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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部分
通用
标题：
• 基本信息
• 安全信息



基本信息
本章提供有关本产品的一些基本信息。

对上一版手册的更改
本手册中对上一版的更改用带有下划线的文字标示。

商标
GSP™ 和 Wallac™ 是 PerkinElmer, Inc. 的商标。
Windows®、Windows® 7、Windows® 10 和 Excel® 是 Microsoft Corp.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注册商标。
版权所有 © 2015-2022，PerkinElmer, Inc. 公司。保留全部权利。PerkinElmer® 是 PerkinElmer, Inc. 的注册商标。所有
其他商标皆为其各自拥有者的财产

预期用途
GSP 仪器使用 GSP 试剂盒辅助筛查，是用于对微孔板中样本进行时间分辨和即时荧光分析的全自动高通量批分析系
统。其预期用途为按照相关检测项目所述对分析物进行体外定量/定性测定。GSP 仪器供经过培训的实验室工作人员
使用。

使用本软件和本手册的条件
本用户手册是 GSP Workstation 软件产品（与 GSP 仪器结合使用）的一个组成部分。
产品随附的软件许可协议规定了整个产品，包括本手册的使用条件。
就用户手册而言，本协议中与之特别相关的章节包括那些已标注部分、“许可契约”、“有限质保和补偿”以及
“责任范围”。

安装及系统要求
此软件必须安装在符合所用 Windows 版本要求的行业标准类型的 PC 中。GSP Workstation 软件在 Windows® 10 上运
行。
建议使用不间断电源为 PC 供电，以免因断电而丢失信息。

软件模块概述
GSP 工作站软件套件由以下模块组成：
试剂盒批次编辑器模块，用于维护有关试剂盒批次以及检测项目的其他参数的信息。
结果浏览器模块，用于审核检测项目的结果和标记要报告或重测的结果
质量控制模块，用于定义质量控制规则和限值，以及长期监控质量控制数据。
微孔板生成器模块，用于手动创建微孔板数据，而不是从其它软件传送数据。
数据服务器测试和安全管理器仅用于维保服务。

有关外部结果管理软件的信息
如果 GSP 工作站软件无法处理结果管理，但又连接了可管理它的外部系统，则大多数模块会变为只读状态，或者它
们将不再可用。请查阅外部系统的用户手册，获得进一步指导。

通用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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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表
有关仪器、包装或其他标签材料上出现的符号的信息，请参阅您的产品仪器手册。

通用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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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信息
本部分包含与本产品的安全性相关的信息。

约定
所有系统文档中均使用以下约定：
警告: 警告表示如不避免，可能导致操作人员或患者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的危险情况或操作。遵守所有规定的注意
事项。
警示: 警示表示如果不遵循正确的程序，可能导致仪器损坏或数据丢失或者操作人员或患者人身伤害的操作。
注释: 注意强调程序或说明中的重要信息，并提醒用户注意与人身伤害无关的关键点。
如果识别出特定的危险或警告，例如电气或燃烧危险，则相关符号会添加到警示和警告中。

警告和注意事项
警告: 确保实验室使用有效的切值，以便对结果进行正确分类。请遵循此方面的最佳专业建议。
警告: 为避免混淆患者和质控样本，请对质控样本和患者样本使用不同的样本代码格式。
警告: 当从相同的标本中测量一个以上的板孔时，必须将样本放置在连续的板孔中。如果板孔不是相邻的板孔，软
件无法计算出平均值，并可能会将一个以上的结果标记为可报告结果。
警告: 如果使用微孔板生成器手动输入微孔板条形码和样本标识符，您必须格外小心，以确保将正确的信息记录到
每个微孔板中。如果信息输入有误，仪器或软件无法通知用户。
警告: 为了确保数据安全，用户每次离开时都必须退出电脑。同样，如果用户偶尔忘记退出电脑，请使用设置有密
码和超时（例如，10 分钟）的 Windows 屏幕保护程序来保护数据。
警示: 本软件预期安装在本地网络中，并通过防火墙与公共互联网隔离。如果软件需要远程连接，那么 VPN 连接是
启用安全连接的首选方法。
警示: 为保护系统免受网络安全攻击，请尽快安装操作系统更新并开启操作系统防病毒服务。
注释: 用户需确保建立好有效的备份和还原方案，以便出现服务器故障时可从中恢复。安装指南中包括建立备份、将
备份复制到辅助计算机、外置硬盘或其他外部介质中的相关说明。定期审查备份方案，确保能够按照预期正常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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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部分
结果浏览器
标题：
• 关于 Result Viewer
• 程序启动和结构
• 查看检测项目运行
• 查看结果
• 归档
• 附加信息



关于 Result Viewer
GSP® 工作站结果浏览器设计用于查看和有效管理检测项目结果。该程序和 PerkinElmer 全自动荧光免疫分析仪配套
使用，构成仪器 GSP 工作站软件的一部分。
使用结果浏览器可以各种方式浏览检测运行及其历史，以及其它相关数据。对于特定检测运行，可以查看检测项目
结果以及关于校准和质量控制数据信息。
注释: 可以根据各实验室的要求自定义结果浏览器。因此，屏幕上看到的信息有时可能与本手册中的不同。

结果浏览器
关于 Result Vie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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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启动和结构

如何启动结果浏览器
可从 Windows“开始”菜单的程序列表中启动该程序。
当程序打开时，会显示带有程序名称和版本号的启动屏幕。

检测菜单和结果菜单
您接下来看到的屏幕称为检测项目平台。在此可以浏览检测项目运行及其历史记录，并查找所需的特定信息。

使用“结果”（Result）平台可查看需要的检测项目的特定数据。该平台可在检测项目平台中作为第二个窗口打开。
（有关如何打开“结果”（Result）平台的说明，请参阅打开及导航结果平台 , 见第 19 页）。

检查或批准了一组结果之后，结果平台即关闭，之后将返回到检测项目平台窗口。
注释: 所示屏幕中显示的某些功能可能被禁用或隐藏。这取决于您的访问权限。

结果浏览器
程序启动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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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结构
结果浏览器程序的检测菜单和结果菜单采用统一的视图结构。下图显示的是检测项目平台，但结果平台也由相同部
分构成。

主要部分为快捷方式栏 [A]、工具栏 [B]、菜单栏 [C]、标题栏 [D] 和主客户区 [E]。
点击快捷方式栏上的快捷方式图标，将在客户区显示选择的信息。

结果浏览器
程序启动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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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检测项目运行

导航检测项目平台
此处将简要介绍用于导航的快捷方式、工具栏按钮和菜单项。下文中将说明如何使用这些工具来执行具体任务。

快捷方式
检测平台快捷方式栏有两个快捷方式组：工作流程组和特殊组。

点击工作流程组中的快捷方式，可以查看客户区正在处理、等待接受或已经接受的检测项目列表。括号中显示了工
作流程中每个阶段的检测项目数量。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工作流程步骤简介 , 见第 14 页。
特殊组提供获取未完成检测项目及所有标本的快捷方式。组内也提供标本搜索快捷方式。

工具栏按钮
根据是否正在查看检测项目列表、标本列表或标本搜索结果，将显示不同的工具栏按钮。下图为检测项目列表的工
具栏按钮。按钮可能被停用或激活。

激活时，可以使用打开（Open）按钮打开结果平台（参见 打开及导航结果平台 , 见第 19 页）。检测项目日志
（Assay Log）按钮用于打开日志对话框（参见 如何查看检测项目日志 , 见第 18 页）。删除（Delete）按钮用于删
除检测项目，刷新（Refresh）按钮用于更新未自动更新更改的屏幕。

结果浏览器
查看检测项目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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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项
提供五种菜单，分别为文件（File）、编辑（Edit）、视图（View）、操作（Actions）和帮助（Help）。使用文件
（File）下的项目可以打开结果平台（参见打开及导航结果平台 , 见第 19 页）、打印报告或退出程序。使用“编
辑”（Edit）菜单下的项目可以搜索特定检测项目或删除检测项目。“查看”（View）菜单用于访问各种日志和状态
列表以及搜索标本和刷新屏幕。

工作流程步骤简介
如前所述，工作流程快捷方式组包括工作流程各阶段检测项目列表的快捷方式：已打孔（Punched）、工作列表中
（At Worklist）、已测量（Measured）、已计算（Calculated）和已接受（Accepted）。
已打孔（Punched）微孔板采用打孔仪或微孔板生成器应用程序（参见 使用微孔板生成器 , 见第 94 页）。此阶段可
以输入与打孔相关的标识。
在工作列表（At Worklist）显示目前仪器中的微孔板。此阶段用户无需操作，但是可以了解准备特定微孔板所需时
间。
已测量（Measured）微孔板为已经测量，但可能正在等待同一多板检测项目的其它微孔板。多板检测项目的微孔板
具有相同试剂盒批次和相同条件标识。另外，微孔板运行间隔时间在 24 小时以内。
已计算（Calculated）检测项目正在等待接受。
已接受（Accepted）检测项目已经被接受，可能已生成导出文件。但是，如有需要，仍然可以查看和更改。
当已测量微孔板作为多板检测项目关闭时，系统可以按照三种不同模式继续：
1. 收到新校准曲线时自动关闭，使用关闭检测项目（Close Assays）按钮可关闭任何未完成的微孔板
2. 接到新校准曲线时自动关闭，使用计算（Calculate）按钮手动选择如何处理未完成的微孔板
3. 无自动关闭，使用计算（Calculate）按钮手动关闭所有检测项目
请咨询 PerkinElmer 服务人员了解如何更改此模式。使用模式 1 时，关闭检测项目（Close Assays）工具栏按钮可以
触发关闭未完成的微孔板。完成关闭时，无需任何用户干预。使用模式 2 或 3 时，如果点击计算（Calculate）按
钮，将打开窗口让用户决定检测项目中将包括哪些微孔板。
从列表选择微孔板以后，点击计算（Calculate）。组合检测项目（Compose Assay）窗口会打开。显示的列表内有选
择的微孔板和属于相同检测项目的所有微孔板。可以使用每行的复选框选择检测项目包括哪些微孔板。点击计算
（Calculate）按钮后将创建和计算检测项目。

组合检测项目（Compose Assay）窗口中最顶端一行提供检测项目的详细信息。这些属性通用于表中列示的所有微孔
板。

结果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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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 ID（Batch ID）显示重命名检测项目的结果。其中一部分必须预配置，一部分来自用户在批次标签（Batch
Tag）字段的输入。请联系 PerkinElmer 服务人员配置此设置。
表中的每行代表检测项目中可以包括的一块微孔板。注释（Note）字段将含有其它信息，例如微孔板无法用于检测
项目。如果检测项目中有一块校准微孔板，则必须位于第一行。可以上下拖动 Id 单元格重新排列行顺序。
如果要在计算结束时查看结果浏览器（Result Viewer）中的检测项目，则勾选计算后打开检测项目（Open Assay
after Calculation）复选框。否则程序将返回已测量（Measured）屏幕。
有关如何将检测项目恢复到以前工作阶段的信息，请参见 如何将检测项目恢复到以前的工作流程阶段 , 见第 30
页。

查找特定分析
通常情况下当需要查找某特定检测项目时，用户已经知道检测项目所处的工作流程阶段。该情况下，可以选择合适
的工作流程快捷方式和应用各种筛选器选项缩短显示的检测项目列表，从而找到检测项目。如果并不知道所处工作
流程阶段，可以搜索任何检测项目（请参阅如何在任意工作流程阶段搜索检测项目 , 见第 16 页）。

使用筛选器
假设要查找已执行测量的检测项目。
首先点击已计算（Calculated）快捷方式，标题栏将显示文字“已计算”。

可以使用一个或多个筛选器从显示的列表中精确地确定检测项目。例如，可以使用标题栏下面显示的检测项目类型
和仪器筛选器查看特定仪器的特定检测项目运行。
检测类型筛选器位于标题栏左下方。
从测试下拉菜单选择测试类型。

从下拉菜单选择仪器（如果未知，则选全部 All）。

按检测项目日期筛选
如果大略知道检测项目运行时间，也可以使用该信息帮助查找。
确定检测项目运行的可能的最初和最后日期值。

结果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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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两个字段中的每个字段，还可使用其他方式进行操作。
选中日期左侧的复选框接受显示的日期。
也可以
从下拉日历中选择一个新日期（或者仅改写看到的日期）

该字段的复选框中将自动出现一个复选标记。
注释: 如果选中了字段的任一复选框，但又不想在筛选检测项目时使用日期限制，则可以点击该复选框取消其选中状
态。

如何缩短显示的检测项目列表
也可以限制屏幕上显示的列表长度。
首先点击一个列标题以已知顺序排列检测项目列表。
例如，如果点击“开始日期”，将以反向日历顺序列出检测项目。
然后在列表最大长度（List max length）框中输入一个新数值。

如何在任意工作流程阶段搜索检测项目
要在任意工作流程阶段搜索检测项目，假设用户已了解一些详细信息，可以使用检测项目搜索功能快速查找。
1. 从编辑（Edit）菜单中选择搜索检测项目（Search Assay）选项
打开的搜索检测项目对话框可采用三种 ID 属性搜索测试。

2.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三种搜索属性之一
3. 在搜索值（Search value）字段中，输入想要搜寻的检测项目 ID、批次 ID 或标签。
点击确定（OK）开始搜索

如果可使用指定的标准找到检测项目，则该项目会在结果平台中打开。

测试平台附加功能
如何查看请求列表
除了查找特定检测项目之外，还可以查找检测项目请求的标本。
1. 在特殊（Special）快捷方式组下，选择请求列表（Request List）快捷方式。
将显示标本列表网格，在上面的标题栏下有一个筛选界面。
通过该筛选器可根据特定测试和/或请求类型获取列表。

结果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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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需要在下拉菜单中作出选择。

可以打印获取的列表。
3. 从文件（File）菜单中选择打印（Print）。
之后会打开打印预览对话框。有关预览选项的信息，请参见如何预览打印页面 , 见第 42 页。

如何获取标本的全部信息
可以通过在选择条目时被激活的历史（History）按钮来获取请求列表上任何条目的详细信息。
1. 点击选择感兴趣的条目。
2. 点击工具栏上的历史（History）按钮。
然后将会在显示屏上看到相关标本的详细信息，如下所示。

3. 点击工具栏上的查看测试（View Assay）按钮。
将以只读模式打开结果平台中的测试。

4. 要关闭结果平台，从文件（File）菜单中选择关闭（Close）或使用窗口右上角标有叉号的按钮关闭（参见将结果
导出到文件 , 见第 31 页）。

5. 要在使用之后关闭标本历史（Specimen History）对话框，点击工具栏上的关闭（Close）按钮。

如何搜索标本
如果知道标本的 ID（例如，标本的条形码信息），则获取信息的更快方式是使用标本搜索（Specimen Search）快捷
方式。
1. 在特殊（Special）快捷方式组下，选择标本搜索（Specimen Search）快捷方式。

结果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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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标本代码（Specimen code）框中，输入标本 ID。
3. 点击搜索（Search）。
在搜索结果显示屏中选择检测项目后，查看检测项目（View Assay）工具栏按钮将被激活。

4. 点击查看检测项目（View Assay）按钮以只读方式打开结果平台中的检测项目。
5. 要关闭结果平台，从文件（File）菜单中选择关闭（Close）或使用窗口右上角标有叉号的按钮关闭（另请参见将
结果导出到文件 , 见第 31 页）。

如何查看检测项目日志
该功能有利于查看特定检测项目的运行历史记录。可以使用结果浏览器程序的检测菜单和结果菜单执行该操作。有
关查看结果平台检测项目记录的说明，参见检测项目日志 , 见第 42 页。可以直接从检测项目平台查看工作流程阶段
或 未完成（Pending）快捷方式下面列出的任何检测项目的数据记录。
1. 选择需要的检测项目。
2. 点击工具栏上的检测项目日志（Assay Log）按钮或点击查看（View）菜单下的检测项目日志（Assay Log）选
项。

3. 查看检测项目历史之后，点击右上角的关闭按钮关闭对话框。

如何查看用户日志
除了查看检测项目日志以外，也可打开用户日志查看特定用户的操作。
点击查看（View）菜单下的用户日志（User Log）选项。

结果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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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结果
使用结果平台查看具体检测项目的结果以及相关的可编辑校准曲线和质量控制数据。可以采用微孔板视图或网格视
图查看结果。使用结果平台也可访问检测项目运行日志。

打开及导航结果平台
可以采用各种方式打开结果平台。
1. 高亮显示检测平台中需要的检测项目。
选择的检测项目可以是检测项目列表、工作阶段或特殊快捷方式组中未完成列表的一种测试。

2. 点击工具栏上的打开（Open）按钮，或选择文件（File）菜单的打开（Open）项，或双击检测平台上高亮显示的
检测项目。

注释: 另外，一些视图和对话框还带有查看检测项目命令。使用时，结果平台通常以只读模式打开。

导航结果平台
打开结果平台后，将首先看到微孔板视图中显示的检测项目结果（参见如何选择微孔板视图或网格视图 , 见第 19
页）。将在视图（Views）快捷方式组下提供其它快捷方式。
视图（Views）菜单提供了与使用特定检测项目快捷方式效果相同的其它方法。

结果视图
如何选择微孔板视图或网格视图

查看结果的两种方式是网格视图和微孔板视图。

结果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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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从网格视图切换到微孔板视图，
1. 点击工具栏上的微孔板（Plate）按钮或者从视图（View）菜单中选择微孔板（Plate）选项。
2. 要从微孔板视图返回到网格视图，点击工具栏上的网格（Grid）按钮或者从视图（View）菜单中选择网格
（Grid）选项。

要使导航更加顺畅，可以使这两个视图同步化。如果点击网格视图中的特定行，将在微孔板视图中选中相应的微
孔。另外，如果选择质控品或校准品微孔，相应的 QC 追溯项目或校准将被设置为激活状态，在进入校准或质量控制
视图时将首先显示。

多标网格视图
多标检测项目的结果试图有两种显示方式：数据可以单网格或两个独立网格形式显示。
在单网格视图中，每个分析物自成一列，用户需使用水平滚动条来查找需要的分析物。
当使用两个独立网格视图时，左侧网格内含有样本识别信息。选定一行后将在右侧网格内显示对应的分析物信息，
每个分析物自成一行。
通过点击网格区右上角的图标可以选择需要的网格视图方式。第一个以单网格形式显示数据，第二个则以两个独立
网格形式显示。

网格视图中提供的信息
使用网格视图可显示和编辑结果，可以根据实验室需求对其进行配置。因此，本手册中所示网格只是示例。其内容
可能和用户实际看到的内容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
下面列出了一些常用的列标题（可能需要附加说明）。
代码 为样本识别码，例如标本条形码。
角色 指定测量的标本是校准品、质控品还是未知。子角色是角色的子类别，例如校准品订购编号。
标识 显示提供的最新标识。将本列配置为可编辑时，点击列可打开独立对话框，在框内可以查看所有标识并

可添加新标识。
结果状态 显示结果的质量控制状态。红色将造成重复，黄色将防止接受。由于标识为控制工具，该列不可编辑。
状态 是工作流程状态。
结果代码 是确认和跟踪逻辑的组合。将本列配置为可编辑时，点击列可打开独立对话框，在框内可以提供新数值

和注释。
测定水平 提供对测量值的解释（正常、边界值、推断阳性等）。

如何配置网格视图
如果具备相应的用户权限，则可以进入配置模式执行网格视图的配置。
1. 将光标拖到网格的标题行上并点击鼠标右键。

2. 从菜单中选择配置布局（Configure Layout）选项。
网格的标题行将以红色高亮显示，表明已选择配置模式。

结果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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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右键点击网格打开上下文菜单。

4. 根据配置需要，从菜单中进行选择。
当处于配置模式中时，可以用鼠标拖动以调整尺寸和移动列。也可以删除或编辑现有列，或创建新列。
新建列（New column）选项将会在网格右侧创建一个新列。属性（Properties）选项将显示当前所选列的详细信息。
选择其中任何一个选项将打开列属性（Column Properties）对话框。如果选择删除列（Delete column）选项，将删
除当前所选列。
退出配置（Exit configuration）选项可以保存所作的任何更改。将提示用户提供新配置的新名称，配置模式将关闭。

注释: 无法覆盖布局名称 Default<something>，因此必须选择不同名称。在该对话框中，可以从打印脚本（Print
script）列表中选择其它打印布局，例如横向（Landscape）。

列属性
在列属性（Column Properties）对话框中，可以使用列类别的下拉菜单选择或更改列的类别。所选的选项由数据源
的性质决定。

结果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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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Heading）字段中含有列标题。可以选择是否包括测试名称，如果适用，还可以选择数据源的单位。
下面是一些常用网格配置示例。

微孔板 板孔 线编号 代码 TSH 浓度
µU/mL

结果代码

列类别 位置 A01 位置 内建 内建 字段 答案
数据源 微孔板 板孔 线 代码 浓度 结果代码
附加数据限定
符
标题 微孔板 板孔 线编号 代码 浓度 结果代码
包括测试名称 X

包括单位 X

对齐 右
有关列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网格的列格式 , 见第 45 页。
对列属性（Column Properties）对话框进行编辑之后，点击 OK 确定。
使用菜单中的退出配置（Exit Configuration）保存配置更改。
注释: 如果网格未自动刷新，则关闭检测项目，然后重新打开。

如何筛选网格中的结果
在网格视图的标题栏下有一个组合框，可用于选择筛选结果的方法。
1. 要选择现有筛选器，点击菜单旁边的箭头。

2. 选择一个下拉选项。
也可以使用 results filter（结果筛选器）对话框设置自己的筛选器定义。

3. 点击组合框右侧的详细命令按钮。

结果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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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既可以
编辑现有筛选器并保存在现有名称下或提供一个新名称（以前的筛选器将被覆盖）。
也可以
点击新（New）按钮并按要求进行选择。

5. 点击确定（OK）
如果你想看到实际的浓度数值，而不要看到达到某切值时显示的代号，你可以增加一列专门显示数值（见如何配置
网格视图 , 见第 20 页的解释），如下面所示的设置。在此 NTSH 只是检测项目的第 1 种分析物的示例，但是相同布
局适用于其它单标记检测项目。

结果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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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退出配置之前，可以将新列拖到所需位置。
选择保存（Save）后，在原“DefaultResult”下无法保存布局，因此需要为其赋予一个新名称。

如何更改网格视图中的质控品或校准品水平
如果不小心从错误位置打冲质控品或校准品，则在处理微孔板之后通常会产生错误。此时可以更换质控品，或如有
需要，从结果浏览器内更改样本定义，而无需重新处理微孔板或修改数据文件。
用户可能需要联系主管，确认是否有执行该功能的权限。

交换两个质控品或校准品
1. 为检测项目打开结果平台并选择网格视图。
2. 选择两个质控品或校准品（按住 "Ctrl" 键并用鼠标点击两个标本）。如果使用质控品，则必须与实际标本相对
应，而不是正在计算的数值。
选中标本后（高亮显示），右击鼠标并选择更改样本定义（Change Sample Definition）。

3. 将显示下面的弹出窗口。

结果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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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操作原因并点击 OK。

交换所有出现的样本类型
此功能适用于具有多组质控品的检测项目。
1. 打开结果平台并选择网格视图。
2. 选择含有质控品的两个微孔（按下 "Ctrl" 键并用鼠标选择标本）。
3. 选中标本后（高亮显示），右击鼠标并选择更改样本定义（Change Sample Definition）。将显示下面的弹出窗
口。

4. 选择“交换所有出现的样本类型”（Swap all occurrences of these Sample types）复选框
5. 输入操作原因并点击 OK。

更改样本定义
1. 打开结果平台并选择网格视图。
2. 选择一个或多个相同类型的标本（例如质控品或校准品）。
3. 右击选择更改样本定义（Change Sample Definition）。将显示下面的弹出窗口。

4. 在右侧下拉框中选择新标本类型。
5. 输入操作原因并点击 OK。

如何选择微孔板视图中的微孔板或微孔
在微孔板视图中可以同时查看多个微孔板。可以通过增大或减小微孔板窗格的宽度，调整显示屏中微孔板的数量。
1. 鼠标点击微孔板窗格右侧边缘并向左或向右拖动该边缘。可以访问任何微孔板中的任一微孔。
2. 如果样本所处微孔板超过显示的微孔板，则使用鼠标向下拖动侧栏，直至显示相关微孔板。
3. 点击需要的微孔。

结果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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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右侧的窗格将显示关于检测项目和测试运行的信息、选定微孔所在微孔板的信息以及选定微孔的结果信息。如
果选定的微孔是重复组的一部分，那么将会有第四个窗格提供关于重复孔的平均结果信息。

微孔板视图中的颜色代码
可以采用三种方式查看微孔。可以根据严重程度查看。这意味着可以查看微孔的状态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标识的性
质。或者，可以根据样本角色或确定值查看微孔（见下文）。
在每种情况下，为了明确各微孔的角色和状态相关信息，将会采用颜色代码系统予以区分。
注释: 本手册中显示的颜色和颜色代码为默认设置。

1. 要选择三种方式中的一种，请用鼠标点击标题栏下面与微孔颜色字段相关联的箭头 [A]。
2. 要查看颜色代码来对微孔板图进行解释，则点击微孔颜色字段右侧的按钮 [B]。将显示“颜色方案”（Color

Schema）图例框。

3. 查看了颜色代码后，点击右上角的叉号或关闭（Close）按钮即可关闭该对话框。
此处已选择查看表示严重程度的颜色代码。如前所述，也可以根据样本角色查看微孔板 [A]，即微孔是否被质控品、
校准品或未知样本等占据。第三种方式是根据确定值查看微孔板 [B]，其中含有未知样本的微孔的颜色与测量值的解
释相关，即“正常”（Normal）、“临界”（Borderline）、“推断阳性”（Presumptive Positive）等。这些列表可
能包含您的软件版本中不使用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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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根据样本角色或确定结果查看微孔板，微孔颜色将改变以便与相关图例框保持一致。

关于标识和严重程度
采用标识表示检测项目、微孔板或各微孔可能存在的问题。标识既可以是自动创建的，也可以由用户自行创建。创
建时，将会忽略（与相同检测项目、微孔板或微孔相关联的）任何现有标识。
如下所示，各标示均关联一种严重程度。该列表按严重程度排序。信息（Info）、确定（OK）和通知（Notify）允许
结果按原样发布。

如果检测项目、微孔板或微孔的状态为未决（Held），需要在发布之前对其采取特定措施。已阻止（Prevented）意
味着需要对涉及的标本进行重新测试。已删除（Deleted）意味着将不报告或重复这些结果。
由于单个微孔可能受到与检测项目、微孔板或者微孔本身的标识约束，因此，有时会出现采用多个标识的情况。在
这种情况下，严重程度最高的标识为决定性标识。
可以在微孔板或网格视图中添加标识。

如何在微孔板视图中为微孔、微孔板或检测项目设置标识
1. 选择要设置标识的微孔、微孔板或检测项目
2. 要为微孔设置标识，可点击结果窗格右侧的细节 (…) 按钮如果选定的微孔是重复组的一部分，可以通过点击平均
窗格右侧的细节 (…) 按钮，为平均结果设置标识。

3. 要为微孔板设置标识，可点击微孔板窗格右侧的细节 (…) 按钮。
4. 要为检测项目设置标识，可点击检测项目窗格右侧的细节 (…) 按钮。

结果浏览器
查看结果

27



打开的标识对话框均相似，不管用于标识、微孔、微孔板还是检测项目。

5. 在下拉菜单中指定标识类型。
6. 在下拉菜单中指定严重程度。
7. 输入注释。
8. 点击确定（OK）
注释: 用户选取的标识类型将本地配置。每种标识类型都可能与某注释相关联，因此使用指定标识类型时，不需要每
次都输入相同的注释。

如何在网格视图中应用标识
1. 右击所选线条打开上下文菜单。
2. 选择标识（Flag）。
添加标识（Add Flag）对话框随即打开

3. 在标识框中作出合适的选择。
4. 点击 OK。

如何查看以前应用的标识详情
设置标识后，可能需要查看以前应用标识的详情。可在网格视图中执行该操作。
1. 点击标识（Flag）列中所需的行。
2. 点击显示的详情命令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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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标识对话框上部会有一个标识网格，窗口下部会提供一个添加新标识的方框。

3. 选择合适的标识类型和严重程度，并在需要时添加注释。
4. 点击确定（OK）

接受检测项目
点击工作流程快捷方式栏上的已计算（Calculated）按钮可以显示待接受的检测项目。

如何接受检测项目
1. 检查结果平台中的检测项目。
2. 点击工具条上的接受（Accept）按钮。实际执行接受命令之前，如有任何可用信息，将显示下面的信息对话框。

3. 点击 OK 确认接受命令，或点击取消（Cancel）取消接受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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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重新计算
有两种重新计算运行的方式：全部计算（Full calculation）和仅计算结果代码（Result code calculation only）。
全部计算用于计算整个检测项目，就像刚从仪器中导入一样。这意味着软件将：
1. 计算每个标本的浓度。
2. 将质量控制规则和质量控制标识（正常/未决/已阻止）应用于每个标本。
3. 以基于百分比的截断值对标本进行排列。
4. 分配结果代码。
5. 重新计算检测项目统计值，例如最初平均值或中间值。
在仅计算结果代码（Result code calculation only）选项中，软件将只执行上面列表中的第 3 、4 和 5 个步骤。因此，
此选项可计算新的浮动截断值和结果代码，但是保留现有检测项目浓度值和质量控制。
注释: 检测项目统计值中排除了已阻止的结果。因此，如果在首次计算微孔板时标本为“质控阻止”状态，则不包括
在统计之内。如果之后用户将状态更改为“质量控制正常”（QC OK），则将在统计数据中使用标本，因此会产生影
响，例如，百分位数截断值和初始值平均值（如果计算的检测项目使用了这些值）。
可以根据下列程序重新计算测试：
1. 点击计算（Calculate）按钮。
2. 选择全部计算（Full calculation）或仅计算结果代码（Result code calculation only）。
3. 如果执行全部计算，确保指定的试剂盒批次编号正确。根据检测项目类型和用户水平的不同，可能不提供试剂盒
批次选择。当指定了试剂盒批次编号后，仅计算结果代码（Result code calculation only）选项将会被禁用。

4. 点击 OK 确认重新计算命令或点击取消（Cancel）取消重新计算命令。
在检测项目平台的工作流程（Work Flow）快捷方式组中，可以看到多组不同进度状态的检测项目。

如何将检测项目恢复到以前的工作流程阶段
根据安全权限和检测项目状态的不同，可使用恢复检测项目（Restore Assay）命令将检测项目恢复到检测工作流程
的先前状态。执行此操作的原因有多种。
例如，将已接受（Accepted）恢复为已计算（Calculated）以执行更多编辑，并防止使用仍然存在疑问的答案。
将工作列表（Worklist）恢复为已打孔（Punched），以使用不同的微孔板组重新加载仪器，并可拒绝某些微孔板。
将已测量（Measured）恢复为工作列表（Worklist），这样就可以使用新微孔板，但是这种情况下必须已执行导入。
将已计算（Calculated）恢复为已测量（Measured），以采用不同方式组合多微孔板检测项目。注意，执行该操作将
放弃对检测项目进行的所有更改。

查看或打印检测项目参数
可以查看具体检测项目运行的可打印报告。
1. 从视图（View）菜单中选择检测项目参数项。将显示检测项目参数（Assay Parameters）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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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打印（Print）来打印报告，或者点击 关闭（Close）来关闭对话框。

将结果导出到文件
检测项目结果可以导出为文件，以用于将结果传送到其它软件。
如有需要，可以在接受检测项目时自动导出结果。或者，也可以手动导出。在任何情况下，只需一次定义导出格式
和文件位置。

如何定义导出文件的格式
1. 在文件（File）菜单中，选择查看检测项目导出...（View Assay Export...）。

将打开一个与结果网格相似的网格。
根据列属性 , 见第 21 页下的说明定义所需列，选择含最多测量分析物的检测项目运行。如果运行不包含全部分
析物，则忽略多余的列。
配置导出（Configure export）对话框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参见下面的图片）。

2. 点击选项（Options）按钮打开该功能。

导出路径字段中将显示要保存文件的文件夹的默认路径。
3. 如果要选择或创建文件夹，则点击字段右侧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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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文件格式。可以选择：
a.外部应用程序的通用限定格式
b.兼容 Excel、特定 Excel 格式的 CSV 文件
c.MultiCalc、类似 MultiCalc 的特定格式

5. 选择检测项目运行的文件命名系统。检测项目运行文件名称可以是 ID、名称、批次 ID 或检测项目运行 Tag。
6. 指定文件扩展名。
7. 选择列表分隔符。当前的本地默认值是建议值，但也可以使用 <tab> 符。检测项目导出的列表分隔符不随着工

作站计算机的本地更改而改变。用户必须在导出选项窗口手动设定该分隔符。
8. 如果想在文件开始写入 MultiCalc ID 行标题（仅限 MultiCalc 格式），则选中写入文件标题（Write file header）

复选框。
9. 如果要使用列标题，则选中写入列标题（Write column header）复选框。
10. 非 Multicalc 格式：如果只想配置第 1 个分析物，则选中为多个分析物创建多行（Create multiple lines for multi

analyte），然后将其它分析物置于单独的行上。记住将一列选为内建/测试名称（Inbuilt / Test Name）（参见列
属性 , 见第 21 页）
Multicalc 格式: 选中排除空行（Exclude Empty Rows）以删除文件中的空行。这与使用 MultiCalc 中的文件类型选
项 16 效果相同。

11. 如果用户的本地设置使用其他十进制符号，但用户要在文件中使用实心点 (.) ，则选用 . 作为十进制符号（Use .
as decimal symbol）。

12. 如果要防止意外更改网格布局，则选中锁定列配置（Lock Column configuration）。
13. 使用筛选将导出行限定为可显示行，例如下表中的行。
筛选 含义
Level=1 仅单独结果
Level=1; Role=3 仅单独病人结果
UsedForAnswer=1 仅标记为“用于答案”的病人行
使用导出文件中的数字代码表示角色。各种角色的数字代码参见下表。它可能包含您的软件版本中不使用的项目。
# 角色 用于

1 校准品 建立校准曲线
2 质控品 在质量控制中储存，以使用 L-J 图和质控规则来检查测试
3 病人 正常样本
4 验证 外部质量控制样本。GSP 中不支持
5 参考 仅供比较。因复制曲线而未使用的校准样本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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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手动导出文件
如果没有使用自动导出配置（Automatic Export Configuration）对话框配置自动导出，可以手动引发导出。
点击导出（Export）按钮。

如何自动导出文档
执行下列步骤可以在接受运行以后自动导出文件。点击自动化 （Automation）按钮打开自动导出配置（Automatic
Export Configuration）对话框。

将打开自动导出配置（Automatic Export Configuration）窗口。在该窗口中可以选择自动导出的分析物以及导出格
式。可以最多为每个分析物选择 3种格式。

关闭结果浏览器
正常情况下点击接受（Accept）工具栏按钮以后，结果平台将会关闭。但是，如前所述，结果平台可以只读模式打
开。在此情况下，或者安全权限受限时，接受（Accept）按钮将被禁用。
1. 从文件（File）菜单中选择关闭（Close）项目或点击屏幕右上角标有叉号的按钮。
如果处于只读模式，或者即使处于可写模式但是没有进行任何更改，结果平台将会关闭。
如果有任何待定的更改，将显示下列对话框。

2. 根据需要点击保存（Save）、放弃（Discard）或取消（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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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
可以使用结果平台查看感兴趣的检测项目校准曲线，通过放大可查看详情。您还可以编辑曲线，例如，通过打开或
关闭单个重复样本。
在下列示例中，通过选择微孔板视图中的样本角色选项（请参阅 微孔板视图中的颜色代码 , 见第 26 页），可发现已
对微孔 A1 至 A12 中的校准品进行测量。

点击视图（Views）快捷方式栏上的校准（Calibration）快捷方式。
假设曲线拟合成功，将显示一个校准数据图。

如何检查曲线上的值
可以读取曲线上任何位置的值。
1. 点击工具栏上的检查（Inspect）按钮，
将在显示屏中部显示“检查未知”（Inspect Unknowns）对话框。

2. 在两个字段的上部输入响应值（例如，未知样本值）：在字段下部中将显示该浓度的浓度值。
或者在字段下部输入浓度值，
字段上部将显示相应的响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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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哪个字段内输入，蓝色水平和垂直虚线都将显示响应和浓度的轴截距作为附加说明。

如何详细查看部分校准曲线
您可能会需要以更近的视图查看曲线上单独点的位置。
1. 点击工具栏上的缩放（Zoom）按钮，
2. 将光标靠近想查看的区域，
3. 按下鼠标按钮，拖动鼠标创建虚线构成的矩形，
4. 松开鼠标键。
可以多次重复此程序以获取想要的详细信息。完成检查后，可以根据下列程序返回整条曲线的视图。

5. 点击工具栏上的重设（Reset）按钮。

如何修改重复点
通过查看曲线和数据点位置，您可以排除您认为离其期望计数值太远的任何数据点。如果您将相关点确定为重复测
量失败且不应包含在曲线拟合中，则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A

1. 点击工具栏上的点（Points）按钮。之后将会打开“修改重复点”（Modify replicate points）框。

2. 点击曲线拟合计算中需忽略的重复点的关联框
对点进行了修改之后，会自动重新拟合曲线。“关闭”的任意点将会用一个空方框标记。

对新曲线进行了检查之后，可将忽略的点返回到曲线拟合计算。
3. 点击点旁边（现在未复选）的复选框，将其选中。
4. 若对曲线满意，则点击关闭（Close）。
当然，如果想执行其它更改，可以重新打开修改重复点对话框。

如何查看校准参数属性
可以在编辑校准参数（Edit calibration）对话框中查看校准参数的当前定义。
点击编辑（Edit）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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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如果要更改设置，试剂盒编辑器模块提供了一种简单易用的工具。
编辑校准参数（Edit calibration）对话框由独立选项卡下的三个部分组成。

在第一个选项卡下，可以查看校准属性。只有选中了对话框底部的显示高级属性（Show advanced properties）复选
框，才显示高级属性。

在拟合定义选项卡页面中可以查看当前校准参数的初始拟合参数值。在此拟合定义下创建新校准参数时，就会用到
此选项卡页面中的曲线拟合参数值。底部右侧有一个提供显示属性的方框。

第三个选项卡称为“当前试剂盒批次”（Current Kitlot）。使用当前的拟合定义创建新校准参数时，可以通过该选项
卡查看默认使用的试剂盒批次。

如何使用另一条校准曲线
可将状态为 OK 或通知（Notify）的检测项目校准曲线用于另一个检测项目。除检测项目状态以外，系统会检查第一
块微孔板是否有严重性为警告（Warning）或更高的有效标识。源检测项目和目标检测项目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 检测项目开始时间在指定的时间范围之内 (24h)
• 两个检测项目均来自相同的 GSP 仪器
• 试剂盒批次相同
• GSP 通知的条件标识对等（由诱导剂批次和启动计数组成）
1. 点击复制（Copy）按钮
复制曲线（Copy Curve）窗口将显示满足上述条件的校准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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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检测项目有自己的校准品，则可以选择使用已测量校准参数（Use the measured calibration）。
否则可使用的唯一选项是使用另一个校准参数（Use another calibration）。

2. 选择后点击 OK确认。
3. 按下计算（Calculate）在检测项目中使用已更改校准参数。
若已复制校准参数，将在校准参数视图工具栏中显示信息，通知“在检测项目中已接受：#（Accepted in Assay:
#）”

质量控制
结果浏览器用于查看表格（网格）、Levey-Jennings 图或直方图内的质量控制数据。
注释: 有关更多关于质量控制的信息和背景，请参阅本手册的主要质量控制部分。
点击标记有质量控制（QC）的快捷按钮。
首先显示的报告格式将是 Levey-Jennings 图。在此，以批分析日期排序统一提供质量控制追溯项目点。
根据要查看的材料，将显示一个或几个独立的 Levey-Jennings 图。

从标题栏下面左侧的下拉菜单选择要查看的材料。
带有红色边缘的长方形显示选择的 QC 运行。
点击特定工具栏按钮，可以选择另一种方法报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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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看质量控制总结数据
可以查看特定测试的每种质控材料的质量控制总结数据。
点击工具栏上的质控总结（QC Summary）按钮。

如何查看质控数据的 Levey-Jennings 图
要返回至 Levey-Jennings 图，点击工具栏上的 LJ 图（LJ Plot）按钮。
注释: 对于多分析物检测项目，则应创建名为“AssayName”_QC 的特殊分析物组，例如，如果检测项目称为
ABCD，则名为 ABCD_QC。只有该组中的分析物才能进入质量控制，该组将对所有列表和图进行排序。

光标形式
将光标移到 Levey-Jennings 图上时，光标形式会改变。靠近某点时，会显示一个十字准线光标（参见 点信息 , 见第
40 页）。

要放大追溯项目的特定部分，则使用上面显示的“放大镜”光标（参见 选择局部图 , 见第 39 页）。交替形式表示
检测运行中存在事件 [A] 或不存在事件 [B]（参见 Levey-Jennings 图选项 , 见第 38 页）。

Levey-Jennings 图选项
通过图选项（Plot options）对话框可指定图表的显示方式。
点击工具栏上的选项（Options）按钮打开该功能。将显示图选项（Plot options）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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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择如何处理删除点、是否用垂直线指示批分析或其他事件的开始（例如，试剂盒批次更改、目标更改或标准
偏差限值的更改）、将标准偏差范围设为恒定还是自动（基于图幅）、是否包括批分析的日期以及图上是否包括统
计数据（参见查看统计数据 , 见第 39 页）。
若对选择满意，则点击应用（Apply）或 OK。
使用应用（Apply）按钮可以在不关闭对话框的情况下保存新的筛选器设置。点击 OK 将保存所有已做更改，但会同
时关闭对话框。点击 取消（Cancel） 将关闭对话框（但并不保存上一次点击应用 或 OK 之后所作的更改）。

查看统计数据
无论以 Levey-Jennings 图或是其它显示形式查看质控信息，都可以选择将统计数据显示在屏幕上主图下方。
在“图选项”（Plot Options）对话框左下角勾选显示统计数据（Show Statistics）

统计数据由所有点、选中点（参见详情）和绘图限值的计数、平均值、标准差和 CV% 组成。

选择局部图
在图上滑动时，鼠标指针将变成放大镜的形状，表示可以放大。此时可以放大查看任何局部细节图。也可以放大显
示图，仔细查看该图的任何一部分。
使用鼠标选择想要放大浏览数据点的区域。

松开鼠标键。
注意平均值和标准差已经计算得出，并作为计数统计数据在选中的数据点（Selected Points）下显示。
仔细查看局部细节图之后，可以返回整体图。
可以使用鼠标右键在图上点击并从下拉菜单选择缩小（Zoom Out），或者点击菜单栏上的重设（Reset）按钮。

筛选数据
点击工具栏上的筛选器（Filter）按钮打开筛选质控数据（Filter QC Data）对话框，可以将图限制在所选部分数据
内。

结果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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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筛选器设置会一直使用。安装程序以后默认设置为最后 200 个数据点。

点信息
可以获得任何数据点图的详细信息。
将光标放在数据点上并用鼠标点击。
所获得的质控数据点信息框将显示该数据点的信息、违反规则情况以及违规的严重程度。

注意，在结果浏览器中不能编辑当前打开的检测项目质量控制点，也不能激活/解除激活质量控制点。因此这些功能
被禁用。运行、微孔板和数据点标识将从检测项目系统读取。
点击查看标识...（View Flags…）按钮。

结果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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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看质控数据直方图
可以查看所选水平或者追溯项目数据点的直方图，数据点的组合依据为其 Z-分数，即数据点偏离目标值的标准差
数。
1. 点击工具栏上的直方图（Histogram）按钮。
使用“图选项”（Plot Options）对话框中的“直方图”（Histogram）选项卡可以指定直方图的显示方式。

2. 点击工具栏上的选项（Options）按钮。将显示图选项（Plot Options）窗口。

同 Levey-Jennings 图方式一样，选中图选项（Plot Options）对话框中的显示统计数据（Show statistics）复选框，
可以在屏幕上查看统计数据。也可根据筛选数据 , 见第 39 页，的说明筛选数据。也可以查看所选追溯项目区域内
点的直方图。

3. 点击 LJ 图（LJPlot）按钮返回 Levey-Jenning 图。
4. 根据选择局部图 , 见第 39 页，选择 Levey-Jennings 局部图。
5. 点击直方图（Histogram）按钮。
然后将仅显示所选追溯项目的直方图。

6. 要返回至完整的直方图，点击 LJ 图（LJPlot）按钮，然后点击直方图（Histogram）按钮。

如何查看/导出点数据
在网格视图中，可以查看组成所选水平或追溯项目的点列表。

结果浏览器
查看结果

41



1. 点击工具栏上的网格（Grid）按钮。
同其它的图显示方式一样，选中图选项（Plot options）对话框中的显示统计数据（Show statistics）复选框，可以
在屏幕上查看统计数据。还可以筛选数据，只查看部分追溯项目的网格。
若要导出数据，则首先将数据写到制表符分隔的文本文件中，然后在电子表格程序中打开。

2. 收集要导出到显示屏上的数据。
3. 点击导出（Export）按钮。

检测项目日志
此前（参见如何查看检测项目日志 , 见第 18 页）已经描述如何在检测项目平台中使用检测项目日志功能。您也可以
从结果平台查看某检测项目历史记录的所有相关信息。
如果想从结果平台查看检测项目日志，则点击快捷方式栏上的检测项目日志（Assay Log）快捷方式，然后将显示检
测项目日志对话框。

打印检测项目

如何打印硬拷贝
无论使用检测项目平台还是结果平台，均会提供相应选项，以便获得屏幕上所示信息的纸版打印。虽然在一些情况
下可以用到工具栏按钮的打印命令，但打印命令通常是在文件（File）菜单中。
1. 在检测项目平台中，使用打印（Print）选项（从文件菜单中选择）可打印所示检测项目的完整列表。使用打印当
前视图（Print Current View）可打印在屏幕上看到的内容。

2. 在结果平台中，使用打印检测项目（Print Assay）选项（从 文件菜单中选择）可获取报告。使用打印当前视图
（Print Current View）可打印在屏幕上看到的内容。
因此，可以选择的两个主要打印选项是查看的完整列表或报告，或者是当前显示的屏幕内容。在程序的质量控制
部分中，提供了第三个打印选项。例如，如果想获取图形的硬拷贝，则只能打印 Levey-Jennings 图的追溯项目。

3. 从 文件（File）菜单中选择打印追溯项目（Print Trace）可获取客户区当前显示的追溯项目打印输出。

如何预览打印页面
除打印当前视图（Print Current View）外，可以使用其他所有选项预览打印输出样式。
1. 例如，从 File（文件）菜单中选择 Print Assay（打印检测项目）…。
将会显示打印预览。

结果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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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导航按钮 [A] 可以查看正在打印内容的第一页、下一页、上一页或者最后一页。

这四个导航按钮的后面是 Print（打印）按钮打印按钮 [B]，紧接着是 Page setup（页面设置）按钮 [C]，可以用来
选择打印机和纸张规格等。然后还有“缩放”（zoom）按钮 [D]，可以用来缩放报告的尺寸。工具栏的右侧有一
个写到 PDF 格式（Write to PDF）按钮 [E]，使用该按钮可以将打印结果另存为 PDF 文件。

2. 使用这些按钮可进行相应的查看/打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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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
手册的这一部分介绍归档管理。

归档旧检测项目
数据库中的可用空间是有限的。要将数据库大小保持在限值以下，请使用归档功能。
1. 要启动归档流程，请转到操作 > 归档数据...（Actions > Archive Data...）。
此时将打开一个对话框，供您设置日期。

2. 设置数据归档日期。早于该日期的所有检测项目都将被归档。程序建议的归档日期对应于四分之一的数据库日期
范围，但您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设置该日期。

3. 点击确定（OK）并回答其余问题，然后等待归档流程完成。
检测项目归档后仅在只读模式下可用。

查看归档的检测项目
下列信息假定您已归档检测项目
1. 要查看归档的检测项目，请转到操作 > 打开归档...（Actions > Open Archive...）。
此时将打开一个对话框，其中列出所有归档。每个项目显示所包含的检测项目的日期范围。

2. 选择要查看的归档，然后点击确定（OK）。
此时将打开一个新的 Result Viewer 窗口。窗口的标题栏呈黑色，表示您正在查看归档，并且它包含的检测项目仅
在只读模式下可用。

结果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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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信息
以下部分包含有关结果浏览器功能的附加信息。

网格的列格式
注释: 所指网格为结果浏览器网格视图。有关此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列属性 , 见第 21 页。

列类别 = 内建
在该选项下可按照下列方式指定数据源。
• 数据源 = 标识显示最上边的标识。无法编辑标识列，但将会一直提供一个单元格按钮以打开所有相关标识的标识
对话框。可以选择使标识列只显示一个标识类型。标识类型为可定制。

• 数据源 = 线，为显示网格默认类型排列顺序的序列号。
• 数据源 = 角色与“校准品/质控品/病人样本”类似。
• 数据源 = 子角色是“角色”内的索引 1..，与校准品顺序号类似。
• 数据源 = 代码是样本识别号，与标本条形码类似。
• 数据源 = 用于答案在检测项目具有重复时需要。只能使用一个平均值或重复之一提供答案值。使用时应设置为可
编辑。

• 数据源 = 结果状态，显示结果的质量控制状态。红色要复测，黄色阻止接受。由于标识是用于控制列的工具，所
以列为不可编辑。在此列上使用背景色。

• 数据源 = 测试名称是 TestRunDef 的名称。主要用于执行每个标记导出一行
• 数据源 = 靶值浓度是校准品浓度编码及质控品靶值。要求每个标记一列。仅在导出中有用。
• 数据源 = PAT 是此检测项目中患者样本的一个连续数字，从 1 开始。

列类别 = 字段
数据源是字段的名称。诸如 Conc 和 Counts 等部分字段一直可用。字段为输出数据，不能编辑。
附加数据限定符：
• <empty> - 传统模式，相同单元格中作为平均值的 CV%
• 文本 - 平均值，不带 CV%
• CV% - 单独为空，平均行的 CV%
• 单位 - 每行的主单位
• 值 - 精确值，需要设置每列的小数位数

列类别 = 位置
数据源是样本位置上的规格名称，例如微孔板。显示的数值为整数。

列类别 = 位置 A01
数据源是组合规格的名称，例如板孔。显示数值为文本格式，例如 A01。

列类别 = 测量
数据源是样本中的测量索引 1..。应当在测量未直接连接到特定字段时使用，但总是以相同顺序导入。

结果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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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类别 = 已命名测量
数据源是 TestRunDef 的名称，与单标记测量中的检测项目相当。下一项选择为 Counts、CountsB 等字段名称。仅能
使用其名称位于当前检测项目运行内的字段。要显示所有可能的名称，例如在配置手动输入时，首先选择 "测量
（Measurement）"，设置为可编辑，然后选择 "已命名的测量（Named Measurement）"。

列类别 = 答案
显示此检测项目答案的属性。在多标记测试项目中，还需要选择具体测试。
校准品和质控品在列中没有任何信息。最需要的条目：
• 数据源 = 纯数值，显示计算的值，而不是经舍入或取极限的值。可以应用默认格式以清除多余的小数。如果列可
以编辑，则更改其中的值将会重新计算 ResultCode。

• 数据源 = 文本值即为报告值。也可以对之进行编辑。
• 数据源 = 结果代码附加确认和跟踪逻辑。可以编辑，但是只能使用单元格按钮和对话框进行编辑。在对话框中须
提供覆盖结果代码的原因。原因为选择了 Context = E（rEesult 代码）的标识。

• 数据源 = 确定值水平提供阳性/阴性方面的快速估计。
• 数据源 = 状态是工作流程状态。
• 数据源 = 测试阶段显示初测/重新测试/调用（Initial/Retest/Recalll）。
• 数据源 = 相关将为 0 至 100%（使用百分比限值时）。
• 数据源 = 上一个显示同一个样本和测试可能存在的较早的文本值。
• 数据源 = 与上一个值之差是纯数值减去以前的纯数值。
• 数据源 = 与上一个值的平均值是普通值与以前答案的平均值。
• 数据源 = 与上一个值的 CV% 是纯数值与以前答案的非加权 CV%。

列类别 = 另一项测试
提供的功能与任一测试的自身答案相同。必须在数据源（DataSource）中选择实际测试名（Actual Test Name），然
后在附加数据限定符（Additional data qualifier）中选择类似答案（Answer）的子选项。

列类别 = 标本
校准品和质控品在列中没有任何信息。最需要的条目：
• 数据源 = ExtCode1,2,3识别标本的不同方式，ExtCode1 通常为条形码。
• 标本质量显示 UNSAT 等状态。
• 标本类别显示正常/能力验证或者已编程的其它类别。

列类别 = 标本详情
在 LifeCycle 数据库中，可以为标本详情设定别名，使其在结果浏览器 (Result Viewer) 中可见。可以从别名名称中选
择数据源。例如，“采样年龄”。不允许编辑。

如何确定浓度
软件中使用曲线拟合计算结果。测量浓度已知的校准品。根据已知浓度值（X 轴）绘制测量的计数（Y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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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线性回归或样条曲线拟合法拟合这些点。
通过校准曲线中测量值的截距确定未知浓度样本的浓度。

有关非线性回归法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下列参考资料。
Bates, D. M, and Watts, D. G. Nonlinear Regression and Its Applications.NewYork: Wiley, 1988.

Gill, P. R., Murray, W., and Wright, M. H."The Levenberg-Marquardt Method." §4.7.3 in Practical Optimization.London:
Academic Press, pp. 136-137, 1981.

Madsen, K., Nielsen, H.B., and Tingleff, O. Methods for Non-Linear Least Square Problems,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enmark, 2004

样条法在下列文献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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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rjönen, T. RIA-standardikäyrän määrääminen splinefunktion avulla.Luk-tutkielma, Turun yliopisto, Fysikaalisten tieteiden
laitos, Fysiikka, 1981.

结果浏览器和检测项目打印输出中使用的标识列表
标识名称 描述
过期的质量控制材料 通知用户质量控制材料过期的系统标识
试剂盒批次已过期 通知用户过期试剂盒批次已过期的系统旗标
未提供有效期截止日 未定义试剂盒批次或质量控制材料的有效期截止日
条件 必须和检测项目的所有微孔板匹配的参数信息
GSP 微孔板日志 仪器提供的微孔板信息，例如开始时间
仪器 仪器提供的已经停止微孔板测量的错误信息
仪器警告 仪器提供的与单个微孔信息和可能错误相关的通知
已复制曲线 通知微孔板使用哪一个校准曲线的旗标
不良曲线 校准曲线有多个转折点
Amb? 无法通过校准曲线得到浓度值
未拟合 校准曲线拟合失败
HH 浓度高于定义的报告限值
LL 浓度低于定义的报告限值
CV 复制品浓度 CV% 超过定义的限值
质量控制 质控失控情况
拒绝 曲线拟合中不包括校准点
结果代码编辑 自动添加标识，用以显示结果代码覆盖
已更改样本 自动添加标识，用以显示样本类型或水平覆盖
QC 前 用户提供的标识，以便在测量之前重复样本
自由文本 用户提供的自由文本标识
DELTA 最初和确认计算的 CV% 超过给定的“Delta CV% 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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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部分
试剂盒批次编辑器
标题：
• 关于试剂盒批次编辑器
• 试剂批次编辑器的用途
• 试剂盒批次输入详解
• 检测项目参数
• 管理质控材料
• 参考曲线功能
• 用于管理试剂盒批次信息的附加功能



关于试剂盒批次编辑器
试剂盒批次编辑器为用户提供了详细的新试剂盒批次输入方法。另外，该模块还可使用已存在的校准曲线作为参考
曲线以及对预定的切值进行编辑。

试剂盒批次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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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批次编辑器的用途
试剂盒批次编辑器是一个应用程序，提供管理系统配置的功能。
例如，当开始使用实验室收到的新试剂盒时，将运行试剂盒批次编辑器。程序的证书读取功能指导用户扫描含有试
剂盒批次信息的证书条形码。

试剂盒批次编辑器的主视图左侧是“检测项目运行定义”（Assay Run Definition）列表。其中包含系统中已激活的运
行定义。
请参阅第 如何激活检测项目 节，了解有关如何将新运行定义添加到列表中的说明。
列表右侧是目前选择检测项目运行定义的试剂盒批次列表。目前激活的试剂盒批次以粗体在列表中高亮显示。
主窗口右侧是关于试剂盒批次（试剂盒批次名称、微孔板批次 ID、试剂盒批次有效期和其它批次数据）以及关于校
准品（校准品批次 ID、校准品单位和指定校准品标称浓度值）的详细信息。扫描证书条形码时，所有数据都被读入
到系统中，不需要手动编辑。
下面讲解如何激活试剂盒批次（参见 如何将试剂盒批次设置为激活状态 , 见第 52 页）。
该程序具有支持专业用户的多种功能。对于常规用户，可用功能少些。因此，在打开程序时，会发现新建（New）
和删除（Delete）工具栏按钮以及主窗口右侧的字段被禁用，与之前图片中显示的不同。
试剂盒批次编辑器也用于启动参考曲线功能，可用于从现有校准曲线中建立参考曲线（参见 参考曲线功能 , 见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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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批次输入详解
您可以手动输入新试剂盒批次，或者如果批次信息在质量控制证书上以条形码提供，也可以使用证书读取功能。该
功能提供了一种简单省时的试剂盒批次信息输入方式。可从试剂盒批次编辑器主窗口使用该功能。

如何输入新试剂盒批次
要输入的信息包括试剂盒批次编号、浓度代码以及试剂盒批次的有效期。在每个试剂盒包装内的质量控制证书上可
以找到此信息。使用新批次的第一个试剂盒的质量控制证书。
1. 点击新（New）工具栏按钮或者从试剂盒批次（Kitlot）菜单中选择新。
2. 在添加新试剂盒批次（Add New Kitlot）对话框中，输入试剂盒批次编号。开始输入时，新建（Create new）
（OK）按钮将激活。

3. 点击新建（Create new）（OK）按钮。
4. 输入微孔板批次和校准品批次（如果试剂盒有此信息）。
5. 如果您打算更改标准品的单位，点击显示已有单位区域的下拉菜单，就会出现其他可选单位。
6. 在相应字段中输入校准品的确切值；请注意所使用的单位。
7. 通过在字段中输入日期或点击字段右侧箭头后从下拉日历中选择日期来设置使用期限。
8. 将试剂批次和方案版本编号输入到其它批次列表中。
试剂批次编号有两种类型："## ######" 和 "#### ######"。第一部分为试剂 ID，用于指定试剂，第二部分为指
定试剂的批次编号。批次编号始终为 6 位数，但是 ID 可以是 2 位数或 4 位数。必须使用空格分隔试剂 ID 和批次
编号。试剂 ID 必须与试剂瓶上的相应试剂代码相符。
方案版本编号的格式为 "9000 ##"。9000 表明该值用于储存方案版本编号，## 是实际编号。例如，方案第一版的
方案版本是 01。列表内输入的值将是 9000 01。

9. 最后，要保存已设定的设置，按下工具栏上的保存（Save）按钮或者点击文件（File）菜单中的保存（Save）选
项。

如何将试剂盒批次设置为激活状态
用于特定检测项目运行的一个试剂盒批次可能为激活状态。如果测量仪器未发送批次编号，则认为运行中使用已处
于激活状态的批次。在试剂盒批次编辑器中，在窗口中部的试剂盒批次（Kit Lot）列中会将其标记为粗体。
1. 要激活某试剂盒批次，可以点击将其选中。设置为激活状态（Set as Active）按钮将被激活。
2. 点击设置为激活状态（Set as Active）按钮。

如何扫描证书条形码
这仅适用于批次信息在试剂盒质量控制证书上以条形码形式提供时。
1. 点击证书（Certificate）按钮或点击试剂盒批次（Kitlot）菜单中的证书（Certificate）菜单项。
2. 打开读取证书（Read Certificate）对话框后，扫描条形码（遵循条形码扫描设备的说明执行操作）。
证书可能含有一个或多个条形码，或为传统的一维条形码，或为二维条形码。若其中含有多个条形码，用户可能
会发现以列出的顺序扫描条形码最为方便，但系统接受任何顺序。扫描了一个条形码之后，对话框的下部会显示
已扫描的条形码 [A]，对话框底部的状态栏中会显示目前已扫描条形码的信息 [B]。扫描完所有条形码后，保存
（Save）按钮会被激活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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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证书的所有条形码均被读取之后，应用程序将根据正在执行的操作类型显示信息：
如果已扫描新试剂盒批次，应用程序将显示试剂盒批次编号和有效期截止日。
如果扫描一个已存在的批号，应用程序将显示当前配置和质量控制证书数据之间的比较。
注释: 弹出窗口会限制显示的文本量。查看其他被隐去的文本，选择适当的行宽，一个提示框会显示该行中的所
有文本。
接受和保存质量控制证书信息之前，用户也可以更改单位，使其与选择的分析物/试剂盒相关联。要更改单位，
则选择证书单位（Certificate Units）行并选择所需测量单位，或者输入您的首选单位。
如果选择或输入的单位无效，则会显示一个消息对话框，提示重置表格中当前使用的单位。也可在单位后面添加
后  B（血液）或 S（血清）。证书使用的单位将显示于下方表格中的证书单位（Certificate Units）行中。单位被
设置后，即可保存证书数据。

3. 点击保存（Save）可以保存整个证书。
状态栏中将显示确认保存。
您通常会希望按原样保存整个证书。但如果存在多个检测项目运行定义，则可以选择涉及的那个定义。

4. 勾选或取消勾选表格中的相应检测项目运行定义即可进行更改。
如果证书只包含一种检测项目运行定义，在读取证书（Read Certificate）对话框中则不显示检测项目运行定义列。

如何手动输入条形码信息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不能扫描条形码，则可以使用键盘输入条形码编号。
1. 点击手动输入（Manual entry）按钮，将显示一个对话框。

2. 每输入一行条形码编码，请点击一下 OK 确定。
该对话框将在最后一个条形码输入完成后自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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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随时点击取消（Cancel）按钮退出操作。因此可以只输入部分条形码，比如在不能读取原证书上一行条形码
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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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参数
使用试剂盒批次编辑器可以编辑检测项目运行的一些定义属性以及预定义的截断值。

如何编辑运行定义属性
可编辑属性包括测试的可报告显示名称、浓度格式以及报告限值。
1. 在检测项目（Assay）菜单下选择属性（Properties）。
将打开“检测项目运行定义属性”（Assay run definition properties）对话框。

2. 指定分析物显示名称。
3. 指定浓度格式。
• 使用符号 0 来定义小数位数（例如，如果总是使用两位小数，如“12.30”，则使用格式：0.00）。
• 使用符号 * 来定义有效数字位数（例如，要具有三位有效数字“12.3”，则使用格式：***）。
• 在浓度格式中使用字母 Z 可将负值强制打印为 0（使用格式：0.0 Z）。
• 例如，要使有效数字为 3 位且具有最多 2 位小数，并避免出现负浓度值，浓度格式可使用以下值：0.00 ***

Z。
4. 如有需要，请编辑切值。
其中任何一个或两个限值均可以保持空白。当指定限值超出试剂盒批次数值时，则会根据在此提供的数值设置校
准比例数值。
可编辑浓度单位，限制条件如下：
• 您可以使用 B 或 S 表示血液或血清，否则软件将使用为试剂盒批次分配的单位。
• 您可以更改单位的 SI 前 ，但不能更改实际单位。例如，您可以将 ng/mL 更改为 mg/dL，但不能将 ng/mL
更改为 nmol/mL。

该对话框中将显示浓度单位，但不可编辑。如果需要更改，则在读取证书时执行该操作。

如何编辑预定的切值
1. 在检测项目（Assay）菜单下选择切值范围（Cutoff Limit）。
将打开编辑切值范围（Edit Cutoff Limits）对话框。根据您的系统设置，只要您点击保存（Save）或单独点击激活
（Activate），即可激活截断值。如果是单独点击，可通过窗口中的选项按钮查看当前截断值或编辑截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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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升序输入最初结果和重测结果的截断值。
注释: “升序”在此表示从上到下填入列时截断值不断递增。
最初和重新测试具有两个截断值，因为截断值可把样本分为三类：正常、临界和推断阳性。例如，hTSH-I-60 为
推断阳性，那么第一个值即为推断阳性与临界之间的截断值。

3. 在使用 Windows 共同用户权限（如管理员等）时，这样可以帮助跟踪谁做过更改。
如果存在需要保存的更改，则会启用保存（Save）按钮。

4. 点击保存（Save）确认执行的编辑。
要打印截断值，则点击打印（Print）按钮。

如何更改样本布局
可以永久性地定义校准品和质控品的样本布局和位置，使其可在微孔板生成器或 SPW 导入中使用。
1. 在检测项目（Assay）菜单中，选择样本图（Sample map）。
2. 定义质控品水平名称。检测项目定义中的名称必须具有独特性。

3. 选择要定义的微孔板图以方便日后使用。注意，SPW 只能使用微孔板图 1 和 2。微孔板图 1 包含校准品，而微孔
板图 2 则不含。

4. 对于每个微孔板，您可以将微孔板图设置为单独定义，也可以设置为与另一个现有微孔板相同。

5. 要定义特殊末端质控品，可使用按钮 >|。
将末端质控品置于样本列表中微孔板开始处，用于结束检测项目。这些质控品被置于下一个未使用患者微孔中，
将取代其余位置的任何其它质控品。

6. 标记一个或多个微孔，松开鼠标键并选择这些微孔中需要的样本定义。“<空>”（<Empty>）为完全不使用。“<
未知>”（<Unknown>）适用于患者。字母 A-F 适用于校准品，其它文本为质控样本。

7. 要保存样本定义，点击确定（OK）。要放弃这些更改，点击取消（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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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质控材料
采取下述步骤来管理质控材料。点击质控品 （Controls）工具栏按钮。将打开质控材料（Control Materials）窗口。

要添加新材料时，请点击新（New）从头创建，或者点击复制（Copy）来复制选中的条目。要删除材料时，从列表
中选中要删除的条目并点击删除（Delete）。
点击相应的字段可以设置有效期截止日和／或供应商代码。从列表中选择材料时，窗口右侧字段内将填入使用选中
材料的检测项目列表。
也可以根据需要使用仪器来筛选检测项目列表。
要在检测项目中开始使用材料时，点击 QC 水平（QC level）列内相应的单元，从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质控水平。
如果需要增加新的水平，在其中一个空行中输入新水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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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曲线功能
参考曲线功能用于管理与试剂盒批次相关的校准曲线。特别是通过对视为合适的现有校准曲线求和建立参考曲线。
选择校准试剂盒批次时，工具栏上的参考按钮和操作菜单上的参考曲线项目将被同时激活。

如何创建参考曲线
点击参考（Reference）工具条按钮或从试剂盒批次（Kitlot）菜单中选择参考曲线（Reference Curves）。
参考曲线（Reference Curves）屏幕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通过这些部分可以：
• 筛选一系列校准曲线 [A]，
• 挑选合适的曲线并求和以形成参考曲线 [B]，
• 检查校准曲线、求和曲线和参考曲线 [C]。

筛选窗格
要设置筛选，首先需要指定测试。
点击测试（Test）：框旁边的箭头，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只有在试剂盒批次有多项测试时才需要执行该操作。
对于指定测试，现在可以选择校准曲线创建日期的时期。时期的开始和结束具有日期（Date）：框。
点击一个日期范围方框侧面的箭头可从下拉日历中指定日期。选择日期后，日期字段左侧的复选框将标记为已选
中。
如果要指定开放期限，例如，指定日期之前的任何时间，请确保仅选中了指定日期。
仪器（Instruments）：列表允许对特定仪器创建的校准参数进行筛选（如果具有多台 GSP仪器的话）。默认条件
下所有仪器为选中。
取消选中列表中的某仪器，可以从校准曲线列表中删除使用该仪器创建的校准参数。
除了上述筛选选项以外，还提供了一个复选框用以选择是否在校准列表中始终显示用于计算所选测试的当前参考曲
线的所有曲线，无论日期或仪器筛选选项如何设定。

校准曲线界面
校准曲线列表包含所有符合筛选条件的已被接受的校准曲线。字体颜色对应曲线浏览器上的曲线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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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条曲线均会显示下列信息。
• 选择状态：用复选框表示。若复选框为选中状态，则表示已选择该校准曲线进行求和；若复选框为未选中状态，
则表示未选择该曲线。

• 曲线：校准曲线名称
• 状态：表示已使用该曲线（状态文本为“已使用”）创建当前参考曲线；或未使用该曲线（状态文本为“未使
用”）。

• 仪器：仪器名称，如果未指定仪器名称，则显示 "<N/A>"
• 日期：校准曲线的创建日期
校准曲线选择列表下面显示当前参考曲线（如有）信息。
选中选择状态复选框即可选择该校准曲线进行求和。
选中的曲线以蓝色字体表示。若选择了至少两条曲线，则会对曲线进行自动求和，以创建所选曲线的平均值，且曲
线浏览器上会显示已求和曲线。校准曲线选择列表下方将出现文本“选定曲线的平均值”（Average of selected
curves），并且平均值构成的新参考曲线（New Reference Curve from Average）和导出（Export）按钮启用。
可使用平均值构成的新参考曲线（New Reference Curve from Average）按钮将已求和曲线另存为新参考曲线。
点击平均值构成的新参考曲线（New Reference Curve from Average）按钮。
在新建曲线（Create New Curve）对话框中输入新参考曲线的名称。

新曲线的默认名称包含采用连字号 (-) 分隔的参考曲线的索引编号以及用于创建该曲线的求和曲线数量。对曲线进行
命名后，即表示该曲线已创建完毕，并取代以前的参考曲线。
导出（Export）按钮用于以二进制文件导出已求和曲线的数据。系统将会提示用户输入用于保存导出曲线数据的文
件路径和名称。

曲线浏览器界面
曲线浏览器用于查看校准曲线、通过对所选校准曲线进行求和创建的平均值曲线以及现有参考曲线。
曲线显示屏幕的上面有多个选项，通过这些选项可选择在曲线显示屏幕上显示哪些曲线（除计算的平均曲线以
外）。
可能的选择包括
• 当前参考曲线和所选曲线
• 当前参考曲线
• 所有参考曲线
选择其中一个选项。根据选择的选项，曲线显示屏幕上将显示使用下述颜色代码的相应曲线。
• 黑色粗体曲线：计算的平均曲线，或者，若所选的用于计算平均曲线的曲线数量不足，则为当前参考曲线。
• 灰色曲线：当前参考曲线，前提条件是已经计算平均曲线。
• 黑色曲线：其它参考曲线
• 蓝色曲线：选定校准曲线
若对创建的参考曲线满意，则点击 OK 按钮确定。之后将保存新曲线，参考曲线功能将关闭。
如果想在前期的任何阶段放弃更改，可以点击 取消（Cancel）按钮取消。该功能将会关闭，且不会保存任何更改。
关闭参考曲线（Reference Curves）页面后，试剂盒批次编辑器的主窗口将再次激活。
点击窗口右上角的关闭（Close）按钮也可以关闭参考曲线（Reference Curves）页面。
如有任何未保存到数据库的新参考曲线，则会弹出一个退出确认对话框，询问是否要保存所作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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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管理试剂盒批次信息的附加功能
常规用户通常会通过读码器输入试剂盒批次信息。
如果采用此种操作方式，则以下直到如何删除试剂盒批次 , 见第 60 页，的内容可能对您不适用，可以略过。

如何重设更改
在选择任何其它试剂盒批次进行编辑（或者按下 保存按钮之前，可以撤消对所选试剂盒批次属性的更改。
点击重设（Reset）工具栏按钮或者从试剂盒批次（Kitlot）菜单中选择重设（Reset）。

如何删除试剂盒批次
删除试剂盒批次后，也将会删除其下的所有测试批次和校准参数。如果删除的试剂盒批次是检测项目中处于激活状
态的试剂盒批次，则剩余试剂盒批次中的第一个批次将被设为激活状态试剂盒批次（除非删除的试剂盒批次是该检
测项目运行的唯一批次）。
1. 首先选择要删除的试剂盒批次。
2. 点击删除（Delete）工具栏按钮或者从试剂盒批次（Kitlot）菜单中选择删除（Delete）。
3. 点击 OK 确认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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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质量控制

用途
GSP® 工作站Wallac 质量控制是一个旨在有效管理的质控数据的程序。该程序和 PerkinElmer 全自动荧光免疫分析仪
配套使用，构成仪器 GSP 工作站软件的一部分。

检测项目质量控制建立在对质控样本的测量基础之上。尽管每个实验室将确定其测试质控的具体规则，典型的常用
做法是在每个微孔板上重复运行不同的质控样品。使用 Wallac 质量控制程序可以储存和浏览所采用质控材料的结
果，并提供不同的图选项用于监控与质控材料相关的质控水平。
Wallac 质量控制程序包括用户实验室内所使用的全部质控运行定义、质控材料和质控多规则信息。这些术语和其他
一些关键概念的意义在页面的表格内有说明。
程序的使用过程包括指定质控材料并将其分配到某个质控水平。
以质控材料为基础的连续性测试会产生一系列的数据点，这些数据点构成追溯项目。
质控水平成份为特定质控材料、多规则、目标值和预计标准差的追溯项目。
质控水平的目标值和预期标准差（SD 限值）可以建立在追溯项目的实际平均值或用户设置的任何值的基础之上。

如何启动 Wallac 质量控制
可以使用多种方式启动该程序。
1. 从计算机的桌面图标或程序开始菜单启动程序。
开启程序之后，会短暂显示程序的启动画面，其中包括程序名称和版本号。
您随后看到的第一个屏幕图像将与上次关闭程序时处于活动状态的图像相同。（例如，用途 , 见第 62 页中的显示
画面。）

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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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

程序的结构
Wallac 质量控制程序具有一致的可视化结构，使用 Microsoft 程序的用户将会很熟悉。每个显示屏的主要部分（见下
图）都有快捷方式栏 [A]、菜单栏 [B]、工具栏 [C]、标题栏 [D]、导航目录 [E] 和主客户区 [F]。

点击“导航目录”（Navigation Tree）或者快捷方式栏内的一个条目，客户区内将显示所选择的信息。
使用“导航目录”（Navigation Tree）可以查找和选择任何项，包括“质控运行定义”（QC run definition）、“材
料”（QC material）或者“多规则”（QC multirule）。
实际使用中，大多数用户并不需要定期使用“导航目录”（Navigation Tree）下的绝大多数条目。为简便起见，可以
为那些需要的条目创建快捷方式，并将其放置到快捷方式栏中，从而和已提供的快捷方式并列使用或者将它们替
代。用户也可以创建新的快捷方式组来补充现有的标记为 QC 的快捷方式。然后就可以关闭导航目录，由此获得便于
使用的大客户区域。

导航目录
如果在屏幕上看不到“导航目录”（Navigation Tree），则可以从查看（View）菜单打开（请参阅如何关闭或者打开
导航目录 , 见第 64 页了解详情）。
在下图中，左侧为部分分支打开、部分关闭的“导航目录”（Navigation Tree）。

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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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关闭的分支的旁边都有一个带加号的小方框 [A]。该符号表明还可以得到含有更多信息的分支。点击这些加号将
打开分支。打开分支之后，框中的加号就变成了减号。如果点击减号将关闭该分支，减号又变为加号。可以同时打
开任一或全部可用信息分支。

如何关闭或者打开导航目录
有时可能需要关闭“导航目录”。
或，
1. 点击“导航目录”（Navigation Tree）旁边的叉号

或，
1. 点击 View（查看）菜单查看菜单项下的 Navigation Tree （导航目录）条目（该条目旁边的对勾将消失）。

执行下面步骤可以打开或者重新打开导航目录：
1. 点击 View（查看）菜单项查看菜单项下的 Navigation Tree（导航目录）条目（该条目旁边的对勾将出现）。

快捷方式

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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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创建快捷方式
可以使用多种方式创建快捷方式。

或，
1. 从导航目录中选择需要创建快捷方式的条目。
2. 将其拖到快捷方式栏内。
或，
1. 右键点击导航目录内的条目。
2.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New shortcut（新快捷方式）。
或者（如果导航目录关闭的话），
1. 在快捷方式栏内点击鼠标右键。
2. 从扩展下拉菜单中选择 New shortcut（新快捷方式）。
3. 从出现的目录中选择需要创建快捷方式的条目。

如何创建快捷方式组
1. 在快捷方式栏内点击鼠标右键。
2. 从扩展下拉菜单中选择 New Group（新组）。
3. 为新快捷方式组命名。

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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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删除快捷方式或快捷方式组
删除不再使用的快捷方式可以清理桌面。
1. 用鼠标右键点击想要删除的快捷方式按钮。

如何关闭或打开快捷方式栏
可以使用快捷方式栏或导航目录操作，或者也可以将二者都打开。
执行下面步骤可以关闭或者打开快捷方式栏，
1. 点击 View（查看）菜单查看菜单下的 Shortcut Bar（快捷方式栏）条目（见上图）。
打开快捷方式栏时，快捷方式栏（Shortcut Bar）项旁边将显示一个勾号。

用于导航的工作栏按钮
工具栏左侧有两个用于导航的按钮。它们标有后退（Back）和前进（Forward）字样。

注释: 取决于您所在的位置和本地设置，这两个按钮中的任一按钮可能被禁用。
任何熟悉网页浏览程序的用户都能够直观地使用后退（Back）按钮和前进（Forward）按钮。
1. 点击 Back（后退）可以返回先前的屏幕显示界面。
2. 不断点击 Back（后退）可以继续滚动返回。
注释: 使用后退（Back）按钮时，前进（Forward）按钮将处于未激活状态。

3. 点击 Forward（前进）按钮可以返回点击 Back（后退）之前的显示界面，或者退回任何一个中间的显示界面。

其他工具栏按钮
工具栏还包含一些其它按钮，这些按钮可能有一些不同，具体取决于您所处的工作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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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这些按钮可以执行保存和打印功能，或者选择不同的质控信息显示方式或绘图方式。这些功能将在本手册的下
面一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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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
如前所述，实验质量控制的基础功能是监控质控样品水平。本节说明了 Wallac 质量控制程序的主要功能，并在开头
解释了如何定义质控水平。

质控水平配置
定义质控水平包括指定追溯项目、多规则和极值。使用配置显示界面指定这些规格，还可以使用该界面编辑质控水
平和追溯项目。
1. 点击工具栏上的 Config（配置）按钮

在“导航目录”（Navigation Tree）中（如果您没有看到“导航目录”[Navigation Tree]，请参阅如何关闭或者打
开导航目录 , 见第 64 页，了解有关如何将其打开的说明），您将看到质控水平列表。

2. 选择要定义的质控水平名称。
注释: 可以输入与质控运行定义（见下一节）相关联的新质控水平名称，这些名称将在此处显示。

如何选择追溯项目
使用“水平”（Level）配置显示屏的中间窗格可以选择追溯项目（质控水平配置 , 见第 68 页）。
1. 点击追溯项目 (Trace) [A] 的任一位置。
将出现追溯项目选择对话框。

2.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可用于选择的四个不同列表之一
选项包括：
• “不含与当前质控运行定义关联的水平的追溯项目”（Traces without level connected to current QC run

definition）
• “与当前水平关联的追溯项目”（Traces connected to current level）
• “与当前质控运行定义关联的所有追溯项目”（All traces connected to current QC Run definition）
• “所有其它质控材料”（All other QC materials）

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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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列表内显示的追溯项目之一。
列表如下，在第 2 阶段选择了所有其它质控材料（All other QC materials）
注释: 请务必记住，除非追溯项目具有与其相关联的结果，否则系统不会将其识别为追溯项目。一个已命名但是
未记录结果的“追溯项目”将只显示在“All other QC materials（所有其它质控材料）”列表中。
选择追溯项目之后，可以在水平配置显示界面 [B] 内的下部窗格中设置标准差极值和目标值。

4. 点击右键添加限值，或直接输入新值以替换现有值

需要的其他选项
从“配置”（Configuration）显示屏右上角窗格顶部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多规则（如质控水平配置 , 见第 68 页中所
示）。

测试运行定义
点击列表栏上的 Assay Run definitions（测试运行定义）快捷方式按钮将在导航目录导航目录中出现一列定义名
称。该名称列为只读状态，因为测试运行定义的基本属性源自于使用不同程序定义的试验运行定义。
用户可以浏览和任何测试运行定义相关的质控水平和追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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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条目模式可以获得更多信息。
1. 选择想要的测试运行定义名称。
客户区将显示有关选定项的信息。

如何添加新的质控水平
在项目模式下，客户区分为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为已选实验运行定义的质控水平列表。从工具栏上的下拉列表中选
择运行 ID。

该列表在上部窗格中且可编辑，通过将新质控水平名称插入到空行中，即可添加新水平。最初该空行是最下面一
行。
1. 滚动至列表底部。
2. 在底部空行内输入新水平名称。
3. 输入说明（取决于用户配置，可能看到 Description（说明）旁边的附加字段标题。如果显示这些标题，请输入
与这些字段相关的质控水平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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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编辑质控水平
通过输入到表格中，可以编辑单个质控水平的基本属性（即名称、描述等）。

但是要注意无法在这里输入追溯项目，目标值，标准差极值水平配置的设置。要定义这些，您需要使用质控水平配
置 , 见第 68 页下描述的配置菜单。
质控运行定义显示屏的下部为最新运行和点数据网格。

水平（Level）列中包括质控水平和质控追溯项目名称。追溯项目由括号中其材料名称识别。
Point（点）是每个质控运行数目。
Value（值）是计算得出的浓度值。
Z-Score是点值和目标值差异的标准差数。除了本列内的数值以外，后面两列（+ 或 -）内的彩条便于同时查看正负号
和 Z-分数范围。彩条越长，数值越大。数值大于 +3 SD 或小于–3 SD 时，彩条为红色。否则为绿色。
注释: Z-分数的计算建立在用于定义质控水平的设定极值基础之上，而不是测量点的标准差。
Flags（旗标）指向该数据点可能违背规则的情况。
注释: 仅描述一项违背规则的情况。如果超出一项的话，将描述违背规则最严重的情况。
2SD Range（2SD 范围）显示两个标准差范围内的数值。2SD 范围（以及上图未显示的目标值）值建立在计算时为追
溯项目设定的极值基础之上。
Notes（注释）字段中用户可以填入少量文字。

质控材料
点击列表栏上的质控材料（QC Materials）快捷方式按钮将出现一个质控材料名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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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输入新质控材料
可以执行下述步骤输入新材料名称。
1. 在表格内的底行输入新材料名称。

2. 提供属性（显示名称，需要时还可提供描述）
之后便可输入新材料的属性。

3. 通过点击“导航目录”（Navigation Tree）中的质控材料名称，进入项目模式。

质控多规则
您可以点击质控（QC）多规则（Multirules）快捷方式按钮，查看当前可用的多规则，或者可以点击“导航目录”
（Navigation Tree）中的质控（QC）多规则（Multirules）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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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在显示屏右侧的客户区中看到可用的多规则列表。使用“导航目录”（Navigation Tree）还可以通过点击质控
（QC）多规则（Multirules）旁边的加号，在“导航目录”（Navigation Tree）中查看多规则名称。

与质控运行定义和质控材料一样，您可以在表格底线中输入名称来添加新的多规则。在列表模式下，您可以在此处
提供多规则的描述，但是若要输入更多信息，可点击“导航目录”（Navigation Tree）或客户区中的规则名称来进入
项目模式。
双击单个规则或选择用鼠标右键点击单个规则所打开的
菜单中的“编辑”（Edit）来打开规则编辑器。

用鼠标右键点击客户区下部的空白空间还可以创建新规则。
有四个基本规则类型，每个规则都基于指定的点数和/或 Z 分数值。
第四个规则类型（如上所示，与“规则编辑器”（Rule Editor）对话框中列出的一样）还可用于选择两张图来表达点
超过指定 Z 分数值的比例。

规则的范围定义了在应用规则时考虑数据的期限。
该范围可能只包括结果范围（正常情况下为当前正在测
量的微孔板）、运行或整个水平。

还提供了违反指定规则的严重程度的指示。可供选择的
严重程度有通知（Notify）、已中止（Held）和已阻止
（Prev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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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和刷新功能

如何在数据库保存更改
使用 Wallac 质量控制时，您需要编辑从数据
库提取的信息。在通过手动保存更改来更新数
据库之前，您进行的更改将不会激活。

只要没有未保存的更改，工具栏上的保存（Save）按钮即为禁用状态。一旦输入或更改一项数据，Save（保存）按
钮将被激活。这同样适用于文件（File）菜单中的保存（Save）项。
执行下面步骤可以保存数据：
1. 点击保存（Save）按钮或选择文件（File）菜单中的
保存（Save）项。

如何更新显示屏
使用刷新功能可以从数据库中重新读取数据。

1. 点击工具栏上 Refresh（刷新）按钮。
点击刷新（Refresh）还可确保使用获得的任何新质控结果更新程序。

打印

如何获得图的硬拷贝
在任何时候，您都可以将在屏幕上看到的内容打印出来。用户可能想要打印整个客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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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文件（File）菜单中选择打印当前视图（Print
Current View）。
如果屏幕上有图，例如 Levey-Jennings图，并只需要
该图的硬拷贝，可以只打印该追溯项目。

2. 选择 Print Trace（打印追溯项目）

如何根据已定义报告模式打印
除了打印当前视图，您还可以根据指定的报告格式打印“LJ 图”（LJ Plots）、“直方图”（Histograms）和“网
格”（Grids）。
1. 从文件（File）菜单中选择打印（Print）项
出现的打印对话框中列有当前定义的打印格式。高亮突出显示的定义在下面报告说明部分内进行总结。

2. 如果需要编辑定义或者从头开始创建新定义，请点击 Edit（编辑）或者 New report（新报告）按钮。
将打开相应的对话框，用于编辑或创建新的打印定义。

3. 为新打印定义输入名称和说明（如果要创建新定义的话）。
4. 选择打印输出所对应的运行定义。
5. 使用基础筛选或图表筛选。
6. 点击 OK
7. 点击 Yes（是）确认更改。编辑打印定义（Edit Print Definition）对话框关闭
8. 在打印对话框内选择合适的定义，点击 Print（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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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您将看到打印预览。

使用工具栏中的导航按钮 [A] 可以查看您打印的项目的第一页、下一页、上一页或者最后一页。

这四个导航按钮的后面是打印（Print）按钮 [B]，紧接着是页面设置（Page setup）按钮 [C]，可以用来选择打印
机和纸张规格等。然后还有缩放（Zoom）按钮 [D]，可以用来缩放报告的尺寸。工具栏的右侧有一个写到 PDF 格
式（Write to PDF）按钮 [E]，可以用来将打印结果另存为 PDF 文件。

9. 按下打印（Print）按钮可以进行纸版打印

如何保存或删除打印定义
如果用户已创建新的打印定义，用户一旦点击 OK（确定）批准该定义，那么该定义将被保存。

1. 选择一项定义并点击 Delete（删除）按钮，由此可以删除该定义。

质控水平和质控追溯项目的图选项
前面已经介绍具体测试的总结信息（见运行 ID 代码定义）。下面将介绍质控水平和质控追溯项目的全部信息。
1. 点击“导航目录”（Navigation Tree）中的某一特定质控水平或追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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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水平可以用显示在其旁边的图标与质控追溯项目进行区分。在上图中，名为 Q1 和 Q2 的质控
追溯项目显示在各种质控水平下方。

对于质控水平和追溯项目，信息都可能以 Levey-Jennings 图、直方图或网格的形式显示。您首先
看到的显示形式取决于活动的设置，即，您将看到与上次检查质控水平或追溯项目时相同的显示
形式。无论在客户区的显示形式如何，工具栏都将显示如下按钮。
除配置（Config）按钮以外，质控水平和追溯项目的工具栏外观基本相同。此处该按钮为激活状态，但是对于追溯
项目，该按钮始终处于未激活状态。

如何查看质控数据的 Levey-Jennings 图
通过点击工具栏上的 LJ 图（LJ Plot）按钮，您可以查看包含选定水平或追溯项目的数据点的 Levey-Jennings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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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前追溯项目具有一个以上限值，可以从右上角的下拉列表内选择 LJ 图范围。
1. 点击工具栏上的选项（Options）按钮或者在含有图的窗格上点击鼠标右键，然后点击上下文菜单项中的选项
（Options）。

将打开图选项对话框。这样可指定图表的显示方式。

您可以选择如何处理删除点、是否用垂直线指示运行或其它事件的开始（例如，试剂盒批次更改、目标更改或 SD 限
值更改）、是否要显示单位、SD 范围应该是什么、是否包括运行日期以及图上是否包括统计数据。

上一个追溯项目
在可行的情况下，来自质控水平上一个追溯项目的数据点将显示在当前激活的数据点之前。在此情况下，之前的追
溯项目显示为灰色。
在有多个之前追溯项目的情况下，您可以查看任何特定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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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光标移到质控水平之前追溯项目的兴趣点附近
2. 点击鼠标右键并选择聚焦到追溯项目（Focus to Trace）

该追溯项目将变蓝，质控水平的其他部分全部变灰。

如何查看统计数据
无论以 Levey-Jennings 图或是其它显示形式查看质控信息，都可以选择将统计数据显示在屏幕上主图下方。
1. 在图选项对话框左下角勾选显示统计数据（Show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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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图选项对话框内的复选框可以切换显示统计数据。

如何将图限制为仅显示选定数据
您可以将图限制在所选部分数据内。
1. 点击工具栏上的筛选器（Filter）按钮，打开“筛选质控数据”（Filter QC Data）对话框（见下一页）。
基础筛选器共有五种设置选项。用户选择查看的数据可以是来自任何日期为起点的指定月份，当前时期（天、星
期、月、年等等），两个指定日期间的时期，以前的时期，或者截止到目前的时期。

2. 选择合适的按钮。
3. 选择时间范围：开始日期或天数（根据您在第 2 点做出的选择）

除了基本筛选器以外，用户可能需要使用图筛选器限制数据点的数量或者运行次数。
4. 选择 Plot filter（图筛选器）复选框。
5. 通过勾选复选框下方的按钮之一可以选择数据点数或者运行次数。
6.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第 5点）指定想要包括的数据点数或者运行次数。
7. 如果要保存当前的新设置，可以选择 Save as default filter（保存为默认筛选器）复选框。
8. 点击 Apply（执行）按钮可以在不关闭对话框的情况下保存新的筛选器设置。
或者
点击 OK（确定）保存更改，关闭对话框。

注释: 点击 Cancel（取消）将关闭对话框而并不保存上一次点击 Apply（应用）或 OK（确定）之后所作的更改。
注释: 筛选器设置会一直使用。安装程序以后默认设置为最后 200 个数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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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看数据点和运行信息
可以获得任何数据点图的详细信息。
1. 将光标放在数据点上
与此同时该数据点周围将显示灰色圆圈。

2. 在圈内点击鼠标。
所获得的质控数据点信息框将显示该数据点的信息、失控情况以及失控的严重程度。信息框的右下方为 Point is
active（数据点处于激活状态）复选框。不选该框可以浏览不具备该数据点的图。之后，该点也将从统计数据中
被排除。

您可以输入与单个质控点相关的注释。注释区分为两个部分，上半部分用于插入新注释，下半部分用来显示可能
的先前注释。如果添加了新注释，点击 OK（确定）时程序将在注释上添加用户名和时间。更改不会永久保存，
除非您点击了应用程序主窗口中的保存（Save）按钮。
使用“质控点信息”（QC Point Information）对话框可以查看与此特定质控点相关的检测项目系统标识。

3. 点击查看标识...（View Flags…）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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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显示“质控点标识”（QC Point Flags）框，其中包含所有检测项目系统标识，即“运行”（Run）标识、“微
孔板”（Plate）标识以及“点”（Point）标识。

4. 查看旗标以后，点击 Close（关闭）关闭旗标框。
5. 点击 OK（确定）或者 Cancel（取消）退出质控数据点信息对话框。
6. 要获得运行信息，可将鼠标指针移动到轴附近 [A]

轴线将高亮突出显示。
当发生了与质量控制有关的事件时，例如，试剂盒批次更改或设置了追溯项目的新目标值或限值，您一般会希望
了解更多有关运行的信息。此类事件用蓝色垂直线标记。

7. 点击轴线打开 QC Run Information with Events（带事件的质控运行信息）对话框。

注释: 此处还会指示试剂盒批次的更改。新软件版本增加了单位，以指示可能的更改。如果旧数据没有单位或已更
改，则将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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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局部图
也可以放大显示图，仔细查看该图的任何一部分。
1. 使用鼠标选择想要放大浏览数据点的区域。
与此同时光标形式将发生改变。

2. 松开鼠标键。注意平均值和标准差已经计算得出，并作为计数统计数据在选中的数据点（Selected Points）下显
示。

仔细查看局部细节图之后，可以返回整体图。
或，

3. 在图上点击鼠标右键
4. 在下拉菜单中指定标识类型。
或者，

5. 点击工具栏上的重设（Reset）按钮。

如何查看质控数据直方图
通过点击工具栏上的直方图（Historgram），您可以查看依据 z 分数分组的选定水平或追溯项目的数据点直方图，即
数据点偏离目标值的标准差。
1. 点击工具栏上的直方图（Histogram）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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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图选项”（Plot Options）对话框中的“直方图”（Histogram）选项卡可以指定直方图的显示方式。
2. 要打开它，可点击工具栏上的选项（Options）按钮或者在含有图的窗格上点击鼠标右键，然后点击上下文菜单项
中的选项（Options）。

您可以指定条柱的数量和大小，并通过勾选显示统计数据（Show statistics）复选框，指定是否显示统计数据（与
Levey-Jennings 图的方式一样）。

如果用户在放大的局部图上选择数据点（也就是说，“全部数据点”不同于“已选数据点”），条柱数据代表已选
数据点，但是将会出现信封显示全部数据点的数值。
您还可以筛选数据，只查看部分追溯项目的直方图（请参阅如何选择局部图 , 见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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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看/导出点数据
通过点击工具栏上的网格（Grid）按钮，您可以查看包含选定水平或追溯项目的点表格。同其它的图显示方式一
样，选中图选项（Plot options）对话框中的显示统计数据（Show statistics）复选框，可以在屏幕上查看统计数
据。还可以查看筛选过的部分追溯项目的数据表格（请参阅如何选择局部图 , 见第 83 页）。

导出数据
可以把数据输出到 MS Excel 兼容文件（.csv 文件）或者以 Tab 作为分隔符的文本文件中。
1. 点击工具栏上的导出（Export）按钮。

2. 提供文件名以及您计算机或网络上的路径，从保存类型（Save as type）选项中选择文件类型（如需要）。
3. 点击保存（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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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数据
使用清除数据工具可以查看质控数据和配置，清除其中不再需要的条目。
1. 在 Tools（工具）菜单下选择 Purge Data（清除数据）。

出现的对话框中有四个选项。

2. 点击相应的选项卡 — 水平（Levels）、运行（Runs）、材料（Materials）或追溯项目（Traces）
3. 如果已经选择 Levels（水平）或者 Materials（材料），请从对话框上部的下拉列表中进一步选择要清除的材料类
型。
可以使用不同的选项卡窗格进行下列选择：
• 标记为已删除水平
• 无追溯项目水平
• 标记为不具备追溯项目，已删除材料
• 标记为具备追溯项目但无数据点，已删除材料
• 无数据点的运行
• 无数据点的追溯项目
• 具有数据点的追溯项目

4. 通过勾选“清除”（Purge）列中的复选框选择所选列表中的单个项目。
如果您想取消选择已勾选的框，再次点击即可，并且您可以点击窗格底部旁边的全选（Select All）或取消全选
（Deselect All）按钮来选择或取消选择所有复选框。
选好所有需要清除的选项以后，点击 Purge（清除）按钮。
将只清除选择列表中清除栏内被勾选的选项。点击 Close（关闭）按钮将仅关闭对话框而不清除任何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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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追溯项目编辑器
使用追溯项目编辑器工具可以一次激活若干条追溯项目，并限制其设置。
1. 在 Tools（工具）菜单下选择 Trace editor（追溯项目编辑器）。

将打开 Trace editor（追溯项目编辑器）。

2. 要寻找相关的追溯项目，请选择相关的检测项目运行定义（或选择“全部”[All]）

3. 如果您想修改显示追溯项目的期限，可点击时间期限框右侧 [A]。

4. 在打开的“筛选质控数据”（Filter QC Data）框中，指定所需的时间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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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确定（OK）
使用追溯项目编辑器可以进行下列四项操作。激活追溯项目、编辑追溯项目、调整极值和编辑追溯项目状态。在
显示界面的上部可以选择一项操作，页面的下部将显示与用户选择相关的数据网格。每个网格中那些具有黑体字
标题的数据列为可编辑状态。

6. 点击任一数据列标题就可以整理网格内的数据。

如何激活新追溯项目
1. 勾选激活追溯项目按钮
在网格中，您将看到附加到质控水平但尚未设置为激活状态的追溯项目列表。

2. 勾选 Activate Trace（激活追溯项目）列内的复选框可以选择需要激活的追溯项目。
Editable Target（可编辑目标值）和 Editable SD Limit（可编辑标准差极值）列显示来自现有质控数据点的计算
值。

3. 根据需要编辑这些数值。
进行编辑时，Add limit（添加极值）复选框将变为选择状态。

4. 点击 Apply（应用）按钮接受新数值。
注释: 添加新极值时，必须首先输入目标值和标准差值，然后才能选择 Add Limit（添加极值）复选框。而且新编辑
的数值必须有效，如果新数值和当前极值相同，将无法选择 Add Limit（添加极值）复选框。

如何编辑激活追溯项目
1. 要查看处于活动状态的追溯项目，请勾选编辑活动的追溯项目（Edit Active Traces）。
2. 如果您想指定限值，可以修改目标值和/或 SD 值

Add Limit（添加极值）列的复选框将自动变成选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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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仪器列显示 Editable Target（可编辑靶值）和 Editable SD Limit（可编辑 SD 限制值）是从仪器特定限值转
过来的（仪器名称）、一个公共限值，还是一个计算出来的质控值。

3. 点击 Apply（应用）按钮接受新数值。

如何调整极值
您可以比较目标值及标准差值和样品的计算平均值及标准差值。
1. 方法是：勾选 Adjust Limits（调整极值）

当前目标值（Current Target）和当前 SD 限值（Current SD Limit）列显示当前设定限值。目标值差异 %（Target
diff %）和 SD 限值差异 %（SD Limit diff %）列以百分比显示计算值与设定值之间的差异。
Values from（数值来源）列显示用于计算的标本数量。Editable Target（可编辑目标值）和 Editable SD Limit
（可编辑标准差极值）列内已填有计算值。

2. 编辑这些最右侧的列内容可以保存新极值。
Add Limit（添加极值）列的复选框将自动变成选择状态。

3. 点击 Apply（应用）按钮接受新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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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编辑追溯项目状态
您可能想要更改追溯项目的状态。
1. 为此，可勾选编辑追溯项目状态（Edit Trace Statuses）

Current status（当前状态）列显示该追溯项目当前状态为新、激活还是废弃。
New（新）意味着该追溯项目尚未作为水平的激活追溯项目使用。一个水平一次只能有一个激活追溯项目。
Retired（废弃）指的是不再用于质控的追溯项目。

2. 如果需要改变追溯项目状态，选择一个空白复选框。
该追溯项目先前勾选的复选框将变为未选，但是在应用或者保存新设置以前当前状态本身不发生变化。

与使用追溯项目编辑器执行的其它任务所显示的网格不同，编辑追溯项目状态（Edit Trace Statuses）网格还列出
了那些尚未分配到任何水平的追溯项目。未分配到任何水平的追溯项目始终显示为新（New），并且在设置水平
之前不能更改其状态。
可以根据需要连接追溯项目和水平，甚至可以直接在网格内改变当前附件。

3. 点击特定追溯项目的 Level（水平）列。
将出现所选追溯项目的质控运行定义水平下拉列表。

4. 点击菜单内相应的水平可以进行选择或者改变选择。
同样也可以选择或者改变水平的多规则。

5. 点击特定追溯项目的 Multirule（多规则）列。
出现的下拉列表中将包括质控系统内的全部多规则。

6. 点击菜单内相应的水平可以进行选择或者改变选择。
对于所有使用 Edit Trace Statuses（编辑追溯项目状态）网格进行的改变，其待改变状态的字体将以黑体字显
示。

7. 点击 Apply（应用）按钮接受新值，如果已经完成追溯项目编辑，点击 Close（关闭）关闭。
点击 Apply（应用）和 Close（关闭）按钮时，都将出现信息框要求用户确认想要保存或者取消所做的改动。
有关多个追溯项目激活的一般信息，另请参阅中的多个追溯项目和极值激活 , 见第 90 页。

中的多个追溯项目和极值激活
只有当用户激活一种新材料并设置极值以后，才可以把它用于质量控制。通过选择尚未激活的质控材料，并以“*-
*”形式命名，用户就可以选择质控材料。所有和该材料以及其他名称前部分相同的材料相关联的追溯项目均可以被
激活。每个追溯项目的当前平均值和标准差建议为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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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质控材料是带有独特条形码的单张卡片。属于相同批次的质控卡拥有相同的质控品批号，该批号为其条形码的
一部分。例如，质控品批号可能是示例质控卡条形码上的黑体字部分：
Q12345601004857

一张质控卡可能有多个水平。如果上面的示例卡包括低、中、高水平的质控品，这些水平分别标识为：
123456-1

123456-2

123456-3

这种命名系统用于打孔仪，随试剂盒批号输入程序。
单水平卡不具备水平后 。
如果测试配置中的一个质控水平名称和质控样本名称匹配，那么新创建的追溯项目将自动与该水平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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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V
部分
微孔板生成器
标题：
• 使用微孔板生成器



使用微孔板生成器
微孔板生成器是一个提供附加功能的单独应用程序，当未从工作列表或通过连接的打孔器生成微孔板时，可为 GSP
Workstation 手动生成微孔板信息。

如何生成微孔板
1. 点击输入条形码（Enter barcode）按钮并输入条形码。

注释: 如有可能，应使用条形码扫描仪读取条形码。
如果您输入的微孔板条形码已存在于数据库中，且仍处于已打孔状态，则程序将显示以下对话框。

2.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测试。
在微孔板编号（Plate number）字段的下拉列表中输入独立微孔板的相应编号。

3. 从预定义的微孔板定义中选择微孔板编号。
4. 输入第一个样本代码和样本数量及复测数。将自动限制样本数量，以匹配当前微孔板。

选择“添加样本”确认选择。样本代码是按顺序生成的。已填充的微孔变为深绿色，使用工具提示显示代码。

微孔板生成器
使用微孔板生成器

94



几乎对所有代码都可多次执行此操作。但是，代码结尾数字应允许按顺序编号；否则，生成的代码需变得更长
才能使编号增加。

5. 输入样本编号后，将使用所选微孔表示插入点。可以更改插入点或移除特定样本。

6. 可以从列表中添加之前失败的质控品和确认的样本。选择样本并按下左侧的箭头按钮。

初测（Initials）—— 预输入到系统中，仅供验证使用
初测失败（Failed Initials）—— 已删除的测试或标为红色的结果
重测（Retests）—— 确认
重测失败（Failed Retests）—— 被拒绝的确认
每组均显示重复，例如 (x 2)。用户输入的重复对此没有任何影响。

7. 如果该微孔板为检测项目中最后一块含有未使用微孔的微孔板，则按下“填满不完全微孔板”（Complete
partial plate）接上可能的末端质控并标记空白孔为休眠状态。

8. 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在线性列表中看到当前选定的样本。可使用右上角的 X 号关闭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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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果您想在微孔板布局生成时自动打印，可勾选“打印”（Print）框。
在以后准备微孔板时，该复选框将保持其选中或未选中状态作为默认设置。

10. 此外，点击所需微孔可显示一个列表，在此可对微孔板图进行编辑。

也可以按住鼠标按钮并在微孔上移动光标，来选择一组微孔。
11. 从列表中进行选择时，将相应地更新微孔板图。
12. 完成所有编辑后，点击下列项目：

• 如果微孔板仍有未用的微孔，则点击填满不完全微孔板（Complete partial plate）。该操作将从下一可用病
人微孔开始放置末端质控品并使微孔板剩余部分保持为<空>。

• 填满微孔板之后点击生成（Generate）。
13. 点击确定（OK），将重设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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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如果现在不需要生成微孔板，但是需要从开始填充，则在整个微孔板上选择“<空>”（<Empty>），来再次激
活条形码输入。

15. 生成所有微孔板之后，关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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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
标题：
• 键盘快捷键列表



键盘快捷键列表
控制类型 按下 到
通用 TAB 在选项中前移。

SHIFT+TAB 在选项中后移。
对话框 ALT+快捷键 选择或执行相应的命令或控制。

ENTER 执行对话框的默认命令或已选控制的
命令

空格 切换选择状态或执行所选选项或控制
命令。

箭头键 在一组控制字段或菜单项中移动光标
或选中部分。

Tab 控制 CTRL + TAB 在选项卡中前移。
CTRL + SHIFT+TAB 在选项卡中后移。
CTRL + PAGE DOWN 在选项卡中前移（同 CTRL+TAB）。
CTRL + PAGE UP 在选项卡中后移（同

CTRL+SHIFT+TAB）。
箭头键 在选项卡间控制字段中移动光标。

组合框 F4 显示或隐藏激活的列表中的各项。
ALT + DOWN 或 UP 显示或隐藏激活的列表中的各项（同

F4）。
任何可打印键 将选中部分移动到与名头起始字母相

配的选项。
列表视图 空格 为新选中部分定位并为该项定锚。

SHIFT + 空格键 将选中部分从锚点延伸到该项。
CTRL + 空格键 调用附加选中部分或取消选中并将锚

点移动到所选项。
箭头键 移动光标并移除所有选中部分和锚

点。
CTRL + 箭头键 移动光标而不移动选中部分或锚点。
任何可打印键 将选中移动到与标签起始字母相配的

项。
CTRL + “+”（数字小键盘） 调节所有列的宽度以容纳其中内容。

树视图 *（数字小键盘） 显示所选项目下的所有子项目。
+（数字小键盘） 显示直属所选项目下的所有子项目。
-（数字小键盘） 折叠直属所选项目下的所有项目
右箭头 显示直属所选项目下的子项目（同

+）
左箭头 折叠所选项目组并将光标移动到组的

页脚。
CTRL+UP 箭头 滚动视图向下而不改变选中部分。
CTRL + DOWN 箭头 滚动视图向下而不改变选中部分。
任何可打印键 将选中部分移动到与名头起始字母相

配的选项。
日期时间选择器 F4 显示该控件下的日历。

ALT+DOWN 显示该控件下的日历。

附则
键盘快捷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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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类型 按下 到
ALT+UP 隐藏该控件下的日历。
PAGE UP 移到日历中的下一月。
PAGE DOWN 移到日历中的上一月。
CTRL+PAGE UP 移到日历中的下一年。
CTRL+PAGE DOWN 移到日历中的上一年。

复选框 空格 切换所选选项。
- 清除选项。
+ 选中选项。

滑动条 箭头键 将滑动条移到下一个值。
PAGE UP 和 DOWN 按指定增量将滚动条移动到下一个

值。
数据网格 CTRL-C 把当前单元格复制为文本

CTRL-SHIFT-C 把当前选中单元格复制为文本
CTRL-SHIFT-ALT-C 把整个网格复制为文本
CTRL-SHIFT-H 把整个网格复制为 html

CTRL-Print 屏幕 把整个网格复制为 bitmap

CTRL-P 以纵向格式打印整个网格
CTRL-ALT-P 以横向格式打印整个网格

编辑对话框快捷键
按下 可
HOME 将光标移动到行首。
END 将光标移动到行尾。
CTRL+A 全选。
CTRL + 向右或向左箭头 将光标移动到下一个词或前一个词的起始位置
CTRL + 向下或向上箭头 将光标移动到下一段或上一段的起始位置。
CTRL+HOME 将光标移到文件的顶部。
CTRL+END 将光标移到文件的结尾。
按住 SHIFT + 移动光标（箭头、HOME 或 END 键) 选择或扩展选中部分。
按住 SHIFT + CTRL + 光标移动 按单词或字块选择或扩展选中部分
INSERT 切换插入模式。

菜单控制快捷键
按下 到
ALT+SPACE 显示激活的窗口中的快捷菜单。

附则
键盘快捷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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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 到
ALT+"-" (连字符) 显示激活的子窗口中的快捷菜单（MDI 应用程序）。
ALT 激活菜单栏并进入菜单模式。
F10 激活菜单栏并进入菜单模式（同 ALT）。
ALT+(所选菜单或对话框上的快捷键) 激活菜单栏并打开与快捷键相对应的菜单。
快捷键 [菜单模式] 执行相应命令。
下箭头 [菜单模式] 打开菜单项，移动到下一项，或着，如果焦

点位于菜单底部，则移动到菜单顶部
上箭头 [菜单模式] 移动到上一个菜单项，或者，如果焦点位于

菜单顶部，则移动到底部。
右箭头 [菜单模式] 打开右侧的下一个菜单，或打开一个子菜

单。
左箭头 [菜单模式] 打开左侧的下一个菜单，或关闭一个子菜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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