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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协议
CAE Healthcare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CAE Healthcare 医学教育产品（“产品”）的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这是法律协议。请仔细阅读本文件。

你将使用的本软件是依据由雇用你或你所代表（“被许可人”或“你”）的法人实体购买产品而提供 

给你的。如果产品标志为加拿大设计和制造，即加拿大公司 CAE Healthcare Inc.，其主要经营地在 

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不然则来自美国公司 CAE Healthcare USA Inc.，其经营地在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圣何塞市。本产品的购买受 CAE Healthcare 医学教育产品通用条款和条件 (“MEPGTC”) 以 

及本《最终用户许可协议》（“许可协议”）的管制。

本许可协议管理该软件的许可授权，仅嵌入在产品内部（“嵌入式软件”）的目标代码，以及由

CAE Healthcare 或随产品一起提供或单独提供的与产品相关的所有文件和信息（“数据”），是按

MEPGTC指明不出售但授权使用。

如果接受这些条款和条件，则不得对此处包含的任何条款、条件和注意事项有任何修改。

因此，请确保仔细阅读了本许可协议的条款。

如果你不能以其整体接受这些条款、条件和其他规定，而没有任何形式的修改，那么你将被禁止 
访问软件和数据。

1. 定义和诠释

1.1 此前言是本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前言中用大写字母标明的术语在前言中有明确的含义。无论本协议中何时使用到下列术语， 

均具有以下阐明的含义 ：

(a) “机密信息”是指 CAE Healthcare 拥有或属于其的任何及所有科技信息，以及与产品相关包括但 

不限于所有数据、嵌入式软件、商业秘密、技术诀窍、工艺、方法、样品、零部件、分析、汇编、指
南，以及由 CAE Healthcare 及其子公司和附属公司和/或其官员、工作人员、代理商、代表、雇员或 

顾问编制的其他信息或文档，其中包括或以其他方式来源于或者反映了 CAE Healthcare 的任何专 

有信息，无论其是否受知识产权保护或以书面、口头、电子或其他任何形式公布明确指定为机密 
或专有信息。

(b) “用途”是指嵌入式软件和数据的使用是专门为了产品的操作和维护，而使用产品仅仅是作为一种 

教育工具。

2. 许可协议

2.1 鉴于被许可人同意且遵守 MEPGTC 和本许可协议中包含的条款和条件，CAE Healthcare 授予被 

许可人（且被许可人也接受）一个个人、非排他、不可转让的许可协议，依此仅与产品一起在出现
本许可协议的计算机上使用嵌入式软件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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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协议
2.2 除此处授予的许可协议外，CAE Healthcare 不授予任何专利、版权、模仿制造权、商标、技术诀窍

或其他知识产权，无论是明示或暗示的权利。在不限制前述规定的前提下，被许可人不得以暗示、
默许或其他方式获取对 CAE Healthcare 的财产或其任何部分的任何权利。与产品及其部件相关的任

何商业机密和其他知识产权的权利和全部所有权应属于 CAE Healthcare 及其供应商（如有的话）。 

根据解释，被许可人同意嵌入式软件的源代码是 CAE Healthcare 的商业机密，仅 CAE Healthcare 有权

改变、维护、增强或以其他方式修改嵌入式软件。

2.3 在不限制前述或本许可协议中其他任何术语的前提下，被许可人应当并应保证使用本产品的 

任何授权人员仅限于被许可人的员工、代理、代表、医务人员和学生（“授权用户”）：

(a)不得对产品进行复制（除正常备份和灾难恢复目的以外，且此类拷贝应包含 CAE Healthcare 的 

版权及嵌入式软件和数据上表明的其他任何专有通知）、镜像、导出或制作产品或其任何部分的任 
何衍生作品，没有 CAE Healthcare 事先书面批准，不得将产品联网使用或使其可同时使用；

(b)不得出售、试图出售或转让（除非遵守 MEPGTC 规定）、转授许可、妨碍嵌入式软件或数据；

(c)不得以任何方式修改产品，同其他程序结合，或对任何嵌入式软件进行反向工程、屏幕捕捉、 

反编译或反汇编，或以其他方式试图创建或派生相关源代码；

(d)不得损坏或删除任何版权或专有通告；

(e)如产品提供密钥，则不得在没有密钥的情况下使用产品，或试图创建或创建任何方法或技术， 

从而使被许可人在没有密钥的情况下对产品进行操作；

(f )阻止除授权用户外的任何人获取或使用产品；

(g)不得将产品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同任何被许可人向第三方提供的任何产品或服务合并，不管是 

否基于商业目的。

2.4 尽管本许可协议有其他规定，但被许可人决不能利用产品和/或机密信息，允许、支持或以其 

他方式帮助被许可人或第三方开发与 CAE Healthcare 任何产品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产品、软件或 

服务。

2.5 被许可人同意授权 CAE Healthcare 及其代理和代表在被许可人正常营业时段的任何时候在给 

出合理的事先通知后，有权进入被许可人营业场所，以确保产品的使用在任何时候都遵守本许可 
协议的条款和条件。

2.6 CAE Healthcare 保留在产品中嵌入软件安全机制以监测产品使用情况，从而核实被许可人是否 

遵守本协议规定的权利，同时通过以下方式控制软件的使用 ：a)硬件锁定装置和/或 b)许可协议 

管理软件和/或 c) 许可协议授权密钥（统称“密钥”）。

2.7 一些产品可能允许被许可人在其使用过程中保存和复制由此类产品创建的图像（“作品”）。在这

点上，被许可人特此承认此类作品的所有权利、所有权和利益属于 CAE Healthcare 的独家财产。

被许可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修改此类作品，不得删除或更改 CAE Healthcare 的任何通告。 

但是，允许被许可人为非商业性教育目的而制作和复制此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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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协议
3. 反馈

被许可人同意不时向 CAE Healthcare 提供关于产品的意见、建议、数据、信息或反馈（“反馈”）。 
被许可人承认并同意 CAE Healthcare 有权自行决定，在其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开发、改进、营销和 

商品化时，可自由使用此类反馈信息，不受根据保密条款或知识产权的任何限制。

4. 期限和终止

4.1 本许可协议自许可协议执行之日起生效并保持效力直至根据以下条款规定协议终止。

4.2 MEPGTC（医学教育产品通用条款和条件）一旦终止，本许可协议立即终止。

4.3 如被许可人出现以下情形，CAE Healthcare 可书面通知后立即终止本许可协议 ：

(a)未能遵守本许可协议的任何条款和条件；

(b)终止或暂停其业务；为其债权人进行利益转让，或任何一方提起诉讼或反对其寻求宣布破产 

或资不抵债，或根据债务人破产、资不抵债、重组或救济的任何相关法律反对其对债务寻求清算、
停业、重组、改编、调整、保护、救济或和解，或反对其寻求签署救济令或任命托管人、受托人或 
其他相似官员对其财产任何部分进行处理；

4.4 本许可协议终止后，被许可人同意立即停止使用机密信息和产品，并将它们和其中任何拷贝、 

摘要或摘录以及任何相关 CD ROM、DVD、密钥、加密狗或 CAE Healthcare 指定的其他设备归还给

CAE Healthcare。应 CAE Healthcare 要求，被许可人应立即提供由被许可人的管理人员签署的书面 

证书，确认这些物品已归还 CAE Healthcare 或按照 CAE Healthcare 要求予以销毁。

4.5 即使本许可协议终止，以下条款应该延续并继续保持完整效力和作用 ：第 2 节（许可协议）、 

第5节（保密条款）项下有关被许可人的义务；以及适用于其他由性质和内容决定旨在延续的其他

任何条款。

5. 保密条款

5.1 被许可人同意对本许可协议和根据本协议所获得的所有机密信息严格保密，且只能 ：a) 根据 

一定目的仅披露给授权用户；且条件为任何时候均符合此处所含管制产品使用的条款和条件， 
或者 b) 如根据法律要求予以披露，仅限于所要求的披露程度并限于要求的用途，且应事先通知 
CAE Healthcare 允许其寻求适当的补救措施来预防泄密，或者同意此类披露条款。

5.2 第 5 节所述保密、使用和非披露义务不适用于以下信息 ：(i) 并非由于被许可人过失而公开的信息；

(ii)被许可人接收 CAE Healthcare 信息前已正当拥有的信息；(iii)由被许可人独立开发的信息，前提

为全部或部分同产品无关；以及 (iv)被许可人以诚信及非保密基础获得的信息，且没有来自合法获

取并透露此类信息的第三方对使用的限制。但是，机密信息不包含在上述例外情况内，只是因为在
公共领域单独或者整体的披露可能会导致产品的功能泄密。

5.3 被许可人同意负责执行本第 5 节的条款，并采取一定程度上必要的法律或其他行为，以促使任何

能访问机密信息的人员遵守此文所述条款和条件（包括被许可人为保护其自身商业秘密和机密信息
而采取的所有行为，但不低于合理的谨慎）。被许可人应负责保护、捍卫和维护 CAE Healthcare 免受

任何人违约行为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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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协议
6. 无法弥补的伤害

6.1 被许可人承认嵌入式软件和数据是 CAE Healthcare 的一项特殊、不可替代的重要资产，且任 

何方式违反第2节（许可协议）和第5节（保密条款）中被许可人的任何义务均会对 CAE Healthcare 
造成严重和不可挽回的损害，且可能无法充分赔偿相应损失。如被许可人违反任何此类规定，被
许可人同意签发禁止令以便阻止其进一步违反此类规定，不影响 CAE Healthcare 可能根据该违约

情况所采取的其他补救措施。

7. 担保和责任限制

7.1 CAE Healthcare 提供的唯一担保仅限于 MEPGTC 所述担保条款。任何担保均为个人的且不可 

转让。
7.2 CAE Healthcare 的责任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超过 SPTGC 所规定的责任限制。如有责任的话应

仅限于直接损害，不得超过被许可人就产品所支付的累计金额。

8. 适用法律

8.1 除了在加拿大设计和制造的产品外，本许可协议受加利福尼亚州内部实体法律管辖，适用于仅 

在加利福尼亚境内的协议签署和履行，不影响任何否则可能适用的法律原则的冲突或选择。对于在
加拿大设计和制造的产品，适用安大略省实体法（不包括其法律规定的冲突）及其他适用的加拿大
法律。在所有情况下，各方明确排除并放弃采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1980)》（维也纳销

售条约）修正稿。

8.2 除了在加拿大设计和制造的产品外，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均 

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进行诉讼解决。对于在加拿大设计和制造的产品，管辖地应为加拿大 
多伦多。任何一方在此放弃任何不方便管辖地的（任何拒绝该审判地点或寻求驳回诉讼的）权利。
各方特此不可撤销地放弃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之任何和所有权利，以便于由陪审团根据本
协议相关的法律程序进行的审判。

8.3 尽管有上述规定，如任何一方寻求禁制令以保护其保密义务或知识产权，则有权在具有有效 

管辖权的法院/机构裁决之前寻求解除。

9. 其他事项

9.1 美国政府客户 ：如被许可人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或美国政府单位或机构，根据可适用的

DFAR 第227.7202节和FAR第12.212 b) 条规定，软件和数据分别被视为“商业计算机软件”和“商业计 

算机软件文档”。美国政府或其任何单位或机构对嵌入式软件和/或数据的任何使用、修订、复制、 

发布、履行、展示或披露，受本许可协议和MEPGTC条款管辖。根据DFAR第252.227.7015(a) 条规定，

CAE Healthcare就其产品提供的未包含在上述规定内的任何技术数据均被视为“技术数据商业项目”。

9.2 修订。本许可协议只能由 CAE Healthcare 的正式授权代表进行修订。

9.3 非弃权 ：CAE Healthcare 在任何时候未能执行本许可协议的任何条款，或在任何时候未能要求被

许可人执行本许可协议的任何条款，不能构成该条款放弃，或以任何方式影响本许可协议或协议任
何部分或 CAE Healthcare 执行该条款权利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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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协议
9.4 无第三方受益人。本协议任何内容不得解释为创建或赋予任何第三方或除本协议相关当事人以

外的任何个人任何权利。

9.5 通知 ：与本协议相关的通知或通信应以书面形式，并投递至 MEPGTC 中所述地址。

9.6 序文/标题。序文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协议分割成条、款、节、项及其他条目和插入

的标题仅供方便参考，不影响本协议的结构或诠释。

9.7 可分割性。若本许可协议任何一项或多项条款被认定无效、非法或不能实施，本协议其余条款

的有效性、合法性或可执行性不应因此而受到任何影响或损害。

专有通知 ：本文档包括此处所含信息应当保密和/或为 CAE Healthcare Inc. 专有，不得以任何目的、 

任何方式复制或披露或使用其全部或部分，除非 CAE Healthcare Inc. 书面授权。版权和商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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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规格
人体模型
尺寸

大约31英寸x17英寸（长x宽）

大约78厘米x43厘米

重量

56 磅

25.4 公斤

计算机
尺寸

17.5 x 8.0 x 20.7 英寸

44.4 x 20.3 x 52.5 厘米

电力

110/240V 50/60 赫兹

显示器
尺寸

20.0 x 2.5 x 11.9 英寸

50.7 x 6.4 x 30.3 厘米

环境温度范围

5oC-35oC (41oF-95oF)

湿度

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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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认证
标准和认证
UL（美国保险商实验所）要求
产品符合并超出以下UL要求 ：

•  UL 508 工业控制设备

•  UL 60950 电气安全

CSA（加拿大标准协会）要求
UL 认证替代 CSA。CSA 可接受 UL 认证。

ROHS（限制在电子电器设备中使用有害物质的指令）要求
产品的设计和构造完全遵守并经认证符合“限制在电子电器设备中使用有害物质的指令”2004（一般

是指限制有害物质指令或RoHS)。
vii



标准和认证
EU（欧盟）要求
此产品符合并经认证满足以下欧盟指令 ：

低电压指令 (LVD) 93/68/EEC –强制性1997

•  EN60950 - 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

•  EN60204-1 - 机电设备的安全

EMC（电磁兼容性）指令 (EMC) 93/68//EEC-强制性1995

•  EN61000-6-4 - 辐射标准 - 工业环境

•  EN61000-6-2- 豁免标准 - 工业环境

机械指令98/37/EEC –强制性1995

•  EN 12100-1, 2 - 机械安全

个人防护装备指令93/95/EEC –强制性1994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2006年9月6日关于电池和蓄电池及废旧电池和蓄电池的欧盟指令2006/66/EC

电器和电子设备报废指令 ( WEEE)

•  EN 2002/96/EC

已选定的产品组件材料确保遵守 (WEEE) 指令中关于在欧洲市场上售卖的电器在报废后由电器制造

商回收并再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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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 警告
注意事项 / 警告

不要让探头摔落或撞击坚硬的物体表面。探头不包含晶体但仍然应该轻拿轻放。

不要试图维修 CAE VIMEDIX 超声模拟器或其任何部件。这样做会造成设备损害。

不要试图打开或维修任何部件。这样可能导致失去保修资格。

不要在 CAE VIMEDIX 探头上使用超声凝胶。用凝胶可能会损坏设备。

模拟器应距离大的金属物体或表面至少40 英寸（1 米），以防止图像失真或者模拟器性能受损。 

可能造成干扰的物体包括 ：

•  金属台部件

•  电动马达

•  大扬声器

•  高级扩增电器

•  电线

•  大型金属部件 （如金属文件柜）

•  卤素灯
ix



注意事项/警告

计算机应距离人体模型约 2 英尺（60 厘米），以防止影像失真。

确保没有东西留在保护袋或人体模型上，因为这会损害人体模型的表面。

避免任何烃类溶剂，因为它们会产生化学反应并溶解模型的表面。

不要把人体模型泡在液体里或用大量液体来清洗人体模型。这可能会损害其正常功能。

不要插入除 USB 存储设备外的任何 USB 设备。其他 USB 设备（如手机充电器、MP3 充电器）可能导

致模拟器产生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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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说明
产品说明
《CAE VIMEDIXTM 超声模拟器用户指南》提供的信息包括安装模拟器、用户界面导航、故障排除、 

维护和保养操作以及安装更新升级。

CAE VIMEDIX超声模拟器使用实时动态成像和客户定制设计的人体模型，给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提

供无与伦比的训练环境，用于对基本到复杂的各种案例扫描胸、腹和盆腔。学习者可以进行逼真
的心脏、腹部和盆腔结构的超声检查评估，练习手眼协调和探头处理，提高病理特征和案例的识
别技巧。

重要 ：CAE VIMEDIXTM 超声模拟器是一个训练工具。该模拟器不是用于对人进行活体诊断或确定 

危机生命的状况。CAE VIMEDIXTM 超声模拟器是系列教学工具中的一项，可以用来改善超声医学 

培训。此模拟器不能取代任何课程或者活体动手课程，但应该作为混合学习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病理特征
用户可以通过CAE VIMEDIX 了解病理特征，以便在识别和分析异常状况的过程中有助于他们的工作。
1



设备
设备概述
CAE VIMEDIX超声模拟器的基本平台是专为经胸超声心动检查 (TTE) 培训设计的。该基本平台通过

包括可作为升级购买的附加模块的可能性提供了强大的多功能性。

适用的附加模块是 ：

•  经食道超声心动检查 (TEE) 模块

•  腹部模块

标准设备
标准型CAE VIMEDIX配有使用超声模拟器的必要设备和库存。

注意 ：如同你收到任何货物，请根据包装发货单清点以确保收到了所有的部件。

标准设备

人体模型

经胸超声心动检查 (TTE) 探头

计算机

计算机电源线

键盘

鼠标

显示器

VGA连线

显示器电源线

网线
2



设备
人体模型

CAE VIMEDIX人体模型由真人大小的男性躯干和连接计算机的连线组成，以便记录探头活动并与

CAE VIMEDIX 模拟器进行通信。人体模型具有逼真的触觉特性，包括可按压的腹部、可触摸的肋 

骨和胸骨以及可压低的空腔。

人体模型和电源线

经胸超声心动检查 (TTE) 探头

标准型 CAE VIMEDIX 配有经胸超声心动检查 (TTE) 探头。该探头能模拟真实探头的功能，并包括 

一个可根据培训需要打开或关闭的压力传感器。

•  当打开传感器时，探头必须与人体模型表面接触以产生超声图像

•  当传感器关闭时，探头在未接触人体模型表面的情况下产生图像

TTE 探头

人体模型线缆
3



设备
计算机

除了人体模型和探头，计算机是CAE VIMEDIX 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操作系统是单独编程以运行

CAE VIMEDIX 软件、接收更新并允许用户访问 ICCU 网络课程。

CAE VIMEDIX 计算机

计算机电源线

计算机的电源线用于将计算机连接到浪涌保护电源。

键盘

键盘可用于通过快捷键来访问不同的模拟器功能（参见见第109页上的“附录A – 键盘快捷键和鼠

标控制”）、自定义目标切面 (TCP) 和在交互式报告 (Echo Reports) 窗口中输入信息。

鼠标

鼠标让用户可以在整个软件中浏览，访问不同的功能，执行评估任务（也就是测量值、多普勒等等）
并控制虚拟探测和增强现实显像。

显示器

显示器显示界面和用户的探测活动。

VGA连线

VGA 连线将显示器连接到计算机。

显示器电源线

显示器电源线用于将显示器连接到浪涌保护电源。

网线

网线将计算机连接到互联网。
4



设备
可选设备
可选设备可用于满足客户的特殊要求，为附加模块提供必要的组件。

经食道超声心动检查 (TEE) 探头

经食道超声心动检查 (TEE) 探头提供给购买TEE模块的用户。

TEE 探头

曲阵探头

曲阵探头适用于购买腹部模块的用户。

曲阵探头

附加设备清单

经食道超声心动检查 (TEE) 探头

曲阵探头

口腔模型

人体头部模型

附加案例和病理包

演示车

人体模型手提箱

计算机手提箱
5



设备
口腔模型

口腔模型提供给购买 TEE 模块的用户。设计供人体模型头部一起使用，此组件模拟口腔，用于经食

道超声心动检查。

口腔模型

人体头部模型

人体头部模型提供给购买 TEE 模块的用户。

人体头部模型

附加案例和病理包

附加的案例和病理包适用于CAE VIMEDIX 模拟器。

展示车 

CAE Healthcare 强烈建议用户购买专门为 CAE VIMEDIX 模拟器设计的移动展示车。车的规格是

40.5 x 25.5 x 32.25 英寸，使用前需要组装。

人体模型手提箱

CAE VIMEDIX 人体模型手提箱让用户能安全地存放和搬运模拟器。

计算机手提箱

CAE VIMEDIX 计算机手提箱让用户能安全地存放和搬运模拟器的计算机及其组件。
6



安装
安装

第1步 ：将人体模型放置到工作区
为 CAE VIMEDIX 设定一个工作区。建议选择一个永久位置，这样就不需要搬动设备。将人体模型背

靠平台表面平放好，平台（比如说展示车）应能支撑 65 磅（29.5 公斤）。有关CAE Healthcare 可选用

展示车的相关信息，参见第6页上的“展示车”。

安装 CAE VIMEDIX 模拟器

1 将人体模型放置到工作区

2 连接头部（可选）

3 将计算机放置到工作区

4 将人体模型连接到计算机

5 将计算机连上电源

6 将显示器连上电源

7 将显示器连接计算机

8 连接鼠标和键盘

9 将探头连接计算机

10 计算机和显示器通电
7



安装
第2步 ：连接头部（可选）
如果已经购买，人体模型头部必须在使用 TEE 探头前连接到人体模型上。正确对准头部，确保 TEE 
探头能顺利插入。

将人体模型头部连接到躯干 ：

a. 从包装中取出人体模型头部。

b. 头部的定位略低于人体模型的胸部高度。

定位头部

c. 将头底部的凹槽与人体模型躯干对齐。

校准头部

定位头部

对齐卡槽
8



安装
d. 一旦这部分对齐，将人体模型的头部直接上推，直到颈部与人体模型的
前面部分一致。

将人体模型的头部上推

第3步 ：将计算机放置到工作区
从包装中取出计算机。将计算机放置在一个平坦、水平的平面上，距离人体模型至少 2 英尺 

（60 厘米）以防止图像失真。

第4步 ：将人体模型连接到计算机
将人体模型线缆连接到计算机前面板的 SOURCE（源）端口。

连接人体模型线缆

上推头部

人体模型线缆 
连接到计算机
9



安装
第5步 ：连接计算机电源
将电源线母插口一端连接到计算机，公插口端连接到浪涌保护电源插座。

第6步 ：连接显示器电源
将电源线母插口一端连接到显示器，公插口端连接到浪涌保护电源插座。

第7步 ：将显示器连接计算机
a. 将 VGA 连线的一端连接到计算机后面板。

VGA 连线连接到计算机

b. 将 VGA 连线的另一端连接到显示器的背面。

VGA 连线连接到显示器

VGA 连线连接到计算机

VGA 连线连接到显示器
10



安装
第8步 ：连接鼠标和键盘
将鼠标和键盘连接到计算机后面板的任意USB接口。

将鼠标和键盘连接到计算机

第9步 ：将探头连接计算机
a. 将探头线缆连接到计算机前面板的 SENSOR 1（传感器1）端口。

连将探头线缆

将鼠标和键盘连 
接到计算机

将探头线缆连接到计算机

警告 ：不要将探头连接到 SENSOR 2（传感器2）端口。探头必须连接到 SENSOR 1（传感器1）端口。
11



安装
b. 将探头放到人体模型腹部进行校准。

将探头放到人体模型的腹部

第10步 ：计算机和显示器通电
a. 按计算机前面板的电源按钮。

计算机通电

b. 按显示器前面的电源按钮。

将探头放到 
人体模型的腹部

计算机通电
12



安装
启动模拟器

CAE VIMEDIX 一打开，会显示 System Startup（系统启动）屏幕。

系统启动屏幕

系统开始加载，出现一个进度条。系统加载可能需要几分钟。模拟器每通电23次，系统会执行一个

诊断过程，这可能额外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启动 CAE VIMEDIX 模拟器

1 选择显示配置

2 校准探头

3 接受许可协议

4 执行自动更新（如果有可用的）
13



安装
选择显示配置

在一些培训情况，有两个显示器连接模拟器可能很有用。当系统检测到第二个显示器，就出现显示
配置屏幕。

显示配置屏幕

选择三个选项之一来配置双显示器显示 ：单显示、双显示或镜像显示。

单击所需要的配置，并点击 Apply（应用）按钮来应用该配置。

点击应用按钮

显示配置选项

单显示 选择单一显示选项，只使用显示器中的一个。

双显示 选择双显示选项，使用两个显示器，并且两个显示器跨界面交叉。

镜像显示 选择镜像显示选项，使用两个显示器，两个显示器上界面重复。

点击应用
14



安装
如果有一个显示器不符合1920x1080p分辨率要求，会出现一则警告信息。

分辨率警告信息

警告信息仅用于通知目的。不正确的分辨率不影响用户使用模拟器的能力。

校准探头

在系统加载和显示配置完成后，会出现探头校准屏幕。

探头校准屏幕

确保探头放置在人体模型的腹部，然后按任意键校准。
15



安装
16

接受许可协议

探头校准完成后，出现 Licence Agreement（许可协议）屏幕。

许可协议屏幕

点击 Accept（接受）以接受许可协议。出现 CAE VIMEDIX 界面。

执行自动更新

为使模拟器自动接收更新，请确保模拟器通过网线连接到互联网。如果模拟器有更新可用，在接受
许可协议后会出现一条信息询问你是否愿意更新系统。

点击 Yes 接受更新。

出现显示更新状态的进度条。更新可能会需要几个小时来安装，这取决于更新的大小和互联网的连
接速度。一旦更新完成，模拟器会自动重启。

警告 ： 用户必须接受许可协议才能使用软件。

警告 ：如果模拟器的支持和维护协议已经过期，则自动更新不可用。保持与 CAE Healthcare 
的有效协议是很重要的，从而确保在模拟器有可用更新时可以接收到最近的更新。更多信息
请联系你的 CAE Healthcare 代理。



模拟器的使用
模拟器的使用
CAE VIMEDIX 模拟器的设计目的是给学习者一个探索性的训练环境，以便学习者可以练习和使用超

声波检查仪器，可能有三个模块 ：经胸超声心动检查 (TTE)、经食管超声心动检查 (TEE) 和腹部超声波

检查。

界面
CAE VIMEDIX 模拟器界面由增强现实 (Augmented Reality，即 AR 显像和超声显像组成，多功能特性

方便用户执行多样化功能并根据教学目的调整设置。

CAE VIMEDIX 模拟器界面
17



模拟器的使用
超声显像

拆分视图 (Split View) 界面的右侧显示 2D 超声波影像，有景深、对比度、增益、M 模式功能和彩色

多普勒。

超声显像
18



模拟器的使用
增强现实显像

拆分视图 (Split View) 界面的左侧显示的是位于扫描区域的器官和假象的一个交互式逼真的 3D 动
画解剖描绘。增强现实 (AR) 显示通过展示一个超声波束所在位置的表征来帮助学习者生成精确的

超声波影像。为了学习目的，通过使用 Structures Visibility（结构可见性）功能可以把结构和假象 

从视图中“移除”。关于此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47页上的“修改结构可见性”。

增强现实 (AR) 显像
19



模拟器的使用
控制面板

Control（控制）面板位于界面的右上角。通过点击图标，用户可以加载病理，修改连接和设置， 

访问帮助工具和退出程序。

控制面板

加载

Load（加载）图标用来获取可用的病理列表。

加载图标

关于病理信息，参见第33页上的“加载病理特征”。

连接

Connection（连接）图标让用户编辑网络设置。

连接 图标

关于网络设置信息，参见第86页上的“管理网络设置”。

设置

Settings（设置）图标让用户编辑模拟器设置。

设置 图标

关于更改模拟器设置的更多信息，参见第83页上的“修改模拟器设置”。
20



模拟器的使用
帮助

Help（帮助）图标提供访问帮助菜单和有关模拟器功能、设置以及基本故障排除的相关信息。

帮助图标

关于帮助菜单的更多信息，参见第95页上的“访问帮助菜单”。

退出

Exit (退出) 图标用来关闭模拟器。

退出图标

关于关闭模拟器的更多信息，参见第100页上的“点击Yes”。

虚拟探头选项

Virtual Probe（虚拟探头）面板包括三个按钮 ：Mouse（鼠标），Probe（探头）和 Probe Pause
（探头暂停）。

虚拟探头面板

关于虚拟探头选项的更多信息，参见第31页上的“虚拟探头选项的选择”。

鼠标按钮

探头按钮

探头暂停按钮
21



模拟器的使用
目标切面

目标切面是学习工具，旨在让学习者在缺乏指导人员的情况下练习技术。Target Cut Plane（目标切

面）面板有三个按钮 ：Stop Metrics（停止测量）按钮，New（新建）按钮，TCP Menu（目标切面菜

单）按钮。通过点击 New（新建）按钮，用户可以从探头当前位置创建目标切面。通过点击 
TCP Menu（目标切面菜单）按钮，用户可以加载TCP（目标切面）并记录测量指标。

目标切面测量可以用来测定学习者进行目标切面练习的时间。

目标切面面板

关于如何使用目标切面和测量功能的更多信息，参见第39页上的“目标切面的使用”。

录像

Recording（录像）面板让用户可以暂停现场培训，并回顾过去12秒钟的现场活动。

录像面板

关于此功能的更多信息，参见第83页上的“使用录制控件”。

捕获面板

Capture（捕获）面板提供屏幕和视频捕获选项，让用户能保存会话过程中的图像和视频序列。

捕获面板

测量计时器按钮

停止测量按钮

新建按钮

目标切面菜单按钮
22



模拟器的使用
屏幕捕获

点击 Screen Capture（屏幕捕获）按钮来捕获会话过程中的屏幕。

屏幕捕获按钮

视频捕获

点击 Video Capture（视频捕获）按钮来捕捉会话过程中的屏幕视频。

视频捕获按钮

捕获菜单

点击 Captures Menu（捕获菜单）按钮来复查屏幕上的图像和视频。

捕获菜单按钮

Screen Capture（屏幕捕获）、Video Capture（视频捕获）以及Captures Menu（捕获菜单）按钮的

更多信息，参见第88页上的“捕获控件的使用”。
23



模拟器的使用
模拟面板

界面左侧 Simulation（模拟）面板上的按钮让用户定制培训体验。

模拟面板
24



模拟器的使用
设置

Settings（设置）部分包括两个按钮 ：Viewlock（视图锁定）按钮和 Structures Visibility（结构可

见性）按钮。

设置部分

Viewlock（视图锁定）按钮用来激活或禁用视图锁定功能。

关于 Viewlock（视图锁定）按钮的更多信息，参见第47页上的“锁定视图”。

点击 Structures Visibility（结构可见性）按钮来选择哪些器官显示在 AR（增强现实）和超声显像上。

关于 Structures Visibility（结构可见性）按钮的更多信息，参见第47页上的“修改结构可见性”。

横截面视图

Cross Section View（横截面视图）部分让用户在 AR（增强现实）显像上修改剖面视图设置。

横截面视图部分

关于剖面选项的更多信息，参见第49页上的“选择横截面视图”以及第51页上的“选择波束类型”。

视图锁定按钮 结构可见性按钮
25



模拟器的使用
布局

Size（尺寸）部分让用户有若干选项来选择AR（增强现实）和超声显像在界面上如何显示。默认设置

是 Split View（拆分视图）。

尺寸部分

关于显示选项的更多信息，参见第54页上的“改变显示布局”。

辅导

辅导部分包括两个按钮 ：Tutorial（辅导）按钮和 ICCU website（ICCU 网站）按钮。

辅导部分

Tutorial（辅导）按钮是用来启用辅导模式，可以让用户识别人体不同的解剖学结构。

关于辅导模式的更多信息，参见第57页上的“使用辅导功能”。

ICCU 按钮用来启动 ICCU 网站。模拟器必须连接到互联网才能使用此项功能。

关于 ICCU 功能的更多信息，参见第58页上的“访问 CAE ICCU 网站”。

辅导按钮 ICCU 按钮
26



模拟器的使用
超声面板

界面右侧 Ultrasound（超声）面板下的按钮是用来修改超声显像并与其互动。

超声面板
27



模拟器的使用
设置

Settings（设置）部分包含调节超声设置的选项。

设置部分

关于超声设置选项的更多信息，参见第59页上的“调整超声波设置”。

常规

Convention（常规）部分包括四个普通常规选项。

常规部分

关于常规选项的更多信息，参见第64页上的“选择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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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测量

Measures（测量）部分包括在超声显像上进行测量的三个按钮 ：Electronic Caliper（电子标尺）按

钮，Area Measure（面积测量）按钮和 Contour（轮廓测量）按钮。用户可以使用不同的测量按钮同

时完成多种测量。另外，还有两个供删除测量数据的按钮 ：Delete Last Measurement（删除上一次

测量数据）按钮和 Delete All Measurements（删除所有测量数据）按钮。

测量部分

关于测量工具的更多信息，参见第67页上的“使用测量功能”。

多普勒

Doppler（多普勒）部分包括启用和调整多普勒设置的两个按钮 ：Color Doppler（彩色多普勒） 

按钮和 Doppler Settings（多普勒设置）按钮。

多普勒部分

关于彩色多普勒的更多信息，参见第72页上的“彩色多普勒的使用”。

电子标尺按钮 面积测量按钮

轮廓测量按钮

删除上一次 
测量数据按钮

删除所有测量 
数据按钮

彩色多普勒按钮 多普勒设置按钮
29



模拟器的使用
M 模式

M-Mode（M 模式）部分包括激活和调整 M 模式的选项。

M 模式部分

关于M模式的更多信息，参见第73页上的“M 模式的使用”。

交互式报告

Echo Reports（交互式报告）部分包含一个 Echo Reports（交互式报告）按钮，让用户能创建、 

完成并复查培训用的心脏交互式报告。

交互式报告部分

关于心脏交互式报告的更多信息，参见第74页上的“心脏交互式报告的使用” 。

M 模式按钮

时间滚动条
30



模拟器的使用
虚拟探头选项的选择
Virtual Probe（虚拟探头）面板包括三个选项 ：Mouse（鼠标）按钮、Probe（探头）按钮和 
Probe Pause（探头暂停）按钮。

虚拟探头选项

鼠标

点击 Mouse（鼠标）按钮以控制模拟器的不同视图。

鼠标按钮

用鼠标来移动躯体，不移动超声波束：

1. 点击并按住鼠标左键。

2. 拖动鼠标。

使用鼠标移动探头 ：

1. 点击  Viewlock（视图锁定）按钮解锁视图。

视图锁定按钮

2. 一旦禁用视图锁定，将光标放在 AR（增强现实）显示区。

3. 点击并按住鼠标右键。

4. 拖动鼠标。

视图锁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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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移动主体和探头 ：

1. 点击  Viewlock（视图锁定）按钮解锁视图。

视图锁定按钮

2. 一旦禁用视图锁定，将光标放在 AR（增强现实）显示区。

3. 点击并按住鼠标左键。

4. 拖动鼠标。

用鼠标来放大和缩小 ：

1. 点击并按住鼠标的滑轮。

2. 拖动鼠标。

要使用鼠标来调整景深，转动鼠标的滑轮。

探头

选择 Probe（探头）按钮后，连接到计算机前面板上 SENSOR 1 端口的探头即被激活，探头就可以

用来扫描人体模型了。

探头按钮

探头暂停

Probe Pause（探头暂停）按钮可以冻结 AR（增强现实）和超声显像中最后扫描的心动周期和心动

周期循环。探头暂停功能对分析剖面有用。

探头暂停按钮

视图锁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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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加载病理特征
病理特征功能可以帮助学习者识别超声图像里的异常情况。

点击 Load（加载）图标进入病理特征界面。

加载图标

出现 Pathologies（病理特征）窗口。

病理特征窗口

用户可以用病理特征窗口中的功能查找和加载病理特征。
33



模拟器的使用
以标准模式加载病理特征

用户可以在标准模式下加载病理特征，并可使用 Filters （过滤器）面板中的标准来整理所选项。 

过滤器功能让用户按 Category（类别）或 Availability（可用性）标准来整理病理特征内容。

用户可以基于模块类型（FAST 和 ICCU）、重点区域（腹部、心脏和胸膜）、可用性（可用的或已过

期）或人体模型的类型（需要更换人体模型）而选择缩小在 Pathologies（病理特征）面板中显示的

病理特征范围。

如果未在 Filters (过滤器面) 面板选择任何过滤条件，所有可用的病理特征都默认显示。

加载病理特征功能 ：

1. 点击  Load（加载）图标。

加载图标

出现 Pathologies（病理特征）窗口。

病理特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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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2. 从 Filters（过滤器）面板选择搜索标准。Pathologies（病理特征）面板自动更新。 

如果未选择搜索标准，所有可用的病理特征都出现在 Pathologies （病理特征）面 

板上。

过滤器面板

3. 选择想要的病理特征，病理特征选项将自动展开。

选择病理特征
35



模拟器的使用
4. 点击 Load（加载）按钮。

点击病理加载按钮

病理特征加载完毕。

以隐藏模式加载病理特征

CAE VIMEDIX 模拟器提供隐藏模式，让教师能掩藏所加载病理特征的名称。当病理特征在隐藏模

式下加载时，在 CAE VIMEDIX 模拟器界面顶部，病理特征的名称被替换成 Stealth Mode Activated
（隐藏模式已激活）。

在隐藏模式下，可以从病理特征窗口使用病理特征代码或 Hide pathology name on the main 
interface (Stealth mode)（隐藏主界面病理特征名称（隐藏模式））复选框来加载病理特征内容。

以隐藏模式使用病理特征代码加载病理特征 ：

1. 点击  Load（加载）图标。

加载图标

出现 Pathologies（病理特征）窗口。

2. 使用病理特征代码文件查找想要的病理特征代码。有关的更多信息，参见第

113页上的“附录B – 病理代码”。

3. 将代码输入到 Code（代码）文本框。

输入要隐藏代码

点击加载

输入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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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4. 点击 Load（加载）。

点击加载

相关病理特征被加载。

注 ：如果代码错误，出现消息提示输入的代码无效。

输入的代码错误消息

在隐藏模式下使用复选框功能不输入代码加载病理特征 ：

1. 从 Pathologies（病理特征）面板选择想要的病理特征。

选择病理特征

点击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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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2. 选择 Hide pathology name on the main interface (Stealth mode) 
（在主界面隐藏病理特征名称（隐藏模式））复选框。

选择隐藏模式复选框

3. 在所选的病理特征界面点击 Load（加载）。

点击加载按钮

以隐藏模式加载了病理特征。

隐藏模式下加载病理特征

标选复选框

点击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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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像

照波束

照波束

声图像

头

头

目标切面的使用
目标切面 (TCP) 是参考视图，学习者可以用来模仿正确的探头定位。教师可以选择预制的 TCP 或在

任何案例中创建新的 TCP。

目标切面屏幕功能

加载 TCP（目标切面）时，会出现两个额外的显示 ：人体模型放置显示和参照超声图像显示。

人体模型放置和参照超声图像显示

超声显

红色参

蓝色参

参照超

参照探

实况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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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在 AR（增强现实）显像中，红色参照超声波束识别学习者必须获得的目标切面。AR 显像里的蓝色

超声波束和实况超声波映像显示实况探头的剖面。

目标切面屏幕

当两种超声波束重叠，参照超声波束从红变绿。实况探头也是红色并且保持红色直到与参照探头相
匹配。一旦用户获得目标切面，超声波束对齐并变成绿色。两个探头也对齐并变成绿色。

获得的目标切面

CAE VIMEDIX 模拟器包括一个测量功能，可以让用户加载目标切面，并且通过记录获得目标切面和

通过目标切面协调其探头位置所用的时间来评估他们的能力水平。此数据编制在一个可导出的电
子表格中（参见第46页上的“测量数据的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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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创建目标切面

用户可以创建个人的目标切面，保存在所加载的病理特征目标切面窗口的 Personal（个人）选项

卡下。

创建个人目标切面 ：

1. 需要的话，选择病理特征（参见第33页加载病理特征） 。

2. 在人体模型上定位探头以获取在超声和 AR（增强现实）显像上需要的视图。

3. 从 Target Cut Planes（目标切面）面板点击 New（新建）按钮。

新建按钮

出现 New Target Cut Plane（新目标切面）窗口。默认情况下，名称是 10 位自动 

生成的编号，TCP（目标切面）类别为 none（无）。

新目标切面窗口

4. 在 Name（名称）字段输入所需要的新目标切面的名称，并在 Category （类别）

下拉菜单选择一个类别，如果需要的话。

5. 点击 Close（关闭）按钮保存所输入内容。

注意 ：用户也可以从“目标切面”面板窗口点击 Personal（个人）选项卡并

点击位于可用的个人目标切面列表上方的 New（新建）按钮创建个人的

目标切面。

TCP（目标切面）在目标切面面板窗口的 Personal（个人）选项卡下创建并供选用。

点击新建按钮

名称字段

类别下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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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加载目标切面

用户加载现有的目标切面。

加载目标切面 ：

1. 点击 TCP menu（目标切面菜单）按钮。

目标切面菜单按钮

出现目标切面面板窗口。

目标切面面板窗口

点击目标切面菜单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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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2. 在目标切面面板窗口，选择 Base（基本）或 Personal（个人）选项卡， 

取决于要加载的目标切面的类型。

即列出可用的目标切面 (TCP)。

3. 从列表中选择要加载的目标切面。

4. 点击 Load（加载）按钮来加载目标切面。

点击加载按钮

TCP（目标切面）被加载。

卸载目标切面

要卸载当前的目标切面并返回到标准视图 ：

1. 点击  Target Cut Planes（目标切面）面板上的  TCP menu（目标切面菜单）按钮。

目标切面菜单按钮

出现目标切面窗口。

点击加载按钮

点击 目标切

面菜单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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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2. 在目标切面窗口，点击 Unload（卸载）按钮。

点击卸载按钮

TCP（目标切面）被卸载。

测量

TCP 测量功能用来评估学习者匹配参照切面的成效。当教师点击 Start Metrics （启动测量）按钮，

出现TCP 显像，并且一个计时器被激活。计时器是一个测量工具，用来记录学习者获取TCP所用的

时间长度。该测量功能也记录在TCP中探头坐标位置的变化。

启动测量

记录TCP的测量 ：

1. 点击位于 TCP Cut Planes（目标切面）面板上的 TCP menu（目标切面菜单） 

按钮。出现目标切面窗口。

2. 从 Base（基本）或 Personal（个人）选项卡选择需要的TCP。

3. 从 Metrics Options（测量选项）面板，选择 Show Timer（显示计时器）复选

框。进行测量时，目标切面面板上的计时器。

选择显示计时器复选框

点击卸载

选择 
显示计时器 
44



模拟器的使用
4. 点击 Start Metrics（启动测量）按钮来加载 TCP，并且开始计时以便用户来

获取TCP。

点击启动测量按钮

停止测量

要在 TCP 测量会话中停止计时器，点击位于 Target Cut Planes（目标切面）面板上的 Stop Metrics 
（停止测量）按钮或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

点击停止/启动测量按钮

复查测量

通过使用测量复查功能，用户可以复查测量会话中最后的探头位置和图像。

复查测量 ：

1. 点击位于  Target Cut Planes（目标切面）面板上的  TCP menu（目标切面菜

单）按钮，出现目标切面窗口。

2. 点击 Metrics（测量）选项卡。

3. 从列表中选择需要的测量来复查。

4. 点击 Review（复查）按钮。

点击复查按钮

点击启动测量

点击停止测量

点击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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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在参照超声图像显示中，该界面显示测量会话中记录的最后的图像。

增强现实 (AR) 和超声显像显示模拟器探头结果。人体模型布局显像显示测量会话中最后的探测位

置和方向与当前的探头位置和方向相比较。

测量数据的传送

所有捕获到的测量数据都可以用USB存储装置进行输出。

通过USB存储装置传送测量数据 ：

1. 当USB存储装置被识别后，在 Metrics（测量）选项卡出现 Options（选项）下拉 

菜单。

选项下拉菜单

2. 从可用的测量列表，选择需要输出的测量会话或者点击 Select All（全选）

按钮来选择所有的测量会话。

3. 点击 Transfer（传送）按钮

点击传送按钮

选项下拉 
菜单

点击传送

警告 ：一旦测量数据被传送到USB存储装置上，该会话从 CAE VIMEDIX 模拟器上删除，并且不能 

恢复。

警告 ：在模拟器关闭前，不能从 VIMEDIX 上移除 USB 存储装置。以错误方式移除 USB 装置会损 

坏装置上存储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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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锁定视图
点击 Viewlock（视图锁定）按钮以激活或禁用视图锁定功能。视图锁定默认为激活状态。

视图锁定按钮

当视图锁定被激活，增强现实和超声显像始终是同步的。

当视图锁定被禁用，增强现实显像可以通过鼠标进行操控。在这种情况下，超声和增强现实显像提
供结构的不同透视图（参见第31页上的“虚拟探头选项的选择”）。

修改结构可见性
在训练中，用户可以通过修改 Structures Visibility（结构可见性）窗口的复选框从视图中隐藏结构。

修改结构可见性 ：

1. 点击位于 Simulation（模拟）面板  Settings（设置）部分的 Structures 
Visibility（结构可见性）按钮。

点击结构可见性按钮

视图锁定按钮

点击结构可见性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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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出现 Structures Visibility（结构可见性）窗口。

结构可见性窗口

2. 取消选择左边一列的复选框来从AR显像中移除结构。

3. 取消选择右边一列的复选框从超声显像中移除假象。

注意 ：一些结构不能从超声显像中移除。这些结构通过一个锁的符合来
表示。

4. 点击 Close（关闭）按钮来应用这些改变并退出 Structures Visibility（结构可

见性）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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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选择横截面视图
通过使用 Cross Section View（横截面视图）部分的按钮，用户可以选择显示在 AR（增强现实）显像

中的切面视图。

正常

点击 Normal （正常）按钮来显示 Normal（正常）切面视图。默认情况下，模拟器启动后横截面视图

设定为 Normal （正常）。

正常横截面视图

正常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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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反向

点击 Inverted（反向）按钮来显示反向的横截面视图。

反向横截面视图

双面

点击 Both Sides （双面）按钮来禁用 AR（增强现实）显像中的横截面视图。

双面横截面视图

反向按钮

双面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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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选择波束类型
在训练中，用户可以从三种波束中选择使用。选择的波束决定超声波束如何在增强现实显像中显
示。要更改波束类型，点击位于 Simulation（模拟）面板上 Beam（波束）部分适当的波束按钮。

波束按钮

默认的增强现实波束是 Semi-Transparent（半透明）。

半透明增强现实波束

半透明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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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Edge（加边）增强现实波束类似于 Semi-Transparent（半透明）增强现实波束，但包括一条黑线环

绕在超声波束的边缘。

加边增强现实波束

通过使用超声波视图，Ultrasound（超声）AR 波束在超声波束内显示结构。

超声增强现实波束

加边按钮

超声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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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使用波束向导
波束向导可以让用户通过使用红色和绿色的侧边来识别波束的方向。

要激活切面向导，点击位于 Simulation（模拟）面板上 Beam Guide（波束向导）部分的 
Beam Guide（波束向导）按钮。

波束向导

出现绿色和红色边界，为用户显示波束的方向。

激活状态下的波束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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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改变显示布局
使用 Simulation（模拟）面板上 Layout（布局）部分的按钮，用户可以更改增强现实和超声显像

的布局。

拆分视图

点击 Split View（拆分视图）按钮来均衡地查看增强现实和超声显像。

拆分视图显示模式

模拟器启动时，默认为拆分视图的界面。在模拟器设置里可以改变启动时的默认视图。关于改变启
动时默认布局的相关信息，参见第83页上的“修改模拟器设置”。

拆分视图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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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缩小

点击 Small（缩小）按钮可以查看较小的增强现实显像和较大的超声显像。

缩小显示模式

放大

点击 Large（放大）按钮来查看较大的增强现实显像和较小的超声波显像。

放大显示模式

缩小按钮

放大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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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仅增强现实

点击 Only augmented（仅增强现实）按钮只查看增强现实显像。

仅增强现实显像模式

隐藏增强现实

点击 Hide augmented（隐藏增强）按钮只查看超声显像。

隐藏增强显示模式

仅增强现实
按钮

隐藏增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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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使用辅导功能
辅导功能帮助用户识别增强现实显像上的解剖结构。

使用辅导功能 ：

1. 使用探头获得 AR（增强现实）显像的视图。

注意 ：要在使用辅导模式时冻结该视图，点击位于 Virtual Probe（虚拟

探头）面板上的 Probe pause（探头暂停）按钮。

2. 点击屏幕左侧 Simulation（虚拟）面板底部的 Tutorial（辅导）按钮。

辅导按钮

3. 鼠标悬停在 AR（增强现实）显像的解剖结构处。

当鼠标滚动过每一个结构，其名称会出现在靠近屏幕的顶部。

有标记的解剖结构

4. 要退出辅导模式，再次点击 Tutorial（辅导）按钮。

辅导按钮

有标记的解剖结构

突出显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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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访问 CAE ICCU 网站
要访问 CAE ICCU 网络，点击屏幕左侧 Simulation 面板底部的 ICCU 网站按钮。

ICCU 网站按钮

出现ICCU在线学习窗口。

ICCU 在线学习窗口

注意 ：必须连接到互联网才能访问 CAE ICCU 网站。如有必要，与你的系统管理员或IT专员联系。 

更多信息，参见第86页上的“管理网络设置”。

ICCU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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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调整心搏率
根据培训课程，用户可在不同的案例中调整心搏率到合适的速率。默认心搏率是正常心脏每分钟 
90 次 (bpm)。默认的心压塞案例是每分钟120 次。

要调整心搏率 ：

•  点击键盘上的 Page Up 键来增加心搏率每分钟5次。

•  点击键盘上的 Page Down 键来减少心搏率每分钟5次。

调整超声波设置
用户可以使用 Ultrasound（超声）面板上的按钮来调整超声波功能的设置。

心电图描记

ECG（心电图）按钮用来启用或禁用屏幕底部的 ECG（心电图）监视功能。ECG 监视是启动时默认启 

用的。特色 ECG 是一个标准的 ECG，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被禁用。

ECG 按钮

ECG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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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缩放

Zoom（缩放）按钮让用户能在超声图像的特定区域进行缩放。

要在超声波图像中进行缩放 ：

1. 点击  Zoom（缩放）按钮。

点击缩放按钮

2. 将鼠标放在超声波显像中想要缩放的区域。

3. 点击并按住鼠标左键。拖曳鼠标用绿框划定需要的区域。

用绿框选择缩放区

点击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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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4. 一旦用绿框认定区域，释放鼠标左键。

5. 在超声波显像里点击鼠标左键。该缩放区被放大。

经缩放超声波显像

景深

用户可以通过改变景深设置来控制超声波束的深度。景深可以通过滚动鼠标滑轮或利用 
Depth of Field（景深）滚动条或使用两边的加号或减号按钮进行修改。

景深滑动条

景深滑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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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对比度

要在超声波显像上增加或减少对比度，左右移动对比度滑动条。使用两边的增加或减少按钮也可以
增加或减少 Contrast（对比度）。

对比度滑动条

增益

要在超声波显像上增加或减少增益，左右移动 Gain（增益）滑动条。使用两边的增加或减少按钮也

可以增加或减少增益。

增益滑动条

注意 ：景深、对比度和增益的初始值可以在 Simulation Settings（模拟设置）窗口更改。关于系统设

置的更多信息，参见第83页上的“修改模拟器设置”。

对比度滑动条

增益滑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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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角度

要增加超声波束的角度，将滑动条移动到右边。要减少超声束的角度，将滑动条移动到左侧。

角度滑动条

角度滑动条
63



模拟器的使用
选择常规
CAE VIMEDIX 模拟器包含4个不同的常规选项。心脏和麻醉常规按钮是默认的。

心脏和麻醉常规

点击右上角用圆圈标示的 Cardiology and Anesthesiology Convention（心脏和麻醉常规）按钮来

选择心脏和麻醉常规。

心脏和麻醉常规

心脏和麻醉
常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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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放射常规

点击左上角用圆圈标示的 Radiology Convention（放射常规）按钮来选择放射常规。

放射常规

梅约心脏常规

点击左下角用圆圈标示的 Mayo Clinic Cardiac（梅约心脏常规）按钮来选择梅约心脏常规。

梅约心脏常规

放射常规按钮

梅约心脏常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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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的使用
儿科心脏常规

点击右下角用圆圈标示的 Cardiac Pediatric Convention（儿科心脏常规）按钮来选择儿科心脏

常规。

儿科心脏常规

儿科心脏常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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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使用测量功能
CAE VIMEDIX 模拟器有一个电子卡尺和一个面积测量工具。

测量工具

电子卡尺的使用

电子卡尺是用来测量超声波显像上的长度和距离。

使用电子卡尺 ：

1. 点击 Electronic Caliper（电子卡尺）按钮来选择卡尺。

电子卡尺按钮

2. 在超声显像中，在结构的一个端点点击鼠标左键来测量。

一个 + 标记出现在超声显像中鼠标点击的位置。

电子卡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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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3. 在要测量的结构其另一个端点再次点击鼠标左键。

另一个+标记出现在超声显像鼠标点击的地方，两个标记之间的测量值

出现在屏幕上。

电子卡尺测量

要删除电子卡尺获得的上一个测量数据，按键盘上的 Backspace（退格键）或点击 
Delete Last Measurement（删除上一次测量数据）按钮。要删除所有测量数据， 

点击 Delete All Measurements（删除所有测量数据）按钮。

删除测量数据按钮

电子卡尺测量值

删除上次 
测量数据按钮

删除所有 
测量数据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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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面积测量工具的使用

面积测量工具是用来测量超声显像上所扫描区域的表面。

使用面积测量工具 ：

1. 通过点击 Area Measurement（面积测量）按钮选择此工具。

面积测量按钮

2. 在超声显像中，鼠标左键点击要测量区域边缘任何一点。

一个+出现在超声显像鼠标点击的位置。

3. 用鼠标沿着被测量区域的边缘划线，然后回到出现+的起点。

4. 在所有边线都画完回到起点后，点击鼠标左键。

追踪区域选定，测量是用 cm2（平方厘米）显示。

面积测量

面积测量按钮

面积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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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要删除使用面积测量工具获得的上一次测量结果，按键盘上的 Backspace（退格键）或 

点击Delete Last Measurement（删除上一次测量数据）按钮。要删除所有测量结果， 

点击Delete All Measurements（删除所有测量数据）按钮。

删除测量按钮

使用轮廓测量工具

轮廓测量是用来测量解剖组织结构的轮廓。

轮廓按钮

使用轮廓测量工具 ：

1. 在 Ultrasound（超声）面板的 Measures（测量）部分点击 Contour
（轮廓）按钮。

2. 在超声显像上，鼠标左键点击任何一点开始测量。

超声显像上鼠标点击的位置出现一个+标记。

3. 用鼠标描记需要测量的轮廓。

删除上一次 
测量数据按钮

删除所有 
测量数据按钮

轮廓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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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4. 描记完轮廓后，点击鼠标左键。

测量数据是用厘米显示。

轮廓测量

要删除使用面积测量工具获得的上一次测量结果，按键盘上的 Backspace（退格键）或 

点击 Delete Last Measurement（删除上一次测量数据）按钮。要删除所有测量结果， 

点击 Delete All Measurements（删除所有测量数据）按钮。

删除测量数据按钮

删除上一次 
测量数据按钮

删除所有测量
数据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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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彩色多普勒的使用
彩色多普勒用来观察血液流动的方向。

使用彩色多普勒 ：

1. 点击 Color Doppler（彩色多普勒）按钮来选择彩色多普勒。

彩色多普勒按钮

2. 在超声显像上，在感兴趣的区域移动鼠标，左键点击来初选该区域。

该区域被选择并出现一条虚线边界。

3. 移动鼠标调整选择对象的尺寸，然后再次点击鼠标来选择区域。

区域被选定，选择对象的边界变成实线。

彩色多普勒按钮
72



测量功能的使用
调整多普勒设置
要调整多普勒设置，点击 Doppler Settings（多普勒设置）按钮。

多普勒设置按钮

出现 Doppler Settings（多普勒设置）菜单。

多普勒设置菜单

可以从多普勒设置菜单修改彩色多普勒的范围和基线。

M 模式的使用
M 模式是用来测量和评估心脏结构的细小动作。

使用 M 模式

1. 通过点击 M-Mode (M 模式）按钮来激活M模式。

M 模式按钮

一旦M模式被激活，在超声显像移动鼠标时会出现一条绿线。线从超声

探头的位置开始，随着鼠标的位置左右移动。

2. 要获得 M 模式描记，在超声显像上需要的位置点击鼠标左键。

多普勒设置按钮

M 模式按钮

M 模式持续时间滑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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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出现 M 模式描记。

模式描记

可以通过点击 Pause（暂停）按钮或者按键盘上的空格键冻结 M 模式显示，可以用电子卡尺来评估

M 模式描记内的尺寸。

可以使用 Duration（持续时间）滚动条来修改 M 模式持续时间。

关于电子卡尺使用的更多信息，参见第67页上的“电子卡尺的使用”。

心脏交互式报告的使用
交互式报告 (Echo Reports) 功能可以用来创建心脏交互式报告。

创建交互式报告

要创建心脏交互式报告，点击 Echo Reports（交互式报告）按钮。

交互式报告按钮

出现交互式报告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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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如果报告尚未在当前会话中保存或加载，交互式报告窗口左上角显示新的报告。

新交互式报告

如果报告已经在当前会话中保存或加载，报告的名称出现在交互式报告窗口的左上角。

已加载的交互式报告

输入交互式报告信息

交互式报告信息可以从交互式报告窗口输入。要访问交互式报告窗口，点击 Echo Reports（交互式

报告）按钮。

交互式报告按钮

出现交互式报告窗口。该窗口预加载一个新的报告或者一个现有报告，取决于当前会话中是否已 
创建报告。（参见第74页上的“创建交互式报告”。）

交互式报告窗口有5个选项卡供输入和查看报告信息 ：Info（信息）选项卡、Measurements（测量

数据）选项卡、Contractility（收缩力）选项卡、Description（说明）选项卡和 Final Report（最终报

告）选项卡。

新报告

已加载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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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信息选项卡

Info（信息）选项卡是用来输入基本信息，包括检查大夫的名字和病人的名字、图表编码、身高和 

体重。

信息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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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测量数据选择卡

Measurements（测量数据）选项卡是用于生理测量。要输入测量值 ：

1. 在交互式报告窗口的测量数据选项卡上，双击需要测量或修改的项目。

交互式报告窗口关闭。

2. 使用测量工具，从超声显像获得所选择的测量值。（参见第67页上的“使用

测量功能”。） 

Echo Reports（交互式报告）窗口出现，显示测量值。

测量数据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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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收缩力选项卡

Contractility（收缩力）选项卡用于输入心脏收缩能力的信息。点击图表中左边的一个文本框，输入

心脏收缩力信息。输入的信息将显示在右边的结构图中。

收缩力选项卡

说明选项卡

Description（说明）选项卡用于输入生理信息，如心室大小、射血指数以及心房大小。从对应的 

下拉菜单中可以选择每个生理特征的说明。在选项卡下面还有文本框可用于附加注解。

说明选项卡

输入数值 数值出现在结构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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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最终报告选项卡

Final Report（最终报告）显示将要导出的报告中的信息，这些信息是之前输入在 Info（信息）、

Measurements（测量）、Contractility（收缩力）和 Description（说明） 选项卡中。

输入了想要导出的报告信息后，点击 Final Report（最终报告）选项卡底部的 Save（保存）按钮以 

保存报告。

查看心脏交互式报告

从交互式报告窗口的 Manage Reports（管理报告）选项卡可加载交互式报告。

要加载交互式报告 ：

1. 点击 Echo Reports（交互式报告）按钮。出现交互式报告窗口。

2. 在交互式报告窗口中，选择 Manage Reports（管理报告）选项卡。

选择管理报告选项卡

出现 Manage Reports（管理报告）选项卡。

选择管理报告 
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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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3. 从 Select Report（选择报告）面板选择报告。

选择报告

在 Name（名称）字段中出现报告名称。

4. 点击 Load（加载）。

点击 Load（加载）

就加载了报告。

5. 点击 Info（信息）、Measurements（测量数据）、Contractility（收缩力）、 
Description（说明）和 Final Report （最终报告）选项卡可查看报告信息。

选择报告

点击Load（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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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修改心脏交互式报告

要修改心脏交互式报告 ：

1. 通过点击 Info（信息）、Measurements（测量数据）、Contractility
（收缩力）、Description（说明）和Final Report （最终报告）选项卡， 

可对报告信息进行修改。

2. 点击最终报告选项卡底部的 Save（保存）按钮。所做的修改被保存。

传输交互式报告

要传输心脏交互式报告：

1. 在交互式报告窗口，选择 Manage Reports（管理报告）选项卡。

出现 Manage Reports（管理报告）选项卡。

2. 从 Select Report（选择报告）面板选择报告。

3. 单击鼠标左键选择一个报告。要再选择报告，则需按住键盘上的 
Control 键，然后单击鼠标左键选择报告。

点击 Select All（全选）键可选择所有报告。

选择报告

报告名称出现在 Name（名称）字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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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4. 当选择多个报告时，Info（信息）面板中将表示已选择多份报告以及所

选报告的数量。

5. 将USB存储装置插入计算机前面的 USB 端口。待 USB 识别后，将出现在

Manage Reports（管理报告）选项卡的 Options（选项）下拉菜单中。

6. 点击 Transfer（传输）。

出现 Transfer Status（传输状态）条。当传输状态读到100%时，传输就完

成了。

警告 ：在模拟器关闭前，不能从 VIMEDIX 上移除 USB 存储装置。以错误方式移除 USB 装置会损坏 

装置上存储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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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使用录制控件
使用屏幕右上角的 Recording（录制）面板下的控件可暂停和查看当前会话。点击 Pause（暂停） 

按钮可暂停会话。要想恢复录制，再点一下暂停按钮。要查看会话，将滑动条往回拉。

录制控件

修改模拟器设置
通过 Settings（设置）窗口，可对模拟器设置进行修改。点击 Settings（设置）图标进入设置窗口。

设置图标

出现 Settings（设置）窗口。

设置窗口

暂停按钮
滑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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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语言

通过设置窗口可修改模拟器语言。从 Language（语言）下拉菜单中选择想要的语言，然后点击

Close（关闭）。

注意 ：可能不全面支持有些语言 。

患者姓名

在装运前选择的患者姓名会出现在 CAE VIMEDIX 屏幕顶部和模拟器所生成的报告上。

注意 ：在 Settings（设置）窗口所选择的患者姓名不会自动出现在交互式报告中。

医院名称

在装运前选择的医院名称会显示在 CAE VIMEDIX 界面顶部和模拟器所生成的报告上。

压力传感器的使用

压力传感器可以打开或关闭。压力传感器打开后，探头必须与人体模型相接触，从而获取超声 
图像。压力传感器关闭后，可将探头靠近人体模型，以便获取图像。

压力传感器默认为打开的。要关闭压力传感器，从 Settings（设置）窗口取消选择 
Use Pressure Sensor（使用压力传感器）框，然后点击 C lose（关闭）以退出模拟器设置。

测量值获取间隔

Metrics Capture Interval（测量值获取间隔）设置可决定多长时间为测量报告获取一次探头动作。

CAE Healthcare建议选择 Realtime（实时）选项。

时间和日期

通过 Settings（设置）窗口中的 Time and Date（时间和日期）部分，用户可以自定义系统的时间和

日期。

启动时布局

可以修改默认的启动时屏幕布局。要修改默认布局，在 Settings（设置）窗口，

从 Layout on Start-up（启动时布局）下拉菜单中选择想要的布局设置。

关于布局选项的更多信息，参见第54页上的“改变显示布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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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探头类型

可以从 Settings（设置）窗口的 Probe Type（探头类型）菜单选择探头类型。默认情况下，连接的 

探头类型是自动选择的。

替代默认启动值

Override Default Startup Values（替代默认启动值）复选框可用来修改模拟器启动时的增益、 

对比度和景深等数值。

增益、对比度和景深

要修改模拟器启动时所用的增益、对比度和景深等设置：

1. 在 Settings（设置）窗口，标选 Override Default Startup Values（替代默

认启动值）复选框。

2. 使用 Gain（增益）、Contrast（对比度）和 Depth of Field（景深）字段旁

边的箭头改变设置。

每次模拟器启动时，所选的设置会应用于超声显示和AR显示。

在 Settings（设置）下面 Ultrasound（超声）面板中，使用 Depth of Field（景深）、Contrast 
（对比度）、Gain（增益）和 Angle（角度）滑动条，可以在任何时候对增益、对比度和景深进行 

修改。不过，模拟器每次重新启动后，增益、对比度和景深都将恢复默认设置或设置窗口中指定 
的自定义设置。

关于 Depth of Field（景深）、Contrast（对比度）、Gain（增益）和 Angle（角度）的更多信息， 

参见第59页上的“调整超声波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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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管理网络设置
可以通过 Connectivity（连接）窗口对网络设置进行管理。要进入 Connectivity（连接）窗口， 

点击 Connection（连接）图标。

连接图标

出现 Connectivity（连接）窗口。

连接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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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配置代理设置

配置设置可用于使模拟器能连接到 CAE VIMEDIX 的更新服务器。

要将代理服务器手动连接到 CAE VIMEDIX ICCU 网站 ：

1. 在 Connectivity（连接）窗口 Proxy（代理）标题的下方， 

点击 Enable（启用）复选框。

点击启用

2. 在IP字段框中输入 IP 地址 67.228.7.120。

输入 IP 地址

3. 在 Port（端口）字段框中，输入 3690。

输入端口

4. 在使用CAE VIMEDIX 模拟器时，如果你有 ICCU 账号，并且想要访问 ICCU网站

教学课程，则在 Username（用户名）和 Password（密码）字段中输入你的 
ICCU 用户名和密码。

5. 在 Connectivity（连接）窗口底部，点击 Save（保存）按钮。

点击启用复选框

在IP字段框输入 

IP地址67.228.7.120

将3690输入 

端口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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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配置自定义网络设置

如要配置其他网络设置，在 Network Settings（网络设置）标题下，点击 Launch（启动）按钮。 
出现 Network Settings（网络设置）窗口，其中包含自定义设置选项。

如有必要，联系你的网络管理员或IT专员获取对配置自定义网络设置的帮助。

注意 ：如果必须要进行自定义连接设置，在 Connectivity（连接）窗口中 OWL 和 Proxy 服务器信息请 
保留空白。

捕获控件的使用
CAE VIMEDIX软件能捕获屏幕截图并录制模拟器活动的视频剪辑。

捕获图像

要捕获CAE VIMEDIX界面的图像，点击 Screen Capture（屏幕截图）按钮，或按一下键盘上的 
Print Screen（打印屏幕）键。

屏幕截图按钮

捕获当前屏幕后，可点击 Captures Menu（捕获菜单）按钮进行访问。需要更多信息， 

参见第90页上的“查看捕获的图像”。

视频录制

要录制模拟器活动的视频，点击 Video Capture（视频捕获）按钮。

视频捕获按钮

在视频捕获设置中，可设置模拟器活动视频录制的时长。关于视频捕获设置的更多信息， 
参见第89页上的“修改图像和视频捕获设置”。

录制保存。可点击 Captures Menu（捕获菜单）按钮查看。需要更多信息， 

参见第92页上的“传输捕获的图像和视频”。

除了可以指定视频时长外，用户还可以设置是否需要全屏录制，或仅录制超声显像或 AR
（增强现实）显像。关于视频捕获设置的更多信息，参见第89页上的“修改图像和视频捕获设置”。

屏幕截图按钮

视频捕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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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修改图像和视频捕获设置

要修改图像或视频捕获设置，点击 Captures Menu（捕获菜单）按钮。

捕获菜单按钮

出现 Simulation Captures（模拟器捕获）窗口，选择 Capture Settings（捕获设置）选项卡。

捕获设置选项卡

图像捕获设置

在图像部分下方，从 Views（视图）下拉菜单对图像中要包括的界面部分进行选择。捕获可以包括

全屏，或者仅仅是超声像显示或仅仅是增强现实显示。

视频捕获设置

在 Video（视频）标题下方，从 Views（视图）菜单对视频中要包括的界面部分进行选择。视频可 

以设置为录制全屏，或者仅仅是超声图像显示或仅仅是增强现实显示。

通过 Length 字段，可以指定捕获视频的时长。可根据心跳次数或以秒数计的时段来指定时长。

视频的质量可通过 Quality（质量）菜单进行修改。选择较高的视频质量，视频文件会增大。

捕获菜单按钮

捕获设置 
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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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查看捕获的图像

通过CAE VIMEDIX软件可以查看捕获的图像。

要查看捕获的图像 ：

1. 在屏幕右上方，点击 Captures Menu（捕获菜单）按钮。

捕获菜单按钮

出现 Simulation Captures（模拟器捕获）窗口，选择了Capture Settings
（捕获设置）选项卡。

2. 选择 Manage（管理）选项卡。

选择管理选项卡

捕获菜单按钮

选择管理 
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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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出现 Manage（管理）选项卡，显示当前存储在系统上的所有视频和捕

获的图像。

管理选项卡

3. 在 Manage（管理）选项卡，从 Available Captures（可用的截图）选项中

选择图像截图。

图像出现在 Selected Capture（选定的截图）面板中。

选定的截图

视频

屏幕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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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传输捕获的图像和视频

图像截图和录制的视频可以传输到 USB 存储装置上。

要传输截图和视频 ：

1. 将 USB 存储装置插入 CAE VIMEDIX 计算机前面的一个 USB 端口。

2. 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Captures Menu（捕获菜单）按钮。

捕获菜单按钮

出现 Simulation Captures（模拟器捕获）窗口，选择 Capture Settings
（捕获设置）选项卡。

3. 选择 Manage（管理）选项卡。

选择管理选项卡

警告 ：一旦将截图和视频传输到 USB 存储装置上，截图和视频就从 CAE VIMEDIX 系统中删除，

并且不能恢复。

捕获菜单按钮

选择管理 
选项卡
92



测量功能的使用
出现 Manage（管理）选项卡，显示系统中当前存储的所有视频和截图。

管理选项卡

4. 从 Manage（管理）选项卡的 Available Captures（可用的捕获）面板， 

选择要导出的视频和截图。

要选择多个截图或视频 ：按住键盘上的 Ctrl 键，同时用鼠标选择要导出

的文件，或者点击 Select All（全选）以选择所有可用截图和视频。

5. 将USB存储装置插入计算机前面的一个USB接口。USB识别之后将显示在 

Manage（管理）选项卡中的 Options（选项）下拉菜单中。

6. 点击 Transfer（传输）将截图和视频传输到USB存储装置。

点击传输

视频

屏幕截图

点击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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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这时会出现一则警告消息，询问你是否确认要传输所选项目。

传输警告消息

7. 点击Yes。

点击 Yes

这样就成功传输了图像。靠近 Simulation Captures（模拟器捕获）窗口底

部的进度条表示传输进度。

一旦完成传输，会出现传输成功的消息。

传输成功消息

点击 Yes

警告 ： 在模拟器关闭之前，不要将 USB 存储装置从 VIMEDIX 取下。以错误方式移除 USB 装置会损

坏装置上存储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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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访问帮助菜单
从 Help（帮助）菜单，用户可以访问 CAE VIMEDIX 用户指南，检查模拟器版本的更新情况，浏览常

见问题并提交错误报告。

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Help（帮助）图标可进入 Help（帮助）窗口

帮助图标

出现帮助窗口。

帮助窗口

注意 ：必须连接到互联网才能从 Help（帮助）窗口提交错误报告。如有必要，联系你的系统管理员

或IT专员。更多信息，参见第86页上的“管理网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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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手册

点击 Manual（手册）选项卡以查看电子版的用户指南。

手册选项卡

版本

点击 Versions（版本）选项卡可查看与软件升级相关的最新特性。

版本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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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常见问题

点击 FAQ（常见问题）选项卡查看解决常见问题的一些故障排除技巧。

常见问题选项卡

要浏览用户指南中所列出的常见问题，参见第107页上的“常见问题解答”。

错误报告

点击 Bug report（错误报告）选项卡以便报告软件的问题。

错误报告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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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要提交错误报告 ：

1. 点击 Bug Report（错误报告）文本框，将出现的问题性质写在文本框中。

2. 完成后，点击 Submit（提交）。

点击提交

当错误报告成功提交后，会出现确认消息。

确认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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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访问

点击 Access（访问）选项卡，确认你为 CAE VIMEDIX 模拟器所购买的服务包和服务类型。

访问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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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的使用
关闭系统
要关闭模拟器 ：

1. 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Exit（退出）图标。

退出按钮

出现Exit（退出）窗口，询问你是否确认要退出模拟器。

2. 点击Exit（退出）窗口中的 Yes 。

点击Yes

模拟器就关闭了。
100



维护与保养
维护与保养
CAE VIMEDIX 模拟器必须正确地保养，这样才能保持处于良好运作状况。

清洁
在每次训练活动之后，都要进行清洁。

要清洗人体模型：

1. 用软皂和水溶液将柔软的布弄湿，然后清洗人体模型的表面和探头。

2. 用柔软的干布把人体模型和探头擦干。

计算机、显示器及外围设备的清洁都应该遵循标准的清洁流程。

存放
在存放模拟器之前，需将人体模型清洁干净，并检查其是否有损坏或穿孔。如果发现有损坏，应立
即与CAE Healthcare的售后服务部联系修理。

应将人体模型存放在室内，避免阳光直射。应将人体模型的背部放在平坦的水平面上。
CAE Healthcare建议用户购买手提箱来存放人体模型。储藏室的温度应控制在5°C至35°C 
(41°F-95°F)。

警告 ：不要在人体模型上使用烃类溶剂，因为这会溶解人体模型的皮肤。

警告 ：不要将人体模型或外围设备浸入液体中，或用很多的液体清洗人体模型。

重要提示 ：人体模型皮肤的任何损坏都需要立即向CAE Healthcare 报告。及时的修补可防止损坏

面积扩大。

警告 ：不要试图打开或修补模拟器的任何部件。这样做可能会使保修失效。

警告 ：在存储模拟器时，请确保人体模型周围没有任何物体，以免损伤人体模型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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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与保养
探头、计算机、显示器、鼠标和键盘应存放在干燥的房间内，加以保护免受灰尘。

注意 ：从存放处取出人体模型使用之前，应让人体模型有足够的时间达到环境温度。

获得模拟器更新
模拟器定期进行更新，可通过互联网连接接收到更新。

注意 ：模拟器必须连接到互联网，并且必须拥有有效的维护和支持协议，以便接收更新。关于如何
让模拟器连接互联网的更多信息，参见第86页上的“管理网络设置”。如果你不能将模拟器连接到互

联网，请联系CAE Healthcare 售后服务。

当有可用的自动更新时，模拟器启动后就会出现安装提示。点击 Yes 按钮开始更新。此时会出现 

一个进度条，显示更新状态。安装更新可能要花费几个小时，这取决于更新的大小。一旦完成了更
新，模拟器会自动重启。

售后服务联系方式
如需售后服务，请联系CAE Healthcare。

美国地区 
周一至周五 早7:00 至晚6：00
ET 电话 (866) 462-7920
电子邮件 healthcaresupport@cae.com

加拿大 
电话 ：  (888) 866-4228

英国和爱尔兰 
电话 ：  +44(0)800-917-1851

英国和爱尔兰 
电话 ：  +44(0)800-917-1851

欧洲、中东和非洲 
电话 ：  +49-(0) 6131 495354

重要提示 ：如果要短时间内立即使用模拟器，请不要进行安装更新。一些更新可能要花费好几个
小时才能完成。得到提示时，如果你选择不自动安装更新，那么，下次启动模拟器时，还会再次
提示你安装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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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
常见问题解答
需要时，CAE Healthcare 售后服务可帮助解决 CAE VIMEDIX 模拟器的问题。不过，在没有售后服 

务帮助的情况下，通过以下技巧也可以解决有些问题。

探头和显示
问题

为何探头不工作？

解决方法

1. 可能是探头连接不当。将探头与计算机断开连接，将探头放在人体模型的

腹部，然后重新连接到 Sensor1（传感器1）端口。

2. 确保你的人体模型与 Source（源）端口的连接良好。如果需要重新连接

人体模型，之后务必重新启动模拟器。

问题

为什么我的图像看起来很奇怪或者不太准确呢？

解决方法

1. 确保探头已经正确进行了校准。如果探头未正确校准，那么轴线会偏移， 

图像看起来就失真。将探头与计算机断开连接，将探头放在人体模型的腹
部，然后重新接到 Sensor1 （传感器1）端口。

2. 确保模拟器附近没有任何金属物。常见的干扰源包括人体模型附近的 

金属物面、病床及文件柜。也有可能是 CAE Vimedix 模拟器与人体模型

之间的距离太近了。

3. 确保附近没有另一个CAE Vimedix。模拟器之间的最小距离应是6英尺。

除非是同一时间买的模拟器，它们之间是不会有干扰的。

4. 重新启动模拟器。

问题

为什么 TEE 探头很难插？

解决方法

将人体模型的头部移开，用雾化硅油润滑导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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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
启动
问题

为什么启动模拟器的时间比平时长了？

解决方法

有些时候，模拟器启动时间会比平时长几分钟，这属于正常情况。模拟器每启动 23 次，就会自动进

入诊断过程，所以启动时间会延长。

更新
问题

我如何才能得到模拟器最近的更新呢？

解决方法

确保模拟器已经连接到互联网，并且你的网络管理员或IT专员已授权你进入 CAE Vimedix 的更新服

务器。需要更多信息的话，参见第86页上的“管理网络设置”。此外，在模拟器启动后弹出自动更新

提示时，务必接受自动更新。

问题

虽然我的模拟器似乎已经连接到互联网，但为何未能收到自动更新提示？

解决方法

确保你的网络管理员或IT专员已授权你进入 CAE Vimedix 的更新服务器。参见第86页上的“管理网

络设置”。此外，确保你拥有有效的维护和支持协议。如果协议已过期，请联系 CAE Healthcare 售
后服务。

问题

如果模拟器自动更新时间很长，我应该怎么办？

解决方法

这属于正常现象。升级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来完成，这取决于升级的大小以及网络连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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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 键盘快捷键和鼠标控制  
附录A – 键盘快捷键和鼠标控制
以下表格中所提供的键盘快捷键和鼠标控制可用来快速操作CAE Vimedix界面。

键盘快捷键

快捷键 作用

Shift + Esc 退出 – 关闭模拟器

Esc 关闭菜单 – 关闭打开的任何菜单

Tab 列出病理特点 – 打开 Pathology（病理）菜单以加载病理特点

F1 帮助键 – 打开 Help（帮助）菜单

PrtScn
或

Print Screen

屏幕截图 – 进行屏幕抓图。有关屏幕截图的更多信息，参见第88页上的

“捕获控件的使用” 

Home 目标切面 – 打开 Target Cut Plane（目标切面）菜单

Space bar 暂停/开始 – 冻结或取消冻结显示图像

Enter 停止度量 – 停止当前的度量会话

↑ 增强对比度 – 增强超声显示的对比度

↓ 降低对比度 – 降低超声显示的对比度

→ 提高增益 – 增加超声显示的增益

← 降低增益 – 降低超声显示的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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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 键盘快捷键和鼠标控制
Backspace 删除测量数据 – 删除上一次测量数据

Page Up 增加心跳率 – 每分钟增加 5 次心跳率（bpm）

Page Down 减少心跳率 – 每分钟减少 5 次心跳率（bpm）

Insert 创建目标切面 – 创建一个自定义的目标切面

+ and/or - 景深 – 增加或降低视野深度

A 面积测量 – 激活或禁用面积测量功能

B M 模式设置 – 允许用户从 Physio（生理）菜单调整 M 模式设置

C 电子卡尺 – 激活或禁用电子卡尺

D 彩色多普勒 – 激活或禁用彩色多普勒

E 常规 – 改变超声成像的常规 （标记位置）。默认使用心脏病学和麻醉学 

常规

F 录制视频 – 记录当前显示的视频。关于录制视频的更多信息，参见第88页
上的“捕获控件的使用” 

G 缩放 – 激活或禁用缩放功能。缩放被激活后，使用鼠标来调整范围位置，

然后点击鼠标左键，选择需要放大的区域

I 切换探头 – 在鼠标与超声图像探头控制之间的切换

K EKG - 显示或隐藏 EKG 描记

M M模式 – 激活或禁用 M 模式

快捷键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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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 键盘快捷键和鼠标控制  
O 结构可见性 – 打开 Structures Visibility（结构可见性）菜单

P 切面 – 改变AR视图内的切面方位。如果禁用视图锁定，就和此功能有关。

Q Captures（捕获）菜单 – 打开 Simulation Captures（模拟器捕获）窗口， 

就可以查看并管理屏幕图像和视频截图

R 交互式报告窗口 – 打开 Echo Reports（交互式报告）窗口

T 辅导– 激活或禁用辅导模式

V 尺寸 – 通过布局选项切换 AR 和超声显示的布局

X 视图锁定 – 激活或禁用视图锁定

Y 波束类型 – 切换波束类型

Z 设置 – 打开 Settings（设置）窗口，可以对系统设置进行修改

8 增加多普勒测距 – 增加多普勒测距

2 降低多普勒测距 – 降低多普勒测距

9 增加多普勒偏移 – 增加多普勒偏移

3 降低多普勒偏移 – 降低多普勒偏移

快捷键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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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 键盘快捷键和鼠标控制
鼠标控制

作用 鼠标控制

放大或缩小 点击并按住鼠标滑轮，握住滑轮的同时移动鼠标

调整景深 向前或向后滚动鼠标滑轮

移动器官 按并按住鼠标左键，移动鼠标拖动器官。超声波束并未移动，不过由
于器官在扫描平面内移动，超音波图像会改变。

移动探头 在视图锁定关闭的情况下，在 AR 显示中按并按住鼠标左键并移动鼠

标。随着扫描平面的移动，超声图像会改变。（关于视图锁定的更多 
信息，参见第47页上的“锁定视图”）

移动器官和探头 在视图锁定键关闭的情况下，在AR显示中同时按并按住鼠标左右键 

并移动鼠标。超声图像不会改变，因为相对与身体，探头和波束并未
改变。（关于视图锁定的更多信息，参见第47页上的“锁定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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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 病理代码  
附录B – 病理代码
可以在 Stealth（隐藏）模式下加载病理特征，这样学习者便不能直接看到病理名称。在 Stealth
（隐藏）模式下，病理代码用于加载病理特征。

以下表格列出了可用的病理代码。

如需要关于隐藏模式的更多信息以及病理代码的使用方式，参见第33页上的“加载病理特征” 。

心脏程序包1

心脏程序包2

病理 代码

扩张性心肌病 – 左心室射血指数 15% – 慢性阻塞性肺病 B1

左心室射血指数 55% 左侧胸腔积液 H1

前心肌梗死 – 慢性阻塞性肺病 C2

正常心脏 – 慢性阻塞性肺病 A2

伴随血流动力障碍的严重心包积液 F1

有血栓的左心室心尖动脉瘤 C4

主动脉人工生物瓣膜 J1

主动脉瓣和二尖瓣位置的机械人工瓣膜（双叶） J2

二尖瓣机械人工瓣膜（倾斜瓣） J3

病理 代码

心脏骤停 – 细波型室颤 K11

心脏骤停 – 扩张性心肌骤停 – 左心室射血指数15% 左心室射血指数 55% B2

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的肺动脉高压 D1

肺动脉高血压 主动脉感染性心内膜炎 I1

侧壁心梗 – 慢性阻塞性肺病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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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 病理代码
腹部程序包1

腹部程序包2

快速混合配搭程序包1

病理 代码

血管肌脂肪瘤 A19

胆结石性胆囊炎 C10

急性胆囊炎 C11

胆结石 C13

肝肿大 L3

肾结石 K12

细菌性肝脓肿 B5

外生型肾囊肿 E1

脾脏肿大 S4

胰腺假性囊肿 P2

病理 代码

脂肪肝 H6

肝脏同质转移性肿瘤 H8

肝脏异质转移性肿瘤 H7

慢性胰腺炎 C9

大型胆囊息肉 L2

脾囊肿 S3

肾脏囊肿 R2

脾脏血管瘤 S2

肝脏血管瘤 H2

胆囊息肉 G1

病理 代码

腹部主动脉夹层 A16
114





需要售后服务，请联系CAE Healthcare
加拿大和美国联系方式
周一至周五：早上7:00至晚上6:00
电话：1-888-866-4228
Email: healthcaresupport@cae.com

 
全球联系方式
周一至周五：早上7:00至晚上6:00
电话+ 1-514-341-6780
Email: healthcaresupport@ca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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