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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区域检查信息管理系统 V6.0.1Pro_放射系统用户操作手册》旨在给用户在

使用过程中提供更多的帮助，帮助系统用户更加迅速的使用并掌握系统；该用户

操作手册，只针对在放射科内做检查，医生日常的操作流程，进行详细的说明；

对于病人挂号，住院等非放射科内的活动，本手册不做说明。 

功能说明： 

区域检查放射科信息管理系统基于 C/S架构，主要用于放射科室对放射影像

设备数字化登记、采集、存储、管理、诊断和信息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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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流程说明 

病人在放射科检查的具体流程如下： 

 

 

 

 

 

 

  

预约、登记  分   诊 技师工作站 报告书写 

报告审核 报告发布 打印、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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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详细功能说明 

1.系统登录 

1.1 功能描述 

管理用户的登录情况 

1.2  

2.预约登记流程 

2.1.功能描述 

病人需要做检查，但是由于医疗的资源不能满足，就需要进行预约，预约哪

个时间，来进行检查，这样减少的病人的等待时间，预约后，病人会知道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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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病人条码等

操作；预约之后，到了检查时间，病人去检查地点的登记台进行信息登记，从而

进行检查，登记病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年龄、地址、费别、电话、

临床诊断等基本信息，并对病人进行收费登记；直接登记不预约，也是支持这种

模式。 

2.2.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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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诊流程 

3.1.功能描述 

分诊主要是当病人多的时候，为了充分利用医疗资源，给登记签到的病人进

行检查分类，让检查的病人有序的排队等候检查。 

  

检查登记登记时选择了检查的类别，分诊队列，队列对应的仪器，在登记的

时候就会生成分诊号： 

  

在分诊管理页面中按照登记时的选择的检查的类别，分诊队列，队列对应的

仪器，自动显示到左边的队列中； 

  

此界面用形象的图形显示出当病人登记完后，医生可通过此界面将不同队列

的病人按照某种规则自动分配到各个相应的检查房间。 

  

3.2.操作流程 

1.  

 

4.图像采集流程 

放射系统的图像通过 pacs 系统中的 worklist 服务进行同步，检查完成后，会

根据 pacs 系统 worklist 服务 Miis 系统中的条码号进行同步关联，从而实现报告

和图像的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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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书写流程 

5.1 功能描述 

报告书写是记录病人的影像学表现、影像学诊断，可预览、打印报告单等操

作。 

5.2 操作流程 

 

 

6.报告审核流程 

6.1 功能描述 

检查报告书写完成后，需要对报告书写的内容进行审核，报告内容及图像没

有问题时可以审核通过，报告内容有问题或者是缺少相关的图像需要重新采图的，

可以对报告审核不通过。 

6.2 操作流程 

1、  

8.报告打印流程 

8.1 功能描述 

打印病人报告， 便于病人可以更加直观地查看检查记录。 

打开病人报

告 

书写报告 保存报告 完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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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操作流程  

1、 

9.其他流程 

9.1.读片会诊流程 

 

 

读片会诊是医院进行读片的数据进行保留，增进医生业务水平以及实现知识

积累，可以作为医生提升自己水平的知识库。 

  

1、 

 

9.2.病例随访流程 

  

病历随访是记录病人随访的信息，如临床是否符合，若做了手术，则手术所

见、病理诊断等内容。 

1、  

9.3.危急值流程 

在给病人书写或审核报告时，如果有一些危急情况，需要通知临床医生，此

时即可以通过开启检查系统的危急值流程来满足现场的此类需求。 

 

  

申请读片 记录读片 保存读片记录 查看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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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敏感词流程 

敏感词是对报告书写中出现一些不符合常理的问题词汇进行设置，如女性患

者的报告中出现了“喉结”的词语；检查部位是右的报告内容中出现了“左”的

词语，针对这样的词语进行设置，从而在报告书写保存，完成时，进行提示；在

业务字典，敏感词库模块中进行设置： 

  

敏感词的级别分为一般性提示和强制性修改；所谓一般性提示就是在部位是

左的病人，报告内容中出现了右这个关键字，从而在报告保存的时候，提示这个

时候依然可以继续保存 

  

强制性修改就是当男性患者的报告出现了“子宫”词汇时，就会强制提示用户

进行报告修改，保存不了。 

  

9.5.费用流程 

检查登记收费： 

技师工作站收费： 

  

9.6.质控流程 

1、检查质控 

检查质控是对有图像的报告进行质控。 

  

查询： 

a.在不同的页签下（待质控列表和已质控报告）过滤相应的查询信息； 

b.点击“查询”按钮即可查询相应报告的质控信息。 

高级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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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条件项： 

a.点击“新增条件项”按钮； 

选择是“病人基本信息”还是“报告结果信息”，在第二级菜单中选择需要

的条件项，选中点击鼠标左键。条件会加入到表格中。或选择以前保存在数据库

中的条件，添加到当前查询中； 

b.在表格中可修改规则、数值、与其它条件的关系（并且、或者）； 

c.可重复操作加入多个条件； 

d.添加完后点击“搜索”按钮。 

删除条件项： 

a.在表格中选中要删除的条件； 

b.点击“删除”按钮。 

清空条件项：点击“清空”按钮将当前所有条件都清除掉。 

保存条件项： 

a.点击“保存条件”按钮，打开保存条件界面； 

b.在上面的输入框中输入当前需要保存条件的标识名称； 

c.点击“保存”按钮； 

d.在保存条件界面上的表格中选择条件的标识名称，点击“删除”可删除此

条件； 

e.点击“设为默认”可将此条件设为打开高级查询界面时就默认存在此条件。 

查看图像：点击“查看图像”按钮即可查看报告的图像信息。 

查看申请单：点击“查看申请单”按钮即可查看病人的申请单信息。 

保存：对待质控的报告进行质控，填写拍片质量、诊断质量等信息后，点击“保

存”按钮即可保存当前报告的质控信息。 

删除： 

a.选择检查质量控制项目，如正位胸片常规摄片、上消化道钡餐造影常规、

静脉尿路造影常规摄片、CT 常规摄片等； 

b.对已经保存的，点击按钮“删除”删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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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成功后提示：勾选此选项后，保存成功会给予提示。 

相关报告：点击“相关报告”按钮即可查看该病人之前所做的相关报告。 

报告书写：点击“报告书写”按钮可跳转到该病人的报告书写界面。 

修订确认：点击“修订确认”按钮可对之前的质控修订进行确认。 

撤销修订：点击“撤销修订”按钮可对之前确定保存后的质控修订进行撤销。 

查看修改记录：点击“查看修改记录”按钮可查看报告之前所有的修改记录。 

10.查询 

10.1.功能描述 

对于登记的病人信息、病人的报告、病例随访工作量、危急信息

等进行数据的统计。 

10.2.操作流程 

1、  

11.报表统计 

11.1.工作量 

  

统计： 

a.选择过滤相应的统计条件； 

b.点击“统计”按钮即可统计相应的报表信息。 

打印：点击“打印”按钮即可打印当前的统计报表。 

预览：点击“预览”按钮即可预览当前的统计报表。 

高级： 

a.报表描述：查看当前统计报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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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格式设计：对统计报表的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设计； 

c.导出：将当前的统计报表以 Excel 文件的形式导出。 

11.2.阳性率 

  

统计： 

a.选择过滤相应的统计条件； 

b.点击“统计”按钮即可统计相应的报表信息。 

打印：点击“打印”按钮即可打印当前的统计报表。 

预览：点击“预览”按钮即可预览当前的统计报表。 

高级： 

a.报表描述：查看当前统计报表的功能； 

b.格式设计：对统计报表的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设计； 

c.导出：将当前的统计报表以 Excel 文件的形式导出。 

11.3.分类收入 

  

统计： 

a.选择过滤相应的统计条件； 

b.点击“统计”按钮即可统计相应的报表信息。 

打印：点击“打印”按钮即可打印当前的统计报表。 

预览：点击“预览”按钮即可预览当前的统计报表。 

高级： 

a.报表描述：查看当前统计报表的功能； 

b.格式设计：对统计报表的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设计； 

c.导出：将当前的统计报表以 Excel 文件的形式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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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收入汇总 

  

统计： 

a.选择过滤相应的统计条件； 

b.点击“统计”按钮即可统计相应的报表信息。 

打印：点击“打印”按钮即可打印当前的统计报表。 

预览：点击“预览”按钮即可预览当前的统计报表。 

高级： 

a.报表描述：查看当前统计报表的功能； 

b.格式设计：对统计报表的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设计； 

c.导出：将当前的统计报表以 Excel 文件的形式导出。 

11.5.报告率 

  

统计： 

a.选择过滤相应的统计条件； 

b.点击“统计”按钮即可统计相应的报表信息。 

打印：点击“打印”按钮即可打印当前的统计报表。 

预览：点击“预览”按钮即可预览当前的统计报表。 

高级： 

a.报表描述：查看当前统计报表的功能； 

b.格式设计：对统计报表的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设计； 

c.导出：将当前的统计报表以 Excel 文件的形式导出。 

11.6.工作量分组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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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选择过滤相应的统计条件； 

b.点击“统计”按钮即可统计相应的报表信息。 

打印：点击“打印”按钮即可打印当前的统计报表。 

预览：点击“预览”按钮即可预览当前的统计报表。 

高级： 

a.报表描述：查看当前统计报表的功能； 

b.格式设计：对统计报表的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设计； 

c.导出：将当前的统计报表以 Excel 文件的形式导出。 

11.7.收费项目明细 

  

统计： 

a.选择过滤相应的统计条件； 

b.点击“统计”按钮即可统计相应的报表信息。 

打印：点击“打印”按钮即可打印当前的统计报表。 

预览：点击“预览”按钮即可预览当前的统计报表。 

高级： 

a.报表描述：查看当前统计报表的功能； 

b.格式设计：对统计报表的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设计； 

c.导出：将当前的统计报表以 Excel 文件的形式导出。 

11.8.检查部位例数 

  

统计： 

a.选择过滤相应的统计条件； 

b.点击“统计”按钮即可统计相应的报表信息。 

打印：点击“打印”按钮即可打印当前的统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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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点击“预览”按钮即可预览当前的统计报表。 

高级： 

a.报表描述：查看当前统计报表的功能； 

b.格式设计：对统计报表的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设计； 

c.导出：将当前的统计报表以 Excel 文件的形式导出。 

11.9.工作量按月分组 

  

统计： 

a.选择过滤相应的统计条件； 

b.点击“统计”按钮即可统计相应的报表信息。 

打印：点击“打印”按钮即可打印当前的统计报表。 

预览：点击“预览”按钮即可预览当前的统计报表。 

高级： 

a.报表描述：查看当前统计报表的功能； 

b.格式设计：对统计报表的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设计； 

c.导出：将当前的统计报表以 Excel 文件的形式导出。 

11.10.总汇表打印 

  

统计： 

a.选择过滤相应的统计条件； 

b.点击“统计”按钮即可统计相应的报表信息。 

打印：点击“打印”按钮即可打印当前的统计报表。 

预览：点击“预览”按钮即可预览当前的统计报表。 

高级： 

a.报表描述：查看当前统计报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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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格式设计：对统计报表的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设计； 

c.导出：将当前的统计报表以 Excel 文件的形式导出。 

11.11.随访汇总 

  

统计： 

a.选择过滤相应的统计条件； 

b.点击“统计”按钮即可统计相应的报表信息。 

打印：点击“打印”按钮即可打印当前的统计报表。 

预览：点击“预览”按钮即可预览当前的统计报表。 

高级： 

a.报表描述：查看当前统计报表的功能； 

b.格式设计：对统计报表的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设计； 

c.导出：将当前的统计报表以 Excel 文件的形式导出。 

11.12.典型病例汇总 

  

统计： 

a.选择过滤相应的统计条件； 

b.点击“统计”按钮即可统计相应的报表信息。 

打印：点击“打印”按钮即可打印当前的统计报表。 

预览：点击“预览”按钮即可预览当前的统计报表。 

高级： 

a.报表描述：查看当前统计报表的功能； 

b.格式设计：对统计报表的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设计； 

c.导出：将当前的统计报表以 Excel 文件的形式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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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评片统计 

统计： 

a.选择过滤相应的统计条件； 

b.点击“统计”按钮即可统计相应的报表信息。 

打印：点击“打印”按钮即可打印当前的统计报表。 

预览：点击“预览”按钮即可预览当前的统计报表。 

高级： 

a.报表描述：查看当前统计报表的功能； 

b.格式设计：对统计报表的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设计； 

c.导出：将当前的统计报表以 Excel 文件的形式导出。 

11.14.医生参与读片 

  

统计： 

a.选择过滤相应的统计条件； 

b.点击“统计”按钮即可统计相应的报表信息。 

打印：点击“打印”按钮即可打印当前的统计报表。 

预览：点击“预览”按钮即可预览当前的统计报表。 

高级： 

a.报表描述：查看当前统计报表的功能； 

b.格式设计：对统计报表的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设计； 

c.导出：将当前的统计报表以 Excel 文件的形式导出。 

11.15.检查质控统计 

  

统计： 

a.选择过滤相应的统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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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点击“统计”按钮即可统计相应的报表信息。 

打印：点击“打印”按钮即可打印当前的统计报表。 

预览：点击“预览”按钮即可预览当前的统计报表。 

高级： 

a.报表描述：查看当前统计报表的功能； 

b.格式设计：对统计报表的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设计； 

c.导出：将当前的统计报表以 Excel 文件的形式导出。 

12.其他操作 

12.1.数据删除 

对病人的基本信息和报告数据信息进行删除。 

查询：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可查询出符合条件的数据； 

  

高级查询：点击【高级查询】按钮，弹出查询条件框，输入查询条件，点击

【搜索】按钮，查询出符合条件的数据； 

  

打开：点击【打开】按钮，弹出病人列表框，输入查询条件，点击【确定】

按钮，查询出符合条件的病人信息，双击某条信息，即可直接在数据删除模块显

示该条信息； 

删除：选中某条查询出的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可删除选中的数据； 

注：如果有申请项目信息和已经完成检查，在删除时，弹出以下提示： 

12.2.数据修复 

对病人的基本信息和报告数据信息进行修复。 

查询：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可查询出符合条件的数据； 

  

高级查询：点击【高级查询】按钮，弹出查询条件框，输入查询条件，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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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按钮，查询出符合条件的数据； 

  

打开：点击【打开】按钮，弹出病人列表框，输入查询条件，点击【确定】

按钮，查询出符合条件的病人信息，双击某条信息，即可直接在数据修复模块显

示该条信息； 

基准：选中查询出的某条数据，点击【基准】按钮，该报告被作为基准报告，

此时底色变为墨绿色； 

  

删除基准：点击【删除基准】按钮，之前设置为基准的报告修改为普通的报

告，底色变为无色。 

  

关联：设置基准报告后，选中不是同一病人且未设置为基准的报告，点击【关

联】按钮，提示：“关联操作将把所有选择的记录，以基准记录为准合并成同一

个病人，确定要继续做该关联操作吗？”；点击【是】，会将选中的报告与基准进

行关联；点击【否】，取消关联操作。 

  

重新生成：选中查询出的一条数据，点击“重新生成”按钮，弹出提示“确

定要把选中的记录重新生成为另一个病人？”，点击【是】，重新生成另一个病人；

点击【否】，取消当前重新生成操作。 

  

12.3.更新病人 

用于更新病人基本信息，如果 HIS 更改了病人基本信息，此处可以更新病人基

本信息进行同步查询：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可查询出符合条件的

数据； 

  

高级查询：点击【高级查询】按钮，弹出查询条件框，输入查询条件，点击

【搜索】按钮，查询出符合条件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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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点击【打开】按钮，弹出病人列表框，输入查询条件，点击【确定】

按钮，查询出符合条件的病人信息，双击某条信息，即可直接在更新病人模块显

示该条信息； 

更新：选中查询出的某条病人信息，点击【更新】按钮，弹出选择更新框，

显示更新项目等信息，勾选是否更新，点击【确定】按钮，即可更新需要更新的

信息，弹出提示“更新成功！”； 

  

  

13.业务字典 

13.1.报告属性 

报告属性是对每种报告类别中的一些属性的设置进行配置。 

  

1、新增 

点击【新增】按钮，输入报告代码，报告名称，下拉选择类型，执行科室、组

别，设置相关的报告属性，如：报告模板参考文件、报告单标题、电子申请单类

型、显示图像方式等，以及改报告类型关联的仪器，有哪些仪器可以做这种类型

报告的检查； 

2、修改 

选中一条报告类型，点击【修改】，将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选中

的报告属性对应的内容修改完成； 

3、删除 

选中一条报告类型，点击【删除】，当该报告属性被其他的模块使用后，删除

时，弹出删除提示框，点击【确定】返回当前页面，若需要删除改报告类型，需

要将涉及的模块用到的相关信息后，才能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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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收费归类 

  

收费归类用于配置报告的医嘱信息。将对应的医嘱和报告配对，可以使 HIS

系统中医生下的医嘱自动和该报告对应起来。检验医生可以在该报告上接收医嘱、

收取费用等。 

配置报告的医嘱项目： 

1、从右边医嘱项目中添加到报告中： 

a．鼠标选择医嘱项目，可以按住 Ctrl\shift 多选； 

b．然后鼠标拖动项目移动到左边的对应的报告中； 

c．项目添加在该报告的树节点中即完成了该医嘱项目的配置。 

2、从其它报告中添加到当前报告中： 

a．单个医嘱项目拖动：鼠标选择其它报告节点下单个医嘱项目，然后鼠标拖

动此医嘱项目移动到对应的报告节点下； 

b．单个报告下所有医嘱项目拖动：鼠标选择其它报告单个报告，然后鼠标拖

动报告移动到对应的报告节点上，可将此报告下所有医嘱项目都复制到对应的报

告下。 

配置报告的医嘱组合项目： 

1、在报告收费项目维护界面点击组合项目，界面转为组合项目配置界面； 

2、在左边报告列表中选中要增加组合项目的报告类型； 

3、在组合项目信息框中输入组合代码、组合名称和输入码； 

4、点击“新增”按钮； 

5、在组合项目配置框中出现两列项目列表：可选项目和明细项目。（可选项目：

当前选中的报告类型所有的医嘱项目；明细项目：当前组合项目中所包含的医嘱

项目）； 

6、通过左右箭头将可选项目列表中的医嘱项目转到明细项目列表中，成为组合

项目； 

7、点击“保存”按钮，保存组合项目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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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点击“删除”按钮，撤销组合项目配置操作。 

删除报告的医嘱项目： 

1、删除单个医嘱项目： 

a．用鼠标选中需要删除的医嘱项目； 

b．双击该项目或用鼠标拖到右边的医嘱信息列表中或按键盘上“Delete”键，

完成该医嘱项目的删除。 

2、筛选 HIS 医嘱信息： 

在输入框中输入筛选条件，敲击“回车”键，在（医嘱代码，医嘱名称，输

入码）中筛选出所有满足条件的医嘱信息，如：要查出所有含有 2 的医嘱项目。

只要在输入框中输入 2 在敲击“回车”键则可查出。 

13.3.报告格式 

报告格式用于系统使用的模板，结合报告属性中的模板设置进行报告页面的

默认模板。 

  

13.4.报告模板 

13.5.检查房间 

配置相应检查所用的检查设备所处的房间维护。 

  

13.6.检查设备 

配置医技科室的各台设备。指定每台设备的基本信息、所对应的报告、工作

站名、仪器位置及分诊候诊最大人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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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分诊队列 

分诊队列是对检查工作站（仪器）进行归类和划分，并对队列按照检查项目

进行过滤，当勾选了相关项目表示当前队列不能进行相关项目的检查；同样对检

查仪器和检查医生，按照项目进行过滤。 

  

1、 

13.8.其他字典 

其他字典用于维护系统用的辅助信息。此类信息与报告无关，如：民族、性

别代码、年龄单位、职业等。 

  

新增辅助项目： 

修改辅助项目： 

删除辅助项目： 

取消： 

查询： 

打印： 

13.9.检查项目 

检查项目配置是实现检查项目、检查部位与收费项目自动关联的功能，即下

载病人医嘱，则对应的检查项目和部位会根据设置自动显示，不需要操作者手工

选择，以减轻工作量及减少失误。根据在检查项目对应收费和部位模块配置的检

查项目对应的设备同时可过滤出设备信息。 

  

新增检查项目： 

新增收费项目： 

新增模板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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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WorkList 协议代码映射： 

 

13.10.影像号 

影像号设置是配置报告类别生成影像号的规则，配置完成后检查登记页面在

登记信息的时候会按照配置的规则进行影像号的生成。 

  

一人一号：一个人在做一个报告类别的检查时不论做几次检查，影像号都是

一个； 

每次一号：每次一号表示每做一次检查为一个新的影像号。 

13.11.预约安排 

预约安排是用来配置预约的排班，根据现场科室的实际运转情况进行排班的

配置，配置的内容包含：报告名称、预约地点、预约描述、所属队列、预约人数、

排班的起始时间、结束时间、每个排班的时间间隔、预约的天数、排班类型、排

班模式、适用范围及长短期排班的选择。 

  

13.12.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是用于预约时提醒做相关项目的一些注意内容； 

  

注意事项配置完成后，在检查登记预约相关检查时弹出预约单打印选择框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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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特殊项目 

13.14.打印格式 

13.15.工作日 

对一年的时间进行工作日设置，默认周一至周五是工作日，周六周日为休息

日。使用此系统，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设置工作日。 

  

单击某一天，原先为工作日就变成非工作日，原先为非工作日就变成工作日。 

13.16.项目分值 

项目分诊维护是用于维护检查项目对应的分值。 

  

选择检查类别及对应的角色，双击填写对应的分值。 

13.17.Worklist 规则 

用于配置 worklist 规则：添加检查的设备信息，哪些设备需要通过 worklist

将病人信息刷入设备。 

  

13.18.PACS-RIS 关联 

配置 PACS 字段：ACCESSIONON、PATID、OTHERID、PATNAME 与 RIS 字段：

LABELID、TECHNO 的 对应关系，用于 PACS 系统与 RIS 系统的信息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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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 WorklistSPS 规则 

配置检查设备在检查之前向 RIS 系统查询没有报告的检查信息时需要的规

则。 

  

 

13.20. Worklist 配置 

同 Worklist 规则模块一起用于配置 worklist 规则：是否区分姓和名，将需要

区分姓和名的设备加入。 

  

14.系统设置 

14.1.部门维护 

  

增加科室信息： 

1、点击【增加】按钮； 

2、为准备新增的科室选择科室类别，如：临床科室。必须为部门正确区分科室

类别； 

3、输入部门代码、部门名称、输入码一、输入码二； 

4、输入外部代码。该代码为本系统同本医院 HIS 系统连接时，在 HIS 系统的科室

代码。未连 HIS 时，可以不设置； 

5、点击【保存】按钮。 

修改科室信息： 

1、选中需要修改的科室信息； 

2、点击【修改】按钮； 

3、在输入框中修改需修改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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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保存】按钮。 

删除科室信息： 

1、选中需要删除的科室信息； 

2、点击【删除】按钮。 

取消： 

点击【取消】按钮，将取消已修改的内容。 

查询： 

1、选择需要查询的项目，如科室代码、科室名称等； 

2、输入查询条件； 

3、敲击“回车”键或点击查询按钮得到查询结果； 

注：若选了“模糊查询”，则支持模糊查询，即用户输入查询条件时不必输入完

整的条件，只要输入单个字符或部分字符，就可将所有满足条件的项目都查出。 

打印： 

1、点击【打印】按钮； 

2、在弹出菜单中点击【打印格式】，打开打印模板文件，进行部门信息表打印

格式修改，修改完保存退出； 

3、在弹出菜单中点击【打印预览】，打开预览文件； 

4、在弹出菜单中点击【打印】，进行打印。 

14.2.用户维护 

  

14.3.角色维护 

  

14.4.用户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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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菜单维护 

  

14.6.系统参数 

  

14.7.报表维护 

  

14.8.医疗机构 

  

14.9.服务链接 

  

14.10.工具条 

14.11.多库链接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