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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1.1 关于本手册 
本手册适用于 OtoAccess® Database。本产品制造商： 

OtoAccess A/S 
Audiometer Allé 1 
5500 Middelfart 
Denmark 

 

感谢您购买 OtoAccess® Database PC 应用程序。OtoAccess® Database 是一个用于轻松管理客户端信息和测

试评估的应用程序。OtoAccess® Database 拥有独特的界面，集成了来自不同制造商的听力模块。 

OtoAccess® Database 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设置： 
• OtoAccess® Database 服务器和网络客户端 
• OtoAccess® Database 网络客户端 
• OtoAccess® Database 独立 

 

免责声明：本手册中使用的所有数据都是随机生成的演示数据。 

 

1.2 OtoAccess® Database 的预期用途 
OtoAccess® Database 用于为患者信息和评估数据提供全面的数据管理工具。 

OtoAccess® Database 提供了一种无缝、快速的方式来添加客户、启动测量模块并在评估客户之后将数据安全

地存储在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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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意事项 
谨记以下注意事项，正确处理患者数据。 

 

警告指的是不加以规避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的危险状况。  

 

小心与安全警示标记结合使用，指的是不加以规避可能导致轻度或中度伤害的危险状

况。 

注意 注意用于阐述与人身伤害无关的做法。 

 

 

为避免在网络传输过程中客户端信息遭到泄露，与 SQL 数据库的通信必须受到保护

（加密）。  

 以安全的方式存储客户端数据的备份。 

 定期（例如每周一次）创建患者数据的备份。 

 为避免数据被滥用（例如被盗），必须对数据进行加密。  

 为避免未授权的 PC 到网络的数据传输，请确保安装了有效的病毒和间谍软件扫描程

序，并对其进行定期更新；请联系您当地的管理员寻求帮助和指导。  

 所有用户必须拥有自己的数据库登录名，以确保可以跟踪和识别从数据库更新或删除

的数据。 

2.1 安全通信 
OtoAccess® Database 可以安装为客户端服务器环境，在该环境中，数据库的数据通过网络传输。 

为了确保在传输过程中患者信息不遭到泄露，与 SQL 数据库的通信必须受到保护（加密）。 

 

2.2 安全存储备份 
OtoAccess® Database 自动创建每个数据库的备份，备份的时间和保留期限可根据临床医生的需求和偏好进

行自定义。 

为确保数据不会丢失（例如，在硬件发生故障时），必须将备份复制到第二个安全位置。 

为确保数据不被滥用，我们建议将备份存储在加密卷上或用密码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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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安全性和数据访问权限 
默认情况下，所有用户必须拥有自己的登录名。所有会话的存储都与每位用户相关联，系统会记录每位用户的

所有操作。 

如果共享登录名或禁用密码，则会显著降低安全性和日志记录效率。 

仅依靠 Windows 登录来提供安全性，可以更轻松/更快地访问数据库。这需要系统管理员关联用户的安全凭

证。  

在三次登录尝试失败后，系统会默认注销用户 10 分钟。 

系统允许用户更改密码并加强密码强度。 

默认情况下，密码不会过期。 

 

2.4 默认凭证 
首次启动 OtoAccess® Database 时，系统将提示您输入默认用户名和密码。 

用户名：admin 
密码：password 

如果需要限制应用程序的访问权限，请确保更改管理员帐户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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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硬件和软件要求 
 

3.1 .NET Framework 
需要 .NET 4.5 才能运行应用程序。 

 

3.2 Windows PowerShell 
需要 Windows PowerShell 才能运行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4 Express。 

 

3.3 硬盘 
磁盘空间要求因安装选项而异。 

该产品需要大约 70 - 2700 Mb 的硬盘空间。 

 

3.4 监听 
支持的最小分辨率为 WXGA（1280x768）。 
建议在全高清 1080 或更高分辨率的显示器上运行 OtoAccess®。 

 

3.5 内存 
最小 512 MB 内存，推荐使用 4 GB。 

 

3.6 处理器速度 
最低 x86 处理器 1.0 GHz，推荐使用 Intel i5 或 AMD A8 或更高版本。 

最低 x64 处理器 1.4 GHz，推荐使用 Intel i5 或 AMD A8 或更高版本。 

处理器类型 x64：AMD Opteron、AMD Athlon 64、支持 Intel EM64T 的 Intel Xeon、支持 EM64T 的 Intel 
Pentium IV（或更高版本）。 

处理器类型 x86：与 Pentium III 兼容的处理器或更快处理器。 

 

3.7 操作系统支持 
Windows 7 SP1 或更高版本。  

Windows Server 2008 R2 SP1 或更高版本。 

 

3.8 SQL server 支持 
OtoAccess® Database 将在以下版本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上运行： 

SQL Server 2012（SP1 - SP3）（Express - Enterprise）。 

SQL Server 2014（SP1 - SP2）（Express - Enterprise）。 

SQL Server 2016（Express - Enterprise）。 

注意：OtoAccess® Database 要求启用服务代理并将相应的防火墙规则设置为允许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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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使用安全连接 
使用安全网络连接需要在 SQL Server 上安装证书。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https://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189067(v=sql.105).aspx 

和：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191192.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189067(v=sql.105).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19119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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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装说明 
4.1 设置 
从安装文件中运行 OtoAccess.exe 

 
在继续安装前，请仔细阅读许可协议并勾选“我同意”。 

注意：如果您不同意许可条款，请按右上角的“X”，这将退出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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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安装类型 
OtoAccess® Database 可以独立安装，也可以安装在一个网络环境中，使多个客户端能够访问同一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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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 仅限客户端  
如果已安装服务器并计划在多个客户端之间使用相同的数据库，请选择此类型。 

 
客户端安装允许用户设置与网络服务器的连接。 

按以下格式输入服务器名称和实例名称： 
 [服务器名称] \ [实例名称] 

选择使用默认的 OtoAccess® Database 凭证或指定 Windows 或其他特定凭证。 

目录/数据库名称 ATLAS 是默认名称，但可以在提供凭证的情况下从服务器中选择。 

 

4.1.1.2 独立安装 
如果您计划在本地计算机上使用该应用程序并且不希望共享数据库的访问权限，请选择此安装类型。 

注意：如果系统上已存在 SQL Server 2014，则安装将重新使用它并沿用先前安装实例的设置，即选择服务器

版或独立安装版将不会对现有服务器配置产生任何影响。 

 

4.1.1.3 服务器安装 
如果想要设置与其他客户端共享的数据库，请选择此安装类型。 
 
注意：如果系统上已存在 SQL Server 2014，则安装将重新使用它并沿用先前安装实例的设置，即选择服务器

版或独立安装版将不会对现有服务器配置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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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管理 
管理工具是可选项，但在进行系统管理时（如添加用户检查日志、进行备份等）需要。 

 
 

4.1.3 UAC（用户帐户控制） 
选择管理选项后按下“下一步”时，安装程序将提示用户选择允许访问系统。 

选择“否”将中止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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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进度 
在安装过程中，安装程序将安装 .NET Framework，SQL Server 和应用程序。 

安装的持续时间取决于现有组件以及安装选择的版本。 

下面列出了每个组件的预期持续时间： 

1) .NET 4.5 Framework 约需 4 分钟 （可能需要重启） 
.NET Framework 预装在 Windows 8 和更新的操作系统上。 

2) SQL Server 约需 12 分钟 （可能需要重启） 
3) OtoAccess® Database 应用程序约需 2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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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完成 

 
  



使用说明 - OtoAccess® Database  页码 12 

 

4.2 删除产品 
要删除产品，请从“程序和功能”中找到 OtoAccess® Database，然后选择“卸载”。 

删除产品将卸载 OtoAccess® Database 应用程序，但会保留 SQL Server 和 .NET framework 等共享组件以及

数据库和所有用户生成的文件。 

要删除 SQL Server，请从“程序和功能”中将其卸载。 

 
 

4.2.1 修改 
要修改安装，请点击“修改”。这将允许用户在安装中添加或删除管理。 

 

4.2.2 重新安装产品 
要重新安装产品，请从安装文件中启动 OtoAccess.exe。如果产品事先未卸载，安装程序将中止。 

（独立安装或服务器版安装）。安装程序将检测任何现有 SQL 数据库并在创建新的空白数据库之前执行备

份。 

 

4.3 网络访问 
默认情况下，服务器安装将在网络上宣告自己的身份，并让其他客户端连接到计算机。 

要诊断和排除服务器上的问题，可以使用以下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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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基本连接 
请确保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基本连接。 

按 Windows + R，输入 CMD  

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ping [计算机名称] 

 
 

4.3.2 检查防火墙规则 
确保防火墙允许访问 SQL Server： 

按 Windows + R，输入 firewall.cpl 

通过 Windows 防火墙选择允许应用程序或功能。 

选择允许其他应用…… 

浏览要通过防火墙允许的 SQL Server 实例的位置，例如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MSSQL13.<
实例_名称>\MSSQL\Binn，选择 sqlservr.exe 并单击“打开”。 

单击确定。 

 

对此位置的 SQL 浏览器服务执行相同的操作： 

C:\Program Files (x86)\Microsoft SQL Server\90\Shared\sqlbrowser.exe 
 
端口和协议列表： 
UDP 1434（SQL 浏览器服务） 

TCP 1433（SQL 默认实例） 

TCP *（SQL Server 命名实例 – 端口在服务开始时确定）  

TCP 4022（服务代理）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cc646023.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cc64602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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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检查服务 
确保所有相关服务都在运行。 

按 Windows + R，输入 services.msc 

 

必须运行以下服务： 

OtoAccess® Database 服务 

SQL Server（DGS） 

SQL Server 浏览器 

 

使用 SQL Management Studio，检查以下服务： 

SELECT is_broker_enabled FROM sys.databases WHERE name = 'AT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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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 OtoAccess® V1.x 到 OtoAccess® Database 的数据迁

移 
 

如果现有的 OtoAccess® V1.x 数据需要与 OtoAccess® Database 一起使用，则这是安装 OtoAccess® 
Database 后的第一步。（OtoAccess® Database 是 OtoAccess® V1.x 的替代品） 

1. 导航到 OtoAccess® Database 安装文件夹并运行 Merge.exe 

（例如，X64 计算机上的默认安装文件夹为 C:\Program Files (x86)\OtoAccess\Atlas） 

2. 将出现 OtoAccess® Database 合并软件。 
 

 
 
 



使用说明 - OtoAccess® Database  页码 16 

 

 
 

3. 合并应用程序将提示后续的步骤。仔细阅读每一步，并为合并操作选择正确的合并选项。 
• 源是主站 – OtoAccess® V1.x 是合并操作的主站 

− 将新患者和会话复制到目标数据库 
− 覆盖目标数据库中的现有患者和会话  
− 如果不想覆盖目标数据库中患者的会话，请选择“不覆盖匹配会话”选项 
− 如果不想覆盖目标数据库中患者的患者信息，请选择“不覆盖患者的信息”选项 

 
• 目标数据库是主站 – OtoAccess® Database是合并操作的主站 

− 跳过将新患者和会话复制到目标数据库 
− 跳过覆盖目标数据库中的现有患者和会话 
− 如果发现患者匹配，则仅复制新的患者会话 

 
4. 其他数据会发生什么？ 

• 机构（门诊） 
− 如果目标数据库具有默认安装数据，则它将被源数据库数据覆盖 
− 如果目标数据库名称与源数据库名称相匹配，则它将被源数据库数据覆盖。（当源数据库

为主时） 
 

• 用户/检查员  
− 所有新用户/检查员都会被复制到目标数据库。跳过覆盖现有用户/检查员数据。名字、姓

氏和姓名缩写的组合用于标识用户/检查员 
 

5. 患者匹配。 
选择是将患者标识为源还是目标。 
 

6. 单击下一步。 
 

7. 提供源数据库（OtoAccess® V1.x）访问凭证。确保连接已被测试并且连接成功。窗口顶部显示了连接

状态。 默认值提供了对本地 OtoAccess® V1.x 的访问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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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单击测试连接，然后单击下一步。 

 
9. 提供目标数据库（OtoAccess® Database）访问凭证。确保连接已被测试并且连接成功。窗口顶部显

示了连接状态。 默认值提供了对本地 OtoAccess® Database 的访问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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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单击测试连接，然后单击下一步。 

 
11. 已准备进行合并操作。单击“合并”按钮。请耐心等待，直到数据库合并操作完成。 进度条显示了进度

状态。 合并进度状态有“未启动”、“已启动”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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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当进度状态为 100％ 且合并进度状态为“完成”时，即表示合并操作完成。  

 
13. 仔细分析显示在上面窗口中的已处理检查员、已处理患者和验证结果。如果有任何“失败”，则会显示

失败状态，以便分析合并日志详细信息。单击文件夹图标可以打开合并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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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状态在最后显示“已停止”，请检查合并和验证日志以获取更多信息。 

  



使用说明 - OtoAccess® Database  页码 21 

 

6 OtoAccess® Database 用户手册 
 

6.1 用户界面 
主屏幕包括菜单栏、工具栏、侧面板、患者列表、患者信息、会话列表和信息栏。 

在菜单栏中，可以找到帮助图标 。选择此按钮可打开手册。 

在信息栏的最右侧，您可以更改语言。选择缩写  可显示选项的下拉列表。如果选择新语言，则需要重新启

动 OtoAccess® Database 以使语言更改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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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菜单栏和工具栏 
菜单栏包含以下项目：模块、设置、文件和帮助。工具栏项目根据所选菜单项而变化。您可以从这些工具栏选

项中选择所需的功能。 
 
模块 

 

在“模块”菜单下，工具栏显示了已安装的模块。选中

一个模块以启动。 

 

设置 

 

设置菜单选项用于：更改当前用户的密码；查看/更
新许可证；显示/隐藏模块。 

要创建新密码，请选择更改密码。然后会出现以下弹

出窗口：  

 

首先，输入您的旧密码。然后输入新密码并在第三个

文本字段中重新输入此新密码，以确认密码更改。选

择确定确认更改，选择取消取消更改。 

 

选择许可证将显示许可证管理器，您可以在其中查看

当前有效的许可证和/或激活新的许可证密钥。输入

新密钥后，选择验证验证密钥并激活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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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模块设置访问有关所安装模块的一些有用信息，

例如版本号、制造商名称和安装文件的位置。  

此外，您可以将每个模块设置为是否激活或可见。  

 

文件 

 

选择文件将在工具栏中显示以下两个选项：  

 
• 导入患者：导入患者文件 
• 导出患者：导出包含患者数据和会话的文件。

请注意，必须先选择患者，然后才能使用导出

按钮 

选择导出功能后，将出现一个弹出窗口，用于选择

文件名和位置。  

• 如果要将患者导出为加密文件，请选择 *.Oto。
此文件只能在 OtoAccess® Database 应用程序

中使用 
• 如果需要公共文件，请选择 *.xml 或 ‘.json 

 

 

帮助 

 

在帮助菜单中，您可以找到有关 OtoAccess® 
Database 的用户指南和版本信息。 

 

 

6.1.2 侧面板 
在侧面板中，可以选择患者  或会话  类别。患者视图显示了患者列表和每位患者的会话。会话视图显示

了数据库中所有患者的整个会话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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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创建患者和患者列表  
患者列表显示了 OtoAccess® Database 中创建的患者。从这里可以添加新患者、修改数据和搜索患者。 

 

 

1. 添加新患者。 
2. 在详细的患者信息和详细的会话信息之间切换。 
3. 搜索字段。 
4. 在网格视图和组合视图之间切换患者详细信息。 
5. 选择要查看的患者字段。 
6. 排序。 

选择网格视图按钮  将以网格格式显示患者所有信息。 

 

选择组合视图按钮  将以一块区域显示患者所有数据。此视图禁用该功能，以便根据特定字段（如姓氏或

名字）进行排序。 

 

选择列表视图图标旁边的向下箭头  以更改列表中显示的字段。将出现一个下拉列表，其中列出了所有项

目。前面有勾号的项目包含在患者列表中。 

 

要搜索患者，请使用患者列表上方的搜索框。搜索项目可以是人员 ID、姓氏、名字和出生日期。 

 

在搜索字段中输入搜索字符，然后按 Enter 键或搜索图标。 

如果想要为某位患者输入一些新信息，患者列表将搜索与新条目信息相匹配的患者，然后相应地更新存储在所

选患者上的信息。如果有多位患者要应用这些新信息，请务必选择正确的患者。然后，更新的信息将显示在患

者信息部分中。 

要再次查看完整的患者列表，请点击搜索图标位置出现的叉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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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患者执行高级搜索，请单击搜索字段，然后会出现一个下拉箭头 。点击此箭头按钮将显示一个列表，您

可以从中选择高级搜索条件。 

 

选中项目后，该项目旁边会出现一个勾号，然后此搜索项目将显示在搜索字段下方。现在可以编辑该字段或通

过选择它旁边的叉号  取消选择该字段。 

要创建新患者，请点击患者列表上方的添加按钮  以打开一个空白患者信息界面。  

 

这个新患者界面包括患者照片、患者一般信息以及一些额外的字段。照片下方的区域包含可添加到患者的其他

信息。  

设置中可以自定义这两个区域（一般和其他信息数据）。有关设置这些字段的说明，请参阅管理工具文档。 

要添加患者照片，请选择添加按钮 。这会打开一个弹出文件选择框，您可以从中选择要上传的照片。您也

可以将照片拖放到此区域。照片的大小和质量会自动调整。  

要删除照片，请选择删除按钮 。 

输入完所有数据后，保存按钮  将被激活，输入的数据可以保存在数据库中。要放弃任何更改，请选择取消

按钮 。 

根据设置（请参阅管理文档），患者 ID 可能必须是唯一 ID。  

 

对于新输入 ID 在系统中已存在，将出现一个红色叉号，而不是箭头，同时 ID 字段周围也将出现一个红色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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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患者信息 
患者信息显示了患者的详细信息。在此视图中，您可以编辑（1）、删除（2）或添加有关患者的备注（3）。

要添加备注，必须先选择编辑图标。 

 
 

 

6.1.5 会话预览 

从患者列表中，单击切换按钮  以在患者信息和会话预览之间切换。会话预览可直接在 OtoAccess® 
Database 中显示预览和有关会话的信息，而无需打开相应的模块。  

 

信息：根据模块制造商的不同，某些模块可能不支持预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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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会话列表 
在患者信息和测试结果预览的右侧，有一个会话列表，其中包含所选患者的所有可用测试。 

 
 

从此处单击将在 OtoAccess® Database 中显示所选会话的预览。双击将在测量模块中打开会话。 

 

列表视图以列表格式显示所有会话。 

 

 

组合视图将在一个字段而不是一个列中显示所有项目。 

  

 

要查看测量模块中的测试，请选择相关会话，然后单击查看图标以打开相应的模块。 

 
移动图标可将选定的测试移动至另一位患者。可以选择多个会话（最多 5 个）。一旦按下移动

按钮，会话列表就会切换到患者列表，以便选择目标患者。可以使用搜索来查找目标患者。选

择目标患者并再次点击移动图标  或选择取消按钮  以停止该过程。 

 
要删除当前选定的测量值（最多 5 个），请单击删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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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描述 
在说明框中，可以添加有关测量的注释。选择编辑按钮  输入说明。选择编辑按钮会显示一个工具箱。  

  

下表描述了可用于修改文本的不同功能。选择保存图标  可以保存编辑和更改，选择取消图标  可以退出编

辑。 

 
剪切 

 
复制 

 
粘贴 

 
撤消和恢复上一次操作 

 
粗体、斜体和下划线 

 
放大缩小字体 

 
段落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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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OtoAccess® Database 管理 
安装 OtoAccess® Database 还会安装 OtoAccess® Database 管理工具。该工具可自定义 OtoAccess® 
Database 的多个设置。 

 

可编辑的设置包括关于患者数据库中用户首选项的一般设置、用户管理以及查看和管理日志文件的选项。 

 

一般设置：有关患者数据库和贵机构中用户首选项的所有设置。 

用户和组：有关用户管理和用户身份验证的所有设置。 

数据库：有关数据库和备份功能的一般信息和设置。 

日志：设置和查看所有可用的日志文件。 

帮助图标  位于菜单栏中。选择此按钮可打开手册。 

在信息栏的最右侧，您可以更改语言。选择缩写  可显示选项的下拉列表。如果选择新语言，则需要重新启

动 OtoAccess® Database 以使语言更改生效。 

信息：如果在 OtoAccess® Database 管理工具中更改了语言，则 OtoAccess® Database 中的语言将自动发

生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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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一般设置 
一般设置提供了自定义 ATLAS 数据库的选项。  

 

机构信息：输入有关贵机构的数据。 

服务管理：检查连接到数据库的服务的状态，如果存在连接问题，可能会

重新启动服务。 

默认首选项：设置患者数据库的默认值。 

患者字段：定义数据库中主字段和辅助字段的顺序首选项。 

用户自定义的患者字段：最多可添加七个用户自定义字段。- 

 

6.2.1.1 设备信息 

 

使用编辑按钮可编辑设备数据。 

选择标题图片或添加图标  可添加标志。选择垃圾桶图标  可删除标

志。 

输入机构的所有必填数据后，选择右上角的保存图标  保存您编辑的内

容。 

 

6.2.1.2 服务管理 
显示了 OtoAccess® Database 服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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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状态：这将显示服务正在运行、
等待启动或服务已停止 
 

重启按钮  可停止并重新启动服

务。  
 
服务正在运行状态对于正常的 
OtoAccess® Database 操作至关重

要。 
 

 

 

6.2.1.3 默认首选项 
患者设置可为患者数据库设置一些常规设置。对设置的更改会自动保存。 

 

默认患者国家/地区：为新创建的患者设置默认国家/地区。  

显示出生时间：显示出生时间。您可以选择是否在患者视图中显示出

生时间（仅适用于婴儿）。 

强制使用唯一的患者 ID：将强制使用唯一的患者 ID。然后，不能有两

名具有相同 ID 的患者。 

 

 允许统计使用情况：允许您记录软件的使用情况。此日志记录有助于

提高软件的可用性和工作流程。请注意，这不会记录患者和机构信

息。 

 

 

6.2.1.4 患者字段 

选择患者字段选项卡可定义 OtoAccess® Database 患者数据库中显示的信息。有两个首选项列表： 左边一个

是患者信息，右边一个是附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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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设置（OtoAccess® Database 管理） 

 

 

 

使用向左和向右箭头可将项目从一个首选项列表移动到另一个首选项列表。您可以使用向上和向下箭头排列列

表中项目的顺序。 

患者信息表必须始终包含至少一个项目，最多不超过 10 个。使用每个项目旁边的复选框确定哪些字段是必填

字段。 

眼睛图标显示了信息是对用户可见  还是对用户隐藏 。 

 

选择重置按钮可将主字段和辅助字段恢复为出厂默认设置。 

 

 

6.2.1.5 用户自定义的患者字段 

 

您最多可以创建七个用户自定义的字段用于数据库。选择编辑按

钮可编辑字段。选择保存图标可以保存更改，选择取消按钮可以

退出编辑。  

信息：用户自定义字段仅为文本字段。 

 

 

 

6.2.2 用户和组 
用户管理由用户和组选项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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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管理当前用户并根据需要添加新用户。 

组：管理用户组和不同的组权限。 

用户身份验证：管理与登录相关的设置。 

 

6.2.2.1 用户 
管理用户选项卡提供了所有可用用户的列表。 

 

该列表包含现有和被禁用的用户。从列表中选中一位用户时，将显示有关该

用户的其他信息。选中一位患者时，还会显示编辑？图标和删除？图标按

钮。  

要添加一位新用户，请选择右上角的添加 。将出现一个新的用户屏幕。 

 

您可以在其中添加新的用户详细信息。用户名、密码、姓名和缩写都是必填字段，以橙色箭头突出显示。您必

须先完成每个字段，然后才能保存数据。 

启用启用用户复选标记来激活用户。默认情况下已启用此字段。选择  添加有关用户的

更多信息。 

您可以将用户添加到任意组。将用户分配给至少一个组以应用权限级别是非常重要的。 

输入完所有数据后，保存按钮  将被激活，输入的数据可以保存在数据库中。要放弃任何更改，请选择取消

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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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 组 
管理组选项卡提供了所有可用组的列表。  

 

 

从列表中选中一个组时，将显示有关该组的其他信息。 
选中一个组时，还会显示编辑  和删除  按钮。  

有 3 个系统定义的组：管理员、检查员和观察员 

要添加一个新组，请选择右上角的添加 。将出现一个创建新组的界面  

 

首先，为小组命名。然后，您可以为该组分配关于组成员如何操作 OtoAccess® Database 的权限。唯一的必

填字段（组名称）以橙色箭头突出显示。您必须先填写这一字段，然后才能保存数据。  

然后，通过启用所需列表项前面的复选标记，选择分配给组的权限。读取患者和读取会话始终被激活。 

此外，您可以通过成员下拉框将用户分配到该组。这也可以通过用户设置进行（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用户 
6.2.2.1 章节）。 

输入完所有数据后，保存按钮  将被激活，输入的数据可以保存在数据库中。要放弃任何更改，请选择取消

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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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3 用户身份验证 
用户身份验证用于设置用户登录的设置。 

T

 

允许用户更改密码：启用此复选标记将允许用户更改

其密码。 

可以加强密码强度。新密码必须至少包含六个字符，

并包含大写字母和数字。设置密码的过期时间将要求

用户以预定的时间间隔更改密码。 

帐户锁定前的登录尝试次数：设置用户输入有效密码

的尝试次数。继续尝试将锁定帐户。 

解锁帐户的时间：您可以设置当帐户被锁定后用户在

能够再次登录之前必须等待的时间。 

登录时显示用户列表：启用此复选标记将在登录屏幕

中显示所有可用用户的列表。您可以从此列表中选择

用户。如果未选中，则必须手动输入用户名。 

登录时需要密码验证：如果启用了显示用户列表的选

项，允许登录而不设置密码的选项也会被启用。  

如果可用，使用 Windows 登录：使用户能够根据 
Windows 登录自动登录。需要正确设置用户部分中用

户的 Windows 登录字段，才能使其正常工作。 

 

 

6.2.3 数据库 
在数据库设置中，可以查看服务器名称、产品名称等一般信息。 也可以从此部分管理备份。  

 

信息：包含常规数据库和备份信息。 

连接：服务器的连接设置。 

备份和时间设置：定义执行备份时的备份位置和时间范围。 

恢复：从备份数据恢复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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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1 信息 
在此选项卡中，您可以找到服务器名称、产品名称、数据库版本、语言和已用空间等一般信息。 
 

 

6.2.3.2 连接 
连接设置： 

  

服务器名称：  

输入服务器名称或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点击刷新

按钮加载可用服务器列表。 

格式为 [DNS 名称或 IP]\[实例名称] 
默认为：“.\DGS”。 

登录信息：  

设置默认凭证将使用安装系统时创建的本机 SQL 
凭证。 

选择 Windows 凭证将使用每个用户的域和 
Windows 用户凭证登录到 SQL Server。 
此选项要求将 Windows 用户映射到 SQL Server。 

如果需要特殊凭证才能访问服务器，请输入特定

的用户名和密码。 

数据库名称：  
选择数据库的名称。默认为“ATLAS”。 

要测试连接设置，请选择右上角的测试连接按钮 。要保存所有更改，请单击保存图标 。 

 

 

6.2.3.3 备份和时间设置 
OtoAccess® Database 管理工具可定期执行备份。 

信息：备份文件始终包括患者数据库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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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选择存储备份的位置。然后，您可以通过启用删除早于预选时间的文件来设置删除旧备份的时间： 

要自动存储备份，请启用自动备份复选框。您还可以设置执行这些备份的时间范围。要手动进行备份，请选择

立即备份图标 。成功备份的确认显示在帮助图标旁边的左下角。  

 

 

6.2.3.4 恢复 

要恢复数据库，请使用打开图标  选择备份文件的位置。该位置显示在打开图标的后面。要启动恢复功能，

请单击右上角的恢复图标 。 

信息：恢复数据库将删除当前数据库并使用所选备份中的数据进行恢复。 

 

6.2.3.5 日志 
在日志设置中，您可以找到所有可用的日志条目。 

 

安全日志：提供了有关患者数据库更改的信息。 

系统日志：提供了与调试 OtoAccess® Database 的任何错误/问题相关的信

息。  

日志保留策略：定义了保留日志的时间以及何时运行脚本来清理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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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6 安全日志 
安全日志显示了哪个用户执行了操作以及何时执行了操作。 

 

 

刷新 ：可刷新日志信息。 

保存日志 ：可导出日志。 

清除日志 ：可擦除所有日志条目。 

 
 
6.2.3.7 系统日志  
系统日志显示了 OtoAccess® Database 相关应用程序记录的事件。这些信息也可以通过 ATLAS 名称下的 
Windows 事件查看器进行查看。  

 

 

刷新 ：可刷新日志信息。 

保存日志 ：可导出日志。 

清除日志 ：可擦除所有日志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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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8 日志保留策略 
日志保留策略将根据用户的选择将日志保存一段时间。默认为一个月。 

 

 

保存 ：可保存政策。 

删除早于预选时间的条目：将删除早

于预选时间的文件。-这用于节省硬盘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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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故障排除  
 

7.1 网络连接问题 
如果在使用 OtoAccess® Database 期间出现任何问题，以下检查清单指出了您首先需要考虑的区域/采取的步

骤： 
• 检查互联网连接并验证连接是否正确 
• 验证站点代码和制造商 ID 是否正确 
• 验证服务器 URL 是否正确 
• 检查安全程序（防火墙、反间谍软件、防病毒软件等）是否正在运行，它们可能阻止与 OtoAccess® 

Database 服务器的连接。 
o 如果您不确定计算机上是否正在运行任何安全程序，请与您当地的 IT 支持人员联系 

• 验证服务器连接是否稳定和有响应。如果不稳定或未响应，请与相关 IT 人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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