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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麦力声医疗设备管理系统 

麦力声医疗设备管理系统（下称管理系统），用于管理广州市麦力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下称麦力声公司）生产的相关设备及配套软件。在购买麦力声公司设备后，根据设备提供

密钥（部分产品密钥需另外付费），可解锁管理系统中该设备类型的全部软件功能。 

OAE 耳声发射 

OAE耳声发射模块，适配于麦力声公司生产的OAE耳声发射设备，包括MA01、MA02、

MA03，购买该类型设备后，在管理系统中输入密钥，即可使用 OAE 耳声发射配套软件的

全部功能。 

操作系统要求 

Microsoft Windows XP、Windows 7、Windows 8.1 、Windows 10 

2 GB RAM（推荐使用 8 GB） 

安装需要 200M 可用硬盘空间 

1024 x 768 显示器（推荐使用 1366x768） 

其它 

本手册提供管理系统的基本功能，及关于 OAE 耳声发射设备的软件使用说明。管理系

统其它设备类型的使用，请参照该设备的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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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软件安装 

1、将设备通过数据线连接到操作 PC。 

2、打开移动介质（光盘/U 盘），双击光盘中的【Melison Setup.exe】文件进行安

装。点击下一步直至安装完成。（为了避免杀毒软件误操作，建议关闭杀毒软件进行安装，

待安装完成后，再重新打开） 

  

  

  
图 2.1 安装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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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快速使用指南 

进入系统 

1、打开桌面上的【Melison.exe】文件，打开登录页面。 

2、点击 按钮进入添加账号页面。输入用户名、密码（可为空）、医师姓名及电子签

名。最后点击确认按钮，返回登录页面。 

   

  图 3.1 首次登录页面                          图 3.2 添加账号页面 

3、选择刚添加的用户名、密码，在连接类型中选择【OAE 耳声发射】，点击【登

录】，进入管理系统。 

  

图 3.3 输入账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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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报告表头 

1、在软件上方标签栏中，选择【配置管理】，进入配置管理页面。 

 

图 3.4 功能栏 配置管理 

2、在【报告打印配置】区域点击【修改】，进入报告打印配置页面。 

 
图 3.5 修改报告打印 

3、点击下拉按钮，选择需要的打印机。 

 

图 3.6 选择使用的打印机 

4、点击【表头区域】后面的修改按钮，弹出表头区域设置页面。 

 

图 3.7 修改报告表头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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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选择合适的表头样式。 

 
图 3.8 选择表头样式 

6、根据选择的样式，上传对应文件，以及修改文本内容。修改文件和内容后，可即

时预览样式，确认无误后，点击下方【保存】进行保存。（示例中选中样式 3，因此只需上

传图片文件） 

  
图 3.9 选择图片文件 

 
图 3.10 预览样式 

使用设备 

1、在软件上方标签栏中，选择【设备使用】，进入设备使用页面。 

 
图 3.11 功能栏 设备使用 

2、在设备状态栏中，点击【选择设备】，弹出设备选择页面。 

 
图 3.12 设备状态栏 选择设备 



麦力声医疗设备管理系统-OAE 耳声发射   第三章 快速使用指南 

6 

 

3、将设备用数据线连接到操作 PC，并打开设备电源，在页面中可以查看当前连接的

设备。若该页面没有显示设备，点击页面右下方【重新安装驱动】重新安装驱动。 

 
图 3.13 选择设备页面 重新安装驱动 

4、显示通信正常的设备，点击右侧【注册设备】，弹出注册新设备页面。 

  

图 3.14 选择设备页面 注册设备 

5、在密钥栏中填写机器上/使用手册封面贴有的软件密钥，点击【添加】。 

 

图 3.15 填写注册信息 

6、注册成功后，软件自动连接设备，并返回主页面。点击【接收】，接收设备中的测

试信息。（接收时间根据数据量有所不同，需要几秒到十几秒不等，请耐心等待） 

   

图 3.15 接收设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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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成功接收后，点击 按钮，可查看该测试的详细信息。 

 
图 3.16 显示测试数据 

8、根据测试编号（与设备中患者号码后两位一致）、测试时间，确定该测试的受试

者。点击【选择受试者】，弹出受试者匹配页面。 

 

图 3.17 选择受试者 

9、在选择受试者页面中，选择设备测试时的受试者，点击【匹配】。 

若受试者不在管理系统中，点击右上方【添加并匹配】。填写受试者相关信息，点击

【确认】，受试者添加并匹配完成。 

 

图 3.18 匹配或添加后匹配受试者 

10、匹配受试者后，点击受试者信息，可查看报告进行预览。若匹配有误，将鼠标移

到该项后，点击 按钮取消匹配。确认无误后，点击【打印】/【导出】输出测试报告。 

 

图 3.19 查看报告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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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登录页面功能介绍 

添加用户 

登录页面点击 按钮，进入添加账号页面。 

   

  图 4.1 登录页面                            图 4.2 添加账号页面 

用户名与医师姓名 

用户名在管理系统中不可重复，是每个用户登录管理系统的唯一标识。 

医师姓名作为用户操作测试时的记录名称，将在测试报告中显示。 

电子签名 

点击【选择图片】，可选择一张已存在的图片作为电子签名。 

点击【设计签名】，弹出电子签名设计页面，可设计电子签名。签名一旦设计完成，编

辑只能移动位置及更改大小，如需重新设计签名，需删除原签名后，方可重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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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报告设置中选择显示电子签名（详见第八章），则账户匹配受试者后，报告中自动

使用电子签名作为测试医师的签名。 

 

图 4.3 设计签名页面 

连接类型 

连接类型根据购买设备选择，如您手中的说明书是当前购买设备是附赠，则选择

【OAE 耳声发射】选项。否则，可根据适用设备的显示，判断各类别中是否有您购买的设

备，或致电厂家咨询。 

管理员用户 

在账号处输入【admin】，密码输入【melison】，进入系统设置页面。 

通过管理员可查看所有账号的密码、修改账号密码以及删除账号，及修改管理系统中

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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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统功能介绍 

系统功能分为三个区域，分别是①标题栏、②功能栏、③设备状态栏。 

三个区域不受连接类型限制，无论使用任何设备接入管理系统，都可使用。 

  
图 5.1 管理系统功能三个区域 

标题栏  

 

图 5.2 标题栏 

① 打印进度状态 

用户点击【打印】或【批量打印】后显示。在打印结束前，用户可暂停或结束打印。

当打印完成或中止打印后，该状态自动隐藏。 

② 数据统计 

点击 按钮，进入数据统计页面。 

在数据筛选区域选择需要筛选的测试数据，选择所需显示列，点击【统计】，可获得相

应的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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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方【另存为】，可将统计结果以 Excel 表格形式保存到指定目录下。 

  
图 5.3 数据统计 

③ 帮助文档 

点击 按钮打开帮助文档页面。在该页面点击左侧索引目录，可直接跳转到相应内容

介绍。此页面的帮助文档内容，会随软件版本而更新，可能与您购买设备所附赠的使用手

册略有不同。您可以点击右上方的打印或导出按钮，将帮助文档打印或导出。 

 

图 5.4 帮助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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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关于 

点击 按钮，可打开关于页面。该页面显示管理系统版本号，以及 OAE 耳声发射的

版本号，当您联系我们进行售后服务时，可能需要提供这些版本信息。同时您也可以从该

页面查询麦力声公司售前售后电话，以及公司网页和地址等信息。 

功能栏 

 

图 5.5 功能栏 1 

功能栏中间是管理系统的三大主要功能，分别是【设备使用】【受试者管理】【配置管

理】，这些功能将在下面分三章介绍，此处仅介绍右侧的辅助功能。 

 
图 5.6 功能栏 2 

① 切换用户 

点击 按钮，弹出切换用户页面。选择需要切换的用户，并输入密码，即可切换到

新用户。 

② 显示医师姓名 

此区域显示登录用户对应的医师了姓名，当该用户匹配受试者时，测试医师显示该用

户的医师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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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医师姓名或右方的三角符号，打开菜单。可修改该用户密码以及电子签名。 

③ 修改密码 

点击菜单中的【修改密码】，弹出修改密码页面，填写原密码（如果原本没有密码，则

不需要填写）以及新密码，即可完成密码更改。 

④ 修改签名 

点击菜单中的【修改签名】，弹出修改电子签名页面。 

点击 按钮，弹出修改电子签名页面。需注意的是，此处的修改仅限使用滚轮缩放签

名，或长按鼠标左键拖动签名位置。 

如需重新设置签名，点击 按钮，删除签名后，再点击【设计签名】重新设计一个新

的签名。（设计签名页面介绍，第四章关于电子签名的部分。） 

 

图 5.7 修改电子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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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栏 

 

图 5.8 状态栏 1 

 

图 5.9 状态栏 2 

① 当前设备状态 

显示当前正在连接的设备信息，当没有设备连接时，该状态显示【请选择设备】。当设

备正常连接后，显示该设备名称、连接串口号以及连接状态。 

② 选择设备 

点击【选择设备】，弹出选择设备显示框。 

 
图 5.10 选择设备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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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设备或串口状态，会出现以下几种形式： 

1、 未注册设备 

 

图 5.11-1 未注册设备 

首次将设备接入管理系统时，设备处于未注册状态，【设备】列显示设备序列号，该设

备项最右侧显示【设备注册】按钮。点击【设备注册】，输入密钥，可进行设备注册。注册

后，【设备】列将显示系统分配的设备名称。 

注册设备后，若当前管理系统未连接其它设备，该设备将自动连接。 

2、 已注册，未连接设备 

 

图 5.11-2 已注册，未连接设备 

注册成功后，若已有其它设备正在连接，设备仅显示通信正常，表示此设备可用，但

尚未处于连接状态。点击设备右侧【连接】，可将当前连接切换为该设备。此时，原本正在

连接的设备将会断开。 

3、 正在连接设备 

 

图 5.11-3 正在连接设备 

当设备显示已连接，即表示管理系统与设备连接正常，可以继续下一步操作。 

4、 连接错误设备 

 
图 5.11-4 连接错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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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设备】显示为未知，则表示管理系统无法与该设备通信。请检查数据线一端是否

与设备连接妥当，并将设备电源打开。 

 若已确认设备已经连接好操作 PC，并已经打开设备电源，设备选择页面却没有任何设

备提示，可点击页面右下角【重新安装驱动】。若仍无法连接设备，请联系我们的售后服务

人员。 

 
图 5.12 重新安装驱动 

③ 注册设备 

在密钥栏中填写机器上/使用手册封面贴有的软件密钥，点击【添加】。 

 
图 5.13 正在连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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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设备使用功能介绍 

接收数据与同步时间 

设备连接成功后，【接受】按钮变成可点击状态，页面显示设备序列号和设备时间。 

点击【接收】，获取设备中所有测试信息（接收时间根据数据量有所不同，需要几秒到

十几秒不等，请耐心等待）。 

 

图 6.1 数据接收完成 

当设备时间与系统时间误差超过一天，时间将以红色提示。点击 按钮，弹出修改设

备时间页面，点击【修改】可将时间同步到设备中（此操作可能需要数秒，请耐心等待）。 

 

图 6.2 修改设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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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数据配匹受试者 

1、选择要查看的测试数据，点击 按钮，可查看该测试的详细信息。 

 
图 6.3 详细测试数据 

2、根据测试编号（与设备中患者号码后两位一致）、测试时间，确定该测试的受试

者。点击【选择受试者】，弹出受试者匹配页面。 

 

图 6.4 选择受试者 

3、在选择受试者页面中，选择设备测试时的受试者，点击【匹配】。 

如受试者不在管理系统中，则点击右上方【添加并匹配】。填写受试者相关信息后，点

击【确认】即保存并匹配成功。 

 
图 6.5 匹配或添加后匹配受试者 

4、成功匹配受试者后，点击该受试者信息，可查看报告。若匹配有误，将鼠标移到

该项后，点击 按钮取消匹配。确认无误后，点击【打印】/【导出】输出测试报告。 

 

图 6.6 查看报告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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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数据的处理 

当多条测试数据完成受试者匹配后，可点击页面右上方【隐藏已匹配】，将所有已匹配

受试者的测试数据项隐藏，以减少页面内容，便于用户进行后续匹配。这些隐藏的测试

项，将在重新点击【接收】后重新出现。 

已匹配受试者的测试数据，更换连接设备后，或重新打开管理系统时，已匹配受试者

的测试项也将隐藏。 

当用户将无效测试项删除后，当前页面的测试项将消失，但并不影响设备中的测试信

息。该测试信息将在重新点击【接收】后再次出现。若想彻底删除测试内容，请在设备中

进行删除操作。 

当测试数据从设备中删除后，已经保存到管理系统的测试数据（包括已匹配和未匹配

数据）都不受影响，除非时用户手动将测试数据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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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受试者管理功能介绍 

在管理系统中，选择任何设备类型进行登录，都可查看系统中所有受试者信息，以及

使用管理系统中任何设备测试的测试数据。 

 
图 7.1 受试者管理页面 

选择显示项 

点击表格标题栏最右侧的 按钮，弹出显示项选择，可更改表格的显示项。 

当显示器分辨率为 1024×768 时，建议将【手机号】、【身份证号】、【药物过敏史】三

项都取消显示，以获得更好的视觉体验。 

当显示器分辨率高于 1366×768 时，建议将所有显示项都打开，以获得更全面的受试

者信息。 

 

图 7.2 受试者显示项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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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受试者 

点击右上角【添加】，弹出添加受试者页面。填写受试者相关信息，编号、姓名、性别

和年龄为必填项。其中，生日和年龄互相关联，当修改其中一项时，另一项会随之改变。     

点击【确认】，完成添加。 

 

图 7.3 添加受试者 

搜索受试者 

在左上角下拉框中，选择查找的索引项，在搜索栏中输入搜索内容，即可显示相关受

试者。该搜索支持模糊查询，查询索引可选【受试者编号】、【姓名】、【身份证号】、【手机

号】。 

 

图 7.4 搜索受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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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受试者档案 

点击受试者项最右侧的【档案】，显示该受试者的详细信息及记录。 

 

图 7.5 受试者档案信息 

点击 按钮，弹出修改受试者资料页面，可修改受试者的全部内容。 

 
图 7.6 修改受试者 

点击 按钮，将删除受试者及其测试信息。该操作后数据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点击左上角 按钮，将返回受试者管理页面。 

查看受试者测试记录 

受试者的每条测试记录，由测试序号、测试时间、测试记录描述组成。 

在 OAE 耳声发射中，测试时间指设备在创建患者号码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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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记录描述是根据测试信息的描述，包括测试设备、测试医师以及测试数据简述。 

在 OAE 耳声发射中，若该数据包含 TEOAE 和 DPOAE 两组测试数据，则描述为

【OAE 耳声发射：TEOAE,DPOAE】；若该数据仅包含 TEOAE 或 DPOAE 一组测试数据，

则描述为【OAE 耳声发射：TEOAE】或【OAE 耳声发射“DPOAE】。 

 

图 7.7 受试者测试记录 

点击【删除】，将删除当前一条测试记录。若设备中该测试记录已被删除，则该记录不

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点击【查看】，打开测试记录页面。 

 
图 7.8 测试记录页面 

点击【预览】，查看测试报告的打印预览。 

点击【打印】，打印该测试的测试报告。 

点击【导出】，根据选择格式导出测试报告。 

点击左上角 按钮，将返回受试者档案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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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配置管理功能介绍 

OAE 耳声发射的配置有三个分类，分别是显示配置、报告打印配置、数据导出。 

每个区域分别显示当前配置的状态，点击相应区域的【修改】，可进入各自的配置页

面。 

 
图 8.1 配置概况页面 

显示配置 

显示配置用于修改在查看测试记录及打印报告中，图表显示的样式。 

 

图 8.2 显示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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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使用习惯，可将图表改用柱状图/折线图，可显示或隐藏图表中的数值显示，以及

通过区域的标识。 

点击【保存】，将修改的配置保存。 

点击左上角 按钮，将返回配置概况页面。 

报告打印配置 

报告打印配置用于设置打印机、打印纸张、调整页边距以及修改打印报告。 

其中打印报告的修改分为三个区域，分别是表头区域、受试者信息区域、测试信息与

诊断区域。当在弹出页面中修改并保存后，可在右侧预览当前打印报告，或点击打印机选

项旁的【打印测试页】，确定当前的报告是否符合预期。 

 

图 8.3 报告配置页面 

① 表头区域修改 

表头区域用于显示医疗场所名称和报告名称，通过选择不同的样式，使用素材组合成

需要的报告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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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表头区域】中的 按钮，弹出表头区域设置页面。 

 

图 8.4 报告表头设置页面 

表头样式共有 6 种： 

 

8.5-1 样式 1 仅使用图片 



麦力声医疗设备管理系统-OAE 耳声发射   第八章 配置管理功能介绍  

27 

 

 
8.5-2 样式 2 仅使用文字 

 
8.5-3 样式 3 使用图片+文字 

  

8.5-4 样式 4 使用商标+文字 

 

8.5-5 样式 5 使用商标+图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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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 样式 6 使用商标+图片+文字 

每个样式中，对应的商标文件以及图片文件，可在各自区域中点击【选择文件】进行

选择，再通过【宽度偏移】/【高度偏移】和【调整】进行轻微调整。 

如 PC 中没有合适的文件，可点击【导出示例】，将带有尺寸的示例图片，导出到 PC

中。 

当调整宽度偏移或高度偏移时，担心尺寸有误差，可点击【恢复默认】，使预览上显示

带有尺寸标识，等尺寸符合时，再换上选好的图片。 

② 受试者信息区域 

受试者信息区域用于显示受试者信息，选择两行/三行显示，及调整字体大小和边距。 

 
图 8.6 受试者信息区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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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测试信息与诊断区域 

测试信息与诊断区域用于显示测试的相关信息，如测试医师、测试编号、测试日期、

测试设备等。 

 

图 8.7 测试信息区域设置 

该区域的显示内容，可通过 按钮选择是否显示。 

测试医师在显示时，分为文字签名，手写签名和电子签名三种模式。其中文字签名是

直接显示测试医师姓名；手写签名则是以横线形式出现，以提供医师在报告打印后，在报

告上面签字；而电子签名，则调用账号在创建时添加的电子签名，以便在打印报告后不再

需要重新签名。 

如果选择了电子签名选项，而报告的测试医师在创建过程中没有电子签名，则该医师

的签名区域显示文字签名。 

当一些医疗场所的报告中，不宜使用“医师”这一称呼时，可以修改【名称设定】中

的内容，改为需要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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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导出配置 

数据导出配置，用于定义导出文件的文件名、设置自动导出。 

 
图 8.8 数据导出配置页面 

文件名称格式，是管理系统中，所有导出文件的默认文件名。可通过勾选、拖动列表

项，更改导出文件名的组成。 

自动导出，是指测试医师在匹配受试者成功后，自动将测试报告导出到指定目录中。 

自动导出时，对相同的文件名将会覆盖，因此建议使用唯一的识别号对报告进行命名

（测试编号，受试者编号_测试时间），以免报告因重名而被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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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故障排查 

设备无法连接 

1、检查数据线是否已经插好，数据线 power 灯是否已经点亮。如 power 不亮，请

更换 USB 端口。 

2、点击【选择设备】，弹出设备选择页面，查看是否有设备项。如该页面空白，点击

页面右下方【重新安装驱动】，弹出安装向导页面，点击【下一步】开始安装。待安装完成

后，重新插拔数据线。 

 

图 9.1 重新安装驱动 

 

图 9.2 驱动安装成功 

3、当出现未知设备项，表示数据线未连接设备，或设备电源没有开启。将数据线重

新插拔接好，并打开设备电源。 

 
图 9.3 连接设备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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