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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疗经 2.3.0 版本 

养疗经 2.3.0 版本 
2019 年 11 月 - 至今 

项目说明 

在线医学辅助诊疗专业系统 涉及费洛蒙. rc磁疗. 生化制剂量子分析 .DNA. 组
织再生，机械净化，超声免疫，动态视觉声觉定位体系智能机器人感知系统，
人类特征定位，捕获，分析，处理，核医学学等 。暂规划中。华瑞集2.8.0以
上版本改名 养疗经 20200227 
 
2.0.0 中药材录入读取走 socket流可编程数据库 系统 已成功集成，取缔原来
的格式化文本数据文件集成模式。 
 
2.1.0+ 已实现：声音调制解调。图片模式识别，多媒体，音频模拟。等功能。 
 
2.3.0 已经实现： 奇门遁甲 录入大量历史文献 ；unicorn ETL 最新改版 模拟
神经组织功能。 



华瑞集 2.8.0+ 版本 
华瑞集 2.8.0+ 版本 

2019 年 7 月 - 至今 

项目说明 

带迅搜护理站，疑问护理站，病历护士站的在线读心术，重心阅读分析，1380+中药本草 属性(草

药,养生,武术,果蔬,荤素,音乐,菜谱,针灸), 1800+西药属性, 400+中成药属性, 800+ 药方分析, 600+古今

中外著名医书索引, 4000+ 医疗信息杂志归案, 1.36亿字 全文极速检索 , 含俄罗斯语，日本语，阿拉

伯语，英语，中文简体，繁体，拼音的象形楔形文字全文词汇翻译，带4维 音觉, 视觉, 表格, 线性, 

分类, 聚类 人工智能 大数据养疗综合辅助学习软件. 支持快速处方打印出单，自动证候分析 rest接口。

囊括86个医学专科分类（完整包含 人卫七，八，九 西医妇产，西医内科，西医检验科带检验报告，

五官科，西医儿科，哈里森大外科，西医大外科，西医急诊，西医传染病学，感染学，西医检验，

皮肤病学，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康复科，普外科，心内科，肿瘤科，肝胆外科，肛肠科，耳鼻喉，

外科手术，化学制剂防治，男科，新生儿科，妇科， 产科，不孕不育，围产癌症，西医药理，解剖

学，西医外伤，泌尿外科，消化内科，呼吸内科，肾内科，外科手术，药物手册，西医处方，中医

伤科，中毒， 解毒 ，中医16本本草全集，中医伤寒论，完整八纲辨证，黄帝内经，子午经，中医

诊断，中医生殖，12经络带完整针灸，8脉针灸，14归经，6经3焦辨证，明清55本 妇幼概览，保婴

篆要，中藏经，完整收录 张，蔡，李，孔，扁，华，陈 等122位 历史医学家典名著 完整温病，脉，

难，景岳全书，金匮要略等（教材内容索引占8220万字+））的 世界上第一个中西医结合 电子医院 

作业系统（20200121）。让人类更健康呀~ 



中药本草: 收集并分类了 古今60余本 中药学 经典著作 包括 16本明清本草全集, 分为多达16个属性列 方便高维度筛选搜
索. 该功能已经集成了自适应处方单打印推荐 和 检验报告单 疾病 阅读 预测 等功能. 
 
 



奇门遁甲: 收集并分类了 古今30余本 包括 中药学 第九版, 八卦 ,五行. 象术, 术数 疗法.的 功能组件. 支持三维动态 操作如
12经络带完整针灸，8脉针灸，14归经，6经3焦辨证. 
 
 
 



中医诊断: 收集并分类了 标准的中医 望闻问切 传统诊断方法论, 细化了中医伤寒论，完整八纲辨证，黄帝内经，子午经，
中医诊断等数十部古籍经典.  
 
 
 



中医外伤: 这个功能页面包含了中医对伤科的诊治和疗养, 录入了国家古代中医伤科多部经典理论著作. 
 
 



古籍经典: 收集并分类了张，蔡，李，孔，扁，华，陈 等122位 历史医学家典名著 完整温病，脉，难，景岳全书，金
匮要略等 
 
 



中医生殖: 收集并分类了明清55本 妇幼概览，保婴篆要全集. 
 
 



西医妇幼: 收集并分类了西医儿科 和西医妇产,围产, 肿瘤手术等国家教材知识. 
 
 



西医处方: 收集并分类了1800+ 西药属性, 西医处方, 西医药理, 药物手册等. 
 
 



西医急诊: 收集并分类了 中毒， 解毒,西医传染病学，感染学等国家人卫最新教材. 
 
 



西医内科: 收集并分类了消化内科，呼吸内科，肾内科, 西医检验科带检验报告等高质量教材知识点. 
 
 



大外科: 包含了外科手术, 泌尿外科, 皮肤病学,普通外科,耳鼻喉,化学制剂防治等  具体医学教材知识点. 
 
 



可编辑页:  含俄罗斯语，日本语，阿拉伯语，英语，中文简体，繁体，拼音的象形楔形文字全文词汇翻译 
 
 



智能象诊: 收集并分类了 带4维 音觉, 视觉, 表格, 线性, 分类, 聚类 人工智能  像素处理, 包括 索贝尔, 高斯, 中医望诊,舌诊
等具体 功能. 
 
 



哈里森医典: 收集并分类了 哈里森内科,外科.的可英文阅读的功能阅读版面. 
 
 



数据分析 可支持插件开发导入. 
 
 



 

智能声诊: 用于噪音分析检测 声音调制, 模拟, 分析, 用于 腺体刺激,共振碎石等 具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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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ta Net AI Ecology World 

Deta Net AI Ecology World 
2018 年 11 月 - 至今 
项目说明 
This ecology implements an web AI fundation of basic sets by using Deta open source and project factors. the main projects as below: 
 
1 Deta Parser 
https://github.com/yaoguangluo/Deta_Parser 
https://gitee.com/DetaChina/DetaParser 
 
2 Deta ETL 
https://github.com/yaoguangluo/Deta_Parser 
https://gitee.com/DetaChina/Deta_Unicorn_ETL 
 
3 Deta PLSQL Database 
https://github.com/yaoguangluo/Deta_DataBase 
https://gitee.com/DetaChina/Deta_PLSQL_DB 
 
4 Deta Backend 
https://github.com/yaoguangluo/DETA_BackEnd 
 
5 Deta Frontend 
https://github.com/yaoguangluo/Deta_VPCS_Frontend 
 
6 Deta Cache 
https://github.com/yaoguangluo/Deta_Cache 
 
7 Deta Humanoid DNA 
https://github.com/yaoguangluo/Deta_Catalytic_DNA 
https://gitee.com/DetaChina/Deta_Catalytic_DNA 
 
8 Deta Swap 
https://github.com/yaoguangluo/DataSwap 
https://gitee.com/DetaChina/DataSwap 
 
9 Deta Medicine 
http://tinos.qicp.vip 
https://github.com/yaoguangluo/Deta_Medicine 
https://gitee.com/DetaChina/Deta_Medicine 
 
10 Deta Data Processor 
https://gitee.com/DetaChina/Deta_Data_Processor_Pub 
https://github.com/yaoguangluo/Deta_Data_Processor_Pub 
https://github.com/yaoguangluo/Data_Processor 
 
11 Data Prediction 
https://github.com/yaoguangluo/Data_Prediction 
 
“Welcome to the Deta World!” -- Tin.Yaoguang.Luo 
查看项目: Deta Net AI Ecology World查看项目 

https://github.com/yaoguangluo/Deta_Resource
https://github.com/yaoguangluo/Deta_Resource
https://github.com/yaoguangluo/Deta_Resource


2 Sales 

 
罗先生 

浏阳德塔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Tel: 15116110525 

Wx: 15116110525 

QQ: 313699483 

http://tinos.qicp.vip/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