APP、短信等多种

消息渠道）的效果，保证消息高性能、低延迟、

高可靠。

48

消息补发机制

消息服务总线支持从消息的产生到消费的轨迹回

溯，记录每一笔消息的传输过程，通过每条消息

唯一的主键查询消息的发送时间及消息送达状

态，对因为网络等异常原因导致丢失的消息进行

补发。

49

消息推送

消息服务总线为各种业务系统消息生产者提供统

一的消息发送接口服务实现消息推送，通过设置

消息模板，发送时间，发送频率等实现快速推送，

同时可提供同步消息、异步消息、通知消息等多

种信息传输机制。

消息推送根据消息的轻重等级自动匹配消息推送

方式，例如：短信、邮件、app/公众号提醒等。

50
消息订阅

消息服务总线提供消息订阅，消息消费方可自主

进行消息订阅，定期获取某类消息。

46、福建省妇产医院患者公众服务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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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预约服务

预约查询

为患者提供实名制挂号、检查、检验、体检、处置、

日间手术、住院等预约服务。

2
预约

根据病情选科室及医生，并选择合适的就诊时间，预

约医生号源。

3
取消预约

患者按照预约服务规则，在符合预约取消规则的情况

下进行预约取消。

4

智能问诊

智能导诊

（APP）

通过自助机、移动终端以人体图、症状列表等形

式提供就诊科室、医生建议。智能导诊通过对患者的

历史就诊情况进行分析，将最贴近的医生排班信息推

荐给患者，为患者的就医提供快捷便利的途径。主要

内容包括：智能推荐服务、停诊后推荐、首次就医推

荐。

1、具备智能导诊知识库、智能科室推荐、智能

分时排序、专家推荐等功能。

2、提供人体图、症状列表等疾病自测途径。

5

智能预问诊

在预约后就诊前，患者可通过智能预问诊自助完

成个人信息、症状等基础问诊，通过与医生工作站的

对接，完成主诉、现病史、既往史、过敏史等信息的

填写，让医生提前了解病情，便于就诊时医生提供更

好的诊疗服务。

设定对话式询问患者症状，包括主诉、病史、临

床症状、检查检验结果等，并能根据患者的疾病情况

和选择的答案，动态计算后智能生成下一个问题。具

体问题可包括：

（1）录入主诉、病史和临床症状，包括性别、

年龄、发病时间、前驱症状、病史、消化系统症状、

呼吸系统症状等。

（2）录入或选择辅助检查检验结果，包括心电图、

彩超、血常规等辅助检查手段的结果。

6

智能问药

通过对用户输入的症状、病情等生理信息进行分

析，结合合理用药模型，智能推送个性化药品。即使

是同一种病，也能根据不同的症状表现，推荐更适合

的药物，从而缩短患者就医流程，规避用药风险。

药品知识库

药品知识库是用来存储和管理药品问题求解所

需的专家系统知识，并通过知识表示方法将知识转化

为计算机可利用的形式化知识。药品知识库由医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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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对药物使用的知识和临床经验，以及从权威书

籍、刊物中获取的知识加工提炼而成。

模拟预问诊

设定对话式询问患者症状，包括主诉、病史、临

床症状、检查检验结果等，例如性别、年龄、发病时

间、药物过敏史、病史、用药史等，系统能根据患者

的疾病情况和选择的答案，动态计算后智能生成下一

个问题。

药品推荐

根据患者输入的信息，进行合理用药过滤，同时

通过患者模型和药物模型的个性化匹配，结合药品结

识库，为患者推荐单药物，也能推荐药物组合，并为

患者提供药品说明书。

7

报告查询
患者在家即可查看检查检验报告单，不必特地前

往医院打印。电子报告单不会丢失，也便于管理和携

带。

8

就诊记录查

询

以挂号时间为轴、按科室分类，联合查询历次就

诊信息，包括挂号科室、挂号医生、诊断、处方、检

查检验、费用明细等。

9
处方查询 患者在家即可查看处方和用药信息，不必特地前往医

院打印。电子报告单不会丢失，也便于管理和携带。

10 费用查询 患者在家即可查看就诊费用清单。

11
信息推送 网站具备信息推送功能，如预约成功信息、就诊时间

提醒、报告单完成提醒等。

12
实名认证 网站具备实名认证功能，通过实名手机和银行账号绑

定支付完成认证。

13

满意度评价 患者对预约、接诊、收费、药房、检查、陪护等就医

过程进行评价，有益于医院持续改进对患者的服务。

具体功能包括：满意度评价、评价结果统计分析等。

支持以网站、自助机、微信、App 等多种方式提供满

意度评价服务。

评价内容

满意度评价内容涵盖门诊服务、医技服务、药房

服务、收费服务、陪护服务、医院环境等多个环节。

为保障患者隐私，评价可实行匿名方式，也可根据评

价需要，在取得评价者许可的情况下实名评价，便于

后续反馈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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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式

患者对医疗满意度的评价方式包括自助评价设

备、医院网站、个人移动终端等。

意见反馈

患者提出评价意见经医院采纳并改进后，可将改进情

况反馈给患者，提高患者满意度。

14

健康宣教管

理

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社会和教育活动，

促使人们自觉地采纳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预防疾病，促进健

康，提高生活质量。

1、具备健康宣教内容维护、审核、发布、查询、反

馈等功能。

2、支持桌面终端、移动终端、电视、大屏幕显示屏

等传播方式。

3、提供疾病预防、疾病治疗、疾病康复管理、健康

生活方式、合理营养膳食、戒烟知识、戒烟门诊服务

信息等健康宣教信息。

4、支持以网站、自助机、微信、App、短信、电视等

多种方式提供健康宣教服务。

15

信息公开服

务

根据医院职能，逐步提供满足社会公众就医需求的相

关信息，方便群众获取医院相关权威数据，增强医院

信息透明度。

具体功能包括：医疗机构信息查询、注册医师查询、

注册护士信息、医疗服务价格查询、医院便民服务查

询、专家团队查询等。

支持以网站、自助机、微信、App、公示牌等多种方

式提供信息公开服务。

47、福建省妇产医院协同办公系统及移动办公 APP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电子公告

公告发布

支持传统信息发布的要求，有在线编辑器、标题、

发布日期、发布人、标题、附件上传、公告分类、所

属科室等功能模块。

支持指定对象发送、支持设置公告有效期限、支持公

告发布与平台内手机短信模块相关联，重要的信息与

通知可以设置即时提醒、支持重要的公告可以手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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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为“置顶”的功能。

2

公告审批

1.公告草稿：用于存放还未编写完成的通知公告信息。

2.待审公告：用于显示需要当前用户审批的公告信息。

3.在审公告：用于查询当前用户参与办理的或当前用

户申请发布的相关公告目前所处的审批节点。

4.办结公告：用于显示已经审批通过，并且已发布出

去的公告信息。

5.我的公告：用于显示当前用户发布的公告公告列表。

6.审批设置：可以手动设置要发布的公告是否需要走

审批流程。

3

公告管理

1.电子公告模块管理员具有此模块的操作权限。用于

所有公告信息的后台查询、信息修改、查看办理情况。

2.浏览记录：可以查看每份公告的浏览次数，以及浏

览人员信息与时间，方便跟踪公告的已查看情况。

3.按科室分类，以树的形式显示所有发布的公告情况。

4.支持按日期、以及标题查询历史的公告信息。

4

院内新闻

新闻发布

信息发布功能，使用在线编辑器编辑发布内容，包括

标题、发布日期、发布人、标题、附件上传、公告分

类、所属科室信息。

5
新闻管理

院内新联管理员的操作入口，用于对所有新闻的后台

查询，信息修改，查看办理情况。

6
历史新闻

以科室树的形式，显示所有已发布的新闻信息。支持

按标题、时间段条件进行搜索。

7
科室资料共

享库 专栏管理

支持用户管理员自己增加专栏，设置专栏名称，以及

设置专栏的管理员、专栏信息的发布人员。

8

信息发布

信息发布功能，使用在线编辑器编辑发布内容，包括

标题、发布日期、发布人、标题、附件上传、公告分

类、所属文件夹的设置。

9

信息管理

专栏信息支持临时保存功能，当临时保存时只有发布

人能查看得到，其他人查看不了。只有当发布之后其

他人员才能查看得到。用于对专栏信息的修改，查询

与删除操作。

可以查看每一份专栏的浏览次数、浏览人员信息以及

时间，跟踪信息的查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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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息查询

所有的专栏支持按标题以及发布的内容进行全文搜

索。

11

科室专栏设

置

5. 支持用户管理员自己增加专栏，设置专栏名

称，以及设置专栏的管理员、专栏信息的发布人

员。

6. 专栏管理员可以对文件夹进行增加、修改、

删除操作。

7. 支持重要的专栏信息设置为置顶的功能。

8. 可以查看每一份专栏的浏览次数、浏览人员

信息以及时间，跟踪信息的查看情况。

12

院务公开栏

提供如办事流程、政策文件、规章制度等，所有

的栏目可根据用户的要求进行定制。实行院务公开是

实践“和谐社会”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13

规章制度

规章制度模块用于将医院内部的有关人事、劳资、财

务、保密和其它管理制度、工作准则及其它政策在医

院内部发布，供员工随时查阅。

14

院办专栏

4. 提供会议纪要信息的增加、删除、修改、审

核、查询功能，并能按关键字查询功能。

5. 提供周会通报信息的增加、删除、修改、审

核、查询功能，并能按关键字查询功能。

6. 提供本单位各大事信息的增加、删除、修改、

审核、查询功能，并能按关键字查询功能。

15

党办专栏

4. 精神文明建设信息的增加、删除、修改、审

核、查询功能，并能按关键字查询功能。

5. 党建工作信息的增加、删除、修改、审核、

查询等功能，并能按关键字查询功能。

6. 纪检监察信息的增加、删除、修改、审核、

查询等功能，并能按关键字查询功能。

16

人事专栏

8. 提供科务通知的发布，支持文件上传、下载、

浏览功能。

9. 提供各类竞聘、人员聘用公告发布，支持文

件上传、下载、浏览功能。

10. 提供支持各类职称评聘公告发布，支持文件

上传、下载、浏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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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提供本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文档、表格的

上传、下载功能。

12. 提供调资信息、福利发放情况上传、下载、

浏览功能。

13. 接收各科室考勤数据，能将考勤情况上传、

浏览、下载功能。

14. 提供人事政策法规资料的上传、下载功能。

17

护理专栏

7. 提供护理资讯信息的上传、浏览、下载、查

找功能。

8. 提供技术档案材料的上传、浏览、下载、查

找功能。

9. 提供制度规范材料的上传、浏览、下载、查

找功能。

10. 提供督导质控相关材料的上传、浏览、下载、

查找功能。

11. 提供培训考核相关材料的上传、浏览、下载、

查找功能。

12. 提供护患沟通相关调查统计报表的上传、浏

览、下载、查找功能。

18 医务专栏

6. 提供督导质控包括巡查通报等材料的上传、

浏览、下载、查找功能。

7. 提供院内讲座等信息的上传、浏览、下载、

查找功能。

8. 提供诊疗常规包括诊疗方案等信息的上传、

浏览、下载、查找功能。

9. 提供医务通知等信息的上传、浏览、下载、

查找功能。

10. 提供培训考核等信息的上传、浏览、下载、

查找功能。

19

医保专栏

6. 医保政策上传、查找、浏览、下载功能（省

医保、市医保、铁路医保、新农合医保、保健办、

两费中心）。

7. 医保通知上传、查找、浏览功能、下载功能

（省医保、市医保、铁路医保、新农合医保、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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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办、两费中心）。

8. 医保统计具备上传、查找、浏览、有权限修

改、下载功能。

9. 医保简讯上传、查找、浏览、下载。

10. 特殊病种小目录上传、下载、删除、浏览功

能。

20

信息沟通

院内邮件

4. 写邮件

4) 写邮件：具有传统邮件所有的功能如“主

题、主送、邮件内容、附件上传”等功能。

是院内职工，特别是院内网文件安全传输，

信息沟通与汇报的重要工具。

5) 支持与本院通讯录关联，无需输入收件

人地址，仅输入平台内注册的用户姓名即可

以发送邮件，同时支持按照岗位群组进行快

速人员搜索选择。

6) 支持重要邮件反馈功能设置，并支持跟

踪邮件是否查看，以及是否有反馈信息。

5. 邮件管理

5) 草稿箱：用于存放还未编辑完成或未发

送的邮件。

6) 发件箱：用于显示已发送出去的邮件信

息。

7) 收件箱：用于显示收到的邮件信息。

8) 需反馈邮件：显示需要反馈的邮件信

息。

6. 平台邮件提醒

作为系统消息提醒的重要组成部份，已与平台无

缝连接，是流程办理过程中每一步提醒的一种方式。

21

手机短信

5. 编辑短信

具有传统短信发送功能：支持输入手机号码，以

及编辑短信内容进行发送。

支持通讯录、岗位群组，通过直接选择如“中层

领导、护士长组群、科主任群组”等即可以给指定的

对象发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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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短信审批

7) 短信审批：短信作为一个即时沟通的重

要组成部份，为了加强它的严谨性以及信息

的管理，可以设置流程，以确保什么内容的

短信可以发送。

8) 短信草稿：用于存放还未编写完成的或

还未提交发送的短信信息，即临时保存的信

息。

9) 待审短信：用于显示需要当前用户审批

的短信信息。

10) 在审短信：用于查询当前用户所办理

的以及当前用户申请的发布的短信目前所

处的审批环节。

11) 办结短信：用于显示已经审批通过，

并且发布出去的短信信息。

12) 审批设置：可以设置短信是否需要走

审批流程。

7. 短信管理

短信管理：是院内短信管理员的操作入口，用于

对所有短信信息（已发、未发、草稿等）的后台查询，

信息修改，查看办理情况。

8. 平台短信提醒

做为系统消息提醒的重要组成部份，已与平台无缝连

接，是流程办理过程中每一步提醒的一种方式。

22

个人事务

个人事务

7. 待办事宜：记录所有需要当前用户办理、传

阅的文件信息，主要包括的信息紧急程度、主题、

发送时间、发送人，并会按紧急程度、时间进行

排序显示方便个人及时处理与审批信息。

8. 个人通讯录：主要分为群组设置、个人通讯

信息设置以及群组共享等几个部份组成。实现全

院职工以及医院所需的联系信息的共享，同时还

可以与手机短信关联使用。

9. 登录日志：用于设置当前用户已登录系统的

相关信息，查看自己帐户的安全性

10. 代理人设置：用于外出时指定时间段内，由

代理人来处理审批相关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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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密码修改：用于修改个人的密码信息。

12. 我的日程安排：用于每天登记自己的重要安

排信息，提高工作的计划性，以及提高工作效率。

23

工资查询

6. 工资类型配置：根据编内、编外等医院人员

分类的不同，设置工资的类型。

7. 工资数据导入：根据关键字（身份证，或工

号）财务科的工资管理人员选择好年、月以及工

资类型，选择需要导入的字段信息，并导入工资。

8. 工资数据管理：选择年、月，可以查询到所

有已导入的工资数据的详情。

9. 个人登录系统之后，可以选择好年月以及“查

询码：可能是工号，可能是身份证号后 4位”进

行查询。

10. 工资单打印：个人查询出工资数据后可以打

印出来。

流程管理 党委（院长）

会议议题申

请流程

支持会议议题申请、批办、传阅等功能

流程模板设

置

支持流程单、流程模板设置，实现流程自动处理；

请假管理 中层干部请

假管理

支持中层干部请假申请、审批、销假等请假流程管理。

与人事、财务等系统实现数据共享。

24

行政审批

车辆管理

5. 用车申请单填写：用车人填写申请单，内容

包括用车事由、时间（开始、结束时间）、用车

人数、起址地点（是市区、市区县、市外、省外）、

联系电话（必填），用车预定生效后会发短信通

过这个号码进行提醒。

6. 车辆调度员填写：车辆调度员填写车辆，以

及司机信息，并根据时间情况与申请人沟通修改

用单时段，完成拼车以节省资源。

7. 司机：填写里程数、加油量、费用信息

8. 财务科：进行费用确认，完成报销。

值班补贴 支持查询值班人员加班信息与加班补贴信息，支持导

入加班补贴等数据信息，并与财务系统进行数据对接。

25
车辆预定审

批管理
5. 申请草稿：即临时保存的信息，用于记录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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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用户还未提交审批的用车申请信息。

6. 待办申请：用于显示当前需要审批的列表信

息，主要包括申请科室、申请时间、申请人、当

前步骤、发送时间。按时间排序，并以列表显示。

7. 在办申请：用于查询当前用户所办理的以及

申请的用车申请单目前所处的审批环节。主要包

括申请科室、申请时间、申请人、当前步骤、发

送时间。按时间排序，并可以列表显示。

8. 办结申请：用于显示已经办理的申请单，主

要包括申请科室、申请时间、申请人、当前步骤、

发送时间。按时间先后顺序进行自动排序。可以

查看详细信息、流转情况、流程图。

26

会议室管理

8. 会议室使用申请：选择会议室，会以周历的

形式分时间段显示各会议室的使用情况，只有空

闲时段才允许进行申请。

9. 申请单填写：主要填写“使用时间、主讲人

（支持多人）、参会人员、会议主题、会议内容、

所需设备、会议主讲材料”信息进行填写。

10. 支持与短信关联，申请申效之后，会发短信

给参会人员。

11. 可按照会议室类型、时间、主题内容显示会

议申请情况。

12. 待办申请：用于显示当前需要审批的会议申

请单

13. 在办申请：用于显示还未审批完成，可以跟

踪当前会议申请办理环节，以及上报时间，上报

人信息。

14. 办结申请：用于显示已经办理的会议申请，

主要包括申请科室、申请时间、申请人、当前步

骤、发送时间。按时间排序。可以查看详细信息、

流转情况、流程图。

27

用印申请

主要流程：医院各科室人员根据需要进行申请单

填写，上报科主任审核，然后在报送给院领导审核，

最后转送到办公室办理，流程到此结束。

主要内容：

1、用印标题、用印事由，用印时间、选择印章类

型

2、支持打印申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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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行政总值班

4. 值班表

4) 按月新建行政值班表，填写相应时间的

值班人员（值班领导、值班人员上午、值班

人员下午、值班人员晚上），并提交给相应

人员进行审核。

5) 支持进行各个时间段排班人员进行循

环排班。

6) 支持排班人员提取字典库配置人员，可

直接排班界面进行选择

5. 值班表管理

5) 可查看以往的值班信息。

6) 按月对值班安排进行汇总。可导出

Excel 文档

7) 可对已有的排班信息进行重新编辑、删

除等操作。

8) 模块管理员具有此权限。

6. 值班查询

可查询所有文件的内容，支持排班数据导出。

29

公文管理

14 起草发文文件

6) 可对文件进行保存、删除、起草正文、

修改正文、附件上传、编制文号、套红头、

分发文件、归档、打印办理单、显示修改痕

迹等功能。

7) 公文正文信息编辑支持在线 WORD 模式

编辑，可查看所有正文流转修改记录痕迹，

支持编号套红，设置固定字体格式。

8) 文件新建完毕后再传至领导审批，并可

检视整个流转过程和分发记录，其中附件上

传可以是文字、图像、声音等各种方式进行

传送。

9) 支持上传参阅材料以及参阅文件，自动

计算参阅文件数量。

10) 支持公文流程归档时填写归档情况，期

限以及归档分类，可直接流转对应到公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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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库相关目录。

15 发文流转发文草稿

发文草稿：用于存放起草发文时临时存放未编写

好的发文内容。具体通过在起草发文界面，通过临时

保存按钮对数据进行保存。以便下次使用时可以进行

编辑与操作。

16 发文流转待办发文

5) 查看公文正文附件、可对公文正文进行

编辑修改，填写公文审批处理意见。

6) 公文管理部门可对公文办理进度进行短

信催办。

7) 可查询或跟踪所有等待您办理的发文待

办单，并对发文待办单进行处理。

8) 支持高级搜索功能。

17 发文流转在办发文

5) 可查询所有自己办理过且未归档发文的

相关信息

6) 可跟踪自己办理过且未归档发文的流转

信息。

7) 可根据文件标题、文号的关键字进行搜

索

8) 从文件标题链接页面可查看文件的详细

信息。

18 办结发文

4) 可跟踪所有已归档收文的流转信息

5) 可根据文件标题、文号的关键字进行搜

索

6) 从文件标题链接页面可查看文件的详细

信息。

19 紧急发文管理

4) 支持对紧急公文进行后期登记，登记已

办理紧急公文的主办处室、拟稿人、机关代

字、文件标题、所属分类、正文附件信息。

5) 填写完成提交办公室统一存档管理。

6) 可根据紧急发文的发文时间、文件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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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信息进行紧急发文搜索查询。

20 阅读状态

5) 可查看待阅发文的相关信息：序号、文

件标题、传阅时间。

6) 从文件标题链接页面可查看文件的详细

信息。

7) 可查看已阅发文的相关信息：序号、文

件标题、传阅时间。

8) 从文件标题链接页面可查看文件的详细

信息。

21 收文登记

主要包括填写：收文编号、收文日期、来文单位、

文件字号、文种（命令、决定、公告、通知、通报、

议案、报告、请示、批复、意见、函、会议纪要）来

文标题、主题词等信息。

同时可对文件进行关闭、保存、删除、引入正文、

附件上传、打印办理单、发送、传阅功能。

22 收文流转收文草稿

主要用于显示当前用户临时保存的收文列表。

支持这些草稿公文的再次编辑，以及支持修改后

直接提交拟办。

23 收文流转待办收文

5) 可查询所有等待您办理的收文待办单，

并对收文待办单进行处理。

6) 支持填写公文处理意见，以及下一办理

人人员选择。

7) 支持公文管理部门对公文办理人员进行

短信催办。

8) 可根据文件标题、文件字号、来文单位、

年度的关键字进行搜索。

24 收文流转在办收文

4) 可查询所有自己办理过且未归档收文的

相关信息：收文时间、文件标题、流程名称、

当前办理人、所有已办人员的审批意见。

5) 可跟踪自己办理过且未归档收文的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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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步骤、办理人、开始时间、结束时间、

下一步骤、下一办理人、审批方式、流程名

称。

6) 可根据文件标题、文件字号、来文单位、

年度的关键字进行搜索。

25 收文流转归档收文

4) 可查询所有已归档收文的相关信息。

5) 可跟踪所有已归档收文的流转信息。

6) 可根据文件标题、文件字号、来文单位、

年度的关键字进行搜索。

26 紧急收文

4) 支持对紧急公文进行后期登记，登记已

办理紧急公文的主办处室、拟稿人、机关代

字、文件标题、所属分类、正文附件信息。

5) 填写完成提交办公室统一存档管理。

6) 可根据紧急收文的发文时间、文件标题、

申请人信息进行紧急收文搜索查询。

支持按照公文缓急程度、办结时间进行排序。

支持公文短信段或者移动端提醒功能。

30

移动办公(支

持 IOS、安

卓)

通知公告

3) 通知公告：同步显示院内网的综合平台上发

布的通知公告。

4) 公告查询：可以按照时间、科室进行查询公

告信息。

31

新闻中心

3) 院内新闻：属传统的信息发布功能，使用在

线编辑器编辑发布内容，包括标题、发布日期、

发布人、标题、附件上传、公告分类、所属科室

信息。

4) 新闻查询：所有的新闻支持按标题以及发布

的内容进行全文查询搜索。

32

院资料库

5) 专栏关注：支持查看专栏信息，并加关注。

6) 专栏信息：各种资料可按部门、科室和类型

进行建立文件夹，建立有效的权限机制，只有拥

有建立权限才能新建文件夹，防止文件存放目录

混乱。

7) 资料查询：支持按关键字或名称进行快速搜



907

索相关共享文件的功能。

8)

33

公文中心

按照收文、发文两模块进行显示。收文部分正文、附

件等内容不可修改；支持传统信息发布的要求，有在

线编辑器、标题、发布日期、发布人、标题、附件上

传、公告分类、所属科室等功能模块。

7) 待办公文：查看公文正文附件、可对公文正

文进行编辑修改，填写公文审批处理意见。

8) 在办公文：可查询所有自己办理过且未归档

公文的相关信息：拟稿时间、文件标题、流程名

称、当前办理人、所有已办人员的审批意见。

9) 待阅公文：可查看待阅公文的相关信息：序

号、文件标题、传阅时间。从文件标题链接页面

可查看文件的详细信息

10) 办结公文：可查询所有已归档公文的相关信

息：拟稿时间、文件标题、流程名称、当前办理

人、所有已办人员的审批意见。

11) 公文查询：所有的公文支持按标题以及发布

的内容进行全文搜索。

12)

34 审批中心

完成通知公告信息的编审批和发布流程。

6) 待办公文：查看公文正文附件、可对公文正

文进行编辑修改，填写公文审批处理意见。

7) 在办公文：可查询所有自己办理过且未归档

公文的相关信息：拟稿时间、文件标题、流程名

称、当前办理人、所有已办人员的审批意见。

8) 待阅公文：可查看待阅公文的相关信息：序

号、文件标题、传阅时间。从文件标题链接页面

可查看文件的详细信息

9) 办结公文：可查询所有已归档公文的相关信

息：拟稿时间、文件标题、流程名称、当前办理

人、所有已办人员的审批意见。

10) 公文查询：所有的公文支持按标题以及发布

的内容进行搜索。

35 电子邮件
将院内网的邮箱功能拓展到移动终端，实现直接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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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上可进行收发邮件操作，并与内网的邮箱实现实时

同步。

36

院通讯录

3) 院通讯录：实时同步院内网的通讯录，搜索

院内人员的通讯录，还可直接调出拔号界面进行

呼叫，发送邮件，发送日程及会议提醒。

4) 联系人查询：通过人员名称搜索，通过输入

的人员姓名匹配出人员列表。

值班提醒 值班人员按照参数设置进行短信、微信等方式提醒。

37

工资查询

以月为单位显示我的月工资，，包括工资项目、工资

金额、工资合计、操作（上一月、下一月），还可以

通过选择月来定位该月的工资数据。

38

值班查询

以周为单位显示本周我的排班，包括时间、星期几、

班内容、类别（医生班、护士班、行政班）、操作（上

一周、下一周），还可以通过选择周次来定位排班。

39

信息推送

推送最新的公告通知、邮件以及待办事宜等，通过消

息链接到相关的记录上，实现包括待办在内的消息提

示。

48、福建省妇产医院网站信息发布系统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医院概况

医院简介

即对医院的总体介绍，可包括医院提名（或名人提名）、

医院全景照片、医院文字综述。

2 领导介绍 即对医院领导、领导职务进行介绍。

3 医院荣誉 即对医院获得的成就进行介绍。

4
医院影像

即对医院重要活动的记录展示，可采用图片或视频方

式。

5
机构设置

对医院组织机构进行介绍，并对各个科室进行一一介

绍。

6
医院文化

即对医院主体和客体在长期的医学实践中创造的特定

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进行介绍。

7
医院新闻

医院新闻

一方面，介绍一些医学界发生的新闻事件；另一方面

介绍医院内部发生的新闻事件。

8 媒体 以图文内容进行展示。

9 行政管理
党团建设

即对党员和团员的基本情况、专题教育、党风廉政建

设、党务公开服务群众、青年文明号、青年工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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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展开介绍。

10
人事专栏

即对医院人才招聘、人才培养、人才评价、人才风采

等方面进行介绍。

11
医务管理

即对医疗管理、患者安全、新技术新项目、医师管理

进行介绍。

12

护理园地

即对护理概况、护理资讯、专科护理、优质护理、护

理教学、护理专科健康教育等方面进行叙述，应时常

更新。

13

科研专题

即对公告栏、科研政策法规、科研机构/学会管理、成

果介绍、科研服务平台、研究生教育、药物临床试验

机构、伦理委员会、生物安全等进行介绍。

14

继续教育

包含继教办工作职责、新闻动态、相关制度、模拟医

学中心、继续教育、下载专区、进修申请及图书馆链

接。

15
临床教学

包含学院概况、新闻动态、学术前沿、教师风采、资

料下载模块。

16 信息管理 即对医院工作人员以及医院患者的信息管理区。

17

党团建设

即对党员和团员的基本情况、专题教育、党风廉政建

设、党务公开服务群众、青年文明号、青年工作信息

等展开介绍。

18

临床科室

科室介绍

即详细介绍科室分类以及各科室承担的功能，并指明

各科室联系方式，支持不同科室使用不同的模板，提

供接口供第三方调用，接口提供身份认证和加密。

19

专家介绍

医院的各科专家的详细介绍，其中应包含他们的个人

简介、照片、科研成果、特长、成绩等，并对各专家

们所负责的门诊或其他进行介绍

20
就医指南

预约挂号

即是医院近年来开展的一项便民就医服务，缩短了看

病流程，节约了患者时间。

21
专家出诊信息

即时间安排表，应及时更新。字段名应该包括门诊名、

时间、专家姓名、详细说明。

22
检验检查须知

即介绍检查的注意事项，偏重总体的介绍，门诊分类、

提醒注意点等。

23 出入院须知 即介绍出入医院需要注意的事项。

24
医院平面图

即介绍医院的布局，支持点击楼层区域楼层区域加亮

并显示具体楼层信息。



910

25
交通指南

即详细介绍医院附近的交通情况，包括详细地理位置、

周边情况、公交路线等。

26
门诊就诊指南

一方面介绍就诊的流程，主要是相关步骤的介绍；另

一方面介绍每个门诊科室所在位置及负责医师。

27
医保、费用政

策解读

三级栏目，包含医保服务、医保政策、医保动态、下

载专区、收费专栏、常见问题、联系医保中心模块。

28
医院公告 即重要通知信息。公告的形式有二种方式：一种是新

闻的形式，另一个各种是弹出框广告的形式。

29 院务公开 招标采购 审计处招标负责采购公开事项通过此栏目发布。

30

办事流程、政

策文件、规章

制度

以时间顺序将最新内容置顶，各部门主任对自己部门

发布的内容享有更改的权限。

31
健康教育 科普类健康教

育 介绍一些保健小常识、饮食与健康。

32
健康资讯

介绍一些如何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及如何预防疾病的

发生等。

33 通知公告 提供一些需要注意卫生等通知。

34

互动栏

院长信箱

前台页面支持输入姓名、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具体

描述提交信息到网站后台，网站后台可以实时看到提

交的内容。

35
网上调查

提供后台问卷发布功能，支持单选、多选、填空题型，

支持后台统计功能。

信访专栏 支持患者咨询与投诉。

36 健康直播间 支持上传一些健康宣传视频。

37

信息查询

科室查询

支持科室排序，持通过科室名和科室分类快速搜索到

相关科室，即详细介绍科室分类以及各科室承担的功

能，并指明各科室联系方式，支持不同科室使用不同

的模板。

38
专家查询

支持快速定位到科室，通过职称、姓名、门诊时间搜

索到相关专家信息。

39
服务价格

通过调用接口查询医院服务价格信息。要求与门诊系

统对接。

40
药品信息

通过调用接口查询医院药品信息。要求与药品系统对

接。

41 体检报告
通过调用接口查询医院体检报告。要求与体检报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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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对接。

注：以上系统需要完成的业务系统接口包括

编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功能描述及说明

1
电子病历共享

文档接口
电子病历共享接口

2
平台交互服务

的接口
平台各服务接口

电子健康档案

数据上传接口

基于省区域信息管理平台数据中心的电子病历

数据库，调用省卫生信息平台的电子健康档案数

据上传接口，将医院的电子病历数据集中统一的

上传给省卫生信息平台，为构建全省的统一的完

整的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提供诊疗信息

居民健康服务

平台交互接口

基于省信息管理平台数据中心，为省卫生信息平

台的居民健康服务平台、预约挂号网、掌上医院、

网上医院等提供数据服务接口，同时获取居民健

康服务平台的服务数据，为居民提供网上预约、

网上转诊疗、网上报告查询、网上健康咨询等服

务提供支持

区域卫生协同

业务交互接口

基于省区域信息管理平台数据中心的业务交换

数据库，调用省卫生信息平台提供的医疗协作交

换接口服务，实现全省范围的医疗卫生协作，实

现与社康中心、与区医疗卫生机构业务流程的互

联互通，如双向转诊、远程医疗等

省卫生管理数

据上传接口

基于省信息管理平台数据中心的管理指标数据

库，调用省卫生信息平台提供的管理数据上传接

口服务，对医院的经营数据进行上传到省卫生信

息平台，以实现省卫健委对全省医疗机构的经营

情况和质量情况进行监测和管理

省妇幼保健数

据上传接口

基于省妇幼保健平台数据中心的妇幼保健数据

库，调用省妇幼保健平台提供的妇幼保健数据上

传接口服务，对医院的出生医学证明数据、妇幼

保健信息进行上传到省妇幼保健平台，以实现省

卫健委对全省妇幼医疗保健机构的出生医学证

明和妇幼健康档案进行数据共享、业务协同

与其他对外信

息平台接口

建医院信息管理平台统一与其他外部信息系统

和平台的整合，如与省挂号网平台、省部级远程

医疗会诊平台、卫生部数据上报平台等的接口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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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从而为医院建立统一的对外数据管理与业务

交互平台，打通与外部各种医疗服务体系和信息

平台的连接

四、验收及售后服务要求

1、 投标方应负责对用户使用、操作、维修、保养人员免费进行培训。

2、 投标方提供 7×24 小时服务。对于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 30 分

钟内响应。如遇与所供产品有关的问题无法远程解决的，在接用户通知后 2小时

赶到现场提供免费服务。因成交供应商工作延误，造成采购人损失的，成交供应

商应负赔偿责任，具体赔偿方案在签订合同时订立。

3、 付款约定：

儿童医院软件部分：需与第三方机构（福建童筑未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三

方合同。三方签订后由第三方机构（福建童筑未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合同

价款的 30%，系统验收合格后由第三方机构（福建童筑未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支付合同价款的 50%，验收合格 1年后由第三方机构（福建童筑未来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支付合同价款的 10%，验收合格 2年后由第三方机构（福建童筑未

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合同价款的 10%。

儿童医院硬件件部分（服务器交换机存储）：需与第三方机构（福建童筑未来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三方合同。三方签订后并且硬件验收合格后由第三方机构

（福建童筑未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合同价款的 90 %，验收合格半年后

由第三方机构（福建童筑未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剩余 10 %。

妇产医院部分：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价款的 30%，系统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价

款的 50 %，验收合格 1年后支付合同价款的 10 %，验收合格 2年后支付合同

价款的 10 %。

4、 若中标人所提供的软件存在自身缺陷，中标人应终身免费对软件进行相应的

升级及修复。

要求投标方需根据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地点统一提供免费的安装和调试等服务，

在免费维护期内免费为采购人提供涉及的软件的操作使用及维护的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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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务条件（以“★”标示的内容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

包：1

1、交付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2、交付时间：合同签订后 (150) 天内交货

3、交付条件：经业主验收合格后

4、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 是。履约保证金百分比：10%。说明：履约保证金按

照中标金额的 10%收取。中标人在签订合同前以公对公转账的形式向采购人提交

（可提供银行保函），该项目三年免费维护期结束后返还。

5、是否邀请投标人参与验收：否

6、验收方式数据表格

验收期次 验收期次说明

1 在所有货物安装调试完毕并正常运行三个月

7、支付方式数据表格

支付期次 支付比例(%) 支付期次说明

1 30

1、福建省儿童医院信息化建设项目：正式签订合同一

个月后，由第三方机构（福建童筑未来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支付 30% ；2、福建省妇产医院信息化建设项目：

正式签订合同一个月后

2 50

1、福建省儿童医院信息化建设项目：在所有货物正常

运行并经验收合格三个月后，由第三方机构（福建童筑

未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支付 50%； 2、福建省妇产医

院信息化建设项目：在所有货物正常运行并经验收合格

三个月后

3 10

1、福建省儿童医院信息化建设项目：在所有货物正常

运行并经验收合格一年后，由第三方机构（福建童筑未

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支付 10%； 2、福建省妇产医院

信息化建设项目：在所有货物正常运行并经验收合格一

年后

4 10

1、福建省儿童医院信息化建设项目：在所有货物正常

运行并经验收合格两年后，由第三方机构（福建童筑未

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支付 10%； 2、福建省妇产医院

信息化建设项目：在所有货物正常运行并经验收合格两

年后

四、其他事项

1、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若出现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强制性规定但招标

文件未列明的情形，则投标人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强制性规定执行。

2、其他：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

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不能诚信履约的，应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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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还应要求其一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所提证明材料必

须含集团化三甲医院中标公告、中标通知书、合同、验收报告，合同中需体现

院区≥3家、总床位≥2800 张的，包含该招标文件中的所有品目的价格作为评

委参考)；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将其作为投标无效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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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政府采购合同（参考文本）

编制说明

1、签订合同应遵守政府采购法、合同法。

2、签订合同时，采购人与中标人应结合招标文件第五章规定填列相应内容。招

标文件第五章已有规定的，双方均不得变更或调整；招标文件第五章未作规定

的，双方可通过友好协商进行约定。

3、国家有关部门对若干合同有规范文本的，可使用相应合同文本。

甲方：（采购人全称）

乙方：（中标人全称）

根据招标编号为 的（填写“项目名称”）项目（以

下简称：“本项目”）的招标结果，乙方为中标人。现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

以下事项达成一致并签订本合同：

1、下列合同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1.1 合同条款；

1.2 招标文件、乙方的投标文件；

1.3 其他文件或材料：□无。□（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填写需要增加的内容）。

2、合同标的

（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填写，可以是表格或文字描述）。

3、合同总金额

3.1 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元

（￥ ）。

4、合同标的交付时间、地点和条件

4.1 交付时间： ；

4.2 交付地点： ；

4.3 交付条件： 。

5、合同标的应符合招标文件、乙方投标文件的规定或约定，具体如下：

（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填写，可以是表格或文字描述）。

6、验收

6.1 验收应按照招标文件、乙方投标文件的规定或约定进行，具体如下：

（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填写，可以是表格或文字描述）。

6.2 本项目是否邀请其他投标人参与验收：

□不邀请。□邀请，具体如下：（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填写）。

7、合同款项的支付应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进行，具体如下：



916

（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填写，可以是表格或文字描述，包括一次性支付或分期

支付等）。

8、履约保证金

□无。□有，具体如下：（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填写）。

9、合同有效期

（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填写，可以是表格或文字描述）。

10、违约责任

（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填写，可以是表格或文字描述）。

11、知识产权

11.1 乙方提供的采购标的应符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规定且非假冒

伪劣品；乙方还应保证甲方不受到第三方关于侵犯知识产权及专利权、商标权或

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方面的指控，若任何第三方提出此方面指控均与甲方无关，

乙方应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可能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费用和后果；若甲方因

此而遭致损失，则乙方应赔偿该损失。

11.2 若乙方提供的采购标的不符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被有

关主管机关认定为假冒伪劣品，则乙方中标资格将被取消；甲方还将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理，具体如下：（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填写）。

12、解决争议的方法

12.1 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12.2 若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下列途径之一解决：

□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具体如下：（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填写）。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如下：（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填写）。

13、不可抗力

13.1 因不可抗力造成违约的，遭受不可抗力一方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

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并在随后取得有关主管机关证明后的 15日内向另一

方提供不可抗力发生及持续期间的充分证据。基于以上行为，允许遭受不可抗力

一方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不履行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

责任。

13.2 本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洪水、火灾及政府行为、法律规定或其

适用的变化或其他任何无法预见、避免或控制的事件。

14、合同条款

（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填写。招标文件第五章已有规定的，双方均不得变更或

调整；招标文件第五章未作规定的，双方可通过友好协商进行约定）。

15、其他约定

15.1 合同文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5.2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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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合同生效：自签订之日起生效；通过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开信息系

统采用电子形式签订合同的，签订之日以系统记载的双方使用各自 CA 证书在合

同上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章的日期中的最晚时间为准。

15.4 本合同一式（填写具体份数）份，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甲方、乙方各执（填写具体份数）份，送（填写需要备案的监管部门的全称）备

案（填写具体份数）份，具有同等效力。

15.5 其他：□无。□（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填写需要增加的内容）。

（以下无正文）

甲

方：

乙方：

住

所：

住所：

单位负责人： 单

位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 委

托代理人：

联系方

法： 联系方

法：

开户银

行： 开户银

行：

账

号：

账号：

签订地点：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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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投标文件格式

编制说明

1、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本章中：

1.1 涉及投标人的“全称”：

（1）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的，指投标人的全称。

（2）接受联合体投标且投标人为联合体的，指牵头方的全称并加注（联合

体牵头方），即应表述为：“牵头方的全称（联合体牵头方）”。

1.2 涉及投标人“加盖单位公章”：

（1）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的，指加盖投标人的单位公章。

（2）接受联合体投标且投标人为联合体的，指加盖联合体牵头方的单位公

章。

1.3 涉及“投标人代表签字”：

（1）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的，指由投标人的单位负责人或其授权的委托代理

人签字，由委托代理人签字的，应提供“单位负责人授权书”。

（2）接受联合体投标且投标人为联合体的，指由联合体牵头方的单位负责

人或其授权的委托代理人签字，由委托代理人签字的，应提供“单位负责人授权

书”。

1.4“其他组织”指合伙企业、非企业专业服务机构、个体工商户、农村承

包经营户等。

1.5“自然人”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够承担民事责任和义务的中国

公民。

2、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本章中“投标人的资格及资信证明文件”：

2.1 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第四章第 1.3条第（2）款规定及本章规定进行编

制，如有必要，可增加附页，附页作为资格及资信文件的组成部分。

2.2 接受联合体投标且投标人为联合体的，联合体中的各方均应按照本章第

2.1条规定提交相应的全部资料。

3、投标人对投标文件的索引应编制页码。

4、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本章中：

4.1 除《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外，招标文件要求原件的，

投标人在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中应提供原件；招标文件要求复印件的，投标人在纸

质投标文件中提供原件、复印件（含扫描件）皆可；招标文件对原件、复印件未

作要求的，投标人在纸质投标文件中提供原件、复印件（含扫描件）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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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除《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外，若投标人提供注明“复

印件无效”的证明材料或资料，其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中应提供原件。

4.3《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投标人在纸质投标文件正

本中提供原件、复印件（含扫描件）、符合本章规定的打印件（或截图）皆可。

封面格式

福建省政府采购投标文件

（资格及资信证明部分）

（填写正本或副本）

项目名称：（由投标人填写）

备案编号：（由投标人填写）

招标编号：（由投标人填写）

所投合同包：（由投标人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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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填写“全称”）

（由投标人填写）年（由投标人填写）月

索引

一、投标函

二、投标人的资格及资信证明文件

三、投标保证金

★注意

资格及资信证明部分中不得出现报价部分的全部或部分的投标报价信息（或组成资料），

否则资格审查不合格。

一、投标函

致：

兹收到贵单位关于（填写“项目名称”）项目（招标编号： ）的投标邀请，

本投标人代表（填写“全名”）已获得我方正式授权并代表投标人（填写“全称”）参加投

标，并提交招标文件规定份数的投标文件正本和副本。我方提交的全部投标文件均由下述部

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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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格及资信证明部分

①投标函

②投标人的资格及资信证明文件

③投标保证金

（2）报价部分

①开标一览表

②投标分项报价表

③招标文件规定的价格扣除证明材料（若有）

④招标文件规定的加分证明材料（若有）

（3）技术商务部分

①标的说明一览表

②技术和服务要求响应表

③商务条件响应表

④投标人提交的其他资料（若有）

根据本函，本投标人代表宣布我方保证遵守招标文件的全部规定，同时：

1、确认：

1.1 所投合同包的投标报价详见“开标一览表”及“投标分项报价表”。

1.2 我方已详细审查全部招标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有关附件（若有）、澄清或修改（若

有）等]，并自行承担因对全部招标文件理解不正确或误解而产生的相应后果和责任。

2、承诺及声明：

2.1 我方具备招标文件第一章载明的“投标人的资格要求”且符合招标文件第三章载

明的“二、投标人”之规定，否则投标无效。

2.2 我方提交的投标文件各组成部分的全部内容及资料是不可割离且真实、有效、准确、

完整和不具有任何误导性的，否则产生不利后果由我方承担责任。

2.3 我方提供的标的价格不高于同期市场价格，否则产生不利后果由我方承担责任。

2.4 投标保证金：若出现招标文件第三章规定的不予退还情形，同意贵单位不予退还。

2.5 投标有效期：按照招标文件第三章规定执行，并在招标文件第二章载明的期限内保

持有效。

2.6 若中标，将按照招标文件、我方投标文件及政府采购合同履行责任和义务。

2.7 若贵单位要求，我方同意提供与本项目投标有关的一切资料、数据或文件，并完全

理解贵单位不一定要接受最低的投标报价或收到的任何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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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对于贵单位按照下述联络方式发出的任何信息或通知，均

视为我方已收悉前述信息或通知的全部内容：

通信地

址：

邮编：

联系方法：（包括但不限于：联系人、联系电话、手机、传真、电子邮箱等）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二、投标人的资格及资信证明文件

二-1 单位负责人授权书（若有）

致：

我方的单位负责人（填写“单位负责人全名”）授权（填写“投标人代表全名”）为投

标人代表，代表我方参加（填写“项目名称”）项目（招标编号： ）的

投标，全权代表我方处理投标过程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投标、参加开标、谈判、澄

清、签约等。投标人代表在投标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方

均予以认可并对此承担责任。

投标人代表无转委权。特此授权。

（以下无正文）

单位负责人： 身份证

号： 手

机：

投标人代表： 身份证

号： 手

机：

授权方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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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授权方

投标人代表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附：单位负责人、投标人代表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要求：真实有效且内容完整、清晰、整洁。

★注意：

1、企业（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等行业除外）、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的

“单位负责人”指法定代表人，即与实际提交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载明的一致。

2、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等行业：以法人身份参加投标的，“单位负责人”

指法定代表人，即与实际提交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载明的一致；以非法人身份参加投

标的，“单位负责人”指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即与实际提交的“营业执照等证

明文件”载明的一致。

3、投标人（自然人除外）：若投标人代表为单位负责人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应提供本授权

书；若投标人代表为单位负责人，应在此项下提交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可不提供本授权

书。

4、投标人为自然人的，可不填写本授权书。

5、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中的本授权书（若有）应为原件。

二-2 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致：

（ ）投标人为法人（包括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

现附上由（填写“签发机关全称”）签发的我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请填写法人的具体

证照名称）复印件，该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否则我方负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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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为非法人（包括其他组织、自然人）的

□现附上由（填写“签发机关全称”）签发的我方（请填写非自然人的非法人的具体证

照名称）复印件，该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否则我方负全部责任。

□现附上由（填写“签发机关全称”）签发的我方（请填写自然人的身份证件名称）复

印件，该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否则我方负全部责任。

★注意：

1、请投标人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填写，在相应的（）中打“√”并选择相应的“□”（若有）

后，再按照本格式的要求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2、投标人为企业的，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投标人为事业单位的，提供有效的事业

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投标人为社会团体的，提供有效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投

标人为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投标人为非企业专业服务机

构的，提供有效的执业许可证等证明材料复印件；投标人为自然人的，提供有效的自然人身

份证件复印件；其他投标人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提供有效的相应具体证照复

印件。

3、投标人提供的相应证明材料复印件均应符合：内容完整、清晰、整洁，并由投标人加盖

其单位公章。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二-3 财务状况报告（财务报告、或资信证明、或投标担保函）

致：

（ ）投标人提供财务报告的

□企业适用：现附上我方（填写“具体的年度、或半年度、或季度”）财务报告复印件，

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若有）及其附注（若有），上

述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否则我方负全部责任。

□事业单位适用：现附上我方（填写“具体的年度、或半年度、或季度”）财务报告复

印件，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或收入费用表）、财政补助收入支出表（若有），上

述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否则我方负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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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团体适用：现附上我方（填写“具体的年度、或半年度、或季度”）财务报告复

印件，包括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上述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否则我方负全

部责任。

（ ）投标人提供资信证明的

□非自然人适用（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现附上我方开户（基

本存款账户）许可证复印件及我方银行：（填写“基本存款账户的开户银行全称”）出具的

资信证明复印件，上述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否则我方负全部责任。

□自然人适用：现附上我方银行：（填写自然人的“个人账户的开户银行全称”）出具

的资信证明复印件，上述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否则我方负全部责任。

（ ）投标人提供投标担保函的

现附上由财政部门认可的政府采购专业担保机构：（填写“担保机构全称”）出具的投

标担保函复印件，上述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否则我方负全部责任。

★注意：

1、请投标人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填写，在相应的（）中打“√”并选择相应的“□”（若有）

后，再按照本格式的要求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2、投标人提供的财务报告复印件（成立年限按照投标截止时间推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2.1 成立年限满 1 年及以上的投标人，提供经审计的上一年度的年度财务报告。

2.2 成立年限满半年但不足 1 年的投标人，提供该半年度中任一季度的季度财务报告或该半

年度的半年度财务报告。

※无法按照本格式第 2.1、2.2 条规定提供财务报告复印件的投标人（包括但不

限于：成立年限满 1年及以上的投标人、成立年限满半年但不足 1年的投标人、

成立年限不足半年的投标人），应按照本格式的要求选择提供资信证明复印件

或投标担保函复印件，其中：非自然人的投标人选择提供资信证明的，还应附

上其开户（基本存款账户）许可证复印件。

3、“财政部门认可的政府采购专业担保机构”应符合《财政部关于开展政府采购信用担保

试点工作方案》（财库[2011]124 号）的规定。

4、投标人提供的相应证明材料复印件均应符合：内容完整、清晰、整洁，并由投标人加盖

其单位公章。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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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4 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

致：

1、依法缴纳税收的投标人

（ ）法人（包括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

现附上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间我方缴纳

的（按照投标人实际缴纳的税种名称填写，如：增值税、所得税等）税收凭据复印件，上述

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否则我方负全部责任。

（ ）非法人（包括其他组织、自然人）的

现附上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间我方缴纳

的（按照投标人实际缴纳的税种名称填写）税收凭据复印件，上述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否则

我方负全部责任。

2、依法免税的投标人

（ ）现附上我方依法免税证明材料复印件，上述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否则我方负全部

责任。

★注意：

1、请投标人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填写，在相应的（）中打“√”，并按照本格式的要求提供

相应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2、投标人提供的税收凭据复印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2.1 投标截止时间前（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已依法缴纳税收的投标人，提供投标截止

时间前六个月（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中任一月份的税收凭据复印件。

2.2 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成立且已依法缴纳税收的投标人，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当月的税收凭

据复印件。

2.3 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成立但因税务机关原因导致其尚未依法缴纳税收的投标人，提供依

法缴纳税收承诺书原件（格式自拟），该承诺书视同税收凭据。

3、“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有欠缴记录的，视为未依法缴纳税收。

4、投标人提供的相应证明材料复印件均应符合：内容完整、清晰、整洁，并由投标人加盖

其单位公章。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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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二-5 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

致：

1、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

（ ）法人（包括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

现附上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我方缴纳的社

会保险凭据（限：税务机关/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关的专用收据或社会保险缴纳清单，或社

会保险的银行缴款收讫凭证）复印件，上述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否则我方负全部责任。

（ ）非法人（包括其他组织、自然人）的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我方缴纳的社会保险

凭据（限：税务机关/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关的专用收据或社会保险缴纳清单，或社会保险

的银行缴款收讫凭证）复印件，上述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否则我方负全部责任。

2、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

（ ）现附上我方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复印件，上述证明材料真实有

效，否则我方负全部责任。

★注意：

1、请投标人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填写，在相应的（）中打“√”，并按照本格式的要求提供

相应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2、投标人提供的社会保险凭据复印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2.1 投标截止时间前（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已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提供

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中任一月份的社会保险凭据复印件。

2.2 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成立且已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当月

的社会保险凭据复印件。

2.3 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成立但因税务机关/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关原因导致其尚未依法缴

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提供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承诺书原件（格式自拟），该承诺书

视同社会保险凭据。

3、“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有欠缴记录的，视为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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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标人提供的相应证明材料复印件均应符合：内容完整、清晰、整洁，并由投标人加盖

其单位公章。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二-6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声明函（若有）

致：

我方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否则产生不利后果由我方承担责任。

特此声明。

★注意：

1、招标文件未要求投标人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专项证明材料”

的，投标人应提供本声明函。

2、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专项证明材料”

的，投标人可不提供本声明函。

3、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中的本声明函（若有）应为原件。

4、请投标人根据实际情况如实声明，否则视为提供虚假材料。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二-7 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书面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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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我方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也无行贿犯罪记录，否

则产生不利后果由我方承担责任。

特此声明。

★注意：

1、“重大违法记录”指投标人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

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2、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中的本声明应为原件。

3、请投标人根据实际情况如实声明，否则视为提供虚假材料。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二-8 信用记录查询结果

致：

现附上截至 年 月 日 时我方通过“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获取的我方信用信息查询结果（填写具体份数）份、通过中国政

府采购网（www.ccgp.gov.cn）获取的我方信用信息查询结果（填写具体份数）份，上述信

用信息查询结果真实有效，否则我方负全部责任。

★注意：

投标人应在招标文件要求的截止时点前分别通过“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并打印相应的信用记

录，投标人提供的查询结果应为其通过上述网站获取的信用信息查询结果原始页面的打印件

（或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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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二-9 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

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由投标人向住所地或

业务发生地检察院申请查询，具体以检察院出具的为准。

★注意：

1、未提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或查询结果表明投标人有行贿犯罪记录的，投标无效。

2、若从检察机关指定网站下载打印或截图告知函，则告知函应为从前述指定网站获取的查

询结果原始页面的打印件（或截图），否则投标无效。

3、告知函应在有效期内且内容完整、清晰、整洁，否则投标无效。

4、有效期内的告知函复印件（含扫描件）及符合招标文件第七章规定的打印件（或截图），

无论内容中是否注明“复印件无效”，均视同有效。

5、无法获取有效期内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的，应在《参加采购活动前三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书面声明》中对近三年无行贿犯罪记录进行声明。

二-10 联合体协议（若有）

致：

兹有（填写“联合体中各方的全称”，各方的全称之间请用“、”分割）自愿组成联合

体，共同参加（填写“项目名称”） 项目（招标编号： ）的投标。现

就联合体参加本项目投标的有关事宜达成下列协议：

一、联合体各方应承担的工作和义务具体如下：

1、牵头方（全称）： （填写“工作及义务的具体内容”） ；

2、成员方：

2.1（成员一的全称）： （填写“工作及义务的具体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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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联合体各方约定：

1、由（填写“牵头方的全称”）代表联合体办理参加本项目投标的有关事宜（包括但

不限于：报名、派出投标人代表、提交投标文件及参加开标、谈判、澄清等），在此过程中，

投标人代表签字的一切文件和处理结果，联合体均予以认可并对此承担责任。

2、联合体各方约定由（填写“牵头方的全称”）代表联合体办理投标保证金事宜。

3、根据福建省财政厅文件（闽财购[2008]10 号）的规定，若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

则联合体只能确定由其中一方的条件参与商务部分的评标。因此，联合体各方约定以（应填

写“其中一方的全称”，如：联合体确定以成员一的条件参与商务部分的评标，则填写“成

员一的全称”…；否则填写“无”）的条件参与商务部分的评标。

三、若中标，牵头方将代表联合体与采购人就合同签订事宜进行协商；若协商一致，则

联合体各方将共同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并就政府采购合同约定的事项对采购人承担

连带责任。

四、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政府采购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五、本协议一式（填写具体份数）份，联合体各方各执一份，投标文件中提交一份。

（以下无正文）

牵头方：（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成员一：（全称并加盖成员一的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

成员**：（全称并加盖成员**的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

1、招标文件接受联合体投标且投标人为联合体的，投标人应提供本协议；否则无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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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协议由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的，应按照本章载明的格式提供“单位负责人授权书”。

3、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中的本协议（若有）应为原件。

二-11 中小企业声明函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或小型、微型企业适用，若有）

本投标人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2011]181 号）

的规定，本投标人为（填写“中型/小型/微型”）企业。即本投标人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

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的划分标准，本投标人

为 （填写“中型/小型/微型”）企业。

2、本投标人参加贵单位组织的 （填写“项目名称”） 项目采购活动，其中：

①货物（不包括使用大型企业注册商标的货物）：

（ ）提供本投标人制造的（填写“所投合同包、品目号”）货物；或

（ ）提供其他（填写“中型/小型/微型”）企业制造的（填写“所投合同包、品目号”）

货物。

②工程：

（ ）由本投标人承担的（填写“所投合同包、品目号”）工程。

③服务：

（ ）由本投标人提供的（填写“所投合同包、品目号”）服务。

本投标人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注意：

1、请投标人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填写本声明函，并在相应的（）中打“√”。

2、投标人应认真对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

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的划分标准，并

按照国家统计局现行的关于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的有关规定准确划分企业类型。

3、投标人为监狱企业的，可不填写本声明函，根据其提供的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

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进行认定，监狱企业视同小

型、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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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标人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可不填写本声明函，根据其提供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声明函》（格式附后）进行认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

5、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中的本声明函（若有）应为原件。

6、若《中小企业声明函》（包括本格式第 3、4 条规定的证明文件及声明函）内容不真实，

视为提供虚假材料。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附：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或小型、微型企业适用，若有）

本投标人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

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本投标人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

位，且本投标人参加贵单位的（填写“项目名称”）项目采购活动：

（ ）提供本投标人制造的（填写“所投合同包、品目号”）货物，

（ ）由本投标人承担的（填写“所投合同包、品目号”）工程，

（ ）由本投标人提供的（填写“所投合同包、品目号”）服务；或

（ ）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填写“所投合同包、品目号”）货物（不包

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投标人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注意：

1、请投标人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填写本声明函，并在相应的（）中打“√”。

2、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中的本声明函（若有）应为原件。

3、若《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内容不真实，视为提供虚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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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二-12 其他资格证明文件（若有）

二-12-①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专项证明材料（若有）

致：

现附上我方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专项证明材料复印件（具体附

后），上述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否则我方负全部责任。

★注意：

1、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专项证明材料”

的，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在此项下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复印件。

2、投标人提供的相应证明材料复印件均应符合：内容完整、清晰、整洁，并由投标人加盖

其单位公章。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二-12-②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资格证明文件（若有）

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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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招标文件要求提交的除前述资格证明文件外的其他资格证明文

件（若有）加盖投标人的单位公章后应在此项下提交。

三、投标保证金

编制说明

1、在此项下提交的“投标保证金”材料可使用转账凭证复印件或从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公

开信息系统中下载的有关原始页面的打印件。

2、投标保证金是否已提交的认定按照招标文件第三章规定执行。

封面格式

福建省政府采购投标文件

（报价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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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正本或副本）

项目名称：（由投标人填写）

备案编号：（由投标人填写）

招标编号：（由投标人填写）

所投合同包：（由投标人填写）

投标人：（填写“全称”）

（由投标人填写）年（由投标人填写）月

索引

一、开标一览表

二、投标分项报价表

三、招标文件规定的价格扣除证明材料（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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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招标文件规定的加分证明材料（若有）

一、开标一览表

招标编号：

货币及单位：人民币元

合同包 投标报价

投标

保证

金

备注

*
投标总价（大写金

额）： 。

a.投标报

价的明

细：详见

《投标分

项报价

表》。

b.招标文

件规定的

价格扣除

证明材料

（若有）：

详见报价

部分。

…
投标总价（大写金

额）： 。

★注意：

1、本表应按照下列规定填写：

1.1 投标人应按照本表格式填写所投的合同包的“投标报价”。

1.2 本表中列示的“合同包”应与《投标分项报价表》中列示的“合同包”保持一致，即：

若本表中列示的“合同包”为“1”时，《投标分项报价表》中列示的“合同包”亦应为“1”，

以此类推。

1.3“大写金额”指“投标报价”应用“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

仟、万、亿、元、角、分、零”等进行填写。

2、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中的本表应为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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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二、投标分项报价表

招标编号：

货币及单位：人民币元

合

同

包

品目号 投标标的 规格 来源地
单价

（现场）

数

量

总价

（现场）
备注

*
*-1

…

★注意：

1、本表应按照下列规定填写：

1.1 投标人应按照本表格式填写所投合同包的分项报价，其中：“合同包”、“品目号”、

“投标标的”及“数量”应与招标文件《采购标的一览表》中的有关内容（“合同包”、“品

目号”、“采购标的”及“数量”）保持一致，“合同包”还应与《开标一览表》中列示的

“合同包”保持一致，即：若《开标一览表》中列示的“合同包”为“1”时，本表中列示

的“合同包”亦应为“1”，以此类推。

1.2“投标标的”为货物的：“规格”项下应填写货物制造厂商赋予的品牌（属于节能、环

保清单产品的货物，填写的品牌名称应与清单载明的品牌名称保持一致）及具体型号。“来

源地”应填写货物的原产地。

1.3“投标标的”为服务的：“规格”项下应填写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标准及品牌（若有）。

“来源地”应填写服务提供者的所在地。

1.4 同一合同包中，“单价（现场）”×“数量”=“总价（现场）”，全部品目号“总价

（现场）”的合计金额应与《开标一览表》中相应合同包列示的“投标总价”保持一致。

1.5 若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对“备品备件价格、专用工具价格、技术服务费、安装调试费、

检验培训费、运输费、保险费、税收”等进行报价的，请在本表的“备注”项下填写。

2、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中的本表应为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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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三、招标文件规定的价格扣除证明材料（若有）

三-1 优先类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价格扣除证明材料（若有）

三-1-①优先类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统计表（价格扣除适用，若有）

招标编号：

货币及单位：人民币元

本合同包内属于节能、环境标志产品的情况

合同包 品目号 货物名称
单价

（现场）
数量

总价

（现场）
认证种类

*
*-1

…

备注

a.合同包内属于节能、环境标志产品的报价总金

额： ；

b.合同包投标总价（报价总金额）： ；

c.“合同包内属于节能、环境标志产品的报价总金额”占“合同包投标总价

（报价总金额）”的比例（以%列示）： 。

★注意：

1、对节能、环境标志产品计算价格扣除时，只依据投标文件“三-1-②优先类节能产品、环

境标志产品证明材料（价格扣除适用，若有）”。

2、本表以合同包为单位，不同合同包请分别填写；同一合同包请按照其品目号顺序分别填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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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体统计、计算：

3.1 若节能、环境标志产品仅是构成投标产品的部件、组件或零件，则该投标产品不享受鼓

励优惠政策。同一品目中各认证证书不重复计算价格扣除。强制类节能产品不享受价格扣除。

3.2 计算结果若除不尽，可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3.3 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要求认真统计、计算，否则评标委员会不予认定。

3.4 若无节能、环境标志产品，不填写本表，否则，视为提供虚假材料。

4、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中的本表（若有）应为原件。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三-1-②优先类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证明材料（价格扣除适用，若有）

编制说明

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第二章（表 1）第 13 项规定提供相应

证明材料。

三-2 小型、微型企业产品等价格扣除证明材料（若有）

三-2-①小型、微型企业产品等统计表（价格扣除适用，若有）

招标编号：

货币及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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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包内属于小型、微型企业产品等的情况

合同包 品目号 采购标的
单价

（现场）
数量

总价

（现场）
制造厂商 企业类型

*
*-1

…

备注
合同包内属于小型、微型企业产品等的报价总金

额： 。

★注意：

1、对小型、微型企业产品等计算价格扣除时，只依据投标文件“三-2-②中小企业声明函（价

格扣除适用，若有）”及“三-2-③小型、微型企业等证明材料（价格扣除适用，若有）”。

2、本表以合同包为单位，不同合同包请分别填写；同一合同包请按照其品目号顺序分别填

写。

3、除本表第 4 条规定情形外，小型、微型企业（含监狱企业）承担的工程或提供的服务不

享受价格扣除。

4、符合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联文件（财库[2017]141 号）规定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提供

本单位制造的货物、承担的工程或服务，或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

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可享受价格扣除。

5、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中的本表（若有）应为原件。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三-2-②中小企业声明函（价格扣除适用，若有）

本投标人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2011]181 号）

的规定，本投标人为（填写“中型/小型/微型”）企业。即本投标人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

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的划分标准，本投标人

为 （填写“中型/小型/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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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投标人参加贵单位组织的 （填写“项目名称”） 项目采购活动，其中：

①货物（不包括使用大型企业注册商标的货物）：

（ ）提供本投标人制造的（填写“所投合同包、品目号”）货物；或

（ ）提供其他（填写“中型/小型/微型”）企业制造的（填写“所投合同包、品目号”）

货物。

②工程：

（ ）由本投标人承担的（填写“所投合同包、品目号”）工程。

③服务：

（ ）由本投标人提供的（填写“所投合同包、品目号”）服务。

本投标人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注意：

1、请投标人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填写本声明函，并在相应的（）中打“√”。

2、投标人应认真对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

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的划分标准，并

按照国家统计局现行的关于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的有关规定准确划分企业类型。

3、若《中小企业声明函》内容不真实，视为提供虚假材料。

4、投标人为监狱企业的，可不填写本声明函。

5、投标人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可不填写本声明函。

6、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中的本声明函（若有）应为原件。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三-2-③小型、微型企业等证明材料（价格扣除适用，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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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1、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相应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应与《中小企业声明函》的内

容相一致，否则视为《中小企业声明函》内容不真实。

2、投标人为监狱企业的，根据其提供的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进行认定，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

3、投标人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根据其提供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格式附后）

进行认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

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附：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价格扣除适用，若有）

本投标人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

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本投标人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

位，且本投标人参加贵单位的（填写“项目名称”）项目采购活动：

（ ）提供本投标人制造的（填写“所投合同包、品目号”）货物，

（ ）由本投标人承担的（填写“所投合同包、品目号”）工程，

（ ）由本投标人提供的（填写“所投合同包、品目号”）服务；或

（ ）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填写“所投合同包、品目号”）货物（不包

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投标人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注意：

1、请投标人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填写本声明函，并在相应的（）中打“√”。

2、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中的本声明函（若有）应为原件。

3、若《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内容不真实，视为提供虚假材料。

4、符合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联文件（财库[2017]141 号）规定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提供

本单位制造的货物、承担的工程或服务，或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

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可享受价格扣除。



944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三-3 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价格扣除证明材料（若有）

编制说明

若投标人可享受招标文件规定的除“节能（非强制类）、环境标志产品价格扣除”及

“小型、微型企业产品等价格扣除”外的其他价格扣除优惠，则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要

求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四、招标文件规定的加分证明材料（若有）

四-1 优先类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加分证明材料（若有）

四-1-①优先类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统计表（加分适用，若有）

招标编号：

货币及单位：人民币元

本合同包内属于节能、环境标志产品的情况

合同包 品目号 货物名称
单价

（现场）
数量

总价

（现场）
认证种类

*
*-1

…

备注
a.合同包内属于节能、环境标志产品的报价总金

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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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合同包投标总价（报价总金额）： ；

c.“合同包内属于节能、环境标志产品的报价总金额”占“合同包投标总价

（报价总金额）”的比例（以%列示）： 。

★注意：

1、对节能、环境标志产品计算加分时，只依据投标文件“四-1-②优先类节能产品、环境标

志产品加分证明材料（加分适用，若有）”。

2、本表以合同包为单位，不同合同包请分别填写；同一合同包请按照其品目号顺序分别填

写。

3、具体统计、计算：

3.1若节能、环境标志产品仅是构成投标产品的部件、组件或零件，则该投标产品不享受鼓

励优惠政策。同一品目中各认证证书不重复计算加分。强制类节能产品不享受加分。

3.2 计算结果若除不尽，可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3.3 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要求认真统计、计算，否则评标委员会不予认定。

3.4 若无节能、环境标志产品，不填写本表，否则，视为提供虚假材料。

4、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中的本表（若有）应为原件。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四-1-②优先类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证明材料（加分适用，若有）

编制说明

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第二章（表 1）第 13 项规定提供相应

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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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 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加分证明材料（若有）

编制说明

若投标人可享受招标文件规定的除“优先类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加分”外的其他

加分优惠，则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封面格式

福建省政府采购投标文件

（技术商务部分）

（填写正本或副本）

项目名称：（由投标人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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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编号：（由投标人填写）

招标编号：（由投标人填写）

所投合同包：（由投标人填写）

投标人：（填写“全称”）

（由投标人填写）年（由投标人填写）月

索引

一、标的说明一览表

二、技术和服务要求响应表

三、商务条件响应表

四、投标人提交的其他资料（若有）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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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商务部分中不得出现报价部分的全部或部分的投标报价信息（或组成资料），否则

符合性审查不合格。

一、标的说明一览表

招标编号：

合同包 品目号 投标标的 数量 规格 来源地 备注

*
*-1

…

…

★注意：

1、本表应按照下列规定填写：

1.1“合同包”、“品目号”、“投标标的”及“数量”应与招标文件《采购标的一览表》

中的有关内容（“合同包”、“品目号”、“采购标的”及“数量”）保持一致。

1.2“投标标的”为货物的：“规格”项下应填写货物制造厂商赋予的品牌（属于节能、环

保清单产品的货物，填写的品牌名称应与清单载明的品牌名称保持一致）及具体型号。“来

源地”应填写货物的原产地。“备注”项下应填写货物的详细性能说明及供货范围清单（若

有），其中供货范围清单包括但不限于：组成货物的主要件和关键件的名称、数量、原产地，

专用工具（若有）的名称、数量、原产地，备品备件（若有）的名称、数量、原产地等。

1.3“投标标的”为服务的：“规格”项下应填写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标准及品牌（若有）。

“来源地”应填写服务提供者的所在地。“备注”项下应填写关于服务标准所涵盖的具体项

目或内容的说明等。

2、投标人需要说明的内容若需特殊表达，应先在本表中进行相应说明，再另页应答，否则

投标无效。

3、投标文件中涉及“投标标的”、“数量”、“规格”、“来源地”的内容若不一致，应

以本表为准。

4、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中的本表应为原件。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投标人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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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年 月 日

二、技术和服务要求响应表

招标编号：

合同包 品目号 技术和服务要求 投标响应 是否偏离及说明

*
*-1

…

…

★注意：

1、本表应按照下列规定填写：

1.1“技术和服务要求”项下填写的内容应与招标文件第五章“技术和服务要求”的内容保

持一致。

1.2“投标响应”项下应填写具体的响应内容并与“技术和服务要求”项下填写的内容逐项

对应；对“技术和服务要求”项下涉及“≥或＞”、“≤或＜”及某个区间值范围内的内容，

应填写具体的数值。

1.3“是否偏离及说明”项下应按下列规定填写：优于的，填写“正偏离”；符合的，填写

“无偏离”；低于的，填写“负偏离”。

2、投标人需要说明的内容若需特殊表达，应先在本表中进行相应说明，再 另页应

答，否则投标无效。

3、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中的本表应为原件。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三、商务条件响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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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编号：

合同包 品目号 商务条件 投标响应 是否偏离及说明

*
*-1

…

…

★注意：

1、本表应按照下列规定填写：

1.1“商务条件”项下填写的内容应与招标文件第五章“商务条件”的内容保持一致。

1.2“投标响应”项下应填写具体的响应内容并与“商务条件”项下填写的内容逐项对应；

对“商务条件”项下涉及“≥或＞”、“≤或＜”及某个区间值范围内的内容，应填写具体

的数值。

1.3“是否偏离及说明”项下应按下列规定填写：优于的，填写“正偏离”；符合的，填写

“无偏离”；低于的，填写“负偏离”。

2、投标人需要说明的内容若需特殊表达，应先在本表中进行相应说明，再另页应答，否则

投标无效。

3、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中的本表应为原件。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四、投标人提交的其他资料（若有）

编制说明

1、招标文件要求提交的除“资格及资信证明部分”、“报价部分”外的其他证明材料或资

料加盖投标人的单位公章后应在此项下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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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提供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组织、实施、技术、服务方案等）的，

投标人应在此项下提交。

3、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投标人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证明材料或资料加盖投标人的单位

公章后应在此项下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