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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统介绍

平台将依靠“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对咸阳医院临床试验数据、临床诊疗数据、

随访数据等进行科学的、统一的管理，将患者所有医疗信息如就诊记录、门诊处方、住院医

嘱、电子病历、检查化验报告等以全面、标准、统一的方式整合存储，为临床数据的共享提

供统一的平台支撑。同时，研究平台的构建将以数据技术为驱动力，帮助医生更好的进行科

学研究，同时帮助制药企业在临床试验设计及执行过程中降低成本，提升速度。

平台功能涉及：受试者原始数据溯源，受试者招募，影像导出和传输，调研分析等。

2.系统登录及权限申请

2.1 系统登录

如图 2-1 所示，输入登录网址 http://192.168.0.17:8082/ 进入登录页面，输入用户名和

密码，点击【登录】进入；首次登录需修改密码。

图 2-1

2.2 权限申请

如图 2-2-1 所示，点击“账号权限申请”可申请当前账号的权限。在显示页面中点击“新增”

按键，如图 2-2-2 所示；

申请角色：当账号没有任何角色时，可申请一个角色；已有角色的情况下不支持再申请角色；

申请项目：在申请弹框中点击“新增”填写所需权限的项目名称即可，支持一次申请多个；

填写申请内容后，在弹框中点击“保存”可将该条申请暂存；点击“提交”可将该条申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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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审核。

图 2-2-1

图 2-2-2

3.首页

3.1 平台概览

3.1.1 平台概览概述

该标签下，包含相关统计报表，包括项目统计、受试者统计、影像申请导出统计、文件数统

计等。如图 3-1-1 所示

图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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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通知”记录登录用户操作以及具体操作痕迹，“影像”申请导出的热度展示，“项

目”总览以及每月的汇总。

3.1.2 标签跳转链接

点击相应的标签，比如“项目数”即可跳转至“项目”栏目，如图 3-1-2 所示

图 3-1-2

3.2 数据详情

3.2.1 数据详情概述

支持检索查询受试者数据，包括基本信息、就诊记录、诊断记录、用药记录、影像报告、检

验结果、电子病历、生命体征；用户对所有的列可以进行快速的筛选和组合筛选，并且可以

根据诊疗过程的时间进行快速筛选。如图 3-2-1 所示

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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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按项目检索受试者数据

点击下拉单选列表，选择需要检索的项目，即可检索出该项目下的受试者信息。如图 3-2-2

所示

图 3-2-2

3.2.3 查询受试者不同临床数据

左侧栏，选择相应的栏目，比如“病人信息”、“就诊记录”、“诊断记录”等，可展示对

应的数据。如图 3-2-3 所示

图 3-2-3

3.2.4 数据导出

针对当前检索出的数据，进行“导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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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质控详情

如图 3-3-1 所示，对项目的质控问题进行统计。

图 3-3-1

4.项目

4.1 创建项目

如图 4-1-1 所示，点击【创建项目】按键，填写项目基本信息保存后即可创建项目。（如项

目已从院内系统对接则无需手动再创建，如未对接的按此方法手动创建）

图 4-1-1

4.2 项目总览

包含“项目信息”、“入排标准”、“受试者管理”、“质控”、“原始文件”，支持项目

名称等关键字检索。如图 4-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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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4.3 项目信息

研究项目总览界面，点击“项目”信息按钮，进入“项目信息”界面。可对项目编号、项目

名称等内容进行维护。如图 4-3-1 所示

图 4-3-1

4.4 受试者管理

4.4.1 新增受试者

研究项目总览界面，点击“受试者管理”信息按钮，进入“受试者列表”界面。如图 4-4-1-1

所示，通过切换页面 “受试者”、“候选受试者”展示对应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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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1-1

点击“新增受试者”按钮，支持通过患者 ID 等查找患者，并将其添加为项目受试者。如图

4-4-1-2，图 4-4-1-3 所示

图 4-4-1-2

图 4-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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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查看受试者临床信息共享视图

4.4.2.1 临床信息共享视图界面概述

 靠患者 ID 就能实现全院范围内全部门急诊就诊记录、住院病史、影像检查、检验结果、

心电图及扫描文档等信息的连通共享。

 用户只需访问单一来源，即可调取所要的全部信息。

 通过全院临床信息共享系统的客户终端，可以将相关数据放在一个窗口视图呈现，而无

须调用多个视图窗口。

 临床信息共享视图实现了住院和门诊的诊疗数据的统一展示，可以查看到受试者在本院

门诊和住院的所有诊疗记录，并且可以按照时间顺序展示一些指标的趋势图，便于用户

快速了解该受试者的整体诊疗情况，为临床研究提供了完整的医护记录。

“受试者列表”界面，选中一个受试者，点击“详情”按钮。如图 4-4-2-1-1 所示

图 4-4-2-1-1

跳转到受试者临床信息共享视图界面。如图 4-4-2-1-2 所示

图 4-4-2-1-2

如图 4-4-2-1-3 所示，选择左侧栏红框所示任一栏目（该图为检验报告），右侧即可展示当

前选中的栏目对应的具体项目数据。其中，蓝色框中搜索框支持项目名称关键字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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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2-1-3

4.4.2.2 比较选中的指标

如图 4-4-2-2-1，图 4-4-2-2-2 所示，选中了检验项目“血氨”和“铁”，点击“比较选中

的指标”按钮。其中检验项目对比有多图模式和单图模式。

图 4-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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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2-2-2

4.4.2.3 Timeline

点击 Timeline 按键，可查看当前患者就诊、诊断和部分检查检验项目的时间轴，如图

4-4-2-3-1 所示；

图 4-4-2-3-1

4.4.2.4 其他栏目展示以及条件设置

其他栏目如图 4-4-2-4-1 所示，当前图为“就诊记录”展示。其中

红框符号可进行条

件选择，根据不同的条件进行不同设置后可过滤出需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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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2-4-1

4.4.3 影像管理

支持用户申请影像报告的导出。如图 4-4-3-1 所示，点击“影像管理”。

图 4-4-3-1

在影像管理弹框中，选择需要导出的检查后提交申请，如图 4-4-3-2 所示；

图 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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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受试者编辑功能

可实现受试者当前状态和入组日期等的修改。如图 4-4-4-1，4-4-4-2 所示

图 4-4-4-1

图 4-4-4-2

如上图，在受试者弹框中点击 可查看受试者基本信息字段的稽查痕迹。

4.4.5 受试者剔除功能

点击“剔除”按钮，该受试者会从受试者列表中被删除。若需添加，请“添加受试者”操作。

4.4.6 受试者原始文件

受试者列表有受试者原始文件上传入口，如图 4-4-6-1 所示，点击“原始文件”按键进入，

可上传该受试者的文件，具体参加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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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6-1

4.5 质控

4.5.1 质控配置

在项目卡片上点击【质控】按键进入，可配置逻辑对项目数据进行质控，如图 4-5-1-1

所示。

图 4-5-1-1

4.5.2 违禁用药

如图 4-5-2-1 所示，在违禁用药页面配置项目违禁用药，用于项目的前置质控。前置质

控指在此处配置了违禁用药后，如果在 HIS 中給该项目受试者开具用药医嘱时涉及到了违禁

用药，在确认下达前会给予提示。（是否具有违禁用药前置质控的功能视具体医院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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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2-1

4.5.3 质控列表

如图 4-5-3-1 所示，根据配置的质控逻辑，系统会自动发现受试者数据中的疑似问题并推送

給项目成员。

图 4-5-3-1

4.5.4 统计报表

如图 4-5-4-1 所示，统计了违禁用药提醒在 HIS 中的触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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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4-1

4.6 原始文件

支持受试者原始文件、项目原始文件脱敏扫描上传，原始文件可分类查询。

4.6.1 受试者文件

如图 4-6-1-1，点击“原始文件”，

图 4-6-1-1

如图 4-6-1-2，先选中分类列表的某一类，在点击“上传”或“扫描”按钮进行存档。（如

使用的电脑可从本地上传文件，则使用上传功能；如内网电脑无法从本地上传文件，则可选

择台连接了扫描仪的电脑使用扫描功能）

图 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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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上传成功后，点击概述可填写文件说明；点击文件可预览；在操作栏点击【删除】可删

除文件；在操作栏点击【痕迹】可查看该文件的操作痕迹；如图 4-6-1-3 所示；

图 4-6-1-3

4.6.2 项目文件

如图 4-6-2-1 所以，先选中分类列表的某一类，在点击“上传”或“扫描”按钮进行存档。

图 4-6-2-1

4.7 检验检查

通过对研究人员以及机构管理人员权限的划分，对检验检查所行使的功能也做了直接的

区分。其中主要包含“检验检查配置”、“检验检查审批”、“检验检查申请”、“检验检

查绩效统计”等 4 类功能。



智能临床试验平台用户手册

20

4.7.1 检验检查配置

如图所示，点击【检验检查配置】按键，可查看到院内多个项目信息，并展现出“申办

者”、“开展科室”、“主要研究者”、“项目状态”|以及“操作”模块。

可选择单个项目，配置该项目所包含的具体的检验检查内容信息。

添加配置，即可为此项目完善受试者项目套餐。管理人员选择对应的检验检查内容配配

置对应的价格和最大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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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则可完成配置。

配置好单个检验检查项目后，可设置整个项目金额，保证整个项目金额不超支，如图则

为配置后送交审批前的具体内容展示。

4.7.2 检验检查审批

当针对单个项目做到检验检查项目配置后，点击提交，则会提示配置成功，等待检验科

室审核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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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流程，由各审批科室登录系统，可查看到各自科室所收到的待审批配置内容信息提

示。

若对所配置内容无异后进行审批“同意”操作，若不同意可进行“驳回”操作。

若同意此检验检查项目配置，则会显示审批通过的具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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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检验检查申请

研究医生给受试者开具免费检验检查项目时，可在 HIS 功能模块中，选择“GCP 医嘱”，

随即跳转至如下开单页面。

点击“申请开单”后，会展示此受试者相关数据信息。

研究人员可以通过之前配置过的检验检查数据给受试者开单，也可以通过选择同步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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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所有检验检查项目开单。

选择其中项目时，会展示出具体项目+受试者项目数据内容。

点击提交，则将检验检查项目提交至 HIS 处做数据交互，若选择作废则删除此项检验检

查信息，若选择暂存则是保存记录，以便后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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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检验检查绩效统计

机构可通过筛选，查看到不同研究人员所关联的所有开单信息，包含项目项目内容，项

目数量、项目金额等等，便于每月或者季度去了解到各 PI 的开单数据统计情况。

同时支持以 excel 的形式导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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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临床研究受试者

支持查询临床研究受试者，查看其临床信息共享视图。

5.1 受试者详情

如图 5-1-1，点击“受试者详情”，跳转到“受试者全息视图”。查看全息视图可参考本文

档上述《4.4.2 查看受试者临床信息共享视图》操作。

图 5-1-1

5.2 推荐项目

可查看当前受试者的项目，以及当前项目的“入排标准”和“受试者列表”。如图 5-2-1

所示

图 5-2-1

6.可行性分析

如图 6-1 所示，可行性分析模块支持关键词搜索，输入关键词后可检索出相关患者；如有多

个关键词中间以空格隔开，关键词间的关系为 AND.

图 6-2 为通过关键词检索后的结果页面，页面会显示和关键词相关的患者；每个患者显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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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中命中关键词的部分，可点击 查看全部命中信息。点击“病人：”可打开患者

360 视图。

图 6-1

图 6-2

对检索出的患者，系统会标识出正在或 90 天内参加临床试验的患者，以及 90 天参加过临床

试验的患者，如图 6-3 所示。点击患者前面的标识，可查看其参与临床试验的具体情况，如

图 6-4 所示。

图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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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可行性分析的检索结果支持导出。选择需导出的患者后点击“导出数据”按键，如图 6-5

所示。在导出弹框中选择要导出的变量后，点击“导出”按键，即可导出 Excel,如图 6-6

所示。

图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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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7.影像导出

支持接收影像报告导出申请，并可将报告进行导出，如图 7-1 所示。

图 7-1

8.公共文件

支持公共文件脱敏扫描上传；文件可分类查询。

8.1 上传和扫描

如图 8-1 所示，右侧栏分类列表选中一类，可点击“上传”或者“扫描”进行文件的上传存

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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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8.2 痕迹查看

如图 8-2-1，8-2-2 所示，可查看上传、扫描、删除以及恢复等记录痕迹。

图 8-2-1

图 8-2-2

8.3 删除、恢复操作

通过“删除”、“恢复”按钮，可实现文件的删除和恢复操作。

9.系统配置

9.1 知识库

如图 9-1-1 所示，支持术语库的导入和维护；支持药品、诊断等的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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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1

9.2 申办者字典

申办者字典维护，如图 9-2-1 所示。填写项目信息时，如发现申办者不在选项内，可在此处

进行添加维护。

图 9-2-1

9.3 科室字典

科室字典维护，如图 9-3-1 所示，填写项目信息时，如发现开展科室不在选项内，可在此处

进行添加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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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1

9.4 研究者字典

研究者字典维护，如图 9-4-1 所示，填写项目信息时，如发现主要研究者不在选项内，可在

此处进行添加维护。

图 9-4-1

9.5 文件分类配置

受试者文件、项目文件、公共文件的分类均可配置，如图 9-5-1 所示。

图 9-5-1

9.6 密码安全策略

支持密码安全策略设置，如图 9-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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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1

10.报表

如图 10-1 所示，报表菜单下有项目情况统计、科室月入组统计等报表。

图 10-1

11.管理员配置

11.1 用户配置

用户管理，分配权限，包括功能权限和数据权限。

11.1.1 用户新增

在用户配置页面点击“新增”按键，如图 11-1-1-1 所示；显示添加用户弹框，如图 11-1-1-2

所示；

以下是对各角色项目权限的说明：

（1） 内置角色机构管理员和机构主任：拥有全部项目权限；

（2） 内置角色科室管理员：：如用户被分配了该角色，则根据其所分配的科室，拥

有所在科室的全部项目权限；

（3） 其他内置角色和所有自定义角色：用户有哪些项目的权限根据其所分配的“临

床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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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1-1

图 11-1-1-2

11.1.2 用户编辑

在用户配置页面列表操作栏点击“编辑”按键，可更改用户配置。

11.1.3 删除

删除当前用户。

11.1.4 登录设置

在用户配置页面点击“登录设置”按键，可进行账号自动禁用设置，即设置用户超过 N 个自

然日未登录过系统，就自动禁用其账号，如图 11-1-4-1 所示。

图 1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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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角色配置

支持设置系统用户角色，配置各角色权限。

如图 11-2 所示，对不同角色进行各个功能权限的配置。

其中“可配置”权限最高，可对相应功能模块进行编辑操作；“可查看”只能对所分配功能

模块进行查看功能；“无访问权限”，即为对相应功能模块无编辑和查看功能。以下对各功

能进行说明：

图 11-2

⑴首页：对应一级菜单首页；

可查看：表示可看到首页；

无访问权限：表示看不到首页。

⑵试验列表：对应一级菜单项目；

可配置：表示可看到项目菜单，并且有创建项目的权限。机构管理员和机构主任角色可看到

医院全部项目；其他角色能看到哪些项目按项目授权；

可查看：表示可看到项目菜单，但没有创建项目的权限。机构管理员和机构主任角色可看到

医院全部项目；其他角色能看到哪些项目按项目授权；

无访问权限：表示看不到项目菜单。

⑶受试者一级菜单：对应一级菜单受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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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配置/可查看：表示可看到受试者菜单；

无访问权限：表示看不到受试者菜单。

⑷项目受试者管理：对应项目列表项目卡片上的受试者管理按键；

可配置/可查看：表示点击【受试者管理】按键，可打开该项目的受试者管理页面；

无访问权限：表示点击【受试者管理】按键，无法打开该项目的受试者管理页面。

⑸账号配置：对应管理员配置下的用户配置；

可配置/可查看：表示有用户配置权限；

无访问权限：表示无用户配置权限。

⑹操作记录：对应管理员配置下的痕迹查看；

查看所有项目：机构管理员角色和机构主任角色可查看全部项目的痕迹；其他角色可查看其

被授权项目的痕迹；

查看自己/查看项目成员/查看 CRC/CRA：机构管理员角色和机构主任角色可查看全部项目的

痕迹；其他角色可查看其被授权项目且只能看到自己的痕迹；

无访问权限：无痕迹查看菜单。

⑺影像管理： 对应项目受试者管理，受试者影像管理，查看；

可配置/可查看：看查看 DICOM;

无访问权限：无法查看 D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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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文档管理：对应项目列表项目卡片上的原始文件按键；

可配置：点击原始文件按键可打开该项目的原始文件页面，且可扫描和上传文件；

可查看：点击原始文件按键可打开该项目的原始文件页面，但不可扫描和上传文件，只可查

看；

无访问权限：表示点击【原始文件】按键，无法打开该项目的原始文件页面。

⑼可行性分析：对应可行性分析菜单；

可配置/可查看：可使用可行性分析；

无访问权限：不可看到可行性分析菜单。

⑽影像导出：对应一级菜单影像导出；

可配置/可查看：有影像导出权限；

无访问权限：无影像导出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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⑾角色配置：对应管理员配置下的角色配置；

可配置/可查看：有角色配置权限；

无访问权限：无角色配置权限。

⑿项目配置：对应管理员配置下的项目配置；

可配置/可查看：有项目配置权限；

无访问权限：无项目配置权限。

⒀项目情况统计：对应报表下的项目情况统计；

可配置/可查看：有项目情况统计权限；

无访问权限：无项目情况统计权限。

⒁公共文件：对应一级菜单公共文件；

可配置/可查看：机构管理员角色和机构主任角色有公共文件菜单权限，且可上传和扫描文

件；其他角色有公共文件菜单权限，但不可上传和扫描，只读；

无访问权限：无公共文件菜单。

⒂知识库：对应系统配置下的知识库；

可配置/可查看：有知识库权限；

无访问权限：无知识库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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⒃通用字典：对应系统配置下的通用字典；

可配置/可查看：有字典配置权限；

无访问权限：无字典配置权限。

⒄数据分析：对应统计分析；

可配置/可查看：有统计分析权限；

无访问权限：无统计分析权限。

⒅项目信息导出：对应报表下的项目信息导出；

可配置/可查看：有项目信息导出权限；

无访问权限：无项目信息导出权限。

⒆申办者字典：对应系统配置下的申办者字典；

可配置/可查看：有申办者字典权限；

无访问权限：无申办者字典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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⒇自定义导出：对应一级菜单自定义导出；

可配置：有自定义导出权限；

无访问权限：无自定义导出权限。

(21)权限审批：对应管理员配置下的权限审批；

可配置/可查看：有权限审批权限；

无访问权限：无权限审批权限。

（22）科室字典：对应系统配置下的科室字典

可配置/可查看：有科室字典权限；

无访问权限：无科室字典权限。

（23）研究者字典：对应系统配置下的研究者字典

可配置/可查看：有研究者字典权限；

无访问权限：无研究者字典权限。

（24）文件分类配置：对应系统配置下的文件分类配置

可配置/可查看：有文件分类配置权限；

无访问权限：无文件分类配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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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科室月入组统计：对应报表下的科室月入组统计

可配置/可查看：有科室月入组统计权限；

无访问权限：无科室月入组统计权限。

（26）密码安全策略：对应系统配置下密码安全策略

可配置/可查看：有密码安全策略权限；

无访问权限：无密码安全策略权限。

（27）项目入排标准-患者详细列表电话列：对应项目入排标准-患者详细列表，电话列

可配置/可查看：可看到电话列；

无访问权限：看不到电话列。

（28）项目入排标准-患者详细列表接诊医生列：对应项目入排标准-患者详细列表，接诊医

生列

可配置/可查看：可看到接诊医生列；

无访问权限：看不到接诊医生列。

（29）入排配置：对应项目入排标准-入排配置页面

可配置：有配置权限；

可查看：本页面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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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可行性分析导出数据：对应可行性分析导出数据

可配置：有导出权限；

无访问权限：没有导出权限。

11.3 项目配置

如图 11-3-1 所示，点击【添加用户】可配置各项目的用户。

图 11-3-1

11.4 痕迹查看

记录用户的操作痕迹。如图 11-4-1 所示，选中某个项目以及登录用户，即可查看该用户的

操作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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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1

同样，下图 11-4-2 所示，红框中可进行条件选择。

图 11-4-2

11.5 权限审批

对用户提交的权限申请进行审核，审核流程可按医院要求设置。

如图 11-5-1 所示，点击“审核”按键，显示审核弹框，如图 11-5-2 所示；

关联授权项目：在弹框中点击“编辑”，将申请人填写的项目与系统内项目进行关联。如果

通过申请必须进行关联以完成对项目的授权；如果驳回申请可不关联。由哪级审核人来进行

本操作也可按医院要求设置。

在审核弹框中右下方操作通过或驳回申请。在最后一级审核通过后，系统会自动完成对申请

内容的授权。

图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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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2

12.中心筛查

中心筛查指根据方案拆解和配置入排标准，系统根据规则在全院数据范围内匹配符合的患

者，向研究者进行推荐。

12.1 项目入排标准拆解

在配置入排标准前，由医学人员对方案入排进行解读拆解，将入排文本语音程序化，使配置

人员更好理解以实现准确的配置，下图为拆解后样例：

12.2 入排配置

在项目卡片上点击【入排标准】按键进入，可进行项目入排规则设置，如图 12-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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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1

 颗粒度选择

根据筛查需求选择合适的颗粒度：

a. 病人主索引：选择本颗粒度系统将以每位患者的全部数据和入排规则进行匹配；

b. 就诊唯一号：选择本颗粒度系统将以每位患者的单次就诊数据和入排规则进行匹配。

 入选标准设置

如上图所示，在入选标准右侧点击“添加规则”，进入规则编辑页面。

a. 规则配置

如图 12-2-2 所示，红框所示内容为所有可选配置视图数据集。可配置规则字段皆为该数据

集中字段。选择相应的字段进行“排除”、“并且”、“或者”的配置。当前图配置为：年

龄>=18and 年龄<=65。

图 12-2-2

可进行添加组，“组”里进行“添加规则”的操作。相应规则与规则之间以及组与组之间选

择“排除”、“并且”、“或者”进行逻辑设置。如图 12-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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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3

b. 导入规则

支持用户将规则保存为模板，之后可引用自己保存的模板。

c.

图 12-2-4

一些更为复杂的查询条件可能需要通过诸如按项目的定向文本挖掘、SQL 编程等方式实现。

 排除标准设置

排除标准设置可参考《12.2 入选标准设置》相关操作。

 具体说明

以下是对下图红框中内容的具体说明：

包含以下内容：指包含某个文本；

不包含以下内容：指不包含某个文本；

在…之内：在哪些文本之内，可以填多个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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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之内：不在哪些文本之内，可以填多个文本；

等于：指完全等于某个文本或数值；

不等于：指不等于某个文本或数值；

以…开始：指以什么文本开始；

不以…开始：指不以什么文本开始；

以…结束：指以什么文本结束；

不以…结束：指不以什么文本结束；

为空：指字段值为空；

不为空：指字段值不为空；

为 null:指字段值为 null;

不为 null:指字段值不为 null;

在…之间：指在两个数值之间（含）；

不在…之间：指不在两个数值之间（含）；

小于：指小于某个数值；

小于或等于：指小于等于某个数值；

大于：指大于某个数值；

大于或等于：指大于等于某个数值；

图 12-2-5

12.3 提醒配置

当患者根据入排标准被筛选出来后，如出现新的检验/检查报告可进行提醒，在提醒配置页

面进行相关配置，如图 12-3-1 所示。

 配置需要进行提醒的检验/检查项目：只有选中的检验/检查项目会被提醒；

 配置提醒显示时长：即设置提醒在患者详细列表中自提醒出现后保留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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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1

12.4 结果预览

「第一步：开通账号」

「第二步：系统登录」

使用内网电脑进行登录使用。首次登录系统会要求修改密码。

「第三步：查询结果」

在项目卡片上点击【入排标准】进入，如图 12-4-1 所示；

图 12-4-1

按设置的入排标准在院内数据中查找可能符合入排条件的患者给予推荐，入选患者信息自动

更新，列出可能符合入排条件的患者。并基于检索出的患者给予相关统计分析.

①匹配概览

如图 12-4-2 所示，举例说明：

全部患者先判断第 1条规则，诊断为肺恶性肿瘤，找出符合该条件的患者 4人；

在第 1 条规则筛选出的 4 人范围内，再判断第 2 条规则，诊断日期大于 2020-05-31，找出

符合条件 1and 条件 2 的患者 2 人；

以此类推，汇总行的符合例数表示符合全部入排条件的患者数量。

图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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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患者概览

如图 12-4-3 所示，患者概览是对筛查出的符合入排规则的患者的统计。

图 12-4-3

③患者详细

如图 12-4-4 所示，患者详细列出了符合入排规则的患者。

图 12-4-4

 如上图，在患者详细页面，系统对筛查出的患者会标记其参加临床试验的情况，分为正

在或 90 天内参加临床试验及 90 天前参加过临床试验，有这两种情况的患者都会在卡号

前进行标记。点击标记可查看其参与临床试验的具体情况。

 如上图，点击姓名或“患者详细”按键，可打开患者 360 视图，查看其数据详情。在

360 视图中入排相关内容可标记突出显示，方便用户查看，如图 12-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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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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