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民营诊所（疫情哨点）信息管理系统
（手机版）操作指南-诊所端



一、关注小程序”疫情哨点信息管理系统“

小程序：民营诊所，就诊患者，监管机构不同角色使用



关注小程序”疫情哨点信息管理系统“

1 2方法一：微信扫描
小程序码

方法二：微信搜索小程序
“疫情哨点信息管理系统”

3 方法三：公众号搜索“粤
健通”，找到菜单“智慧
诊所”



将小程序”疫情哨点信息管理系统“ 加入到我的小程序，方便后续使用

1. 第一步：进入小程

序后，点击右上角

图标

2. 第二步：点击”添

加到我的小程序”，

将小程序加入到常

用小程序中

3. 第三步：后续使用，

下拉微信界面，找

到小程序即可使用

4. 第四步：不同角色

人员进入小程序后，

点击进入不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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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诊所注册

诊所注册填写：机构名称，机构类型，机构地址，选择医保定点单位，输

入登录账号和密码



民营诊所注册小程序”疫情哨点信息管理系统“ 1. 第一步：选择“医疗机

构注册”

2. 第二步：两种方式，微

信账号一键登录或者手

机登录

3. 第三步：输入机构名称，

机构类型，机构地址，

选择医保定点单位，输

入登录账号和密码

4. 机构名称、类型、地址，

用户名和密码都是必填

项

注：第一次注册为管理员账号；登陆

密码使用规范，例如：

Hblgzw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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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机构资质”

1. 第一步：进入小程序主界面，

找到“机构资质”

2. 第二步：输入对应的机构名

称、登记号、诊疗科目、最

新年检时间，上传医疗执业

许可证、副本、副本最新年

检页

3. 注：中医诊所许可证和副本

地方可以上传中医备案证

2

副本
最新
年检
页下
次检
验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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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机构资质”-上传机构资质
1. 第一步：上传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

2. 第二步：上传副本

3. 第三步：上传副本最新年检页

4. 如是今年申请的机构，“许可

证副本”和“副本最新年检页

“上传一样的副本

5. 注：中医诊所三个地方都上传

中医备案证1 2 3



三、科室人员新增

科室管理：增加对应科室，例如口腔诊所，只需要增加口腔科

新增员工：增加不同的职位人员，诊所内的人员都可以上报患者的就诊信息



新增科室

1. 第一步：进入“科

室管理”

2. 第二步：点击新增

进入“新增科室”，

跳转到第四步；

3. 第三步：选择已有

科室，进入编辑科

室界面

4. 第四步：填写科室

编码（科室编码自

己任意设置，例如

001）、科室名称、

选择科室属性、勾

选默认使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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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信息

科室编码作为科室的编

号，可以自行定义，例

如001

1 科室编码

2

3

科室名称作为科室名字，

例如中医诊所，可叫

“中医科”，口腔诊所

可设置为“口腔科”

科室名称

科室属性

统一选择为“门诊科室”

4 使用状态

使用状态直接选择默认

即可，如果后续停用可

以改为灰色



新增员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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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步：进入“员

工管理”

2. 第二步：点击新增

进入“新增员工”，

跳转到第四步；

3. 第三步：选择已有

员工，进入编员工

界面

4. 第四步：填写员工

基本信息，后续员

工可使用各自账号

密码登陆小程序

5. 第五步：可编辑已

有员工信息

1



员工信息

1. 姓名，性别：填写员工的真实信息，必填

2. 科室、职位：选择诊所的科室，选择职位，例如：

医生、护士、前台、实习医生等，必填

3. 证件类型、号码：一般选择身份证，填写18位

身份证件号码，必填

4. 登陆用户名：默认可用员工自己手机号，必填

5. 登陆密码：例如： Hblgzw135%，必填

6. 角色：例如管理员、门诊医生、药师等，直接选

择即可，必填

7. 建议绑定员工自己手机号

8. 带有*都为必须填写项目



完善医生资质-新增的员工为医生，需补充医生资质

1

2

3

4

1. 第一步：进入“医师

资质”

2. 第二步：如果在“员

工管理”已新增了医

生，就直接选择医生

完善

3. 第三步：如果在“员

工管理”未新增了医

生，点击新增

4. 填写医生对应信息



完善医生资质-医师基本信息和用户信息

5

1. 姓名，性别：填写医生的真实信息，必填

2. 科室：选择诊所的科室，必填

3. 证件类型、号码：一般选择身份证，填写

18位身份证件号码，必填

4. 医师角色：选择门诊医生（预设），必填

5. 医师职称：选择主任、副主任、主治医师，

医师，医士，必填

6. 执业类别：选择临床、中医、口腔、公共

卫生，必填

7. 执业范围：选择内科专业、临床、口腔专

业等，必填

8. 是否多点执业：如果未多点执业，请勾选，

必填

1. 第五步：填写医生用户名和密

码，用户名可为手机号或者中

文拼音，必填

2. 是否绑定手机号：请勾选，

并填写手机号获取验证码

3.  登录密码例如：

Hblgzw135%

6



完善医生资质-医师资格证和执业证

1. 第六步：完善医师资

格证信息，填写资格

证编号，上传资格证

书照片，都是必填

2. 第七步：完善医师执

业证信息，填写执业

证编号，发证日期，

上传执业证照片，都

为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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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热病人上报

患者就诊：每天上报来诊所就诊患者信息

当病人体温高于等于37.3℃时，必须填写患者就诊地址、转诊机构

转诊机构为定点的发热机构



获取患者信息-方法一：患者出示广东省电子健康码

1 2 3 54



获取患者信息-方法一：患者出示广东省电子健康码 一、二、三步为患者操作，四，

四、五、六、七步为诊所人员操

作

1. 第一步：患者在公众号中打开

“粤健通”的个人广东省电子

健康码

2. 第二步：患者点击二维码，出

示电子健康码

3. 第三步：患者把二维码给到诊

所医生

4. 第四步：诊所医生进入小程序

主界面找到“信息上报”

5. 第五步：点击“健康码识别”

6. 第六、七步：扫患者的电子健

康码，获取患者信息

76



获取患者信息-方法二：身份证识别

1. 第一步：诊所医生进入小程序主

界面找到“患者就诊”

2. 第二步：选择“身份证识别”

3. 第三步：患者出示身份证信息

4. 第四步：诊所医生拍照患者身份

证，获取患者基本信息

32 41



获取患者信息-方法三：医生填写

1. 第一步：诊所医生进入小程序主

界面找到“患者就诊”

2. 第二步：选择普通登记

3. 第三步：诊所询问患者基本信息，

并填到信息上报里面

321



获取患者信息-方法三：医生填写

1. 第一步：诊所医生进入小程序主

界面找到“患者就诊”

2. 第二步：选择普通登记

3. 第三步：诊所询问患者基本信息，

并填到信息上报里面

321



获取患者信息-方法四：患者自主填写

1. 第一步：诊所医生进入小程序主

界面找到“患者就诊”

2. 第二步：查看待处理

3. 第三步：补充患者未填写的信息，

点击上报

1 2 3



获取患者信息-方法五：可搜索复诊患者姓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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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患者信息-方法五：可搜索复诊患者姓名

1. 第一步：选择“工作”

界面，进入“患者就

诊”；

2. 第二步：点击”信息

上报”；

3. 第三步：点击”普通

登记”；

4. 第四步：点击姓名处

的搜索框；

5. 第五步：输入老患者

姓名搜索；

6. 第六步：查看搜索出

来的老患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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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就诊上报-发热上报

1

2 1. 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性别、

出生日期、联系电话都可以根据上

面5种获取信息方式得到

2. 人群类别：医务人员、农贸市场超

市从业人员、农畜家禽养殖人员等，

选择其中即可，为其他人员可选择

“其他人员”再填写

3. 当患者体温大于等于37.3℃时，诊

所人员一定要询问患者的现住址，

并填写或者获取实时地址；

4. 发病日期默认为当天

5. 流行病学史：是否去过确诊病例地

方、境外疫情地区旅居史等，没有

的话，填写无



患者就诊上报-发热上报

1. 询问患者是否有做过血常规，如有，

填写白细胞数和淋巴细胞数

2. 询问患者是否作为影像学，如有，

可将影像学结果填写

3. 当患者体温大于等于37.3℃时，诊

所人员一定要询问患者会哪一个发

热定点机构，患者回答后；

4. 诊所搜索发热机构并选择上，点击

确认提交

5. 带有*都为必须填写项目



五、普通患者上报

患者就诊：每天上报来诊所就诊患者信息

口腔诊所：例如某个患者来拔牙，可在“主要症状”填写牙痛等

中医诊所：主要症状中填写症状

西医诊所：填写主要症状、用药信息等



信息上报-基本信息

1. 第一步：选择患者就

诊；

2. 第二步：基本信息跟

发热病人上报同样5

种方式填写，

3. 带有*都为必须填写

项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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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上报-病历信息-流行病学史

1. 第一步：填写流行病

学史；

2. 第二步：选择是否有

对应选项，

3. 第三步：没有，请选

择无

1 2 3



信息上报-病历信息-主要症状

1. 第一步：填写主要症

状；

2. 第二步：根据患者不

同症状，选择不同症

候群：呼吸道症候群，

腹泻症候群，发热症

候群；

3. 第三步：直接勾选对

应的症状即可

1 2 3



信息上报-处方信息

1. 第一步：填写用药信

息；

2. 第二步：输入药品名

称

3. 第三步：直接勾选药

品

1 2

3



信息上报列表

1. 第一步：进入“信息上

报”就诊信息上报可查

看全部、待处理、已上

报的记录；

2. 第二步：进入“我的”

可查看我的诊所和我的

员工信息

3. 第三步：进入“我的员

工”，可查看诊所员工

详细信息

1
2 3



六、诊所管理

诊所管理：科室管理、员工管理、账号管理



修改管理员信息

1. 第一步：进入“员

工管理”

2. 第二步：点击“系

统管理员” ；

3. 第三步：修改管理

员姓名，选择科室，

职位等，点击确认
1

2
3



修改密码

1. 第一步：进入“我

的”界面，点击

“设置”；

2. 第二步：点击“修

改密码” ；

3. 第三步：根据手机

号码获取验证码，

修改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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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护士等员工登陆使用

1. 第一步：员工平常登陆

系统使用 ，选择“医

疗机构登陆”；

2. 第二步：可选择三种方

式登陆系统使用

3. 第三步：进入“患者就

诊”上报就诊信息

1 2 3



医学智库、操作指引

1. 医学智库：可查看科研

动态，经典病例，辅助

医生等

2. 操作指引：根据不同角

色的操作员的小程序操

作指引

3. 查看到操作指引

21
3



注意事项：

1. ”医疗机构注册”必须由民营诊所管理员手机号注册；

2. 民营诊所管理员给不同员工分配账号，一个手机号码只能注册一个账号；

3. 请填写真实的机构信息，资料填写完整后再点击提交；

4. 如患者高于等于37.3℃，请务必填写其居住地址和转诊机构。

诊所需要准备的事项：

1. 诊所注册账号需要准备的材料：医疗执业许可证正本、副本、最新年检页；

2. 中医诊所可准备中医备案证

需要准备的资料和注意事项



七、居民端-就诊患者自主填报

就诊患者：就诊患者来到诊所后，登陆小程序，填写基本信息



就诊患者自主填报-就诊人管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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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诊患者自主填报-就诊登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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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诊患者自主填报-搜索就诊人

1. 第一步：进入小程序后，点击“就诊患者登录”

2. 第二步：可选择两种登陆方式

3. 第三步：在“我的”界面，点击“就诊人管理”

4. 第四步：点击“新增成员”，可以新增就诊人

5. 第五步：填写就诊人的个人信息。

6. 第六步：如果该患者是老患者，选择“主页”的

就诊登记

7. 第七步：选择普通登记

8. 第八步：在就诊登记信息界面的姓名选择框选择

该患者

9. 第九步：勾选需要选择的老患者

10.第十步：获得老患者信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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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诊所小程序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