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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Visible Patient Planning iOS 是一款医学成像应用程序，它允许对成人和儿童医疗数据进

行查看、分析、沟通和交换。 该软件还可用于外科手术的术前计划，术后检查以及上

述医疗数据的术前显示。 

本产品不适合与乳房摄影图像一起使用或对其进行主要诊断解释。 

该软件包含基本的医疗数据管理工具，包括 3D 可视化、医疗文件读取、测量、安全

传输和存储等功能。 

它还包括针对器官段的高级可视化和分析工具，这些器官段是肝脏、肺或肾脏的血管/

呼吸道区域的近似化。 

该软件的设计旨在供有资质的医疗专业人员（包括医师、外科医生和技术人员）使用

，旨在协助对患者治疗的最终决定完全负责的临床医生。 

 

 
仅凭医疗处方使用。 

 

 

注意：  

联邦法律规定此设备仅可由医师销售或遵医嘱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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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 
 

 

Visible Patient Planning iOS 是拥有 CE 欧盟认证标志的医疗设备软

件。 因此，它只能在法律授权的欧盟国家/地区的临床和/或患者

治疗环境中被使用（有关国家/地区的完整名单，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s://www.visiblepatient.com/zh-Hans/go/planning-

ios/2.3.9/countries）。 

未在上述名单中的国家/地区不允许使用本医疗设备。  

在这些国家/地区，该设备被认为是原型软件，其使用仅限于患者沟通

、研究、教学或演示用途。 其他任何使用均被禁止，特别是医学诊断解

释或医学手术计划的临床应用。 

CE 标志起始日期： 2020 年 

 

Visible Patient 
8 rue Gustave Adolphe Hirn 
67000 STRASBOURG 

FRANCE（法国） 
 

联系方式 

 

电子邮件： support@visiblepatient.com 

电话： +33 (0)3 68 66 81 81 

网站： www.visiblepatient.com 

美国代理 STRATEGY Inc. 
805 Bennington Drive suite 200 Raleigh 
North Carolina 27615 United States 
Phone: +1 919 900 0718 
Fax: +1 919 977 0808 
E-mail: nancy.patterson@strategyinc.net 
 

澳大利亚赞助商 Johnson & Johnson Medical 
1-5 Khartoum Road, North Ryde. 
N.S.W. 2113 
 

新西兰 

赞助商 

Johnson & Johnson NZ (Ltd) 
507 Mount Wellington Hwy,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New Zealand 
 

 

https://www.visiblepatient.com/zh-Hans/go/planning-ios/2.3.9/countries
https://www.visiblepatient.com/zh-Hans/go/planning-ios/2.3.9/countries
mailto:support@visiblepatient.com
http://www.visiblepatient.com/
mailto:nancy.patterson@strategyin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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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说明 

1.1 概述 

Visible Patient Planning iOS 是一款医学成像应用程序，它允许对成人和儿童医疗数据进行

查看、分析、沟通和交换。 该软件还可用于外科手术的术前计划，术后检查以及上述医

疗数据的术前显示。 

本产品不适合与乳房摄影图像一起使用或对其进行主要诊断解释。 

该软件包含基本的医疗数据管理工具，包括 3D 可视化、医疗文件读取、测量、安全传输

和存储等功能。 

它还包括针对器官段的高级可视化和分析工具，这些器官段是肝脏、肺或肾脏的血管/呼

吸道区域的近似化。 

该软件的设计旨在供有资质的医疗专业人员（包括医师、外科医生和技术人员）使用，

旨在协助对患者治疗的最终决定完全负责的临床医生。 

1.2 目标患者人群 

无论患者年龄如何，均可使用 Visible Patient Planning iOS 2.3.9。 

• 新生儿（从出生至 28 天） 

• 婴儿（从 29 天至 2 岁） 

• 儿童（从 2 岁至 12 岁） 

• 青少年（从 12 年至 18 岁） 

• 过渡期青少年（从 18 年至 21 岁） 

• 成人（21 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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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目标用户 

要使用 Visible Patient Planning iOS 2.3.9，用户应具备以下知识： 

• 人体解剖学和病理学 

• 医学和技术语言 

本软件旨在协助对患者治疗的所有最终决定完全负责的医生。 

患者不是 Visible Patient Planning iOS 2.3.9 的用户。 

2 禁忌症 

本产品不适合与乳房摄影图像（MG）一起使用或对其进行主要诊断解释。 

3 预期性能和声明 

3.1 临床性能 

Visible Patient Planning iOS2.3.9 未声明任何临床表现。  

3.2 安全声明 

Visible Patient Planning iOS 2.3.9 是独立应用程序。 我们未发现本品对用户或患者的临床风

险。 因此，在使用 VP Planning iOS 时不存在可预见的不良副作用。 

然而，我们已发现一些不良的间接器械影响，并可能会发生下述情况： 

1. 由于对患者模型的错误解释导致手术时间较长或不必要的切口，从而造成对患者

的轻微伤害。 

a. 模型透明度可能会造成对 3D模型的近似渲染，从而导致对患者模型的解释

错误。 

b. 模型透明度和嵌套结构可能造成对解剖结构相对位置的理解困难，从而导

致对患者模型的解释错误。 

c. 模型透明度、嵌套结构和选定段可能造成对解剖结构相对位置的理解困难

，从而导致对患者模型的解释错误。 

d. 电子健康档案（EHR）的修订更新机制可能造成对最新模型修订的检索困难

，从而导致使用有潜在近似值的模型和对患者模型的解释错误。 

e. 攻击者可能发现并利用软件或环境漏洞来修改病历和医疗信息，从而导致

对患者模型的解释错误。 

f. 软件可能会出现问题，从而导致对患者模型的解释错误。 

2. 由于分析了错误的患者（即另一患者）而导致手术时间较长或不必要的切口，从

而造成对患者的轻微伤害。  

a. 用户可能难以识别患者或选择所需病例，从而导致患者混淆。 

b. 攻击者可能发现并利用软件或环境漏洞来修改病历和医疗信息，从而导致

患者混淆。  

c. 软件可能会出现问题，从而导致患者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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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安全声明 

使用此医疗设备可能会暴露受保护的健康信息（PHI）。  

应用程序和用户手册都向用户提供了安全政策。 

3.4 技术性能 

Visible Patient Planning iOS 2.3.9 允许医疗团队： 

• 了解解剖结构定位， 

• 分析解剖结构体积， 

• 下载和阅读医疗报告， 

• 计算有关器官切除方案的相关体积。 

Visible Patient Planning iOS的所有功能均在开发测试阶段进行了测试。 

每项功能均可用于儿科或成人患者。  

此外，还进行了文献研究和上市后评估，以支持设备性能和预期用途。  

4 警告 

4.1 一般警告 

警告：该软件的设计旨在供有资质的医疗专业人员（包括医师、外科医生和技术人员）

使用，旨在协助对患者治疗的最终决定完全负责的临床医生。 

未经有资质的医疗专业人员的建议，切勿使用 VP Planning iOS。 

与设备有关的任何严重事件均应报告给 Visible Patient 和当地主管当局。 

4.2 关于安全 IT环境的警告 

警告：Visible Patient 要求将此应用程序安装在符合所在国家/地区法规的安全设备上。 

切勿将 VP Planning iOS 安装在不符合应用程序随附安全政策的设备上。 不遵守安全注意

事项可能会导致设备故障、（医疗或个人）数据丢失、数据完整性受损或遭受计算机网

络的安全威胁。 因此，这些可能导致对患者的轻微伤害。  
 

4.3 关于访问患者数据的警告 

警告： 用户可通过手动操作方式检索、更新和访问医疗数据。 在访问任何医疗数据之前

，请始终确保您拥有最新更新的病例。 另外，请确保所查阅的数据与所需患者相符。 

切勿使用未更新的数据或与您的患者不符的数据。 这样的使用可能导致对患者的轻微伤

害，例如：延长手术时间，或由于错误信息在手术期间实施不必要的组织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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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关于显示患者 3D数据的警告 

警告：3D 模型透明结构的渲染可能因操作系统更新或软件问题而发生变化。 

请始终确保您拥有该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的最新版本。 使用过时软件可能导致对患者的

轻微伤害，例如：延长手术时间，或由于错误信息在手术期间实施不必要的组织切口。 

4.5 关于解剖结构体积的警告 

在 VP Planning iOS 应用程序中，解剖结构体积在以下位置可用： 

• 在解剖结构管理中（或“器官管理器”） 

• 通过选择工具选择解剖结构时（模型系列） 

• 当显示与片段应用模拟相关联的体积时（片段系列） 

警告：这些体积是根据其他医疗设备（例如，Visible Patient Suite）的医学图像计算得出

的。 因此，这些体积的准确性取决于原始图像的质量（图像体素大小）。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血管和呼吸道区域的计算（请参见8.8.6）。 

4.6 关于血管或呼吸道区域计算的警告 

警告：片段数据的可视化和相关交互允许片段应用的模拟基于呼吸道或血管区域的重

建。 这些区域是使用医疗设备 Visible Patient Suite 根据医学图像中的某些可见信息而计算

出来的。 因此，区域的重建是现实的近似化。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血管或呼吸道区域的计算（参见8.8.6）。  

5 技术特点 

5.1 系统配置和特点 

VP Planning iOS 应用程序适用于市面有售的标准移动设备（Apple iPhone 或 iPad），且设

备安装了（iOS 或 iPadOS）操作系统。 

该应用程序可以在满足以下要求的 Apple iOS 和 iPadOS 设备上运行： 

   •该应用程序需要可运行 Apple iOS 12.0/iPadOS 13.0 或更高版本的设备。 

   •至少应有 300 MB 的可用存储空间。 

   •至少应有 2 GB 的可用内存。 

   •需要进行数据连接，以便从数据存储服务器检索医疗数据。 

5.2 应用程序概述 

VP Planning iOS 应用程序由专门用于医疗数据管理和分析的模块组成。 它提供了灵活的可

视化解决方案，可帮助有资质的医疗专业人员（包括医师、外科医生和技术人员）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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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解剖结构和病理状况，从而更好地规划治疗或手术。 该软件提供相关工具，可显

示由 Visible Patient 创建的 3D 模型。 得益于可视化标准选项，医疗人员可根据本人偏好

的方式显示这些模型。 

5.3 应用程序模块 

VP Planning iOS 应用程序的模块分为四类： 

• 数据管理 

• 数据显示 

• 应用程序设置 

• 帮助和法规信息 

 

类别 功能 

数据管理 检索、显示病例列表 

数据管理 预览病例和下载系列 

数据显示 可视化模型系列 

数据显示 可视化片段系列 

数据显示 可视化 PDF 系列 

应用程序设置 管理用户帐户 

应用程序设置 应用程序参数 

帮助和法规信息 法规信息 

帮助和法规信息 帮助 

数据管理 Visible Patient 链接 

5.3.1 检索、显示病例列表 

该模块旨在检索和显示病例列表。 病例列表从 Visible Patient 安全的服务器中被检索。 病

例显示在包含患者身份信息（姓名、用户名、组、日期和图标）的单元格中。 单元格还

包含一个反映病例状态（新的、打开的、本地可用的、更新的、不可用的）的图标。 

进行同步化可允许检索到服务器上的新病例和可用修改。 最新同步化日期显示在病例视

图的上方。 

筛选和排序工具有助于更轻松定位和打开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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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预览病例和下载系列 

该模块旨在显示与某一病例相关的信息（姓名、用户名、组、日期、图标和摘要）。 它

还可以下载或访问不同的系列。 

5.3.3 可视化模型系列 

该模块可显示模型系列，并与之进行交互。 可实现的交互包括旋转、平移和缩放。 

可通过使用不同的工具（选择、遮罩、聚焦）进行与该模型的交互。 此外，还可更改方

向、列出解剖结构、取消或重复操作、更改场景颜色、取消交互或进行场景抓拍。 

可在视图的抽屉菜单中访问专用视图，其中列出了不同的交互操作和可用工具。 

5.3.4 可视化片段系列 

该模块可显示片段数据，并与之进行交互。 可实现的交互操作与模型数据可视化中的交

互相同。 

除了与模型数据可视化中相同的遮罩和聚焦工具外，该模块还包含一个片段应用模拟化

的工具。 通过点击目标器官的网络部分，可以显示和选择由该部分供给的血管或呼吸道

的段模拟。 点击它可以取消所选段。 

专用视图可显示所选解剖段所对应的切除和剩余部分的模拟体积。 

其余用来管理场景的工具与模型数据可视化中的工具是相同的。 

5.3.5 可视化 PDF 系列 

该模块允许显示 PDF 数据（建模报告），并以常规方式与之交互（滚动和缩放）。 

5.3.6 管理用户帐户 

该模块可管理在应用程序中注册的 Visible Patient 帐户。 它允许注册新帐户，选择处于活

动状态的帐户（病例显示在病例列表中的帐户）。 

该模块还允许删除与某一帐户相关的数据。 

5.3.7 应用程序参数 

该模块允许访问和修改应用程序参数。 此外，它还允许访问应用程序日志，并删除已下

载的数据。 

5.3.8 法规信息 

该模块允许显示所有法规信息（有关 Visible Patient 的商标、联系方式、使用说明、许可

认证、安全政策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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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 帮助 

该模块允许显示与用户手册相关的信息。 

5.3.10 Visible Patient 链接 

该模块允许在应用程序中打开 Visible Patient 链接。 有两种类型的链接： 

• 允许访问病例的链接 

• 通过预填写表格系统，能够方便帐户注册的链接 

6 安装说明 

VP Planning iOS 应用程序通过 iOS 和 iPadOS 操作系统上的 App Store 平台安装。 

 

图 1： 搜索应用程序 

 

图 2： 下载应用程序 

https://apps.apple.com/cn/app/vp-planning/id56887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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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打开应用程序 

打开 App Store 平台后，请搜索“VP Planning”应用程序，并打开应用程序视图（图 1）。 

然后点击下载图标（图 2），等待应用程序下载。 下载完毕后，请点击按钮，以打开应

用程序（图 3）。 

7 安全政策 

医疗设备（软件和/或硬件）的安全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同责任，包括医疗机构、患者

、医疗设备的供应商和制造商。 

不遵守安全注意事项可能会导致设备故障、（医疗或个人）数据丢失、数据完整性受损

或遭受计算机网络的安全威胁。 因此，这些可能导致对患者的轻微伤害。 

与非互联性设备相比，能与其他设备、互联网或其他网络连接的医疗设备更容易受到网

络完全的威胁。 

Visible Patient 软件具有安全功能，可以保护数据的访问、传输和存储。 然而，用户还应

采取其他保护措施，以确保设备安全（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并符合法规要求。 

Visible Patient 建议用户遵守以下安全注意事项： 

• 请始终用密码保护您的设备 

使用设备系统提供的最强大身份验证措施来限制对设备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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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您的设备能自动锁定 

大部分设备在一段时间不使用后能进入所设置的自动锁定状态。 请确保您选择了适合自

己的最短时间范围。 

• 加密您的设备 

即使您用密码来保护智能手机，小偷依旧可以将您的设备与计算机相连，并访问您的所

有个人信息。 在智能手机上使用加密可以避免数据被盗。 

• 仅从批准来源下载应用程序 

Apple Store 非常重视应用程序的安全性。 他们特别注意平台上提供的应用程序，任何在

发布后引起顾虑的应用程序都会从平台上撤销。 请阅读相关评论和评分（如果有的话）

，并阅读应用程序的隐私政策，以确切了解如果下载后可访问哪些功能。 

• 请勿错过操作系统的更新 

操作系统更新通常包含系统漏洞修复程序，因此安装它们很重要。 

• 安装安全软件 

您的设备必须像其他计算机设备一样受到保护。 寻找一个安全应用程序，其中包括恶意

软件防护、远程数据删除、应用程序隐私审阅和自动安全顾问等功能，以在更改设备设

置时提醒您潜在的风险。 

• 删除无用的医疗数据 

个人医疗数据仅可在必要的时间内存储在设备上。 用户应定期删除无用的医疗数据。 



SDM-UM-VPPlanningIOS-2.3.9-md-zh-Hans_v1 Visible Patient Planning iOS 

 

  

8 使用说明 

8.1 如何注册已有的 Visible Patient 帐户 

 

图 4： 添加帐户 

 

图 5： 服务器列表 

 

图 6： 注册帐户 

 

图 7： 与 Visible Patient 分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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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应用程序中注册一个已有的 Visible Patient 帐户： 

• 如果应用程序中没有注册任何帐户，则请通过配置视图，前往帐户管理视图。 

• 如果应用程序中已注册了帐户，则请通过配置-帐户管理视图，前往 帐户选择视图

。 

进入帐户添加视图后，点击允许选择服务器的操作（图 4）。 该操作将显示服务器列表

。 请选择与您帐户相关联的服务器（图 5）。 然后请点击已有帐户注册操作（图 6），

并授权与 Visible Patient 分享信息（图 7），以显示身份验证表格。 

8.2 如何创建和注册一个新的 Visible Patient 帐户 

 

图 8： 帐户创建 

 

图 9： 与 Visible Patient 分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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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帐户创建表格 

 

图 11： 电子邮件被确认后，请刷新视图 

为了在应用程序中创建和注册一个新的 Visible Patient 帐户： 

• 如果应用程序中没有注册任何帐户，则请通过配置视图，前往帐户管理视图。 

• 如果应用程序中已注册了帐户，则请通过配置-帐户管理视图，前往 帐户选择视图

。 

进入帐户添加视图后，点击允许选择服务器的操作（图 4）。 该操作将显示服务器列表

。 请选择您希望在其上创建帐户的服务器（图 5）。 然后请点击新帐户创建和注册操作

（图 8)，并授权与 Visible Patient 分享信息（图 9），以显示帐户创建表格（图 10）。 

重要提示：在帐户创建和电子邮件验证后，请使用视图刷新按钮，以完成帐户创建（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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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如何检索并显示病例列表 

 

图 12： 无注册帐户 

 

图 13： 无同步化 

 

图 14： 已同步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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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索和显示病例列表，请前往私人病例视图（图 12）。在关闭说明视图用途的简介视

图并注册了您的帐户后（请参见8.1 和8.2），视图将处于未同步化状态（图 13）。 请使

用专用按钮或将视图向下拖动，以进行同步化。 然后，更新的病例列表将被显示，同步

化的日期将被更新在视图上方（图 14）。  

8.4 如何筛选和排序病例列表 

 

图 15： 激活筛选和排序 

 

图 16： 病例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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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病例排序 

为激活病例筛选，请点击位于病例列表上方的筛选工具（放大镜）（图 15）。 然后，导

航栏中将显示搜索字段，该字段允许对本地病例进行筛选（图 16）。 

为修改病例排序，请点击位于病例列表上方的排序工具（图 15）。 然后排序选择视图将

被显示。 为修改所选排序选项，请点击您希望应用的排序名称（图 17）。视图上方还提

供了一个工具，它允许仅列出包含已下载系列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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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如何访问病例数据 

 

图 18： 选择病例 

 

图 19： 下载系列 

 

图 20： 打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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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访问病例数据，请在可用病例列表中选择所需病例（图 18）。 进入该病例预览视图后

（图 19），通过点击获取按钮，下载系列。 数据下载完毕后，通过点击打开按钮，您可

以访问该数据（图 20）。 

8.6 如何可视化模型系列 

8.6.1 打开模型系列 

 

图 21： 打开模型系列 

 

图 22： 加载模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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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显示模型系列 

数据下载完毕后（请参见8.5），请点击该模型系列对应的打开按钮（图 21）。 可以通

过进度条跟踪数据加载进度（图 22）。 数据加载完毕后，3D 模型即可被显示出来（图

23）。 

8.6.2 基本交互 

模型系列加载完毕后，即可使用不同的基本交互，以与模型进行交互： 

 
滑动手指，以实现 3D 旋转 

 
分开两手指，以实现放大 

 
缩紧两手指，以实现缩小 

 
旋转两手指，以实现 2D 旋转 

 

8.6.3 工具 

位于视图下方的工具栏提供一系列操作功能。 通过点击所选工具（图 24），将显示可用

工具列表。 通过在该列表中选择所需工具，所选工具将变为活动状态。 与模型的交互将

随即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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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工具 

使用选择工具以显示与结构相关的信息 

 
 
触摸解剖结构以显示其名称和体积 

 
 
触摸场景背景以取消选择解剖结构 

 

 
遮罩工具 

使用遮罩工具以修改解剖结构的不透明度 

 
 
触摸解剖结构以将其隐藏 

 
 
双击解剖结构以修改其不透明度 

 

 

聚焦工具 

使用聚焦工具以瞄准场景中的一点 

 
 
触摸解剖结构以瞄准一点 

 
 
双击解剖结构以对其进行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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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4 其他操作 

 

 

图 24： 选择模型可视化工具 

 

图 25： 选择模型的方向 

 

图 26： 显示模型的解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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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点击显示模型方向的标记（图 25），可以选择模型显示的方向（轴向、正面或矢状

）。 

 

通过点击结构管理工具（图 26），将显示解剖结构列表。 后者包含场景中所显示结构的

名称、颜色、不透明度和体积。 通过点击结构名称，可修改其不透明度。 在列表上方，

还有一些按钮可以显示或隐藏所有结构。 
 

此外，还有用于取消或恢复操作的按钮（箭头）。 受影响的操作仅涉及结构不透明度的

选择和更改。 
 

下一个按钮（对比度）允许修改场景的背景颜色。 
 

最后一个按钮（挂锁）允许冻结与场景的交互。 

 

最后，位于视图右上方的抽屉菜单允许进行场景抓拍，并显示包含可用交互列表的教程

。 
 

8.7 如何可视化 PDF系列 

8.7.1 打开 PDF 系列 

 

图 27： 打开 PDF 系列 

 

图 28： 显示 PDF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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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下载完毕后（请参见8.5），请点击该 PDF 系列对应的打开按钮（图 27）。 数据加

载完毕后，PDF 即可被显示出来（图 28）。 

8.7.2 基本交互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与 PDF 数据进行交互： 

• 垂直滑动手指以滚动文档 

• 分开或缩紧两手指以控制文档的缩放 

• 向同一方向滑动两手指以移动文档 

8.8 如何可视化片段系列 

8.8.1 打开片段系列 

 

图 29： 打开片段数据 

 

图 30： 加载片段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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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显示片段数据 

数据下载完毕后（请参见8.5），请点击该片段系列对应的打开按钮（图 29）。 可以通

过进度条跟踪数据加载进度（图 30）。 数据加载完毕后，3D 模型即可被显示出来（图

31）。 

8.8.2 基本交互 

片段系列加载完毕后，便可使用与模型系列相同的基本交互操作（请参见8.6.2）。 

8.8.3 工具 

除了遮罩工具和聚焦工具外（请参见 6.5.2），还提供剪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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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工具 

使用剪切工具以选择要切除的段 

 
 
在给定点触摸器官网络以选择关联段 

 
 
触摸段以对其取消选择 

 
 
按住场景背景以重置段的选择 

 

 

图 32： 选择段 

 

图 33： 显示所选段 

通过在需要虚拟片段应用的地方点击目标器官网络来实现段的选择（图 32）。 所选段对

应的血管或呼吸道区域随即被显示（图 33）。 为对段取消选择，只需点击它即可。 为重

置段的选择，请长按场景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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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4 显示切除体积 

 

图 34： 显示片段系列 

 

图 35： 显示与片段数据相关的体积 

 

图 36： 显示片段数据的体积计算 

选择了要切除的段后，体积显示图标（图 34）允许显示根据切除模拟所计算出的体积视

图（图 35）。 体积计算的信息（图 36）可通过点击信息按钮获得（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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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右上方还提供了一个可以抓拍体积视图的按钮（图 35）。 

8.8.5 切除体积计算 

一般信息部分所显示体积的计算方法如下： 

• 器官 

o 体积 = 整个器官 

• 健康组织 

o 体积 = 整个器官– 结节体积 

o 根据整个器官计算的百分比 

• 结节 

o 体积 = 3D 建模结节 

o 根据整个器官计算的百分比 

器官部分所显示体积的计算方法如下： 

• 剩余部分 

o 体积 = 整个器官– 所有可见段的体积 

o 根据整个器官计算的百分比 

• 切除部分（可见段） 

o 体积 = 所有可见段 

o 根据整个器官计算的百分比 

健康组织部分所显示体积的计算方法如下： 

• 剩余部分 

o 体积 = 健康组织– 不含结节的所有可见段体积 

o 根据健康组织计算的百分比 

• 切除部分（可见段） 

o 体积 = 结节中的所有可见段体积 

o 根据健康组织计算的百分比 

8.8.6 血管和呼吸道区域的估计  

与显示段对应的血管或呼吸道区域的计算通过 Visible Patient Suite 医疗设备在上游实现。 

VP Planning iOS 应用程序利用血管和呼吸道区域的估计来最终计算器官的剩余部分和切除

部分（请参见8.8.5）。 

片段数据中建议的血管或呼吸道区域是患者实际解剖结构的近似化。 医疗设备 Visible 

Patient Suite 中用于估计这些区域的方法基于器官的血管分布或器官的呼吸系统，方法的

准确性直接取决于树分割的质量。 对区域的估计通过以下过程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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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区域识别程序 

首先，使用血管或呼吸系统的分割来计算中央管状通道（A）。 然后，由有资质的医疗人

员对这些代表管状结构的中央通道进行标记，以使每条通道与器官区域相关联。 然后，

对于目标解剖结构的每个体素，该方法找到最近的中央通道，并将其与相同的器官区域

关联起来（B）。 最后，对被标记图像的结果进行网格划分以获得区域的所有估计。  

 

图 38： 根据目标器官中央通道而变化的区域 

该方法的准确性直接取决于血管或呼吸系统的分割质量。 图像的分辨率，图像采集过程

中造影剂在器官的血管系统中的扩散情况等因素可能会影响区域的估计。  

8.8.7 其他操作 

还提供了与模型系列可视化相同的操作（请参见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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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如何更新病例 

 

图 39： 提供更新的病例图标 

 

图 40： 更新病例 

 

图 41： 确认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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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已下载系列的病例将在同步化过程中自动更新。 对于提供更新，且包含与先前修订

有关的已下载系列的病例，状态图标为更新（图 39）。 为更新病例，需点击更新按钮（

图 40）。 确认执行的操作后（图 41），病例随即被更新。 

重要提示：病例更新操作将删除与该病例先前修订有关的已下载系列。 

8.10 如何删除已下载系列 

 

图 42： 删除已下载系列 

 

图 43： 激活病例选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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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选择和删除已下载的病例 

有多种选项可删除已下载系列： 

为删除已下载的系列，可首先将显示数据的单元格向左滑动（图 42）。 然后，只需点击

位于单元格右侧的删除操作即可。 

可删除已下载系列的第二个选项为激活病例列表的编辑模式（图 43）。 编辑模式激活后

，选择包含您希望删除系列的病例，然后借助位于视图右上方的按钮确认删除（图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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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从帐户管理视图中删除下载系列 

 

图 46： 从帐户选择视图中删除下载系列 

 

图 47： 删除所有已下载系列 

还可以删除与某一帐户相连的所有系列。 为此，请前往帐户管理视图，并点击相应操作

（图 45）。 也可以通过帐户列表实现该操作，即将帐户介绍单元向左滑动（图 46）。

然后只需点击删除系列操作，并在确认信息显示后，确认删除操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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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可以删除所有已下载系列。 为此，点击应用程序设置视图中的删除所有系列操

作（图 47）。 

8.11 如何删除已注册帐户 

 

图 48： 从帐户管理视图中删除一个帐户 

 

图 49： 从帐户选择视图中删除一个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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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 激活帐户选择模式  

 

图 51： 选择和删除帐户 

有多种功能可删除帐户。 

首先，可以通过前往帐户管理视图，并点击相应操作来删除帐户（图 48）。 也可以通过

帐户列表实现该操作，即将帐户介绍单元向左滑动（图 49）。 然后只需点击删除操作，

并在确认信息显示后，确认删除操作即可。 

可删除帐户的第二个选项为激活帐户列表的编辑模式（图 50）。 编辑模式激活后，选择

您希望删除的帐户，然后借助位于视图右上方的按钮确认删除（图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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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删除应用程序的所有数据 

最后，还可以删除所有帐户以及与它们相关联的数据。 为此，点击应用程序设置视图中

的删除所有数据操作（图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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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如何访问应用程序参数 

 

图 53： 设置视图 

 

图 54： 数据收集视图 

 

图 55： 应用程序日志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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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视图可通过应用程序主菜单栏进行访问（图 53）。 该视图特别允许访问帐户管理视

图，允许删除所有已下载系列和已注册帐户。 

该视图还允许访问数据收集管理视图（图 54）。 通过同意 Visible Patient 收集有关使用

情况的数据，您将帮助我们改善此应用程序。 

最后，通过该视图还可访问列出应用程序已执行的不同操作的日志（图 55）。 通过点击

视图右上方的垃圾桶按钮可以清空日志。 

8.13 如何访问法规信息 

 

图 56： 应用程序的关于视图 

通过主菜单栏可进入应用程序的关于视图中，从而可以访问法规信息（图 56）。除了版

本和认证信息外，通过该视图还可访问包含以下信息的所有子视图： 

• Visible Patient 的联系方式信息 

• 应用程序的使用说明 

• 有关应用程序的许可认证信息 

• 推荐的安全政策 

• 有关 Visible Patient 的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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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如何访问帮助信息 

 

图 57： 帮助视图 

通过主菜单栏可进入应用程序的帮助视图中，从而可以访问与用户手册相关的信息（图

57）。 



SDM-UM-VPPlanningIOS-2.3.9-md-zh-Hans_v1 Visible Patient Planning iOS 

 

  

8.15 如何打开 Visible Patient 链接 

 

图 58： 抓拍 QR 码 

 

图 59： 通过 Safari 打开链接 

 

图 60： 链接加载屏 

Visible Patient 提供的某些链接可在应用程序中打开。 这些链接包括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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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访问病例的链接 

• 允许注册已有帐户的链接 

为访问某一链接，请用手机扫描 Visible Patient 提供的 QR 码（图 58），或使用 Safari 打

开链接（图 59），为完成此操作，请利用页面上方的打开按钮（图 59）。 在加载屏后

（图 60），即可访问帐户注册视图或所需病例。 

注意： 为通过链接访问私人病例，应首先在应用程序中注册帐户。 如果手动同步化过程

中病例尚未被检索，则为检索此病例，您将需要提供帐户密码。 如果应用程序中有多个

注册帐户，系统会要求您选择可访问该病例的帐户。 

9 维护 

VP Planning iOS 应用程序不要求任何维护。 应用程序的更新通过 App Store 提供。 

9.1 应用程序的更新 

在 iOS 13 和 iPadOS 13 操作系统下，VP Planning iOS 应用程序会默认自动更新。 您将不会

收到任何有关应用程序更新的通知。 然而，应用程序的更新也可手动执行，请前往 App 

Store 平台的 VP Planning iOS 应用程序页面，点击下载按钮。 

10 问题解决 

10.1 一般问题 

10.1.1我无法注册帐户 

本部分包括在应用程序中注册帐户时可能遇到的各种错误。 

10.1.1.1 显示服务器列表时的技术问题 

信息：一个技术问题阻止了与服务器的连接。 请稍后重试。 

解决办法： Visible Patient 服务器上的问题阻止了连接。 请稍后重试。 如果问题依旧，请

联系 Visible Patient 的技术支持部门。 

10.1.1.2 显示服务器列表时需要更新 

信息：请更新应用程序，以检索服务器列表 

解决办法： 对服务器列表的检索需要更新应用程序。 请更新应用程序版本。 

10.1.1.3 没有网络连接 

信息：没有互联网连接。 

解决办法：请检查并确保您已连接到互联网（Wifi 或 LTE），设备的飞行模式没有开启。 

https://apps.apple.com/cn/app/vp-planning/id56887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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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4 识别信息错误 

信息：用户名或密码错误。 

解决办法：请确保您在正确服务器上输入了正确的电子邮件和密码。 如果问题依旧，请

联系 Visible Patient 的技术支持部门。 

10.1.1.5 帐户已注册 

信息：帐户已注册，该帐户已被注册。 

解决办法：您希望注册的帐户已被注册在应用程序中。 您无法在同一设备上多次注册同

一帐户。 

10.1.2我无法检索病例列表 

本部分包括在病例列表检索时（同步化）可能遇到的各种错误。 

10.1.2.1 没有网络连接 

信息：没有互联网连接。 

解决办法：请检查并确保您已连接到互联网（Wifi 或 LTE），设备的飞行模式没有开启。 

10.1.2.2 找不到数据 

信息：找不到数据。 一个技术问题阻止了从服务器上的数据检索。 如果问题依旧，请联

系 Visible Patient 的技术支持部门。 

解决办法：Visible Patient 服务器上的问题阻止了数据检索。 请重试该操作。 如果问题依

旧，请联系 Visible Patient 的技术支持部门。 

10.1.2.3 储存空间不足 

信息：储存空间不足。 请释放设备上的空间，以执行此操作。 

解决办法：您的设备不具备执行此操作所需的足够存储空间。 请释放设备上的空间，然

后重试该操作。 

10.1.2.4 帐户未与组关联 

信息：您的帐户未与任何组关联 

解决办法：您的帐户未与任何组关联。 如果您是 Visible Patient 的客户，请联系您的商业

负责人。 否则，您可以通过 Visible Patient 网站上的联系表格与 Visible Patient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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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我无法下载与病例相关联的系列 

本部分包含在系列下载时可能遇到的各种错误。 也可能遇到检索病例列表时描述的错误

（请参见10.1.2）。 

10.1.3.1 已下载数据损坏 

信息：无法下载。 已下载数据损坏。 请重新下载该系列。 

解决办法：数据在下载时被损坏。 请重新下载该数据。 如果问题依旧，请联系 Visible 

Patient 的技术支持部门。 

10.1.4我无法打开系列 

本部分包含在打开系列时可能遇到的各种错误。 

10.1.4.1 存储数据损坏 

信息：无法打开。 存储在设备上的数据损坏。 请删除并重新下载该系列。 

解决办法：在设备上的系列数据已损坏。 请重新下载该数据。 

10.1.4.2 内存不足，无法打开片段系列 

信息：内存不足。 该模型无法加载片段应用。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系统要求。 

解决办法：您尝试打开的片段系列需要比设备目前具有的内存更多的空间以用来加载。 

仅有 1GB RAM 内存的设备可能出现此问题。 为访问数据，请使用至少具备 2GB RAM 内

存的较新设备。 

10.1.5 我无法打开 Visible Patient 链接 

本部分包含在打开 Visible Patient 链接时可能遇到的各种错误。 

10.1.5.1 没有网络连接 

信息：没有互联网连接。 

解决办法：请检查并确保您已连接到互联网（Wifi 或 LTE），设备的飞行模式没有开启。 

10.1.5.2 需要帐户 

信息：需要帐户。 请在应用程序中注册您的帐户，以便访问该病例。 

解决办法：在打开链接前，请确保您已在应用程序中注册了您的 Visible Patient 帐户。 

10.1.5.3 病例不可用 

信息：病例不可用。 此病例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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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办法：该病例在服务器上不可用。 请联系 Visible Patient 的技术支持部门。 

10.1.5.4 无权访问 

信息：无权访问。 您无权显示此病例。 请确保您使用的是正确的帐户。 

解决办法：您无权显示此病例。 如果您认为自己有权访问此数据，请联系 Visible Patient

的技术支持部门。 

10.1.5.5 不支持链接 

信息：不支持链接。 应用程序不支持此链接。 请确保您使用的链接有效。 

解决办法：您尝试打开的链接已损坏。 请确保您使用的是最新的应用程序、有效链接（

无输入错误）或未损坏的 QR 码。 

10.2 3D可视化问题 

本部分包含在 3D 数据可视化时可能遇到的各种错误。 

10.2.1我无法与该模型进行交互 

如果您无法与模型交互，请确保已启用交互功能（请参见8.6.4）。 如果在场景中无法继

续看到模型，您可以点击方向按钮（轴向、正面、矢状）来重新居中模型。 

10.2.2我无法隐藏解剖结构 

如果您无法通过点击来隐藏解剖结构，请确保您使用了遮罩工具（请参见8.6.3）。 

在显示片段数据时，某些结构无法被遮罩工具隐藏。 可通过使用剪切工具来隐藏段（请

参见8.8.3）。 目标器官的网络无法被隐藏。 

10.2.3我无法可视化与片段数据相关联的体积 

在可视化与片段数据相关联的体积时，系统可能显示如下信息： “体积计算过程中监测到

不一致。 无可用信息”。 ». 在这种情况下，视图中不显示任何体积。 在体积计算中如果

监测到不一致，即会出现此问题。 为解决该问题，请联系 Visible Patient 的技术支持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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