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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 登记 
 

本章介绍 RIS 登记模块的相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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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登记用户登录系统后默认打开登记窗口。如果使用其他用户登录，可

以在悬浮条上点击 按钮，即可打开登记窗口。 

新建检查 

从 HIS 或其他系统获取电子申请信息 

1. 如果 RIS 系统连接 HIS 系统或其他相关系统，可以通过病人 ID 或者

住院号或者其他指定的参数获取电子申请信息。 

2. 在登记窗口上输入病人 ID 或者住院号，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将患

者电子申请信息导入登记窗口，然后进行编辑保存。 

 

直接录入病人信息登记 

1. 在登记界面上直接输入病人信息，其中部分信息系统自动填写不需

手工填写，部分信息属于必填项。如下图所示。作红色方框标注的

项目属于必填项目，编辑框中显示“自动编号”的为系统自动填入，

其余项目属于选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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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病人姓名有两个编辑框，前一个用来输入病人汉字姓名，后一个编

辑框能自动将汉字姓名其转化为拼音。 

3. 年龄有两个编辑框，前两个可以输入年龄，后一个可以输入生日。

系统可以根据年龄计算出生年份，可以根据病人实际年龄选择月份

和日期。如下图所示： 

 

4. 病人备注主要记录病人的其他信息，注意事项等，点击 按

钮，出现如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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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入完成后点击登记窗口中的 按钮将病人信息存入

系统，系统会弹出提示，说明患者的检查号。如下所示： 

     

6. 如果需要清除当前登记窗口中的数据，可以点击登记窗口中的

按钮。 

修改检查信息 

修改检查信息可以采用以下方式。 

 点击登记窗口下方的 选项页按钮，切换到登记列表界

面，如下图，选中需要修改的患者记录，点击 （修改）按

钮，即可将此患者信息导入到登记界面中供医生修改，完毕后点

击保存即可。 

提示：鼠标放置图标几秒钟，即可出现中文提示 

从左至右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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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修改、删除、预约转登记、查看历史病人信息、其他应

用程序。 

 登记快速修改：如果患者信息是当天登记的，可以快速修改登记

信息，鼠标移动左侧即可展开登记病人简单列表。双击登记过的

病人，在右侧登记栏中显示出登记病人信息，可以进行修改。 

 

删除检查信息  

1. 方法一：点击登记窗口下方的 选项页按钮，切换到登记列

表管理界面，如下图，选中需要修改的患者记录，点击 （删

除）按钮，在弹出的是否确定删除提示框中选择“是”即可将此患

者信息删除。 

 

2. 方法二：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删除”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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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病人检索查询 

 

在查询工具栏中可以填写单项或多项查询条件，点击 （查询）

按钮，系统就在下方的列表中显示所要求的病人。 

 登记日期查询条件默认为当天。 

 检查号、住院号、门诊号、姓名四项支持模糊查询，如在姓名栏

中输入“刘”，就可以查询出所有姓刘的患者信息。 

打印带条码的就诊单 

可以采用以下方式： 

 登记新患者信息时，点击保存系统可以自动打印就诊单。可以通

过修改配置打开或者关闭自动打印选项。默认此项为关闭状态，

需手动打开。 

 在“登记查询”选项页的患者列表中选择记录，通过登记分诊勾

选 或者在右键菜单中选择“打印取片单/会诊单”

重新打印就诊单。 

扫描纸质申请单 

1. 如果登记工作站安装有扫描仪，在登记新病人后自动会弹出扫描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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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单窗口，点击扫描即可扫描申请单。 

2. 保存完新病人的登记信息后，系统可以自动进行扫描纸质申请单的

工作。可以通过修改配置打开或者关闭自动扫描选项。默认此项为

关闭状态，需手动打开。 

3. 在“登记查询”选项页的患者列表中选择记录，通过勾选登记分诊

或者在右键菜单中选择“扫描申请单”重新扫描申

请单。 

 

系统设置 

在登记录入窗口中，点击 （维护设置）菜单，可列出“录入项目字

典维护”，“录入项目默认值设置”，“检查号最大值设置”，“登记相关参数

设置”。如图： 

 

录入项目字典维护 

1. 录入项目列表中可以选择列出申请科室或者申请医生。 

2. 添加申请科室时，首先在“录入项目”下拉框中选择“申请科室”，

然后直接在窗口下方输入“拼音简写”项和“内容”项，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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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按钮即可添加入列表。拼音简写一般为内容部

分每个汉字拼音的首字母，如“内科”的拼音简写为“NK”，这样

在登记时可以直接输入“NK”列出“内科”。 

3. 添加申请医生时，首先在“录入项目”下拉框中选择“申请医生”，

然后在窗口下方输入“拼音简写”项和“内容”项，选择“上级关

联项目”列表中的“申请科室”，在“关联项目内容”列表中选择相

应的科室名称，点击 （新建）按钮即可添加入列表。 

4. 修改时双击列表中的记录，修改完毕后点击 （修改）按

钮即可。 

 

录入项目默认值设置 

在这里，用户可以设置登记界面中下拉框项目的默认内容。其中列项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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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类型、申请医生、年龄单位 ID、病人来源 ID、性别 ID、申请科室 

 

检查号当前值设置 

1. 首先选择设备类型，可以在窗口下部看到当前最大值也就是当前的

检查号加上 1 后的值，可以在“修改为最大值”中输入新值，然后

点击 （修改）按钮保存。 

2. 修改后再登记新患者时，其检查号就是从修改后的值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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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相关参数设置 

此配置窗口中有如下几项： 

 

系统参数： 

 显示“今天登记”列表和显示“今天预约”列表。分别对应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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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中左侧的“今天登记”和“今天预约”快捷列表，显示当天

登记的所有检查和预约到今天的所有检查。 

 登记完焦点定位：用于设置登记点确定后，鼠标焦点自动回到那

个位置，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多个界面里面的不同位置。 

 提取完患者信息后，焦点定位到保存按钮：提取患者电子申请单

后，无需将鼠标在移动到确定按钮上，软件自己执行。 

 新建病人时直接打开报告，并从列表中选择默认设备。此项只对

采集工作站有意义。按照视频采集的工作流程，医生登记新患者

后需要书写其报告，此选项可以使系统自动打开对应报告，“报告

对应设备名称”，可以选择在登记完毕之后选择打开报告所对应的

设备，如超声未写报告等，节省操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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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 预约 
本章介绍 RIS 预约模块的相关功能。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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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悬浮菜单栏中点击 （预约）按钮，就可以打开预约窗口。 

预约界面简介 

 左侧可以选择所要预约设置，如 CT、MR、放射、ES 等 

 右侧时间栏显示已经预约的病人名称 

 

新建检查预约 

从 HIS 或其他系统获取电子申请信息 

1. 如果 RIS 系统连接 HIS 系统或其他相关系统，可以通过病人 ID 或者

住院号或者其他指定的参数获取电子申请信息。 

2. 右键编辑预约信息，弹出预约窗口，在预约窗口上输入病人 ID 或者

住院号，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将患者电子申请信息导入登记窗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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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行编辑。 

3. 在预约时间栏中选择约到的日期和时间，即可保存信息了。 

注意：预约日期和时间必须比当前时间晚。 

直接录入病人信息预约 

1. 在预约界面上直接输入病人信息，其中部分信息系统自动填写不需

手工填写，部分信息属于必填项。 

2. 如下图所示。作椭圆标注的项目属于必填项目，编辑框中显示“自

动编号”的为系统自动填入，其余项目属于选填项目。 

  

3. 病人姓名有两个编辑框，前一个用来输入病人汉字姓名，后一个编

辑框能自动将其转化为拼音。 

4. 年龄有两个编辑框，前两个可以输入年龄，后一个可以输入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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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可以根据年龄计算出生日，或者根据生日计算出年龄。如下图

所示： 

 

5. 然后在预约时间栏中选择约到的日期和时间，就可以保存信息了。 

6. 注意：预约日期和时间必须比当前时间晚。如果需要清除当前登记

窗口中的数据，可以点击预约窗口中的 按钮。 

预约病人转登记 

1. 进入登记界面，在左侧的预约列表页中可以列出预约到当天的患者

信息： 

 

2. 在其中双击所选记录，系统弹出提示信息，点击是，即可将信息传

入登记界面。 

 

3. 编辑完成后保存即可完成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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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预约信息 

1. 在预约界面中选择 ，通过查询功能找到要修改的病人信

息，点击鼠标右键，选择修改。或通过点击 按钮，进行修改。 

2. 删除预约信息删除检查信息可以采用以下方式： 

点击预约界面中，右键点击预约界面中需要删除的病人姓名，在弹

出菜单栏中选择“删除”。 

3. 点击“删除”后提示如下对话框，点击“是”即可删除病人 

   

预约病人检索查询 

 在“预约界面”下侧选择 选项，点击窗口上方

（查询）按钮，即可调出查询工具栏。如下所示： 

 

 在查询工具栏中可以填写单项或多项查询条件，点击

（查询）按钮，系统就在下方的列表中显示所要求的病人。 

 检查号、住院号、门诊号、姓名四项支持模糊查询，如在姓名栏

中输入“刘”，就可以查询出所有姓刘的患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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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带条码的预约单 

 预约新患者信息时，点击保存系统可以自动打印就诊单。可以通

过修改配置打开或者关闭自动打印选项。默认此项为关闭状态，

需手动打开。 

扫描纸质申请单 

 保存完新病人的预约信息后，系统可以自动进行扫描纸质申请单

的工作。可以通过修改配置打开或者关闭自动扫描选项。默认此

项为关闭状态，需手动打开。 

系统设置 

在预约录入窗口中，点击 （维护设置）菜单，可列出“录入项目字

典维护”，“录入项目默认值设置”，“检查号最大值设置”，“登记相关参数

设置”。使用方法同登记模块。 

 

录入项目字典维护 

 录入项目列表中可以选择列出申请科室或者申请医生。 

 添加申请科室时，首先在“录入项目”下拉框中选择“申请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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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直接在窗口下方输入“拼音简写”项和“内容”项，点击

（新建）按钮即可添加入列表。拼音简写一般为内容

部分每个汉字拼音的首字母，如“内科”的拼音简写为“NK”，

这样在登记时可以直接输入“NK”列出“内科”。 

 添加申请医生时，首先在“录入项目”下拉框中选择“申请医生”，

然后在窗口下方输入“拼音简写”项和“内容”项，选择“上级

关联项目”列表中的“申请科室”，在“关联项目内容”列表中选

择相应的科室名称，点击 （新建）按钮即可添加入列

表。 

 修改时双击列表中的记录，修改完毕后点击 （修改）

按钮即可。 

 

 

录入项目默认值设置 

 在这里，用户可以设置预约界面中下拉框项目的默认内容。 



Silver Ris 用户手册 

北京新网医讯技术有限公司 
22 

 

检查号当前值设置 

 首先选择设备类型，可以在窗口下部看到当前最大值也就是当前

的检查号加上 1 后的值，可以在“修改为最大值”中输入新值，

然后点击 （修改）按钮保存。 

 修改后再预约新患者时，其检查号就是从修改后的值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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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相关参数设置 

 

 

 第一项为登记后系统所作的操作。 

 如果选择“新建病人保存时询问是否新建其他类型检查”，登记患

者信息保存后系统会提示是否接着新建其他检查。如果需要建立

其他类型的检查，系统会保留患者的基本信息，节省用户输入时

间。 

 第二项 

 以上各项中“录入项目字典维护”，“录入项目默认值设置”，“检

查号最大值设置”三项与登记系统共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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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房模块 
本章介绍 RIS 机房模块的相关功能。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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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的进入 

将鼠标光标位置移到屏幕的最上面，在弹出的悬浮框中单击选择 模

块按钮，进入机房模块操作界面 

机房模块界面功能区域介绍 

 

 检查项目显示区：该区主要显示该病人所有的检查项目。 

 操作功能按钮区：该区主要是对该病人进行操作的所有功能按钮。 

 查询区：对该站点数据进行查询。 

 

 未检查病人列表信息区：该区主要显示设备未检查病人的信息列

表 

机房站点具体操作流程说明 

1. 进入机房站点模块后，在未检查病人列表中选择要做检查的患者，双

击该患者即弹出患者信息界面，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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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实际需要，分别点击操作界面的相应按钮，具体介绍如下： 

 

 

患者检查

信息查看

区域 
患者临床

申请信息

查看区域 

患者检查

操作界面 

检查完成：病人检查完成后点击此按钮。 

取消检查：用于对病人未来或无法进行

检查的情况下取消检查操

作。 

下一个：选择提前配置的规则，自动选

择未检查列表下符合预订规则的下一个

病人 

叫号：语音提示患者到指定机房检查 

过号：用于对病人未来下取消检查操作。 

耗材记录：用于记录该病人在检查中的

耗材使用情况 

其他应用：调取第三方的 OEM 接口 

刷新列表：用于刷新未检查病人信息列

表 

备注信息：产看患者备注信息 

选项：机房模块的高级配置。仅供管理

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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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病人检查完成后点击“检查完成”，病人即从未检查病人信息列表中

消失，然后点击“下一个”叫列表中的下一个病人进入检查室检查。 

所有检查病人信息的查看： 

点击机房站点模板下面的“检查列表”可以对该所有检查病人信息进行浏

览查看，具体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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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 工作列表 
本章介绍 RIS 放射科工作列表模块的相关功能。 

03 



Silver Ris 用户手册 

北京新网医讯技术有限公司 
29 

 

在悬浮菜单栏中点击 （图像报告）按钮，就可以打开工作列表窗

口。界面如下所示： 

 

设备视角说明（界面布局介绍） 

下面介绍一下工作列表界面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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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窗口的左侧可以看到工作列表，其中罗列了可用的虚拟设备。以下图为

例，其中就列出了放射和 CT 的相关设备，并且还能从列表上部查看程序

的版本号。 

下面介绍一下各个设备。这里的设备是指采集工作站内部设定的虚拟设

备，这些设备中的内容都取自同一组数据，只是以不同的条件区分开来。 

 未写报告：登记完成，但未保存报告的检查。 

 未审报告：已经保存报告，未经审核的检查。 

 驳回报告：已经保存，经审核后未经通过，驳回重写的报告。 

 已审报告：已保存，并经审核通过后的报告。 

 工具栏：工作列表窗口的常用工具栏在窗口上部，如下所示： 

 

下面介绍各个工具按钮的功能。 

刷新：刷新工作列表。及时更新患者信息。 

查询：打开高级查询窗口，根据所输入条件查询检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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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删除所选中的记录。 

图像：打开当前选中患者检查的图像。 

报告：打开当前选中患者的报告。 

病人状态：查看所选患者处于何种就诊状态。例如：登记、已检查、

初步报告等等。 

其他程序：连接医院其他程序接口。 

另外在工具栏的右侧有一工具按钮下拉菜单， ，在此按钮下是一

些不常用的功能按钮。现将下拉单中可能用到的功能菜单项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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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参数设置： 

用于设置工作列表界面的个人查看视角方式设置。 

 

该页面主要用于设置打开工作列表界面后默认展开的设置组。可以是单个

或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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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页主要用于设置进入工作列表后默认打开的设备。 

 

该页主要用于设置自己惯用的操作习惯。比如我们将“自动打开图像”和

“自动打开报告”的勾勾上后，当在工作列表界面中双击病人信息后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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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打开报告和图像。 

 检查列表：列出了所选设备中的检查记录。在这里可以浏览到检

查的基本信息。 

 

 

 缩略图栏和报告内容栏：包括两部分，缩略图栏和报告内容栏。 

 

 

查找记录 

在工作列表中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查找所需的患者记录： 

 根据姓名、检查号等条件快速查找：可以通过姓名、检查号、性

别、设备类型、检查日期等条件进行模糊查询。 

 

 

 进行高级查询。点击工具栏上 综合查询按钮，弹出综合查

询窗口，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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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病人、检查、报告 

删除分为删除病人，删除检查和删除报告。这三种方式与在设备列表中所

选择的设备类型有关。 

设备列表中的设备类型一般有三种，第一种是 STUDY 列表设备，第二种

是 REPORT 列表设备，第三种是 PATIENT 列表设备。前两种较为常用，

第三种很少用。比如图中的 CT 未写报告和 CT 全部就是 STUDY 列表，CT

未申报告、驳回报告、已审报告设备是 REPORT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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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检查、报告三者的关系是病人包含一个或多个检查，检查包含一个

或多个报告。操作方法：在工作列表中选择记录，然后点击工具栏上

按钮，或者右键菜单中的“删除”按钮，系统会弹出如下提示。点击“是”，

系统就会将此记录删除。注意，删除的数据是无法再恢复的。 

  

 删除病人：在 PATIENT 列表中删除所选记录，就是删除此病人，

包括他的所有检查数据和报告数据。 

 删除检查：在 STUDY 列表中删除记录，就是删除此项检查的数

据，也包括此检查包括的报告。 

 删除报告：在 REPORT 列表中删除记录，就是删除此项报告。 

打开图像 

在工作列表中选择记录，然后点击工具栏上 打开图像按钮，即可打

开此检查所对应的图像。 

查看患者当前状态 

当前状态是指此患者当前处于预约、登记、检查、报告等状态之中的哪一

个状态。这可以通过查看工作列表中状态列中的图标，或者选中病人点击



Silver Ris 用户手册 

北京新网医讯技术有限公司 
37 

鼠标右键选择检查流程选项病人状态图标查看其所处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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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模块 
本章介绍 RIS 报告模块的相关功能。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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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列表中选择病人点击 （报告）按钮，就可以打开工作报告窗

口。报告界面是医生用到最多的功能，详细讲解如下。 

 

 

 
 

常用工具栏： 

 

返回按钮：点击此按钮可以返回到工作列表界面。 

工具栏 

报 告

模 板

目录 

报 告

模 板

列表 

报 告

编 辑

界面 

历史检查关联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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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按钮：点击此按钮可以将以诊断完毕的报告进行保存。 

审核按钮：点击此按钮可以将以诊断完毕的报告进行审核。 

初审按钮：将诊断完毕的报告初步审核。 

驳回按钮：将初审完毕不合格的报告进行驳回修改。 

（查看申请单）按钮：查看该病人的检查申请单，有助于书写报告。 

（打开图像）按钮：可以打开病人该次报告对应的图像。 

（打印预览）按钮：可以对报告进行打印预览。 

打印按钮：可以将书写完毕的报告直接打印。 

不常用工具菜单栏 

点击报告上面的工具栏的右侧 按钮，可以查看隐藏的工具按钮。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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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迹对比： 

用于对报告的修改痕迹对比，区分两次报告的不同之处。操作界面如下： 

 

 在上图中先选中一分报告作为初始报告，选择另外一分作为参考

报告，然后点击“报告对比”进行报告修改痕迹的对比，红色或

者蓝色部分表示两次的不同点。 

本地参数设置： 

用于设置报告书写界面的操作参数设置。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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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设置选择模板时的模认操作等设置即可在此进行设置。 

历史检查信息区： 

 

该区主要用于显示该病人历次检查的检查信息，可以辅助医生在书写报告

时对照之前的检查记录，查看之前的图像和报告信息，方便进行诊断。点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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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之前的报告内容时我们可以将之前的报告内容进行替换或追加到当

前报告内容中。 

点击“图像”，便可查看历史检查图像内容。 

模板部位和模板的维护： 

模板检查部位维护 

1. 打开病人报告后，选择模板区中的跟设备，鼠标右键，选择“增加”

可添加一级目录。 

  

2. 当需要在继续往下细分时，则选中刚刚增加的一级目录，鼠标右键

选择“增加”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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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查模板部位的删除和修改方法类似，但需要注意的时当要删除上

级目录时必须先删除掉该目录下的下级目录后方可删除。 

模板内容的维护 

 模板的添加：先从模板设备目录中选择需要将模板添加到的模板

部位，然后在下面的模板内容空白处鼠标右键，在弹出的下拉菜

单中选择添加，弹出添加模板界面，操作如下： 

 

在模板名称、影像表现、诊断结果、检查方法中输入内容点“保

存”即可。注意模板协议千万不要自己输，保持默认，系统会

自动对其编号。否则可能导致添加不成功等问题。另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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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告书写界面中先将内容书写上，然后再点“添加”，这样

系统会自动将报告书写中的内容加入到添加模板界面中，方便

模板添加。 

 模板的修改类似于模板添加。只需要在模板中修改内容后点修改

保存即可。 

 模板的删除：选中需要删除的模板记录，鼠标右键选择“删除”。 

 

会弹出询问框，确定删除则点击：“是”即可，模板即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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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片模块 
 

本章介绍 RIS 发片模块的相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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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片模块的进入 

将鼠标光标位置移到屏幕的最上面，在弹出的悬浮框中单击选择

模块按钮，进入发片界面，内容如下： 

 

模块功能界面介绍 

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区域： 

 功能按钮区：按钮的功能从左到右依次是“刷新、单个病人发放、

批量发放、打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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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工具条区：该区域主要用于输入病人查询的条件，进行所需

病人的快速查找。 

 

 检查流程信息区：该区域主要用于对该病人本次检查的检查流程

的查看。 

 

 病人信息列表显示区：该区域主要用于显示满足查询条件的病人

的信息，方便进行病人的选择发放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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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的具体操作 

 单个病人的发放操作： 

在查询工具条中输入所要发放的病人的基本信息，可以输入单

个或多个条件进行精确查找。查询出来病人后，选择病人信息

显示区中的该条病人信息，鼠标右键，在弹出的选项中选择“发

放”即可对该病人结果进行发放操作，也可以选中要发放的病

人记录后点击上方功能按钮区中的 按钮进行发放。操作

截图如下： 

 

然后弹出选择需要发放的结果选项界面，在该界面中选择相机

和选择是否打印报告，然后点“确定”进行结果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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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批量发放： 

在病人信息列表显示区中选择需要发放的多个病人信息，然后

点击上方功能按钮区中的 批量发放按钮进行病人结果

的批量发放。操作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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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批量发放界面中选择相机点“确定”进行发放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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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发放记录的查看 

在病人信息列表显示区中选择病人，鼠标右键在弹出的选项中选

择“发放记录”，可以对该病人的发放记录进行查看。 

 

弹出发放记录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