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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自动监测系统简介 

• 计算机逐一扫描目标范围内的病人，判断是否达到

规则制定的报警条件 

• 计算机负责大量的重复性的资料收集、扫描计算工

作 

• 短期内计算机无法替代人脑 



2.1 哨点医院自动监测系统网络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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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必要条件—硬件 

• 服务器要求 

类别 最低 推荐 

CPU Intel 主频 2.33GHz 4 线程 Intel 主频3.2GHz 8线程 

内存 8G 16G 

硬盘 500G 视医院数据规模大小灵活配置 

• 客户端要求 

类别 推荐 

CPU Intel I5 

内存 4G 

显示器 19寸(分辨率1600*900以上) 



2.3 必要条件—软件 

• 服务器要求 

类别 最低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 R2 

数据库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R2 

软件运行平台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 + IIS 

• 客户端要求 

类别 最低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7 

常用软件 Office 2007或WPS 



2.4 必要条件—数据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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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功能介绍—主界面 

• 顶部为现有已经开发的事件，选
择事件会筛选自动监测或审查评
估的数据 

• 左侧自动监测为自动监测计划列
表，药师主要用此功能管理监测
计划 

• 左侧审查评估为自动监测计划执
行结果列表，药师主要用此功能
对监测计划的结果进行评价 

• 如果已经完成对接，药师可以点
击左侧生成报告按钮可将被评估
为上报的不良反应导出到自发报
告系统 

• 左侧智库维护功能为系统设置功
能，管理员用此功能设置整个系
统运行需要的基础参数 

• 其他功能哨点医院可以忽略 



3.2 智库维护 

• 智库维护工作由管理员执行 

 

• 系统安装后需要初始化运行一次 

 

• 可根据需要随时调整设置，但每次设置只影响以后的数据，对已有数据不产生影响 



3.3 智库维护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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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智库维护—用户及其权限管理 

• 用户分为系统管理员

及临床药师两种角色 

• 已经添加的用户可以

点查询按钮查找 

• 选择一个用户点击修

改按钮可以对其基本

信息进行修改 

• 选择一个用户,可以在

右侧权限模块列表内

打钩或者取消打勾完

成对其权限的修改,系

统会自动保存 



3.5 智库维护—抗肿瘤药物目录维护 



3.6 智库维护—指标编码比对 

指标编码比对的目的就是要将医
院内部使用的检查项与运算规则
中的标准指标对应起来 

• 左上为规则默认使用的标准指
标 

• 右上为与左上选中的记录比对
的院内HIS检查项,选中后点击
下面的移除按钮,可将已比对的
指标移除 

• 下方为院内检验指标,双击与左
上当前行匹配的记录即可完成
比对 

• 注意一个标准指标有可能对应
多个院内指标,具体可参考LIS

系统,或咨询检验科 

 

 



3.7 智库维护—事件默认值设置 

事件默认值一旦设置完毕，以后新
建的该事件的计划，会默认使用这
些默认值；也可以在计划中修改这
些值为计划特有的值 

• 排除算法是指如果当前病人其信
息(病区、诊断等)符合排除算法
之一,则该病人自动跳过,无论其
指标是否异常,都不会继续进行
后面的报警规则计算 

• 辅助提示中的其他怀疑药品和解
救药品目录会有专门文档提供 

• 各个事件右侧报警条件一般为或
的关系 



3.8自动监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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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建立计划 

• 监测名称可以自己填写 

• 实时监测每日(凌晨3点)都
会执行一次，监测目标为近
期服用过该药物的在院病人，
会重复报警 

• 回顾分析只执行一次，监测
目标为指定时间段内服用过
目标药物的所有住院病人，
一旦执行除非修改参数或者
手动执行，否则不会再次执
行。多次执行的结果不清空，
不会重复报警。 



3.10 设置计划参数 



3.11 评价报警结果 

审查评估默认显示

报警的病人,可以

按照患者ID姓名等

方式查询病人列表 

• 双击病人记录即

可弹出评价窗口 

• 点击导出可将当

前查询的病人导

出到excel 



3.12 不良反应评价 

• 如果已经接入电子病历,

点击电子病历按钮可看

到当前患者的电子病历 

• 点击界面上患者病生理

状态后面的图按钮可以

看到该指标的变化趋势

图,也可以点参列指标显

示其他的指标变化图 

• 如需上报,请勾选右下角

上报病例 



3.13 数据导出 

点击导出可将当前

查询的病人导出到

excel 



3.14 不良反应信息上报 

• 点击查询可列出待上报

的病人 

• 勾选要上报的记录以后,

点窗口下方的上报按钮,

即可完成上报 

• 注意当前操作者的账号

要与自发报告系统里的

账号一致才能完成上报 



3.15 关键字原理(流程) 

设置关键字

机器训练

验证

实际应用



3.16 关键字计划设置 



3.17 关键字报警列表 

• 贝叶斯报警结果为

概率,一个病例是不

良反应的概率超过

不是的概率,即报警. 

 



3.18 贝叶斯关键字算法结果评价界面 



3.19 患者病历文本查看 



3.20 关于文本识别的技术方案探讨 

当前方案 优化方案探讨 

算法 贝叶斯算法 数学建模 

目前关键字由药师人工指定 自动分词 

数据 非结构化数据 NLP，自然语义提取 



总结 

• 继续发挥计算机技术的优势,为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工作提供最大可能的便利 

• 通过标准化、网络化等方式，将目前药师不必做又必须做的工作由计算机来代替，减

少工作量或者降低工作难度 

• 继续优化现有功能呈现，使系统更易用，降低系统的使用门槛。 

• 尝试引入最新的算法，让系统更聪明，不仅能计算，还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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