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届全国医药信息学大会

中国　上海
2015.11.11



- 2 - - 3 -

主题：医药健康数据共享  远程医疗协同发展

主办：中国医药信息学会

           国家人口健康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全国医药技术市场协会

           中国远程医药健康联盟

支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承办：上海医药信息学会、复旦大学

           全国医药技术市场协会医药健康数据处理专委会

邀请嘉宾： 

 王陇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

 詹启敏（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吴晓华（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樊　嘉（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

 田国良（民政部大医慢病研究院理事会主席）

 刘保延（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医药数据中心主任）

 张　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经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总监）

 许榕生（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

 卢清君（国家卫生计生委远程医疗管理培训中心办公室主任）

大会共同主席 : 

 傅　征  国务院深化医改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国家卫计委人口健康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远程医药健康联盟专家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罗述谦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理事长、首都医科大学教授

 陈灏珠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心血管病研究所教授

 桂永浩  复旦大学副校长、上海医学院院长

指导委员会主席：

 黄永勤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会长、全国医药技术市场协会执行会长

指导委员会副主席： 

 尹　岭 解放军总医院网络教育学院副院长 教授

 刘海一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信息管理处主任 高级工程师

 吴　瑛 首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院长  教授

大会执行主席 : 

 尹 　岭  解放军总医院网络教育学院副院长  教授

程序委员会共同主席： 

 赵东升 军事医学科学院  研究员

 孙宝贵 上海远大心胸医院 教  授



- 2 - - 3 -

 杨　忠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 教  授

组织委员会主席 ：

 赵桂英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组织委员会副主席 ：

 何　萍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上海学会理事长

 张　楠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理论与教育专委会秘书长

 刘天卓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远程医学专委会秘书长

 杨芳宇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护理信息学专委会秘书长



- 4 - - 5 -

前　言

第十三届全国医药信息学大会于 2015 年 11 月 11 日—11 月 14 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信

息学大会是中国医药信息学会（CMIA）每三年组织一次的学术交流盛会，已成功举办了十二届。

本届大会以“医药健康数据共享，远程医疗协同发展”为主题，重点研讨医药健康大数据

和远程医疗国内外发展趋势及医疗健康行业对互联网技术新的需求，交流展示医药信息技术和

远程医疗设备，介绍先进单位医药大数据和移动远程医疗经验。在会议期间还同时召开了 “第

十六届中日韩医药信息学联合学术会议”（CJKMI 2015）、第五届环太平洋医药卫生信息化峰会、

第七届亚太空间组织远程医疗国际研讨会、第三届全国护理信息学大会、“首届国际医学大数

据与精准医疗论坛”等一系列学术活动。

本次大会论文集共收录稿件 71 篇，评选出优秀论文 15 篇推荐到医学信息学领域有关中文

科技核心期刊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首都医科大学等高校，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许

多著名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显著提高了会议的学术水平。特别是王陇德院士、詹启敏院士以及

曾红颖、尹岭、刘保延、刘海一、崔蒙、范慧敏、石乐明、吴瑛、马吉祥等专家教授的大会报

告，从医药信息学的不同角度，就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对国内外的医药信息学方面的现状及发

展前景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反映了各自研究领域的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内研究的最高

水平。由于会议论文是用电子文件方式征集的，一部分作者多次反复发送邮件更改稿件，也有

一部分作者没按论文征集通知的格式要求提交论文，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会议论文的征集、评审

和编辑带来许多困难。大会程序委员会通过历时半年多的辛勤工作保证了上述工作有条不紊地

进行、每位投稿者都能及时得到回复，稿件收集和评审结果的报表能及时、准确无误地传递到

组委会。

大会程序委员会先后召开了两次全体委员会议，认真地讨论了论文的录取和优秀论文推荐

工作，保证论文评审的质量。我衷心感谢以赵桂英常务副秘书长为首的大会组委会对会议论文

的征集、录取通知的发出等方面的积极支持与配合。首都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的张楠、

武博等人参加了全部稿件的校对、编辑、排版、清样检查等工作，对论文集的出版做出了贡献。

我代表程序委员会对他们表示感谢。

第十三届全国医药信息学大会

程序委员会主席  赵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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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能量收集转换技术研究现状概述

周树然 1 孙尉嘉 1 郝丽玲 1 岳耀灿 1 田照银 1 徐礼胜 1,2*

1 东北大学 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辽宁省 沈阳市 110167
2 医学影像计算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摘要：人体能量收集转换技术是一种新兴的能量转化技术，可以将人体产生的能量收集并

加以转化，与现今物联网的无线传感网络、健康监测和植入式医疗有着很高的契合度，故而将

其应用于医疗仪器中会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目前该技术主要是用于收集人体的动能和热能，其

中人体动能收集方面已经有很多成果。人体动能收集主要涉及压电能量收集技术，利用压电材

料的物理特性，可以通过对其施加压力来产生电能，其收集电路、收集方法、收集功率方面都

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体系。

关键词：人体能量收集；植入式医疗仪器；动能；热能；压电能量收集技术

Review on the Collection and Conversion Technology of Human Body 
Energy

Abstract: The collection and conversion technology of human body energy is a new energy 
conversion technology, which has a high degree of fit with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of current 
internet things, health monitoring and implantable medical, so it will have a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 in medical instruments. At present, the technology is mainly used to collect kinetic 
energy and thermal energy of human body, and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human body 
kinetic energy collection. The human body kinetic energy collection is largely related to 
piezoelectric energy collection technology. Piezoelectric material produces electricity when 
press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system has been built in collecting circuit, collecting method, 
collecting power.

Keywords: the human body energy collection; implantable medical instruments; kinetic 
energy; thermal energy; piezoelectric energy collection technology

﹡徐礼胜，Email: xuls@bmie.neu.edu.cn。

1　引言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可植入医疗设备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现在的主流可植入医

疗设备由于需要电池供电的缘故都不能长期工

作，需要定期更换电池，这对于患者来说是一

个巨大的痛苦。而人体中产生的能量如：走路

时前后摆手产生的动能 [1]，腿部运动产生的动

能 [2]，不同器官间的温差产生的热能 [3]，如果

把这些能量转化为电能，足以供应可植入医疗

设备的正常运转所需能量，使患者免于定期更

换电池所带来的痛苦。因此，基于人体能量收

集医疗设备的研究应运而生。

在此之前，IBM 公司也已经证实，将人体

的能量收集起来足以供应一台计算机正常运转
[4]，那么给可植入医疗设备供能则不成问题。

然而有人提出，能量不能凭空产生，如果将人

体的能量收集起来用于发电，人体必需消耗更

多的体能，将得不偿失 [5]。但是研究基于人体

能量收集的医疗设备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发电，

而是将人的一小部分体能转化为医疗设备所需

的电能，实现医学应用目的。

目前，尚且没有成型的基于人体能量收

集的医疗设备投入使用，然而相关的电子设备

层出不穷，甚至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广泛应

用。本文将从人体的动能、热能两个方面，通

过介绍不同的人体能量收集设备所使用的原理

来展现当今基于人体能量收集的医用供电系统

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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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人体能量收集的主要技术方向

从大的方面来讲，人体能量收集主要有动

能收集和热能收集，虽然最近也出现了血液发

电——利用人体生化能发电 [6]，但相关研究仍然

是凤毛麟角。而惯性能量的收集则主要应用于

手表上，通过人的移动和手的运动获得能量 [7]。

动能收集主要应用压电能量收集技术，具

体有悬臂梁式压电能量收集、振动式压电能量

收集、层叠压电能量收集。压电能量收集技术

通过压电换能器将形变的弹性势能转化为电能

收集起来。简单的能量收集电路由二极管整流

器 (AC/DC) 和 DC-DC 转换器构成，如图 1 所

示。应用 DC-DC 转换器可将能量收集效率提

高 7 倍。热能收集主要应用温差发电、摩擦生

电、热能转换。温差发电的技术已经很成熟，

在现实中也已经有大功率温差发电厂，在人体

中，可以利用不同热能收集主要应用温差发

电、摩擦生电、热能转换。温差发电的技术已

经很成熟，在现实中也已经有大功率温差发电

厂，在人体中，可以利用不同器官间的温差进

行发电。摩擦生电是一种新型技术，应用基于

摩擦起电效应和静电感应相结和的 TENG 技术
[8]。热能转换则是利用热能转化材料直接将热

能收集转化为电能。

图 1　能量收集电路的框图

2　人体能量收集的具体实例

2.1　压电能量收集技术

相比较而言，压电能量收集技术应用较广

泛，其代表产品是人体行走能量收集鞋，如图

2 所示。

图 2　收集能量鞋—步行充电

2.1.1　发电方法及模型

这种能量收集鞋直接利用压电式转换技

术。当穿着这种能量收集鞋行走的时侯，足部

会对鞋底产生压力，由于压电材料被施加压力

会在表面产生电位差的特性，将机械能直接转

化为电能 [9]。

2.1.2　压电材料及功率计算

常用的压电材料有钛锆酸铅 (PZT) 和电聚

合物聚偏氟乙酸 (PVDF)。PZT 具有压电性能

优良、介电损耗低、机电耦合系数高等优点，

但耐冲击性能差。PVDF 兼有柔性和声阻抗低

等优点，但机电耦合系数和压电系数较小。图

4 安置在运动鞋底的压电陶瓷发电装置分解图

麻省理工大学采用压力驱动方式，将 PZT 和

PVDF 分别安装在气垫鞋里 [10]，安装方法如图

4 所示。1Hz 步行速率下，PVDF 的输出峰值

功率约为 20mW，平均功率为 1.1mW；PZT 的

输出峰值功率约为 80mW，平均功率为 1.8mW。

压电转换发电技术的优点是与集成电路工艺兼

容。研究难点在于开发高压电材料能量传输

比的压电陶瓷，相应的改进措施有：(1) 陶瓷 -

聚合物压电复合材料相互补偿；(2) 压电材料采

用多层结构，并将多层材料串联，以提高输出

电压；(3) 将压电材料与簧片串联，增加受力

时间；(4) 将压电材料与弹性颗粒混合，制作

具有较大行程的电化聚合物。SRI 团队依据该

思路研制的 3mm 厚人造橡胶鞋垫，当以每秒

2 步的速率步行时，输出最大功率达 0.8W [11]。



- 2 - - 3 -

图 3　安置在运动鞋底的压电陶瓷发电装置分解图

2.2　热能收集技术

热能收集技术起源于海洋热能收集，其

原理是，利用热带洋面海水和 760 米深处的冷

海水之间温度差发电。海洋热能转换装置最大

优点是可以不受潮汐变化和海浪影响而连续工

作。现在，已经有相关产品能将人体的热能收

集起来转化为电能。由于该技术没有成熟的相

关技术文档，所以在此仅列举几个产品实例。

2.2.1　利用温差的热能收集技术

图 5 为热能收集睡袋，实验表明夜间睡袋

的热量可为手机充电 11 小时。目标是为户外

活动带来的充电问题提供一个既实用又令人兴

奋的解决方案。希望人们充分利用口袋内的能

量，使他们能在整个节日季内不间断地聊天、

发短信、浏览网页和拍照。尤其是对于喜欢去

一些远离城镇的山区的人们更是福音。现在平

均睡 8 小时的热量能供手机通话 24 分钟，虽

然少，但是这如果在野外紧急情况下已经足

够。不过充电睡袋的使用则稍显得麻烦，睡袋

胸口位置的有一个袋子，将手机放里面，然后

接上插头。

图 4　热能收集睡袋

2.2.2　直接收集热量的热能收集技术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中央火车站收集乘

客人体热量为附近的办公楼供暖，一年节能

25％。这个系统有效的利用了已有的通风设备

和多余热能，没有耗费其他能源来转化。整个

“体温供暖”系统的造价并不高，而且从长远

的角度看，它比别的供热设备更省钱。瑞典的

天然气价格约为人民币 3.6 元／立方米，根据

粗略计算，该系统一个冬天 4 个月，至少可节

省约 10 万元天然气开支。

北京环境科学学会副秘书长董金狮说，斯

德哥尔摩火车站这种利用余热给周边大楼进行

供暖是现在国际上倡导的一种循环利用的理

念。未来北京的火车站也可以参照瑞典的例子

进行尝试，利用这种可再生的能源，不仅节省

了资金，还保护了地球的资源。

3 能量收集技术在对可植入系统供

电中的应用展望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利用压电能量收集

技术或者热能收集转换等技术，可以将人体产

生的能量转化为电能，再度利用。如果这种技



- 4 - - 5 -

第十三届全国医药信息学大会

术得以提升并完善使能量转化效率提高，让产

生的电能能够维持可植入医疗设备正常运行所

需的能量就可以使患者免于定期更换植入式医

疗设备的电池所带来的痛苦。虽然目前人体能

量转换技术转化效率还比较低，但按照目前的

发展速度来看，出现可以投入对可植入式医疗

设备供电的成熟的人体能量转换技术不会遥远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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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脉搏波的心率变异性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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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脉搏波信号采集较心电信号方便，而且信号质量较高，本文研究心率变异性

(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 是否可以由脉率变异性 (pulse rate variability, PRV) 替代，以及

之间的定量关系。研究是否可以将测量时易受干扰的心电信号转换成可以简单准确测量的脉搏

信号，而且仍然可以比较准确而方便地检测和分析人体的病理、生理和心理状况。方法：同步

采集青少年、老年人与心血管病人各 25 组脉搏和心电数据，并经过去噪、去基线漂移等步骤

得到心电和脉搏的间期数据。通过定量对比分析心率变异性和脉率变异性在时域、频域、非线

性三个方面的特征参数，得到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结论：心率变异性和脉率变异性二者是

有差别的，其中青少年差别相对而言较小，在平静的状态下所有参数变化波动小于 31.3%，二

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替代分析。

关键字：心率变异性；脉率变异性；时域分析；频域分析；非线性分析

Feasibility Analysis for Heart Rate Variability Based on the Pulse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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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ino-Dutch Biomedical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School,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City 110167, China
2Key Laboratory of Medical Image Computing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Pulse wave signal acquisition is more convenient than ECG signal and 

pulse wave signal has higher signal quality. This thesis studied whether heart rate variability 
can be replaced by pulse rate variability, and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is 
thesis studied whether ECG signal which is susceptible to interference can be converted into a 
pulse signal measured easily and accurately. And it still can be more accurate and convenient to 
detect and analyze the pathology,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of the body. Methods: 
By simultaneously acquiring the pulse wave and ECG data of 25 adolescents, old people 
and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espectively, the data were denoised and removed 
baseline drift. Then the pulse rate intervals and heart rate intervals were extracted. Finally, after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heart rate variability and pulse rate 
variability in the time domain, frequency domain and nonlinear three aspects, the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them were obtained. Conclusion: Heart rate variability and pulse rate 
variability is different, but the difference of adolescents is relatively small and the fluctuation 
of all the parameters is less than 31.3% in the calm state,which in a certain extent can replace 
each other. 

Keywords: heart rate variability; pulse rate variability; time domain analysis; frequency 
domain analysis; nonlinea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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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电信号是十分微弱的生物电信号，其幅

度为 0~4mv，频率范围为 0.05Hz~100Hz，极

易受来自人体内噪声及外界电磁噪声的干扰，

其中以 50Hz 工频干扰最为突出，它落在心电

信号的频带范围内，几乎完全淹没微弱的心电

信号 [1]。采集心电信号常使用十二导联，在采

集心电信号时，需将电极片贴在人体表面特定

部位，从而获得体表微弱的电位变化即原始的

心电信号，然后将获得的心电信号再通过与

电极片相连的导线送入心电采集或监护系统的

放大器输入端，采集设备比较复杂。而脉搏信

号的幅度为 0~10mV ，频率范围为 0.5~40Hz，

只需利用一个指尖脉搏传感器和一台生理信号

分析仪就能采集脉搏信号。相比较心电信号而

言，脉搏信号的幅值较大，其频率范围较小且

不包含工频信号，来自人体内噪声及外界电磁

噪声的干扰较小，信号质量较高，采集设备更

加简单方便。

心电信号和脉搏信号产生的原因相近而心

电信号与脉搏信号比较起来易受干扰，且变异

性分析研究的是心跳和脉搏的每一次波动的间

期，脉率的测量对设备的要求较低。因此，通

过研究 HRV 和 PRV 的差别与联系，分析将可

以简单测量得到的脉搏信号来替代心电信号进

行心率变异性分析的可能性，可以使得较难以

用于实时监控和预测的 HRV 参数变换为简单测

量的 PRV 参数来达到监控人体健康情况的作用。

1.1　心率变异性

正常窦性心律并不绝对匀齐。两次心搏

之间有微小的时间差别。测出连续出现于正常

心动周期之间的时间变异数，即谓 HRV，其

作为反映神经体液因素对心血管系统精细调节

的灵敏指标，具有极大的临床应用价值 [2]。研

究发现，心率变异性的各个参数有很多的生理

意义，比如在时域指标中，24 小时内全部正

常心动周期的标准差 (SDNN) 反映交感和副交

感神经总的张力大小；正常相邻心动周期差值

的均方平方根 (rMSSD)、相邻 RR 间期差值超

过 50 ms 的心搏数占总心搏数的百分比 (pnn50)

反映副交感神经张力大小等等 [3][4]。频域指标

中，低频功率 (low frequency, LF) 反映了交感

神经和迷走神反映迷走神经对心脏的影响，但

是根据一些实验材料，如 1991 年 Echberg 提

出，在某些情况下 HF 可能并不反映迷走神经

对心脏的影响 [5]。还有 LF/HF 的所谓反映交感

/ 迷走神经平衡的说法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6]。

研究根据不同的参数，着重于神经和体液这两

个领域。在神经领域，HRV 的研究进展很快。

在迷走神经活性增高时，心率变异性增高，反

之减少。在体液领域，因为很多相同的病理现

象有着不同的 HRV 数值，因此有的报告还认

为 HRV 的预测意义并不恒定，例如严重心力

衰竭会导致 HRV 下降，但其中的作用机制尚

不清楚 [7][8]。而参数的变化也有激素刺激的原

因，近些年发表的 CIBIS 研究，应用 β 受体

阻滞剂 (Bisoprolol) 治疗心力衰竭，可以使 HF

增加 48%[9]。

1.2　脉率变异性

由于人体心室周期性的收缩和舒张导致

主动脉周期性地收缩和舒张，使得血流压力以

波的形式从主动脉根部开始沿着整个动脉系统

传播，这种波被称之为脉搏波。脉搏波所体现

出来的形态、强度和节律等多方面的信息，很

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体心血管系统中许多生理病

理的特征。PRV 是指连续脉搏间期存在的微小

差异，通常情况下是指逐次脉搏间的脉搏波间

期的微小涨落。脉搏波是人体血管的周期性收

缩舒张产生的，它的变化同样受到身体的各个

器官和组织的影响。赵海勇等对冠心病人使用

脉搏变异性进行检测评估，定义了一个新的参

照标准用于研究 PRV 和冠心病人的关系，认

为去趋势分析在脉率变异性方面有较大的应

用价值 [10]；王业泰在对视觉疲劳状态的 PRV

进行了 Poincare 散点分析，利用 Poincare 的特

征进行了不同生理状态的分类，认为 Poincare

散点图的参数 SD1 与 SD2 的比值能够客观的

体现视觉疲劳程度 [11]。S. Mohamed Yacin 通过

对用餐前后心率脉率对比分析，认为 PRV 可

以作为无创的胃部疾病诊断依据 [12]。

1.3　心率变异性与脉率变异性的结合分析

关于二者结合起来的分析受到很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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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两个研究方向。一是通过外部刺激和神经

特征结合来进行研究，如江铃等研究发现脉图

参数和植物性神经参数可作为抑郁症诊断和辩

证的指标 [13]。Eduardo Gil 等在颈部刺激实验

中，分析发现 HRV 和 PRV 信号有明显的相关

特性，在实验中利用 PRV 代替 HRV 检测各项

参数是可行的 [14]。二是对不同的身体状况下

研究，而这部分是大部分研究的重点，如 Jih-

Sen Wong 等通过双侧脉搏信号分别与心电信

号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在变异性分析上，脉

率是不能替代心率的 [15]，而通过同样的方法

John Hart 在研究过 48 组数据之后，得到了一

个相反的结论，认为脉率变异是可以替代心

率变异的，而且通过桡动脉脉搏的测量，在

参数 SDNN 的平均值方面，桡动脉脉搏信号

与心电信号的数据是一致的 [16][17]。Ahsan H. 

Khandoker 通过睡眠监测，认为 PRV 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替代 HRV，但是在 LF 和 SDNN 等参

数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18]。Bulte 测量计算人体

在仰卧状态下的脉搏心电信号，认为二者可以

互相替代 [19]。E Gil 通过研究 17 组不同状况下

的数据，研究了频域的 HRV 与 PRV 的关系，

认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 [20]。Isabelle 则是利用

指尖脉搏数据，通过与呼吸结合以及不同的体

位的测量，认为二者在站立姿势时不可互相替

代的，卧躺姿势时可以完全替代 [21]。

本文认为，现在测量的脉搏数据多为指尖脉

搏，而这种测量方式本身就会使测量得到的脉搏

数据由于不同的体位而产生不同的波动，而呼吸

调节更是随着身体的姿势改变而改变，所以基于

体位和动作变化而讨论二者的变化的情况，本身

就存在着差异性。而研究的数据量偏小，年龄体

质跨度偏大也是对于研究结论产生影响的因素。

而且，在国内关于二者相关性的研究也比较少见，

没有系统性具体分析。因此，本文通过平静状态

的坐姿着手，分别同步采集青少年、老年人与心

血管病人的心电和脉搏信号各 25 组，使可以改

变的变量尽可能的减少，在最小的外界变化的情

况下采集信号分析，三方面结合，从而得到二者

相对而言更为可靠的关系。

2　方法与结果

实验对象分为三个群体：1）青少年组为

东北大学在校健康的大学生（年龄在 22-28

岁 )；2）老年人组为东北大学老年活动中心的

老年人（年龄在 56-84 岁）；3）心血管病人组

为盛京医院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主要为心

梗、房颤、冠心病等 )。实验过程中，受试者

平躺在床上，肢体自然舒展，保持放松状态，

静息 3 分钟之后，开始采集。心电信号采用标

准 12 导联方式采集，脉搏信号采用加速度传

感器采集，二者进行同步采集，采样频率为

1000Hz，采集时间为 5 分钟。实验在安静无

外界干扰的环境中进行，受试者不能有任何实

验要求之外的肢体动作。

本程序是通过 MATLAB 实现的，数据测

量的设备和软件界面如图 1 所示。基本流程是

先经过脉搏心电同步采集得到原始数据，然后

对这些数据进行去噪、去基线漂移，接着判断

每个周期峰值点，最后得到峰值点的差值，就

可以得到心电和脉搏的间期数据 [22]，流程模

块图如图 2 所示。

(a)

 

(b)

(c)

图 1　 采集系统 (a) 脉搏和心电数据采集系统 (b) 信

号采集软件界面 (c) 理邦公司 12 导联心电测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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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程序流程模块图

2.1　时域分析

青少年、老年人与心血管病人数据如图

3 所示，其中，青少年的 SDNN 基本上维持在

0.3%-6.5% 之间，反映副交感神经敏感程度的

pnn50 也是存在着脉搏比心率参数增加约 0%-

31.3% 的情况，而相邻窦性 R-R 间期差值的

均方根值（rMSSD）则变化比较大，在 0.1%-

17.3% 之 间。 老 年 人 的 SDNN 维 持 在 0.2%-

15% 之间，pnn50 存在着脉搏比心率参数增加

约 0.8%-11.1% 的情况，而 rMSSD 在 0.3%-22.2%

之间。心血管病人的 SDNN 维持在 0%-13.9% 之

间，pnn50 存在着脉搏比心率参数增加约 0.2%-

29.9% 的情况，而 rMSSD 在 0%-57.1% 之间。

在时域部分的数据 SDNN 上，因为其是反

应交感、副交感神经总张力的参数，而 HRV

的很多参数都涉及人体内神经调节，因此神经

对二者作用的总张力大小是判断 PRV 是否能

代替的 HRV 反应部分参数的意义的基本前提，

在这个参数上，二者的波动较小。而 rMSSD

和 pnn50 的波动较大则也可以推算出脉搏和心

脏对副交感神经调节的反应程度是不一样的，

脉搏对副交感神经的调节作用是敏感于心电的。

(a)

  

(b)

 

(c)

图 3　时域数据对比图 .

(a)SDNN, (b)pnn50, (c)rMSSD.

2.2　频域分析

频域部分如图 4 所示，分析方法分为自

动 回 归 模 型 评 估 法（Auto-regressive model 

estimation, AR） 和 快 速 傅 里 叶 转 换 (Fast 

Fourier Transformation, FFT) 两 种 方 法。 在 信

号的 FFT 的频谱图上，可以发现有很多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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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峰，而 AR 的频率谱图则平滑。虽然二者存

在谱图上的区别但是结果是相近的。频域部分

的数据主要关注点在低频功率（LF，0.04Hz-

0.15Hz）和高频功率（HF，0.15Hz-0.4Hz）以

及二者的比值（低频功率与高频功率的比值）。

 在频域部分脉搏信号的数据参数依然比

心电信号的数据参数要整体偏大一些，青少年

的低频部分的 PRV 增长在 0.2%-12.4% 之间，

高频部分在 0.2%-20.2% 之间。老年人的低频

部 分 的 PRV 增 长 在 1.2%-18.6% 之 间， 高 频

部分在 0.4%-52.0% 之间。心血管病人的低频

部 分 的 PRV 增 长 在 0.3%-24.9% 之 间， 高 频

部分在 0.1%-46.9% 之间。相比较而言，低频

部分的稳定性远远高于高频部分。

在频域中的 PRV 基本上是大于 HRV 的，

可以认为，脉搏信号比心电信号有着更高的能

量，而根据脉搏产生的原因，只要判断出心动

引发脉搏时多出来的能量的原因，就可以利用

脉搏信号来替代心电信号。

(a)

(b)

图 4　频域数据对比图 .(a)LF, (b)HF.

2.3　非线性分析

非 线 性 数 据 部 分 如 图 7， 关 联 维 是 由

Grassberger 和 Procaccia 在 1983 年提出的，它

是一种有效地刻画混沌现象的重要参数，一

般来说，系统的确定性成分越多，关联维越

小；系统的确定性成分越少，关联维越大 [23]。

图 5 是用于分析时间序列的长程相关性的消

除 趋 势 波 动 分 析 法（Detrended Fluctuation 

Analysis, DFA），是 Peng 等人在研究脱氧核糖

核酸 (DNA) 序列时提出的一种标度分析方法，

是研究非平稳、长程幂率相关性时间序列的重

要工具 [24]。图 6 是 Poincare 散点图，是利用

心电图数据的连续心搏 RR 的间距，以第 n 个

RR 间距的 RRn 为横坐标，第 n+1 个 RR 间距

的 RRn+1 为纵坐标，在坐标轴上标定的一系

列点集构成。一般来说正常人的散点图形态为

彗星状，冠脉单支病变患者的散点图呈鱼雷状

或短棒状 , 冠脉多支病变患者的散点图呈类圆

点状及粗棒状。近似熵 (AE) 是 Pincus 根据 K

氏熵的定义，将近似熵定义为相似向量在由 m

维增加至 m+1 维时继续保持其相似性的条件

概率，物理意义是当维数变化时时间序列中产

生新模式的概率的大小，产生新模式的概率越

大、序列越复杂，相应的近似熵也就越大 [25]。

样本熵 (SE) 是由 Pincus 于 1991 年提出的一种

度量序列的复杂性和统计量化的非线性动力学

参数。它用一个非负数来表示一个时间序列的

复杂性，反映时间序列中新信息发生率，越复

杂的时间序列对应的近似熵越大 [26]。目前非

线性各参数的生理意义还不甚明确，只是在各

个参数的范围定义上有一定的健康推荐值范围。

非 线 性 的 各 个 参 数 的 HRV 和 PRV 的 大

小 不 恒 定， 其 中， 青 少 年 的 Poincare SD1、

Poincare SD2、DFAα1、DFAα2、CD、AE、

SE 的 波 动 分 别 为 0%-16.1%、0%-6%、0%-

13.3%、0%-8.6、0%-22.9%、0%-29.3%

和 1.3%-23.3%。 老 年 人 的 Poincare SD1、

Poincare SD2、 DFAα1、DFAα2、CD、AE、

SE 的 波 动 分 别 为 0%-23.1%、0%-12.5%、

0%-22.7%、0.6%-5.8%、0%-12.9%、0%-11.1%

和 0.5%-23.1%。心血管病人的 Poincare SD1、

Poincare SD2、DFAα1、DFAα2、CD、AE、

SE 的 波 动 分 别 为 0%-37.5%、0%-11.7%、

0%-27.7%、0%-29.5%、0.2%-28.9%、0%-

19.0% 和 0.6%-30.2%。 虽 然 在 非 线 性 部 分

PRV 并不一直大于 HRV，但是均值和波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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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mean±SD）的波动较小。

图 5　非线性分析 DFA（消除趋势波动分析法）示

意图

图 6　非线性分析彭加莱（Poincare）散点图 .

(a) 彗星状 , (b) 鱼雷状 , (c) 棒状 , (d)SD1,(e)SD2.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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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非线性数据对比图 .

(a)DFAα1, (b)DFAα2, (c)AE, (d)SE, (e) Poincare 

SD1, (f)Poincare SD2, (g)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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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所有参数的均值和方差展示 (Mean±SD).

 (a)SDNN,(b)pnn50, (c)rMSSD, (d)LF,(e) HF, (f)

Poincare SD1, (g)Poincare SD2, (h)DFA α1,(i)DFA 

α2, (j)CD,(k) SE, (l)AE.  

表 1　多导联心率参数对比

SDNN pnn50 rMSSD LF HF
Poincare 

SD1

Poincare 

SD2

DFA 

α1

DFA 

α2
CD SE AE

一

组

1

37.89 0.040 25.85 278.58 487.35 0.009 0.043 1.385 0.84 3.00 1.23 0.84

2 37.89 0.042 25.85 277.63 486.95 0.009 0.043 1.384 0.84 3.00 1.23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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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7.86 0.042 25.84 278.04 486.11 0.013 0.043 1.501 0.64 3.63 1.41 0.83

4 37.86 0.044 25.81 277.46 486.49 0.013 0.044 1.499 0.64 3.63 1.41 0.83

5 37.88 0.041 25.86 278.64 486.72 0.007 0.041 1.501 1.32 2.99 1.02 0.68

6 37.88 0.043 25.87 278.69 486.62 0.007 0.042 1.501 1.32 3.00 1.02 0.69

二

组

1

46.59 0.050 34.73 325.67 512.73 0.014 0.045 1.301 1.14 3.71 1.64 0.95

2 46.45 0.051 34.62 324.81 512.84 0.015 0.046 1.298 1.14 3.72 1.64 0.95

3 46.45 0.051 34.62 325.43 512.81 0.013 0.038 1.225 0.93 3.81 1.47 0.85

4 46.57 0.048 34.51 325.43 513.01 0.014 0.039 1.226 0.92 3.81 1.47 0.85

5 46.55 0.048 34.64 324.87 512.93 0.026 0.038 1.307 0.57 3.37 2.27 0.83

6 46.55 0.048 34.71 324.92 513.13 0.025 0.039 1.303 0.56 3.37 2.27 0.83

图 8 为对得到的所有数据进行 Mean±SD

分析的结果，从图 8 可以看出来，在频域阶段

方差浮动较大，因为频域反映着人体的感觉和

副交感神经的作用，且白天和夜晚对这个参数

的影响较大 [27]。其他数据的均值和浮动基本

一致。

2.4　基于多导联下的心率变异性对比
分析

针对不同导联下的心动周期可能有所不

同的情况，我们比较了两组 12 导联的数据，

取其中数据质量较好的部分进行分析。非线性

参数经过测试后，波动小于 1%。另除去质量

不好的信号，我们得到了表 1 的数据。从表中

数据可以看出，不同导联下的心率参数是不同

的，存在一定的波动，但是变化很小，除

了在 pnn50 参数上偶尔有存在 10% 左右

的波动外，基本上维持在 1% 以内的误差范围。

3　结论

本论文以同步测量的心电和脉搏信号为

对象，计算了它们的变异性参数值。通过 25

组健康青少年的数据分析，时域、频域和非

线 性 部 分 参 数 变 化 的 波 动 分 别 小 于 31.3%、

20.2%、29.3%；通过 25 组老年人的数据分析，

时域、频域和非线性部分参数变化的波动分别

小于 22.2%、52%、23.1%；通过 25 组心血管

病人的数据分析，时域、频域和非线性部

分 参 数 变 化 的 波 动 分 别 小 于 57.1%、

46.9%、37.5%。 综 合 三 个 群 体 的 数 据 分 析，

并结合通过 Mean±SD 方法得到的数据后，波

动范围比较大的参数主要是时域的 pnn50 参数

和频域的 HF 参数，其他参数基本波动很小。

结 果 表 明， 心 率 变 异 性 和 脉 率 变 异 性

二者是有差别的，其中健康青少年波动小于

31.3%，波动范围最小，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互相替代；老年人波动小于 52%，波动范围

较大，在要求精确度不太高的情况下，二者在

一定允许范围内可以互相替代；心血管病人波

动小于 57.1%，波动范围最大，故不能进行互

相替代。这个结论与 John Hart 和 E Gil 近期的

关于 HRV 和 PRV 之间的关系中的研究所得结

论相一致 [17][21]。

测量时保持的是平静的坐姿，因此排除了

体位对二者的影响，但是因为人体的生理情况

的特殊性，影响二者的因素较多，如血管弹性、

血压、每搏输出量、交感副交感神经作用等等，

在频域部分 PRV 的能量比 HRV 高的原因也是以

后研究的重点，并将做更加深入地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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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本挖掘技术的技术层面专利组合分析方法优化——以药物专
利数据为例

张世玉，王伟

（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学信息学系，吉林 长春 130021）

摘要：在分析技术层面专利组合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技术层面专利组合分析方法进行优

化。以某生物制药企业专利数据为例，采用文本挖掘技术，通过技术领域标签抽取、专利文本

特征表示、专利文本聚类等流程，对专利文本所属技术领域进行划分。解决了原专利组合分析

方法中由于利用 IPC 号和专家访谈法作为技术领域的划分方法容易出现偏差的缺点。

关键词：专利组合；组合分析；文本挖掘；层次聚类；技术领域

Optimization of Patent Portfolio On the Level of Technology Fields 
Based on Text Mining Method——taking medical patent data as 

example

ZHANG Shi-yu ,WANG Wei
(Department of Medical Informatic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1,Jili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After analyzing the patent portfolio on the level of technology fields, we divide 

the technical fields by using the text mining method, through the processes that include 
extracting tags of the technical fields、clustering Patent texts and so on. With these methods we 
solve the defects that deviations can be easily lead to because of using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and expert interviews as the division methods in the technical field. 

Keywords: patent portfolio ; portfolio analysis ; text mining ;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 
technology fields 

专利组合分析方法（patent portfolio）最

初是由 Holger Ernst 教授在 1998 年提出的 [1]。

Holger Ernst 教授提出并总结了 4 种专利组合

分析方法 [1-2]：技术层面专利组合分析方法、

企业层面专利组合分析方法、专利发明人层面

专利组合分析方法以及专利与市场一体化层面

的专利组合分析方法。

本研究针对技术层面专利组合分析方法，

以某生物制药企业专利数据为例，采用文本

挖掘技术，在传统的技术层面专利组合分析

方法基础上，通过技术领域标签抽取、专利

文本特征表示、专利文本聚类等流程，对企

业所涉及的技术领域进行划分，解决原方法

中由于以国际专利分类号（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IPC）和专家访谈法作为技术领

域的划分方法所导致的偏差 , 从而有可能影响

对应的决策出现错误的缺点。

1　技术层面专利组合分析方法局限性

在 Brockhoff 与 Holger Ernst 提出的技术层

面专利组合分析方法中 [3]，对技术领域的划分

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对企业每项专

利的 IPC 号进行统计来划分技术领域 [4]，由于

IPC 号的分类原则主要以功能为主，按照部、

分部、大类、小类、大组、小组的层次结构将

技术内容划分成完整的体系，因此利用 IPC 号

可以快速获得某种专利所属的技术领域信息。

这种划分方法操作简单，但在专利说明书编写

过程中，是由人工对专利进行 IPC 号标引的，

如果标引人员对相关技术领域不了解，就容易

出现误标、漏标的现象，标引结果极易出现偏

差，同时由于受到技术竞争环境的影响，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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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者在专利申请过程中有时会要求隐藏 IPC

分类号，因此这种仅通过统计 IPC 号来划分技

术领域的方法不够精确；另一种划分方法是利

用专家访谈法 [5]，通过咨询相关技术领域的专

家，来确定专利所属技术领域。这种方法精确

度较高，但实施困难，同时由于该方法偏于定

性，划分结果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

基于以上问题，本研究拟建立一种新的技

术领域划分方法，利用自然语言处理与文本聚

类技术对专利文本进行抽取与聚类，以达到划

分技术领域的目的，并将其纳入专利组合分析

模型中，使专利组合分析更具科学性。

2　技术层面专利组合分析方法优

化——以某生物制药企业为例

2.1　专利数据库构建

选取 CNKI 中的中国专利数据库（知网版）

作为检索工具，检索策略为：申请人 = 某生物

制药企业，模糊匹配，时间跨度为所有年份，

专利类别为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检索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15 日，共检索到专利 246 项，保

留专利名称、申请日、专利分类号、摘要、专

利公开号等属性，同时将每项专利的专利名称

和摘要合并，构建“专利内容”属性。将处理

结果保存为 Excel 文件。

2.2　基于文本挖掘技术的某生物制药
企业技术领域划分

2.2.1 技术领域标签抽取

首先对每项专利的“专利内容”属性进行

分词，分词是进行技术领域标签抽取之前的一

项基础性工作，它是指将每一项专利的专利内

容属性切分为若干可以代表专利含义的词。但

由于中文信息的特殊性，词与词之间没有明显

的界限，因此我们需要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对中文专利文本信息进行分词处理。本研究主

要采用基于字符串匹配的分词方法对预处理专

利文本与系统词典中的词条相匹配 [6]，将匹配

成功的词条进行标记并提取。虽然这种分词方

法识别精度较高，但是基于字符串匹配的分词

方法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对于词典中没有的

词条，基于字符串匹配的分词方法无法实现分

词，因此本研究采用另一种基于统计的分词方

法作为补充，统计出一段专利文本中字与字之

间相邻出现的频率，对于相邻出现的频率高于

2 次的一组字确定为一个词。

基于字符串匹配的分词方法和基于统计的

分词方法可以有效的对专利文本进行分词，然

而这种通过词表匹配和统计的分词方法也会产

生很多无用的词组，例如“有的”“之一”“还

是”“少了”等，我们将这类词称为停用词（stop 

word）[7]，汉语中的停用词主要包括副词、连词、

介词、助词等没有实际意义的词，为了提高运

算效率，减少运算成本和误差，我们需要过滤

掉这些停用词，具体处理方法如下：首先对切

分的词组标注词性，然后过滤掉那些副词、连

词、介词、助词等不具有实际意义的词，保留

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具有实际意义的词组。

由于每一条专利文本包含的词汇多达几

十条，如果直接利用切分的词组作为每条专利

的标签，会造成向量维数过多的现象，无法

进行聚类处理，因此我们还应对每一条专利所

切分的词汇群进行标签抽取，找出最能代表专

利所属技术领域的领域标签。本研究遵循全面

性、区别性和精炼性原则，采用文档频次统计

方法，对词汇群中每个词汇出现的频率进行统

计，选取频次大于预定阈值的词汇作为每项专

利的技术领域标签。

本研究主要利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

究所张华平博士开发的汉语分词系统 NLPIR 及

数据挖掘软件 Thomson data analyzer 实现某生物

制药企业专利文本分词和技术领域标签抽取。

2.2.2　专利文本特征表示

尽管已经抽取出每项专利的领域标签，但

还不能够对这些专利文本进行聚类操作，这是

由于文本聚类算法只能处理特定格式的数据，

因此在对专利文本进行聚类操作之前，应首先

将抽取的领域标签按照特定的特征表示模型对

每项专利的文本信息进行表示，目前应用较为

广泛的特征表示模型主要包括布尔模型、向

量空间模型、概率模型等。本研究采用向量

空间模型 [8]，基本思想是利用词汇袋（bag-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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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法将所有抽取出的领域标签汇总，对于

重复出现的领域标签仅保留一条，然后将每一

条不同的领域标签看成空间向量的一个维度，

而将每一项专利文本看成空间向量中的一个元

组。本研究将这种空间向量称为标签矩阵，标

签矩阵中的每一个元素代表标签在专利文本中

出现的情况，若该标签在该专利文本中出现

过，则这个元素的值为 1，反之为 0。

2.2.3　层次聚类与技术领域划分

目前，对于聚类有多种算法，按照聚类算法

所采用的基本思想，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几类：

基于划分的聚类方法、基于层次的聚类方法、基

于密度的聚类方法以及基于网格的聚类方法。由

于专利所属技术领域是一种层次结构，因此本研

究采用层次聚类算法对专利文本聚类，以达到对

专利文本数据对象所属技术领域进行层次分解的

目的 [9]。具体操作步骤如下：采用层次聚类算法

中自底向上的凝聚方法，开始将每项专利作为单

独的一个组，逐次合并相近的专利对象或专利组，

直到所有的专利组合并为一个组，最后利用层次

聚类谱系图将聚类过程及聚类结果表示出来。从

层次聚类谱系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专利文本被聚类

成若干专利组团，每个组团即可代表一种技术领

域，利用层次聚类谱系图可以更加科学客观的将

专利划分为若干技术领域。

本研究利用 SPSS 统计软件对所构建的标

签矩阵进行层次聚类分析，获得某生物制药企

业专利文本层次聚类谱系图（见图 2）。在图 2

中，左侧一列编号为专利公开号，其作为专利

的唯一标识代表该生物制药企业每项专利，上

方数字代表聚类深度，该层次聚类谱系图将该

生物制药企业所拥有的专利聚成若干类别。由

于聚类分析是将具有相似特征的元组聚集到一

个类中，本研究在聚类分析时是利用抽取的技

术领域标签作为专利文本特征的，因此在专利

文本层次聚类谱系图中，同一类中的专利具有

相似的技术领域标签，即它们所属技术领域相

同，利用层次聚类谱系图我们可以更加科学直

观的将该生物制药企业所拥有的专利划分为若

干技术领域，通过查阅该层次聚类谱系图中每

一类专利组团的领域标签特征，可以得到每类

专利组团所属技术领域信息，本研究利用某生

物制药企业专利文本层次聚类谱系图共将该生

物制药企业的专利划分为 15 个技术领域，其

基本信息见表 1。

图 2　某生物制药企业专利文本层次聚类谱系图

表 1　某生物制药企业技术领域划分结果

序号 技术领域 申请量 ( 个 )
1 抗生素类 30
2 抗过敏类 15
3 解热镇痛类 17
4 抗肿瘤类 7
5 心脑血管类 44
6 妇科类 8
7 消化系统用药 20
8 内分泌系统用药 13
9 泌尿与生殖系统用药 6
10 神经系统用药 6
11 呼吸系统用药 10
12 运动系统用药 5
13 药物生产装置 22
14 试剂盒及检测 17
15 有机化合物制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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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专利组合分析

利 用 Holger Ernst 构 建 的 专 利 组 合 分 析

指标体系计算出每种技术领域的技术吸引力、

研发重点与相对技术份额，并通过 Klaus K. 

Brockhoff 与 Holger Ernst 提出的技术层面专利

组合分析模型对本研究所划分的 15 种技术领

域进行技术层面专利组合分析 [3]，如图 3 所示。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该生物制药企业的药

物生产装置、试剂盒及检测技术领域处于高技

术份额和高技术吸引力位置 , 是企业的研发重

点和核心产品 , 企业应该继续保持对该领域的

投资 , 掌握核心技术 , 以继续保持其领先地位。

对于消化系统用药、呼吸系统用药、解热镇痛

类和心脑血管类药物制备技术领域处于低技术

吸引力高相对技术份额位置，表示该生物制药

企业在消化系统用药、呼吸系统用药、解热镇

痛类和心脑血管类药物制备技术领域内具有竞

争优势，属于该领域的佼佼者，但这几种技术

领域不具技术吸引力，说明该生物制药企业的

这些技术领域已经处于瓶颈期，企业应考虑引

进优质人才，加大创新力度，使该技术领域尽

快发展起来。对于抗肿瘤类药物与神经系统用

药技术领域处于高技术吸引力低相对技术份额

位置，表示企业在该领域与龙头企业有很大差

距，但这两种技术领域发展趋势良好，企业可

以考虑与该领域的龙头企业合作，加大对该技

术领域的投资力度。对于泌尿与生殖系统、运

动系统、内分泌系统等几种处于低技术吸引力

和低相对技术份额位置的技术领域，既没有发

展潜力也不具有竞争优势，企业应尽快放弃对

该技术领域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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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某生物制药企业各技术领域专利组合分析图

3　结束语

本研究采用文本挖掘技术对技术层面专

利组合分析方法进行优化，通过构建中文专利

文本数据库、技术领域标签抽取、专利文本聚

类等流程，对专利所属技术领域进行划分，解

决了原方法中由于利用 IPC 号和专家访谈法

作为技术领域的划分方法容易偏差的缺点。但

是本研究也有不足之处，由于专利投资战略的

制定与技术所处的生命周期有很大的关系 [5]，

本研究在对某生物制药企业各技术领域进行专

利组合分析时并没有结合这几种技术领域所处

的技术生命周期来考虑，如何将技术生命周期

维度加入技术层面专利组合分析模型中也是我

们在未来的研究中将继续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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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领域云本体建模研究

王 凯

（蚌埠医学院卫生管理系，安徽 蚌埠 233000）

摘要：随着领域知识的爆炸式增长，领域本体无法准确表示医学领域中存在的不确定性知

识的问题愈发突出。从结构化建模的角度，以医学领域云本体建模理论为研究对象，对医学领

域本体知识的云维度构建方法、基于医学领域本体知识的云化理论、面向医学领域云本体的生成

模型等建模核心内容进行综述分析 , 并以此为基础，对本领域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医学本体；云本体建模；云维度

1　引言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知识共享、

信息集成和 Web 服务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本

体研究在计算机领域倍受瞩目，并逐渐成为研

究的热点。本体作为表达知识的共享概念模

型，已日渐成为知识工程、知识管理、信息

检索和语义 Web 等多个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自语义 Web 提出以来，本体正逐渐成

为人工智能和知识工程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研究

方向，在知识的获取、表示、分析和应用等方

面具有深远的意义。1

本体是共享概念化的明确的形式化规范，

是信息、知识的底层架构。作为本体研究的一

项基础性工作——本体建模，已得到广泛的关

注。本体建模使得领域知识的共享和重用成为

可能。在众多的领域知识中，医学领域知识是

一种高质量的生产要素，可以使医学劳动力和

资本生产的效率大幅度提高；医学领域知识也

是医学信息应用的基础，像医学信息系统、医

学决策系统、医学专家系统、医学智能控制系

统以及医学语言处理系统、医学教学系统等都

离不开医学知识。医学领域知识本体是一个包

含医学术语、定义以及术语间规范关系说明的

体系，是医学学科领域内概念、概念与概念间

的相互关系的形式化表达。它可以表示为五元

组，包括医学知识概念集合、概念间关系集合、

公理集合、函数和实例。这种形式化描述可成

为医学知识软件系统中可重用和共享的组件，

让机器能够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

及计算机之间通信提供了统一的术语和概念，

1第一作者简介：王凯（1985 ～），男（汉族），山东

曲阜，硕士，研究方向：人工智能，语义网络。

使医学知识共享成为可能，同时也有利于医学

知识的获取，可以提高获取的速度和可靠性。

因此，研究医学领域的本体建模，建立一个真

正意义上的基于本体的共享医学知识库，形成

一套完善的医学知识共享体系，是加快医学信

息化发展的迫切任务。

迄今，国内外许多专家开展了知识的不确

定性研究。如基于模糊理论、概率理论、确定

性理论以及证据理论等研究，分别提出了 P 模

型、Bayes 模型、CF 模型、D-S 模型等模型。

这些理论与模型的提出，对知识的不确定性处

理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诸多缺陷，如

不够客观，适用范围有限等。云模型 (Cloud 

Model) [1] 建立在传统模糊集理论和概率统计基

础上，通过三个数字特征期望、熵、超熵将模

糊性和随机性双重性有机地关联，实现用自然

语言值表示的某个定性概念与定量数值之间的

不确定转换，这种特定的结构可以精确的确定

隶属函数放宽到构造正态隶属度分布函数，使

随机性与模糊性有机的结合，并且由云发生器

产生的云图，具有直观的表达能力。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针对本体不能表示医

学领域中存在的不确定性知识问题，以医学领

域知识为研究背景，重点从基于结构化领域数

据的本体自动化建模理论与方法的视角，总结

分析现有的模型与技术，并对本领域云本体构

建的可能方向进行了展望。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2.1　医学本体建模研究现状

目前，本体建模的方法还没有成熟的理

论指导，但是国内外的一些研究机构和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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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具体的实际项目，对医学本体建模方法进

行不断地丰富和研究，提出了许多本体建模的

方法，开展了一系列与本体建模相关的研究工

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自 2001 年起开展

医 学 本 体 服 务 (Agricultural Ontology Service, 

AOS) 计划的研究。AOS 项目构造的营养与医

学本体使用 KAON 工具包作为本体构建和管

理的工具，实现对本体的概念、关系、属性和

词汇汇编的编辑功能。文献 [2] 研究了构建生

物安全本体模型，提出首先构建核心本体，然

后基于启发式方法扩展核心本体。此方法的

优点：一是能够综合利用当前已构建的医学本

体，二是为研究医学领域通用本体模型提出了

依据。文献 [3] 构建了临床医学领域本体，并

在知识库环境中作为分类和优化处理的工具；

研究开发基于领域本体的 web 应用程序原型，

检验本体在应用层的作用。信息本体构建中的

信息抽取、比较、异质异构元数据集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也开展

了一系列与医学本体建模相关的研究工作：开

发完成了基于医学科技文献的智能检索系统

和医学知识本体管理系统，在医学本体的构建

理论和信息资源组织体系技术等方面作了一些

前瞻性的研究，发表了构建领域本体的方法、

叙词表与 Ontology 的不同、构建基于 Ontology

的知识门户等论文。文献 [4] 提出基于本体进

行医学问答语义管理的方法，对医学问答知识

库采用本体进行知识表示。

2.2　云模型及其维度的研究现状

云模型是将随机性与不确定性双重关联

在一起，实现不确定的定性概念与确定的定量

数据间的转换模型。该模型的特征主要包括期

望 Ex、熵 En、超熵 H [5]，期望 Ex 是论域的

中心值，是最能够代表这个定性概念的点。熵

En 表示一个定性概念可被度量的范围，熵越

大概念越宏观，可被度量的范围越广，它反映

这个定性概念的不确定性。超熵 He 是熵的熵，

它将模糊性和随机性相关联，用来表示熵的不

确定性。正态云模型是常用的云模型，具有

普适性的特点。云模型生成算法称为云发生器

(Cloud Generator, CG)，常用的有正向云发生器

和逆向云发生器。

目前，云模型已经成功用于预测、关联规

则挖掘、综合评估和智能控制等领域 [6-8]。国

内外已有学者开展了对云模型在知识表示方面

的研究，文献 [9] 通过对云模型数学性质的研

究，分析云模型的产生背景，证明其表示不确

定性知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文献 [10] 运用云

模型的概念爬升，通过三层模型体现汽车款式

知识在不同层次上的映射，描述了云模型表示

的汽车款式概念爬升过程。文献 [11] 给出了基

于云模型的语言变量表示和命题的描述，阐述

了不确定知识的产生式表示，总结出基于相对

贴近度和最大隶属度的两种知识推理方法。

云模型的维度是指论域空间的维度，现实

生活中的概念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为了

更好的描述二维或多维的语言值，国内外学者

在云模型提出以后就开始了对云维度的研究。

文献 [12] 提出用语言云模型用于 KDD 中知识表

达和不确定性处理，引入了多维云模型作为一

维模型的扩展，将语言值的模糊性和随机性用

统一的方式巧妙地综合到一起。文献 [13] 在一

维正态云的基础上，提出了二位正态云的思

想，并给出了描述二维云的数字特征和二维云

的数学模型。文献 [14] 通过研究多维云模型机

理，给出了定性与定量之间转换的云模型的形

式化表示，解释了多条定性规则同时被激活的

不确定推理过程。文献 [15] 提出三维云模型的

的概念，分析了三维云模型的规则推理，设计

出基于三维云模型智能控制器。

2.3　本体知识的云化研究现状

云化是处理不确定性知识的一种方法，因

此对本体知识的云化问题主要集中在对概念，

概念间的分类关系，概念间的非分类关系这三

个方面的不确定性的研究。

在概念不确定性研究方面的研究主要体

现在对领域知识分类器的构建与模糊层次规则

的计算等方面。文献 [16] 针对传统的决策树分

类器处理的是给定值的数据的问题，利用一个

数据项的“完全信息”延伸了典型决策树分构

造算法，让它可以处理带有不确定值的数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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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文献 [17] 针对古典本体论不能处理糖尿病

中不确定和模糊信息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

本体模型，这个模型基于模糊集理论，利用模

糊推理机制对模糊概念进行了处理。文献 [18]

通过构建模糊层次规则产生树来表达模糊层次

规则，将新知识整合到模糊层次规则簇中，用

累积学习的方法不断的产生规则簇，最后通过

合并算法这些规则簇合形成模糊层次规则生成

的系统在数据流挖掘和数据库动态重构方面有

显著作用。文献 [19] 在结合粗糙集理论和层次

聚类方法的基础上，改进了已有的模糊概念层

核处理集确定方法，运用模糊概念层方法对原

始数据进行模糊化处理，排除边缘数据的干扰

作用并可坚守噪声数据的干扰作用以进一步简

化可区分矩阵，得出核属性集和可信度更高的

判定规则。除了分类关系，概念间还存在其

它非分类关系，如 :Part-of 关系、purpose(X is 

used for Y ) 关系、因果关系 (X leads to Y ) 和

属性关系 (the X of Y)。在概念间非分类关系

不确定性研究方面由 Washington 大学提出的

KnowItAll[20] 原型系统，以 Web 作为学习语料，

采用不确定性理论抽取概念间的关系。文献 [21]

采用模糊概念图的模型来描述词语间的关系并

在聚类过程中引入概念知识，提出了基于模糊

概念图的文档聚类算法，通过分析与用户的浏

览行为发现兴趣模式帮助用户得到更准确的信息。

2.4　云本体生成理论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外的一些研究机构和研究

者根据具体的领域和应用，对本体生成展开研

究，提出了不少的理论与方法 [22-24]，主要集

中在三个方面：

(1) 本体的形式化

通过形式化的描述来定义本体，是本体

生成的一种有效途径。目前，本体形式化的方

法有很多，但常用的方法是集合论表示法、逻

辑表示法和本体语言描述法。集合论表示法主

要是利用五元组和超图等对本体进行描述或定

义。Alexander Maedche 把本体的结构定义为

一个五元组 O:= {C, R, HC, rel, AO}，C 和 R 是

两个不相交的集合，其中 C 为概念集合；R 为

关系集合；HC 表示概念层次或分类层次，即

概念间的分类关系；rel 表示概念间的非分类关

系；AO 表示使用某种逻辑语言表达的本体公

理 (Axiom) 集。陈刚等认为本体是一个连接的、

有限嵌套的超图，其简单顶点 U 称为本体中

的对象，复杂顶点 V 表示一个本体，其中集

合 U ∪ V 的势不小于 2，超图 H 表示 U ∪ V

中各元素之间的关系。逻辑表示法是利用描述

逻辑将应用领域的术语学知识表示成结构化和

形式化上容易理解的方式。研究人员还根据不

同领域研究的需要扩展出时态描述逻辑、动态

描述逻辑、分布式描述逻辑以及类型扩充等描

述逻辑来更好的完成对本体的形式化。本体

语言描述法是采用特定的语言对本体进行形式

化描述。如 RDF(RDFs)，本体标记语言 OML，

本体交换语言 OIL、DAML+OIL 以及目前常用

的 OWL 等，它们用利用各种语法形式来对本

体进行描述。

(2) 本体分析

本体分析是在本体形式化语言的描述逻

辑基础上，对本体的概念以及概念间的语义关

系进行检测以避免冲突，保证本体库结构的

逻辑一致性和知识描述的正确性。本体环境中

总是充斥着各种冲突，所以分析检测是本体生

成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文献 [25] 从本体结构出

发 , 通过先定位两个版本相同的资源 , 然后对

与这些资源相关的资源进行比较 , 来确定不同

的部分是添加不，修改还是删除；文献 [26] 介

绍了一个本体构建工具以及在工具中进行本体

演化的关键的冲突检查问题，使用操作对本体

编辑进行封装，并通过每个操作的影响范围计

算操作之间的相互影响系数来发现多用户协同

构建中的本体冲突。文献 [27] 总结了之前定义

的语言规则集，给出了用 SHOIQ(D) 语言进行

Tableau 算法进行检测的规则集。

(3) 本体优化

本体优化主要是指在本体生成的过程中，

为了适应领域知识的新变化，解决由于概念增

多形成的概念间关系冗余问题所采取的方法。

文献 [28] 提出了一种基于 FCA（形式化概念分

析）的理论，给出了一种本体优化的算法，运

用 FCA 中概念格相关知识建立本体原型，通

过消除本体原型层次关系中的冗余达到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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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文献 [29] 对本体优化的各个关键问题进

行分析后，给出了一个基于 OWL 语言的本体

优化模型，该模型既可以实现本体自身的优

化，也可以应用变化传播的思想，对与该本体

相关的所有对象实施优化，以达到整个系统的

完整性和一致性。

以上研究主要是建立在以确定性本体知

识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上，研究焦点多是不确定

性本体知识以及多维云规则推理及控制器，主

要包括不确定性本体知识形式化理论、逻辑检

测方法、集成优化策略等。但是对于根据多维

度云的特征及优势选择云维度模型，以及对于

利用云模型对本体的不确定性知识进行系统云

化的研究较为少见。

2　基本理论与方法分析

云理论 (Cloud Theory) 是以研究定性定量

间的不确定性转换为基础的系统处理不确定性

问题的一种新理论，包括云模型、不确定性推

理等内容 [30]。因此，云模型与云理论具备较

好的表达知识的不确定性的基础，为医学领域

本体建模中解决不确定性知识问题提供了新的

有效途径。

医学领域本体建模涉及概念、概念间的分

类关系和非分类关系，以及它们的不确定性。

对于单一属性的概念，我们可以基于一维云

模型来表示，但是对于具有多个不确定性属性

的概念，一维云模型显然不能精确的表示，需

要考虑多维度的云模型；同理，对于概念间的

分类关系和非分类关系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

此，针对医学领域知识中概念及概念间关系的

云维度问题，确定不同概念以及不同概念间关

系的云维度模式，为进一步处理医学领域不确

定性本体知识奠定基础。

医学领域本体知识云化的关键是通过云

理论处理不确定性本体知识，即对概念、概念

间分类关系以及非分类关系的不确定性进行

有效表达，如何利用云模型并结合云维度信息

处理不确定性概念的语言值和概念间关系的

范畴集，形成不确定性本体知识体系，是一

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医学领域云本体的生成是

医学领域本体知识云化的目标，而对于云化

的本体知识体系进行形式化是云本体生成的

关键环节。目前，医学领域本体通常用五元组

范 式 (Concept，Rela -tion，Axiom，Function，

Instance) 来描述，然而云化的本体知识体系中

概念及概念间关系更加复杂，仍用现有的形式

化描述方法，显然不能明确表达。同时，在医

学领域云本体的生成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会出

现冗余、不一致性等逻辑错误。

3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许多研究机构和学者对本体

建模和处理不确定性知识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

究。本文在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医

学领域云本体建模理论与方法所存在的问题加

以分析。总结如下：

（1）医学领域本体知识云维度问题。医学

领域不确定性本体知识涉及概念、概念间的分

类关系以及非分类关系。对于单一属性的概念

可以基于一维云模型来表示，但是由多个不确

定性属性共同决定的概念，用一维云模型则无

法准确描述，而概念间的关系同样存在此种问

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本体的客观表达。

（2）医学领域本体知识的云化问题。医学

领域本体知识云化的目的是形成不确定性本体

知识体系，这需要对概念、概念间分类关系以

及非分类关系的不确定性进行有效表达。

（3）医学领域云本体的生成问题。云化的

医学领域本体知识体系，包含更加复杂的概念

以及概念间关系，传统的本体形式化方法已无

法明确表达该知识体系，且在医学领域云本体

的生成过程中，极易出现冗余、不一致性等逻

辑错误。

基于结构化数据源的领域云本体的构建

是语义网络建设的重要研究方向，相关研究成

果能够有效地促进大规模领域知识的融合和应

用。目前还不具备可以通用的领域云本体，给

领域内知识的交互带来巨大的困难。今后的工

作应沿着领域知识的大规模构建、完善的理论

指导以及自动化的模型交互等方面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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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xplosive growth of 

domain knowledge, it is more prominent that 

domain ontology can not accurately represent 

the uncertainty knowledge of medical field. In 

the view of structured modeling,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the ontology knowledge, the theory 

of cloud ontology knowledge and the generating 

model of medical domain ontology are studi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key issues of theories and 

method researches above, directions of futur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  Medica l  Onto logy ;  C 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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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融合模型树和随机森林的分析预测方法及其医学应用

朱志鹏 1，杜建强 1*，刘博 1，郝竹林 1，张鑫 1

（1. 江西中医药大学 计算机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4）

摘  要：中医方药的量 - 效关系和组效关系的分析对临床用药指导有着中药的意义，而决

定其量 - 效关系和组效关系的数据呈现多自变量、多因变量和非线性的特征。随机森林回归在

建模过程中对每一棵决策树叶子节点的数据进行均值处理，对非线性数据的预测精度较低；模

型树 M5 算法通过对叶子节点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来预测数据，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提出一种

融合模型树和随机森林的模型随机森林（M-RF）分析预测方法，该方法利用模型树取代随机

森林中的决策树构成组合模型。分别采用模型随机森林方法和随机森林回归方法对 UCI 数据和

中医复方药麻杏石甘汤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实验结果表明，模型随机森林（M-RF）方法在

非线性回归预测中的效果明显优于随机森林回归模型。

关键词：模型树 M5；随机森林；非线性；M-RF；回归分析

A analysis prediction method integrating Model Tree into Random 
Forest and Medical application

ZHU Zhi-peng1，DU Jian-qiang1*，LIU Bo1，HAO Zhu-lin1，ZHANG Xin1

（1.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Jiang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Nanchang 
330004，China）1

Abstract：Analysis on TCM  capacity- effect relationship and group-effect relationship 
to guide clinical medication has a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acity and effect of data presentation of multi-variables, multi- 
Dependent variable and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 Random Forest regression that leaves 
node of Decision Tree use average data processing in the process of modeling, have low 
prediction accuracy; M5 algorithm learning model is intuitive, easily accepted by users, has 
great advantages in terms of predicting nonlinear continuous value. Give a analysis prediction 
method integrating M5 into Random Forest, the method using M5 instead of Decision Trees of 
Random Forests. Based on UCI data processing,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l-
Random Forests (M-RF) to predict the effects of nonlinear regression is superior to random 
forest regression model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Key words：Model Tree M5; Random Forests;TCM; M-RF; 

0　引言

目前，中医药治疗疾病，往往是中药的多成分对应病证的多靶点，因此采集的中医药数据

存在多成分、多靶点和非线性等特点。以药物的量效关系为例，化学药药效成分清楚，结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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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对于单成分指标量效关系的概念、原理、

方法和应用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中医方药

复杂性和系统性主要体现在多成分、多靶点、

多药效指标以及非线性特征等，决定了其量 -

效关系和组效关系的数据呈现多自变量、多因

变量和非线性的特征 [1]。而对中医药数据挖掘

分析方法，主要有线性回归、Logistics 回归、

随机森林、神经网络等等。线性回归预测方法

具有模型简单，模型解释能力强的特点，但其

忽略了非线性的因果关系，容易导致预测结果

与实际值会有较大的偏差 [2-3]；Logistics 回归

分析 [4] 是一种成熟的统计方法，但是 Logistics

回归有着二值模型的局限，很难推广其应用；

神经网络 [5] 在非线性系统具有很强的模拟能

力 [6], 但神经网络模型主要通过调节权值和阈

值，而在调节的过程中，常常容易发生振荡，

收敛缓慢，容易局部最优化；随机森林回归预测
[7-8] 是由 Leo Breiman 于 2001 年提出来的，它是一

个组合型的分类器，构成随机森林的基本分类单

元被称作决策树。随机森林对每个决策树产生的

分类结果进行投票整合，形成最终的分类结果。

然而随机森林对每棵决策树叶子节点的处理是进

行取均值，而决策树的叶子节点数据依然存在差

异，故取均值的方法导致预测精度低。因此这里

采用一种改进的随机森林回归模型，通过引入模

型树 [9-10]M5 算法来提高其预测精度。

模型树 M5 是一种在决策树的基础上对形

成的叶子节点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函数，形成一

个分段式线性函数，从而预测精度很高。因

此，本文从随机森林回归的优化考虑，融入模

型树，能够很好的弥补随机森林回归的预测精

度低的不足，能很好的预测分析中医方药多自

变量，多因变量和非线性的特征。本文对于将

模型树与随机森林的融合后形成的新的分析预

测方法称之为模型随机森林算法（M-RF）。

1　随机森林 (RF)

随机森林是一个决策树集合，它让所有决

策树参与投票，选出获得最多投票的类作为样

本的分类。Brieman 在构建随机森林时，采用

的是袋装法（Bagging），随机森林（RF）形成

结构如图 1。

N

1

2

N

Bagging数
据
集

投票最高的
树

投票

决策树1

决策树2

决策树N

图 1　随机森林的结构示意图

2　模型随机森林 (M-RF)

模型随机森林是一个模型树集合，它让

所有模型树参与投票，选出获得最多投票的类

作为样本的分类。为了得到随机森林，必须保

证单棵树之间具有差异性，通常，对于第 k 棵

树，引入随机变量 kθ ，所有的θ 之间是独立
同分布的。利用样本集和 kθ 来生成第 k 棵树，

等价于生成分类器 (X, )kh θ ，其中 X 是输入向
量。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模型随机森林的定义：

定义 1 模型随机森林（M-RF）是由一系

列模型树的分类器{ (X, );k 1,2,...}kh θ = 构成的

组合分类器，其中 { }kθ 是独立分布的随机变
量。输入 X 时，每棵树输出自身分类结果，

森林统计后输出最终的分类结果，模型随机森

林（M-RF）形成结构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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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

投票

模型树1

模型树2

模型树N

图 2　模型随机森林的结构示意图

2.1　模型随机森林的构建

Step1 给 定 样 本 集 T ， 含 有 N 个 样 本，
每个样本有 M 个属性，给定整数 m ，用来生
成树时选择 m 种属性作为候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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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数据抽样。使用 Bagging 方法从原

始训练集中随机有放回的抽取出一部分数据样

本作为该树的训练样本集，剩下部分作为该树

的测试样本集；

Step3 构建模型树。对每一个训练样本集

进行构建模型树，构建模型树的过程见算法 1；

Step4 重复 N 次步骤 2 和步骤 3，从而将

所建立的所有模型树组合成为随机森林模型；

Step5 投票分类。使用随机森林模型对测试样

本进行分类预测时，各个模型树对该测试样本进

行投票表决，然后汇总所有的投票结果，最后采

用多数投票策略决定该测试样本的最终分类结果。

2.2　模型树的构建

在模型随机森林构建的步骤 Step3 中主要是模

型树的构建，模型树的构建流程可用算法 1 表示：

算法 1：构建模型树

（1）Public Mtree(){

（2）           BuildModel();// 模型树的生长

（3）           plot()；// 模型树的剪枝

（4）           smooth()；// 模型树的平滑

（5）   } 

上述步骤中，模型树的具体构建流程如下：

(1) 模型树的生长。通过随机选择指标项

进行数据集的分割，分割的子空间就是树的节

点，当树的节点样本数少于一定数量或者节点

的样本目标属性标准差与总体样本目标属性标

准差的比例小于某个限定值时，则树的分裂停

止。对叶子节点样本，利用多元线性回归算

法产生一个多元回归方程，得到线性模型 [12]。

模型树生长过程可以用算法 2 表示：

算法 2：模型树生长

（1） public void buildModel() {

（2）       for 每个特征 

（3）            M=reduction( 特征 )// 计算每个特

征划分的方差减小量

（4）            If（M<min）{min=M}// 找到方差

减小最大值

（5）       Building（M）// 根据特征划分数据集

（6）       NodeLeft()// 左节点

（7）       NodeRight()// 右节点

（8）       buildModel()// 递归产生一棵模型树   

(2) 模型树的剪枝。遍历树的每个节点，

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拟合出每个节点的多元

线性方程。模型树 M5 剪枝原则 [13]

R 1 1 2 2üü=üüüMSE MSE MSEE E R N R N R   (1)

式中： MSER 、 1MSER 、 2MSER 分别是根节
点、左叶子节点、右叶子节点拟合方程的均方

根误差；当 RE 大于 0 时，该子树保留；否则，
将孩子树转变成一个叶子节点。算法 3 描述了

模型树的剪枝过程：

算法 3 模型树的剪枝

（1） public void plot() {

（2） if ( 根节点 == null) 

（3）        则停止剪枝

（4） else {

（5）  // 剪枝优化

（6） if( 父节点的误差减小量 < 叶子节点的

误差减小量 )

（7）      删除该叶子节点，并将该 Node 设

置为叶子节点

（8）   plot()// 递归执行直到停止

(3) 模型树的平滑。由于剪枝将导致相邻

叶子节点处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不连续性。

因此进行平滑处理，处理原则 [14] 为

child parent
new

nf kf
f

n k
+

=
+

     (2) 

式中： newf 为合并后的方程； childf 为叶子

节点的拟合方程； parentf 为叶子上级父节点的
拟合方程。若子节点采用新函数后的均方根误

差变化小于一定的阈值，则将取代子节点的线

性方程，否则不进行平滑处理。模型树的平滑

过程可用算法 4 表示：

算法 4 平滑过程

（1） public void smooth() {

（2） if (root == null) 

（3）  根节点是否为空，为空就停止

（4） else if(FNode.newcoeff[i]<Node.

newcoeff[i]){// 父、子节点的相关系数

（5）        M= reduction () // 计算方差减少量

（6）      if( 旧 coeff[i].M> 新 coeff[i].

M)// 比较新系数与旧系数

(7)        旧 coeff[i]= 新 coeff[i] // 取其中最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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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显示新的模型树

（9）  new MTreeGraph(model);

3.　实验过程及分析

3.1　实验过程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出的模型随机森林（M-

RF）算法的实用性和有效性，采用中医药复方

麻杏石甘汤的药效数据集和 7 个 UCI 标准数

据集进行随机森林回归和模型随机森林的分析

比较。这 7 个数据集分别为：数据集 1（Wine 

Quality Red），数据集 2（Wine Quality white），数

据集 3（Concrete Compressive Strength），数据集 4

（slump）， 数 据 集 5（Yacht Hydrodynamics）， 数

据集 6（housing）和数据集 7（airfoil_self_noise）。

这些数据集的样本从几百条到几千条不等，可

以体现模型随机森林（M-RF）在不同数据量级

别的数据集上的分类能力。

针 对 每 个 数 据 集， 先 将 数 据 集 使 用

Bagging 方法从原始训练集中随机有放回的抽

取出一部分数据样本作为该树的训练样本集，

剩下部分作为该树的测试样本集。在这里训练

集与测试集的比为 7:3[15]，对于随机森林回归

而言，叶子处理方式为求平均，叶子节点的最

大容许个数和最大容许误差分别为 400 和 0.5，

停止分割数据集条件为叶子节点数据数小于

10，设置随机抽取 100 次，从而形成 100 棵随

机森林树，选出最优模型；对于模型随机森林

算法而言，叶子节点处理方式为模型树 M5 算

法的多元线性回归，叶子节点最大容许个数和

最大容许误差分别为 400 和 0.5，停止分割数

据集条件为叶子节点数据数小于 10，随机抽

取样本数 100 次，形成 100 棵模型随机森林树。

笔者使用 JAVA 语言编程实现模型随机森

林（M-RF）算法，分别采用随机森林回归算

法和模型随机森林（M-RF）算法对以上 8 组

数据集进行试验分析，通过分析预测数据的残

差平方和和平均相对误差来比较算法的优劣。

3.2　实验结果

表 1 对 8 组数据进行结果对比，由于主要

对比预测效果，故图 3 和图 4 给出 8 组数据的

采用 RF 和 M-RF 的预测效果对比。

表 1　随机森林（RF）和模型随机森林（M-RF）实验结果比较

数据集 模型随机森林（M-RF） 随机森林回归（RF）

训练数据

残差平方和    平均相

对误差

测试数据

残差平方和    平均相

对误差

训练数据

残差平方和 平均相对

误差

测试数据

残差平方和   平均相对

误差

麻杏石

甘汤
13694.2784 0.1847 8921.9143 0.2977 16892.1152 0.2239 12844.4166 0.3584

数据集

1
463.9933 0.0460 220.9196 0.0492 734.3867 0.0625 307.9949 0.0626

数据集

2
2047.3220 0.0532 760.7117 0.0498 2859.7671 0.0629 983.7658 0.0538

数据集

3
78010.2429 0.1195 50232.8516 0.1261 122501.7651 0.2366 64488.1880 0.2237

数据集

4
9061.1813 0.1513 8167.7007 0.3453 20649.4744 0.2329 11250.2986 0.4161

数据集

5
627.7985 1.0208 465.3536 1.7885 8706.8571 2.1949 4900.1754 4.3859

数据

集 6

2791.4983 0.0791 1441.4977 0.0678 7892.3088 0.1434 5598.4350 0.1245

数据

集 7

17419.5790 0.0125 7518.7002 0.0127 39131.9915 0.0196 18286.0960 0.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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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测试数据的残差平方和比较

图 4　测试数据的平均相对误差比较

表中详细给出了数据集名称以及数据集

在不同算法中的残差平方和与平均相对误差。

从图 3 和图 4 表明，模型随机森林（M-RF）

的预测精度优于随机森林（RF）。例如，在数

据集麻杏石甘汤中，该数据集是一个基于药物

成分分析其药效的模型样本数为 329，样本属

性的个数为 7，分别为麻黄碱，伪麻黄碱，甲

基麻黄碱，野黑樱苷，甘草苷，引喘潜伏期，

咳嗽持续时间。针对这个数据集，随机森林

回归的训练集和测试集的残差平方和分别为

16892.1152 和 12844.4166， 而 模 型 随 机 森 林

算法（M-RF）的训练集和测试集的残差平方

和分别为 13694.2784 和 8921.9143，明显体现

出模型随机森林算法的预测效果优于随机森林

回归。

3.3　实验分析

随机森林回归算法主要是利用决策树对

样本进行分类，对分类后的数据进行求均值，

对测试数据的处理，其预测值为被分类后的均

值，因此，对于连续型数据，随机森林回归显

然会将一段连续型数据直接用均值替代，从而

影响其预测精度。模型随机森林算法主要是利

用模型树对样本进行分类，对分类后的数据进

行多元线性回归，在叶子节点形成的是一个分

段式函数，显然多元线性回归预测精度比均值

高。因此，模型随机森林比随机森林回归的预

测精度高

4　结语

本文针对随机森林回归算法对非线性数

据预测效果低的问题，提出了模型随机森林

（M-RF） 算 法， 并 通 过 UCI 数 据 实 验 比 较，

证明了模型随机森林算法（M-RF）算法明显

优于随机森林回归算法，但由于模型树的生

成、剪枝、平滑等这些操作的影响，导致模型

随机森林算法（M-RF）在速度上略比随机森

林的速度差，但相对预测的精确度来看，模型

随机森林算法（M-RF）依然优于随机森林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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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高血压就诊人数预测模型的研究

王晓丽 1   陈洁 1   施天行 1

1 上海市浦东卫生发展研究院 卫生信息中心，上海市 200129

Study on prediction model of the number of  the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treated in Pudong New Area

Xiaoli Wang1, Jie Chen1and Tianxing Shi1 
1Health Information Center, Pudong Institute for Health Development, 200129, China

摘要：目的 建立预测浦东新区高血压就诊人数的预测模型。方法 采用季节预测方法中的移

动平均比率法计算趋势值与季节指数，用移动平均比率法配合最小二乘法建立预测模型。结果 

根据浦东新区 2011 年 -2014 年高血压就诊数据预测 2015 年 1 月 -6 月各月就诊人数。结论 

移动平均比率法适合预测高血压就诊人数，可以为家庭医生对签约居民进行高血压的管理提供

依据。

关键词：移动平均比率法  季节预测  高血压

Abstract: Objective Establish the mathematics model to predict the number of the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treated in Pudong New Area. Methods Using the moving average rate method 
of the seasonal prediction model to calculate the trend and the seasonal index，the predict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moving average method and the least square method. Results 
Predict the number of patients treated in Pudong New Area from January to June in 2015 
according to the annual data from 2011 to 2014. Conclusion The moving average rate method 
is suitable for predicting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It can provide the basis for 
general practitioners to manage the contracted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Keywords: Moving average method , seasonal prediction, hypertension

1. 背景

国务院日前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

纲要》，系统部署大数据发展工作。大数据已

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而医疗卫生大数据的挖

掘和利用将是最具潜力和价值的研究方向。目

前，浦东新区区域卫生信息平台采集汇聚了区

属 45 家社区服务中心、22 家社区卫生服务分

中心、18 家二三级医院以及 13 家其他卫生机

构的医疗卫生数据近 10 亿条数据信息，这些

数据主要包括了患者信息、诊疗信息、用药信

息等，具备了大数据的基本特征。10 亿条数

据中有关高血压的数据占数据总量的近 20%，

高血压是循环系统中最为常见的、也是患病

率、死亡和致残率非常高的全球性流行病 [1]，

高血压已经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杀手之一。大

数据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预测，预测又是决策的

前提，任何决策都离不开科学的决策 [2]。对浦

东新区高血压就诊人数进行预测分析可以为家

庭医生对于高血压病人的的管理提供更科学的

依据。

2. 数据来源

资料来源于浦东新区卫生信息平台采集

的 17 家二三级医院和 45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有关高血压的就诊数据。2011 年～ 2014 年

48 个月高血压就诊人数数据作为训练集进行

数据建模，2015 年 1 月～ 2015 年 6 月高血压

基基金项目：浦东新区卫生系统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项目编号：PWRd2014-12）

基上海市浦东卫生发展研究院（Pudong Institute for Health Development），上海市，200129

基作者简介：王晓丽（1979），女，硕士，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区域卫生信息化；Email：wxlyourfriend@126.com



- 34 - - 35 -

第十三届全国医药信息学大会

就诊人数数据作为验证集，验证模型的有效性。

3. 方法与结果

3.1　数据初步分析

对浦东卫生信息平台的采集的高血压就

诊数据进行抽取、清洗和转换，运用 Excel 建

立预测模型：以月份序列号为横轴 x，以高血

压就诊人数为纵轴 y。观察时间序列的变动符

合线性趋势，运用一元线性回归预测建立回归

方程式为：y=3547.5x+79308( 图 1)。由图 1 可

见，高血压呈逐年上升趋势，所有数据围绕预

测线上下波动并有一定的季节规律。

图 1　2011 年～ 2014 年浦东新区高血压月度就诊

人数及趋势

3.2　运用移动平均比率法计算季节指
数（表 1）

时间序列的变动可以分解为长期趋势 (T)、

季节变动 (S) 和随机的不规则变动 (I) 三个部分，

如以 Y 表示时间序列，可用乘式表示其间的

关系：  [3]。

3.2.1　计算中心化移动平均数 (Mt)。

取移动平均项数等于周期长度，即 N=12，

 
(t=7,8…)。由于移动平均项数等于周期长度，

中心化移动平均数可消除各月之间因季节因素

引起的差异和随机因素的影响，可作为长期趋

势测定值，即：Mt=Tt。

3.2.2　计算季节比率及其平均数 (Yt/Mt)。

各个月的实际值与相应的中心化移动平

均数比率显示季节变动和随机变动的综合作

用 : 。该指标为季节比率，列于表

1 第 6 栏，然后对同月的比率求平均数，在一

定程度上消除随机变动的影响，列于表 1 第 7 栏。

3.2.3　计算季节指数 (Sj*)。

由 ∑ Sj=12.00065527 得 出 调 整

系 数 12/ ∑ Sj=0.999945397， 计 算

Sj*=0.999945397*Sj(j=1,2,…12)，列于表 1 第 8

栏。从表 1 可以看出浦东新区高血压月度就诊

的季节指数分布在 0.872346021 ～ 1.233230409

之间，3 月份最高，4 月份最低。

3.3　模型预 测

用季节趋势模型预测全区 2015 年 1 月～ 6

月各个月高血压就诊人数，首先将各个月的序

号带入线性预测模型 ŷ =3547. 5x+79308，得
出 2015 年 1 月 -6 月高血压就诊人数的趋势值，

再乘以季节指数 Sj* 得出预测值，如表 2 所示。

3.4　预测分析

建立模型的主要目的是对未来进行预测，

也是大数据的本质特征。检验模型的预测能

力一般分为 2 部分，一是对样本期内模型预

测能力的检验，二是对样本期外模型预测能

力的建议。样本期内模型的预测能力一般用

MAPE( 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 ) 度量。MAPE 评

估预测优劣的标准为：<5% 为预测能力极佳，

5%-10% 为预测能力优良，10%-20% 为预测

能力合理，50% 及以上预测不准确 [4]。本模型

样本期间内，MAPE 为 5.84%，模型的预测能

力为优良。从图 2 显示了 2011 年 1 月～ 2015

年 6 月浦东新区高血压月度就诊人数样本期和

预测期实际值与预测值的对比情况，模型的预

测值与实际值几乎重合，模型拟合效果良好。

图 2　模型预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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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2013 年 3 月，上海全面推广家庭医生制

度，浦东新区也率先在全市开展家庭医生试点

工作，目前已经实现了家庭医生的全覆盖，居

民在签约家庭医生处可以享受到有针对性的健

康管理服务。本文仅从时间维度对浦东新区高

血压就诊人数进行了预测研究，可以有效帮助

家庭医生有针对性的开展签约、建档和其他相

关医疗卫生服务工作。浦东新区卫生信息共

享平台积聚了大量的医疗卫生数据，如何利用

大数据分析技术，深入挖掘签约居民的就诊行

为，从签约情况、费用情况、用药情况、检查

情况、检验情况、就诊路径等多个方面分析居

民就诊的行为，为家庭医生制度的推行提供更

好的政策建议是今后的重点研究方向。

表 1　浦东新区高血压就诊人数季节变动测定表

年份 

①

月份 

②

时间序

列 

t 

③

就诊人数 

Yt 

④

移动平均 

Mt 

⑤

季节比例 

Yt/Tt 

⑥

季节比率平均数 

Sj 

⑦

季节指数 

Sj* 

⑧

2011 1 1 117843

2011 2 2 78478

2011 3 3 129320

2011 4 4 92345

2011 5 5 105907

2011 6 6 90071

2011 7 7 105972 110074 0.962734161 0.917015257 0.916965186

2011 8 8 113770 111712.1667 1.018420852 0.956796061 0.956743817

2011 9 9 117165 114871.625 1.019964678 1.01400306 1.013947692

2011 10 10 110799 116626.7083 0.9500311 0.940445636 0.940394285

2011 11 11 124699 118214.2917 1.054855536 1.052688093 1.052630613

2011 12 12 139480 120450.2083 1.157988865 1.158554439 1.158491179

2012 1 13 107921 122416 0.881592276 1.038713392 1.038656675

2012 2 14 127716 123828.8333 1.03139145 0.949735382 0.949683524

2012 3 15 155909 125819.5833 1.239147324 1.233297751 1.233230409

2012 4 16 107878 128319.2083 0.840700324 0.872393656 0.872346021

2012 5 17 128476 130908.5417 0.981418007 0.962253028 0.962200486

2012 6 18 121164 133978.25 0.904355744 0.904759515 0.904710112

2012 7 19 122058 138631.4167 0.880449778

2012 8 20 131592 142353.6667 0.9244019
∑ Sj 

=12.00065527
∑ Sj* =12

2012 9 21 147121 145029.5833 1.014420621

2012 10 22 140834 148666.25 0.947316556

2012 11 23 156808 152252.125 1.029923228

2012 12 24 181044 155722.3333 1.162607804

2013 1 25 178033 159309.125 1.117531717

2013 2 26 146938 163126.9583 0.900758535

2013 3 27 200909 167095.375 1.20236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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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①

月份 

②

时间序

列 

t 

③

就诊人数 

Yt 

④

移动平均 

Mt 

⑤

季节比例 

Yt/Tt 

⑥

季节比率平均数 

Sj 

⑦

季节指数 

Sj* 

⑧

2013 4 28 150158 171065.4583 0.877780947

2013 5 29 172257 175580.4167 0.981071826

2013 6 30 160668 180729.3333 0.888997912

2013 7 31 168637 185751.8333 0.907861834

2013 8 32 176641 190435.0833 0.92756543

2013 9 33 197314 195821.0833 1.007623881

2013 10 34 185923 201217.7083 0.923989253

2013 11 35 220078 205050.75 1.073285516

2013 12 36 241348 208947.25 1.15506665

2014 1 37 238269 213308.4583 1.117016183

2014 2 38 199100 217107.75 0.917056162

2014 3 39 278011 220926.875 1.258384703

2014 4 40 202575 225409 0.898699697

2014 5 41 211833 229189.7083 0.924269251

2014 6 42 214608 233035.2917 0.920924889

2014 7 43 219366

2014 8 44 217095

2014 9 45 248519

2014 10 46 242289

2014 11 47 254449

2014 12 48 299271

表 2　2015 年 1 月 -6 月浦东新区高血压就诊人数预测值

月份 时间序列 趋势值 季节指数 预测值 实际值 MAPE
1 49 253135.5 1.038656675 262920.8768 248716 0.0571128

2 50 256683 0.949683524 243767.616 223915 0.0886614

3 51 260230.5 1.233230409 320924.1661 296859 0.081066

4 52 263778 0.872346021 230105.6886 207580 0.1085157

5 53 267325.5 0.962200486 257220.726 242002 0.0628868

6 54 270873 0.904710112 245061.5423 243277 0.007335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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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移动平均值法预测浦东新区高血压就诊人数的研究

陈洁 1  王晓丽 1  唐喆珺 1 

1 浦东卫生发展研究院 浦东新区卫生信息中心 ， 上海市 浦东新区 200129

摘要：本文通过移动平均值法的应用，对浦东新区共享平台的高血压就诊历史数据进行建

模、预测和检验。移动平均值法测定时间序列中季节变动，既能反映长期趋势变动，又能消除

周期变动和不规则随机变动的季节指数，精确反映季节变动的情况，有较好的实用性。

关键字：移动平均值法；高血压就诊人数 ; 预测模型

Prediction of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in Pudong New 
Area based on the moving average method

Chenjie1  Wangxiaoli1  Tangzhejun1

1 Pudong Institute of health development  Pudong New Area Health Information Center ， 
Shanghai Pudong New area 200129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historical data of the hypertension treatment of the shared 
platform of Pudong New Area is modeled, predicted and test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oving average method. The moving average method can not only reflect the long-term trend 
of the time series, but also can eliminate the seasonal index of periodic fluctuation and irregular 
random fluctuation, which can reflect the seasonal variation, and it has good practicability.

Key words: moving average method; hypertension; forecast model

浦东新区卫生信息化自 2003 年开始建设，

经历了以公共卫生为核心、区域医疗为试点、

全面医疗卫生信息共享三个阶段。通过多期目

建成了高速网络、数据中心、统一了社区卫生

软硬件、建立了共享平台等。浦东新区卫生信

息平台汇聚了新区 45 家社区服务中心、18 家

二三级医院以及 13 家其他卫生机构的医疗诊

断数据，近 8 亿条。

慢性病这种病程长且病情迁延不愈，缺

乏确切的传染性生物病因证据，病因复杂，且

有些尚未完全被确认的疾病，已经成为了已成

为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第一杀手。在浦东新区

慢性病的患病率及就诊率也居高不下，而高血

压也成为了浦东新区最典型的慢性病。截止至

2015 年 3 月浦东新区诊断占比前十位的疾病

如表 1 所示。

表 1　浦东新区就诊前 10 位疾病占比

排名 诊断名称 占比

1 高血压 9.74%

2 冠心病 4.87%

3 糖尿病 3.89%

4 上呼吸道感染 2.40%

5 支气管炎 2.30%

6 胃炎 1.25%

7 高脂血症 0.89%

8 脑梗塞后遗症 0.66%

9 皮炎 0.64%

10 结膜炎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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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说明

本 次 研 究， 采 用 浦 东 新 区 共 享 平 台 内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的高血压就诊数

据作为建模实验数据，以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数据验证预测模型的拟合度。

2. 方法与结果

时 间 数 列 的 变 动 可 以 分 解 为 长 期 趋 势

（T）、季节变动（S）和随机的不规则变动（I）

三个部分，如以 Y 表示时间数列，一般可用

乘式表示其间的关系 , 即 : ①

2.1　对原始数据建立预测模型

以月序列号为横轴，就诊人数为纵轴拟合

曲线，观察时间序列的变动趋势。本例通过绘

制浦东新区共享平台内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的高血压就诊数据的趋势图（图 1）得出

拟合的线性方程：

图 1　浦东新区共享平台内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的高血压就诊数据的趋势图

2.2　应用移动平均值法计算季节变动 S

2.2.1　计算中心化移动平均数。

取移动平均项目等于周期长度，即 N=48，

按下公式对 yt 计算中心化移动平均数。②

（t=7,8, ）
由于移动平均数等于周期长度，故中心化

移动平均数消除了各月（季）之间因季节因素

引起的差异和随机因素的影响，可作为时期的

趋势测定值，即：

2.2.2　计算季节比率及其平均数。

各个时期的实际值与相应的中心化移动

平均数的比率显示季节变动和随机变动的综合

作用。③

此时间序列的总项数为 。通过

对 个周期同月的季节比率求平均数，
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消除随机变动的影响，即可

得到季节比率的平均数。

2.2.3　计算季节指数

由 得 出 调 整 系 数 为

，因此以季节比率的平均数作为
季 节 指 数。 浦 东 新 区 2011 年 1 月 至 2014 年

12 月的高血压就诊数据的模型计算表详见表 2。

表 2　浦东新区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的高血压就诊数据的模型计算表

年份
月份 实际就诊人数 中心化移动

平均

季节比率
季节比率

的平均数 季节指数

2011 1 117843.00 　 　 　 　

2011 2 78478.00 　 　 　 　

2011 3 129320.00 　 　 　 　

2011 4 92345.00 　 　 　 　

2011 5 105907.00 　 　 　 　

2011 6 90071.00 　 　 　 　

2011 7 105972.00 110074.00 0.96 　 　

2011 8 113770.00 111712.17 1.02 　 　

2011 9 117165.00 114871.63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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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10 110799.00 116626.71 0.95 　 　

2011 11 124699.00 118214.29 1.05 　 　

2011 12 139480.00 120450.21 1.16 　 　

2012 1 107921.00 122416.00 0.88 1.04 1.04 

2012 2 127716.00 123828.83 1.03 0.95 0.95 

2012 3 155909.00 125819.58 1.24 1.23 1.23 

2012 4 107878.00 128319.21 0.84 0.87 0.87 

2012 5 128476.00 130908.54 0.98 0.96 0.96 

2012 6 121164.00 133978.25 0.90 0.90 0.90 

2012 7 122058.00 138631.42 0.88 0.92 0.92 

2012 8 131592.00 142353.67 0.92 0.96 0.96 

2012 9 147121.00 145029.58 1.01 1.01 1.01 

2012 10 140834.00 148666.25 0.95 0.94 0.94 

2012 11 156808.00 152252.13 1.03 1.05 1.05 

2012 12 181044.00 155722.33 1.16 1.16 1.16 

2013 1 178033.00 159309.13 1.12 　 　

2013 2 146938.00 163126.96 0.90 　 　

2013 3 200909.00 167095.38 1.20 　 　

2013 4 150158.00 171065.46 0.88 　 　

2013 5 172257.00 175580.42 0.98 　 　

2013 6 160668.00 180729.33 0.89 　 　

2013 7 168637.00 185751.83 0.91 　 　

2013 8 176641.00 190435.08 0.93 　 　

2013 9 197314.00 195821.08 1.01 　 　

2013 10 185923.00 201217.71 0.92 　 　

2013 11 220078.00 205050.75 1.07 　 　

2013 12 241348.00 208947.25 1.16 　 　

2014 1 238269.00 213308.46 1.12 　 　

2014 2 199100.00 217107.75 0.92 　 　

2014 3 278011.00 220926.88 1.26 　 　

2014 4 202575.00 225409.00 0.90 　 　

2014 5 211833.00 229189.71 0.92 　 　

2014 6 214608.00 233035.29 0.92 　 　

2014 7 219366.00 　 　 　 　

2014 8 217095.00 　 　 　 　

2014 9 248519.00 　 　 　 　

2014 10 242289.00 　 　 　 　

2014 11 254449.00 　 　 　 　

2014 12 299271.00 　 　 　 　

续表

2.3　预测模型的验证

由实际就诊人数汇总的线性图像得到的

公 式 ， 将 2015 年 1 月 至

6 月的月序号带入，得出线性预测值即长期趋

势 T，通过季节指数 对预测值进行调整得出
最终预测结果（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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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预测模型验证表

回归预测值 季节指数 预测值 实际值 MAPE

253135.5 1.040376 263356.2 248716 0.058863

256683 0.951256 244171.2 223915 0.090464

260230.5 1.235272 321455.5 296859 0.082856

263778 0.87379 230486.7 207580 0.110351

267325.5 0.963794 257646.6 242002 0.064647

270873 0.88634 240085.7 243277 0.013118

3. 讨论

人群的就诊趋势受季节变化的影响，本

文采用应用移动平均值法对高血压这一特定疾

病，测定时间序列中季节变动，既能反映长期

趋势变动，又能消除周期变动和不规则随机变

动的季节指数，精确反映季节变动的情况，有

较好的实用性。通过这种方法是否能很好的应

用于其他疾病，甚至门诊就诊趋势分析还待进

一步讨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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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priori 算法的放射影像报告术语关联分析

汤其宇 1 刘逸敏 1* 贾正余 1 邵丹丹 2

1 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信息科，上海市杨浦区长海路 225 号 200438
2 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放射科，上海市杨浦区长海路 225 号 200438

摘要：文章以 CT 检查报告为例，利用 Spss Modeler 工具提供的 Apriori 算法模型对报告

术语进行关联分析。目的是发现“放射学表现”中病灶描述术语与“放射学诊断”的诊断术语

之间的关联规则，并将这些关联规则作为 CT 检查报告质量管理知识库的监控机制，提高报告

的审核效率和诊断质量。本文的研究工作也适用于对其它类型放射影像报告术语的关联分析和

质量控制。

关键词：关联分析 ;Apriori 算法 ; 放射影像报告

Association Analysis for Imaging Reporting Terminology based on 
Apriori Algorithm

Liu yimin1, Tang Qiyu1  Jia zhengyu1 and Shao dandan2

1Information Department, Shanghai Eastern Hepatobiliary Surgery Hospital, 200438, China
2Radiology Department, Shanghai Eastern Hepatobiliary Surgery Hospital, 20043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method to discover associations between imaging Reporting 

Terminology using Apriori algorithm provided by Spss Modeler, taking example of CT examination 

reports. The purpose is to mines association rules between the terms of “Radiology findings” and 

“Radiology diagnostics”. These rules can be a monitoring mechanism to improve report quality 

management. The research work in this paper also apply to related types radiology report terminology 

analysis and quality control.

Keywords: Association analysis; Apriori algorithm; Imaging reports

1　引言

放射学影像检查是疾病诊断的一种重要

辅助检查手段，放射影像报告中的“放射学表

现”与“放射学诊断”说明了诊断的过程与结

论，所以由医师书写的“放射学表现”与“放

射学诊断”是报告质量监控的关键内容。目前

对放射影像报告质量把关主要有两种形式，一

是由上级医师审签的人工审查方式，二是使用

审核软件。审核软件大多是对放射影像报告的

基本书写格式是否准确，或者对常规性的说明

术语（如患者基本信息）是否遗漏进行判断，

审核机制很少涉及对报告术语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的判断。以诊断为“肝癌”的 CT 检查报告

为例，当报告中的“放射学诊断”出现“肝癌”

这一诊断术语时，相应地，“放射学表现”中

* 通讯作者：刘逸敏，女，理学博士

需要有“密度影”、“不均匀强化”，“减退”等

病灶描述术语作为依据来支持对“肝癌”的诊

断。如果在“放射学表现”中把这类病灶描述

术语书写得模棱两可，甚至从未提及，可能会

让审核医师对报告的诊断结果产生质疑。如果

人工审核时未被发现，可能会引起医疗事故。

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放射影像报告的质量监

控机制 [1]，来保证报告的诊断质量，同时也能

保留领域专家的审核判断经验。

文章以放射影像报告中的 CT 检查报告为

例，详细介绍了使用 Apriori 算法，分析当“放

射学诊断”是“肝癌”时，该诊断术语与“放

射学表现”中病灶描述术语的关联关系。通过

发现报告上下文术语的关联关系，形成对 CT

检查报告质量的审核监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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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介绍

2.1　关联分析模型

关联分析 [2] 是数据挖掘领域中常用的一

种分析方法。关联分析是指搜索数据库中的所

有事务或细节，从中寻找重复出现概率较高的

规则，其目的是发现数据信息之间蕴含的关联

关系，这种关联关系也称为关联规则。重复出

现的概率较高的数据集称为频繁项集。关联分

析的第一阶段须从原始资料集合中，找出所有

频繁项集。第二阶段是从这些频繁项集中产生

关联规则。

2.2　Apriori 算法

Apriori 算法是一种常用的关联分析算法，

其基本思想是首先找出所有频繁项集，然后用

户通过预先定义好的最低条件支持度与最小置

信度进行强弱关联规则的判断。“支持度”与

“置信度”是关联分析中的两种度量，表达了

所发现的规则的有用性和确定性。满足最低支

持度和最小置信度的规则，称“强关联规则”，

但是强关联规则中有些是有效强关联，有些是

无效强关联，通常用“提升度”来判断强关联

规则是否有效 [3]。一般当提升度大于 1 时，这

条规则相对比较有适用性；当提升度小于 1 时，

这条规则并没有很大的意义。提升度越大，则

规则的实际意义就越有适用性。

3　CT 检查报告术语的关联关系挖掘

文章分析的数据取自于某三甲医院影像

报告数据库，包括了 2013 年至 2014 年这两年

的患有原发性肝癌的 CT 检查报告共 297 份。

3.1 数据处理

首先将选取的报告中“放射学表现”与

“放射学诊断”的文字按顺序依次录入 Excel

表列项目中，同时把病灶描述术语与诊断术语

录入 Excel 表行项目，以此计算出术语在报告

中出现的频次 [4]。通常把病灶描述术语称之为

“特征属性名称”。将得出的频次录入到 spss 

statistic 工具的表格中，生成文件“肝癌 .sav”，

该文件作为 Apriori 算法任务流的数据源。

其次是统一“特征属性名称”，这项工作

主要根据放射科专家多年的经验与指导，如

“充盈缺损低密度影”、“充盈缺损影”统一为

“充盈缺损影”；“边界较清”、“边界较清楚”、

“边界尚清”统一为“边界较清楚”；“延迟期”、

“延迟后”统一为“延迟”等。文章中使用的

处理后的“特征属性名称”共有 34 个。

3.2　频次统计

34 个“ 特 征 属 性 名 称 ” 出 现 总 频 次 为

2285 次，其中“特征属性名称”出现频次在

50 次以上共 13 个，表明这些“特征属性名称”

是病灶描述术语的常用术语，如表 1 所示。

表 1 病灶描述常用术语

编号 特征属性名称 频次 相对频率

1 密度影 283 12.39%

2 充盈缺损影 85 3.72%

3 形态不规则 61 2.67%

4 边界较模糊 56 2.45%

5 边界欠清楚 60 2.63%

6 边缘模糊 70 3.06%

7 密度欠均匀 93 4.07%

8 大小约 172 7.53%

9 动脉期 287 12.56%

10 门脉期 105 4.60%

11

12

13

延迟

不均匀强化

减退

302

255

280

13.22%

11.16%

12.25%



- 42 - - 43 -

3.3　建立数据关联分析模型

使用 spss modeler 14.1 工具进行关联规则

的 Apriori 算法分析，分析的任务流过程如图

1 所示。步骤是①将数据源“肝癌 .sav”文件

导入任务流中，对数据源建立数据类型。②选

择 Apriori 模型。

图 1　基于 Apriori 算法的关联分析任务流

3.4　关联分析

在分析过程中可以发现有些关联规则支

持度较低，但置信度很高，说明该规则适用性

会很小。若支持度很高，而置信度较低，则说

明该规则几乎不可靠 [5]。基于此考虑，文章分

析时将关联规则的选取条件设置为最低条件支

持度为大于 10％。最小置信度为大于 85％ ( 一

般先选择工具给出的默认值 )，执行关联分析

模型，挖掘出 13 条关联规则，按置信度由高

到低排序如表 2 所示。

表 2 肝癌与特征属性名称关联分析结果

诊断 特征属性名称 支持度 % 置信度 % 提升度

肝癌 充盈缺损影 28.283 100.0 1.110

肝癌 边缘模糊 23.569 100.0 1.007

肝癌 减退 92.593 99.636 1.107

肝癌 不均匀强化 85.859 99.216 1.102

肝癌 延迟 98.99 98.98 1.100

肝癌 动脉期 96.633 98.955 1.100

肝癌 密度影 95.286 98.94 1.091

肝癌 形态不规则 20.539 98.361 0.954

肝癌 大小约 57.912 98.256 0.993

肝癌 边界较模糊 18.855 98.214 0.992

肝癌 门脉期 35.354 98.095 0.991

肝癌

肝癌

密度欠均匀

边界欠清楚

31.313

20.202

97.849

96.667

0.988

0.977

3.5　结果分析

举例说明，

① 在特征属性名称中，“不均匀强化”与

“减退”指的是注射造影剂后 CT 观察到的两

种现象。一般来说，增强后动脉期或门脉期产

生不均匀强化，延迟后病灶减退至低密度是患

有肝癌的典型特征之一。由表 2 得知，“不均

匀强化”与“减退”对“肝癌”的支持度偏高，

分别是 85.859% 与 92.593%，同时置信度分别

是 99.216% 与 99.636%，几乎已达到了完全置

信的程度。从而可以证实“不均匀强化”与“减退”

是诊断“肝癌”时，需要出现的病灶描述术语。

② 比较表 2 中描述造影后的三个特征属性

名称如“动脉期”、“门脉期”和“延迟”，可以

发现“门脉期”的支持度较低，且其提升度也小

于 1，所以当放射诊断是“肝癌”时，“放射学发

现”中应有特征属性名称“动脉期”和“延迟”。

③ “充盈缺损影”对“肝癌”的支持度较

低为 28.283%，而置信度却已经达到 100%，

提升度也大于 1，说明当“放射学表现”中有

“充盈缺损影”的病灶描述时，“放射学诊断”

中出现为“肝癌”的诊断术语概率较大，所以



- 44 - - 45 -

第十三届全国医药信息学大会

“充盈缺损影”和“肝癌”存在着关联关系。

这一情况也基本符合目前“放射学诊断”是

“原发性肝癌”的参考依据。

图 2 是关联分析结果展示图，每个节点与

“肝癌”连线的粗细表明二者之间关联的强度，

从图中可以清晰的看出，如诊断术语“肝癌”

与“延迟”、“密度影”、“动脉期”、“减退”、“不

均匀强化”的线宽远远大于其它的特征属性名

称，说明这五个特征属性名称与诊断术语“肝

癌”有较强的关联关系。

图 2　关联分析结果示图

3.6　应用结果

利用分析所得的诊断术语与病灶描述术语

（即特征属性名称）的关联关系，开发了肝肿瘤

CT 检查报告质量监控知识库系统 [6]。图 3 是知识

库系统的核查界面，界面分三栏，左侧一栏是检

查报告核查的选择栏，报告是 PDF 格式。中间一

栏是系统运用规则核查后的标记结果，字体标记

的颜色用户可以自定义，高亮标记显著提示。右

侧一栏是检查报告的原文显示栏，按照核查结果，

医生可以对原文进行修改与阅览。

以图 3 为例，阴影标注的是有关联关系的

术语，即当“放射学诊断”是“肝癌”时，系

统自动阴影标注“放射学发现”中的五个术语，

如“增强后动脉期轻度不均匀强化”，“延迟期

减退为低密度”，“低密度充盈缺损影”等，提

示这五个术语是诊断“肝癌”的特征属性术语。

系统运行环境操作系统为 Windows XP 版

本及以上，浏览器为 Chrome，FireFox 与 IE8

及以上版本。

图 3　肝肿瘤 CT 检查报告质量监控知识库系统审

核界面

4　结论

应用知识库系统能帮助医生使用规范的

病灶描述术语与诊断术语，提高检查报告的表

达清晰度和报告的诊断质量。同时，CT 检查

报告术语间的关联分析方法和结果，也有助于

后续对疾病的诊断与预防。

参考文献

[1]. J. Han, H. Cheng, D. Xin and X.Yan. 

Frequent pattern mining: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 Data Mining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15(1), August 2007, pp. 55-86. 

[2].Jiawei Han,Micheline K.and Jian Pei. 

Data Ming Concepts and Techniques(Third 

Edition).2012.pp. 243-267.

[3]. IBM SPSS Modeler 帮助文档 .

[4]. 刘逸敏 , 吴骋 ,Songhao Zhou, 等 . 基于

统计学方法分析和提取 CT 文本的术语研究 .

中国数字医学 ,2015,10(1),pp.28-31.

[5] 高铸烨，徐浩．基于关联规则挖掘对

急性冠脉综合征遣药组方规律的分析．辽宁中

医杂志，2007，34(3),pp.284—285．

[6]  X.F Meng, L.B Cao and J.Y Shao. 

Semantic Approximate Keyword Query Based 

on Keyword and Query Coupling Relationship  

Analysis. Proc. of the CIKM ACM international 

c o n f e r e n c e  i n f o r m a t i o n  a n d  k n o w l e d g e 

management, November 2014 pp. 529-538.



- 44 - - 45 -

基于移动平均趋势剔除法和比例因子法的门诊诊次的预测研究

施天行 1  王晓丽 1  陈洁 1 

1 浦东卫生发展研究院 浦东新区卫生信息中心 ， 上海市 浦东新区 200129

摘要：目的 结合应用移动平均趋势剔除法于比例因子法，进行门诊诊次的预测。 方法 采

用移动平均趋势剔除法，计算趋势值和季节系数，配合最小二乘法建立预测模型，并应用比

例因子法消除春节因素对预测结果的影响。结果 根据浦东新区 2011 年至 2014 年数据预测出

2015 年门诊诊次。结论 该方法能够有效地预测门诊诊次，为同类型的预测提供了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字 : 门诊诊次预测；春节因素；移动平均趋势剔除法；比例因子法

A Prediction of Outpatient Amount Based on Moving Average Model 
and Scale Factor Method

Shitianxing1  Wangxiaoli1  Chenjie1

1 Pudong Institute of health development  Pudong New Area Health Information Center ， Shanghai 
Pudong New area 200129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edict the outpatient amount based on the moving average model 
and scale factor method. Methods First, calculating the seasonal factor based on a moving 
average model in order to remove the trend impact in the linear model. Then, 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Spring Festival, using the scale factor method to get the factor which can remove the 
impact. Results Predicting the outpatient amount of every month in 2015 by the data from 2011 
to 2014. Conclusion This kind of method is an approach to predict the outpatient amount.

Keywords: Prediction of Outpatient Amount; Spring Festival Factor; Moving average 
model; Scale factor method

1　引言

门诊诊次的是反映医院门诊工作量，评估

医院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

早在卫生信息化发展的初期，对门诊诊次

的科学预测已经是为医院的管理决策和资源调

度提供重要的依据。

近些年来，随着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建

设发展，医院之间的信息共享，门诊诊次的预

测已经从医院内跨升到了区域间。区域的诊次

预测，更能为整个区域的资源调拨，规划发展

提供重要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与浦东新区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2011 年 1 月 ~2015 年 6 月的各月的门诊诊次，

共计 54 个连续的月份。

2.2　研究方法及过程

2.2.1　应用移动平均趋势剔除法进行

初步预测步骤 [1][2]

移动平均趋势剔除法，是在现象具有明显

长期趋势的情况下，测定季节变动的一种基本

方法。

该方法在一些具有长期趋势数据的预测

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同时在门诊诊次的预测中

也有一定的实用性。

1. 计算移动平均数。首先按照周期长度

（N=12）计算各月的移动平均值，并计算相邻

两个移动平均值的平均数，使之“正位”，得

到长期趋势值 T。

2. 计算季节比率。将各月的实际数值 Y

除以趋势值 T，得到该月的季节变动值，并对

异年的同月的季节变动值进行平均，得到消除

长期趋势影响的季节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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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归一化季节指数。计算 12 个月的季节比

率平均值，然后计算季节指数，用于长期预测。

2.2.2　应用比例因子法消除春节因素

的影响 [3]

1. 选取影响天数。选取春节影响的天数，确

认期间内 1、2 月份每月扣除春节后的实际天数。

2. 计算调整因子。计算 1、2 月扣除春节

后的平均天数D，即得到各月的调整因子。

3. 计算修正因子。用该月扣除春节的天数

除以该月的调整因子，得到该月的修正因子。

4. 计算预测误差，调整春节影响天数。

3　结果

3.1　应用移动平均趋势剔除法，列表计算季节指数（表 1）

表 1　移动平均趋势剔除法季节指数计算表

年月
门诊诊次

Y

移动平均

MA (N=12)

趋势值

T
Y/T 季节比率

季节指数

S/

2011.1 1480156

2 1053454

3 1532137

4 1224419

5 1339676

6 1147241

7 1333365 1316279.833 1300183 1.025521

8 1382577 1284085.417 1292532 1.069666

9 1307295 1300978.333 1302612 1.003595

10 1242647 1304246.167 1301687 0.954643

11 1363002 1299128.083 1300294 1.048226

12 1389389 1301459.25 1309134 1.061304

2012.1 1093823 1316808.833 1325570 0.825172 0.987041 0.991248

2 1256169 1334331.583 1340045 0.937408 0.851936 0.855567

3 1571351 1345757.417 1352985 1.161396 1.131278 1.1361

4 1163002 1360212.167 1368459 0.849863 0.889598 0.893389

5 1367650 1376705 1385719 0.98696 0.949541 0.953588

6 1331436 1394733.25 1407389 0.946033 0.916619 0.920526

7 1543638 1420044.083 1442647 1.070004 1.0553 1.059798

8 1519687 1465250.083 1465698 1.036835 1.045505 1.049961

9 1480752 1466145.583 1474131 1.004492 0.993383 0.997617

10 1440561 1482115.667 1496399 0.962685 0.955391 0.959463

11 1579341 1510681.75 1520559 1.038658 1.061982 1.066508

12 1693119 1530436.75 1541848 1.09811 1.111497 1.116234

2013.1 1636295 1553258.583 1574471 1.039267

2 1266915 1595683.333 1617507 0.783252

3 1762992 1639329.833 1660915 1.061458

4 1505795 1682500.333 1706779 0.882244

5 1604710 1731056.75 1765825 0.908759

6 1605298 1800593.917 1840570 0.872174

7 2052735 1880546.167 1917773 1.070375

8 2043445 1954999.083 1983898 1.03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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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
门诊诊次

Y

移动平均

MA (N=12)

趋势值

T
Y/T 季节比率

季节指数

S/

9 1998798 2012796 2056247 0.972061

10 2023238 2099697.333 2132315 0.948846

11 2413787 2164933.5 2196227 1.099061

12 2652546 2227519.833 2257339 1.175076

2014.1 2529730 2287158.75 2306704 1.096686

2 1960478 2326248.5 2347461 0.835148

3 2805808 2368674 2396120 1.17098

4 2288629 2423566.833 2443326 0.936686

5 2355746 2463084.417 2472174 0.952905

6 2320965 2481263.75 2491241 0.93165

7 2521812 2501218.333

8 2552551

9 2657512

10 2497449

11 2631939

12 2892001

3.2　初步预测

本例通过 SPSS 软件对 2011 至 2014 年数

据应用最小二乘法，拟合直线回归方程为：y = 

34064t + 944955，表 2 根据此预测方程，依次

预测 2015 年上半年各月的趋势值；并乘以季

节指数，得出预测值。

通过计算预测误差，平均误差为 5.06%，

处于控制状态。但发现 1 月份的误差值偏大，

由于 2015 年春节在 2 月份，且 1 月份预测值

小于实际值，2 月份预测值大于实际值，因此

推出可能是春节因素影响了预测结果。

表 2　浦东 2015 年各月门诊诊次预测分析表

年月
时间序列

t

趋势值

Y

季节指数

S

预测值

P=Y*S
实际值 预测误差

2015.1 49 2614091 0.9912484 2591213.42 2823183 8.22%

2 50 2648155 0.8555672 2265674.56 2221655 1.98%

3 51 2682219 1.1360995 3047267.77 2976437 2.38%

4 52 2716283 0.8933891 2426697.75 2325519 4.35%

5 53 2750347 0.9535885 2622699.19 2442570 7.37%

6 54 2784411 0.9205259 2563122.35 2416564 6.06%
平均误差 5.06%

续表

3.3　计算春节修正因素

选用比例因子法消除春节影响，首先需要

确定春节对于门诊诊次的影响天数。

本例中采用两种方法计算春节的影响，第

一种是根据我国相关政策的安排，春节放假 7

天来计算；第二种根据样本 2011 年至 2014 年

的数据情况，根据图 1，显然春节的影响从除

夕至初三最大，因此除去这 4 天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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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1 年 -2014 年春节前后门诊量变化图

表 3 中，分别使用两种计算口径计算了 1、2 月份的修正因子。

表 3　春节修正因子计算表

年份 春节天数调整方法
1 月份调整天数 2 月份调整天数 1 月份修正因子 2 月份修正因子

2009

7 天放假

24 28 0.835821 1.195122

2010 31 21 1.079602 0.896341

2011 31 21 1.079602 0.896341

2012 24 29 0.835821 1.237805

2013 31 21 1.079602 0.896341

2014 29 23 1.00995 0.981707

2015 31 21 1.079602 0.896341

2009

观察调整

27 28 0.913043 1.094972

2010 31 24 1.048309 0.938547

2011 31 24 1.048309 0.938547

2012 27 29 0.913043 1.134078

2013 31 24 1.048309 0.938547

2014 29 26 0.980676 1.01676

2015 31 24 1.048309 0.938547

通过比例因子法计算，发现在修正因子的

作用下，1 月份预测值将大于原预测值，2 月

份将小于原预测值，能够消除春节影响。表 4

重新计算了预测值，发现两种计算口径都有效

降低了预测误差。

表 4　修正后重新预测结果表

春节天数调整方法 修正因子 修正后预测值 预测误差 调整后 6 月平均误差

7 天放假
1.07960199 2797479.161 0.91%

4.95%0.896341463 2030818.048 8.59%

观察调整
1.048309179 2716392.809 3.78%

4.71%0.938547486 2126443.16 4.29%

4 讨论

门诊诊次是一项衡量卫生发展的重要指

标，该指标的预测也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本

文采用移动平均趋势剔除法，并结合比例因子

法，获得了较好的预测效果，能够较科学的进

行预测，对同类的预测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实际的预测中，由于我国农历节日和阳

历节日共存的特殊性，需要考虑农历节日的影

响因素，其中以春节尤其突出。在传统的统计

分析中，通常采用合并 1、2 月数据，或者扩

大预测周期的方法，消除春节的影响，但是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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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了预测的精度。本文采用的方法，能够成功

预测到每月份的门诊诊次，具有实用价值。

在结合两种方法预测的过程中，尤其是在

消除春节因素的过程中，发现门诊诊次和星期

序列存在一定联系，每周一的门诊量都是这周

最大的。但由于材料的局限，本文未能更多地

对其他因素的影响进行分析，需要进一步深入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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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医学本体概念获取方法研究

肖健 1*  王松俊 2  
1 解放军医学图书馆 知识组织部， 北京 100039

2 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勤务与医学情报研究所， 北京 100850

摘要：目的  研究军事医学本体构建过程中概念的获取方法，解决目前现有军事医学知识组

织模式中概念陈旧不完善的问题。方法  在继承传统叙词表等知识组织法的基础上，提出基于

文献关键词词频统计的综合集成法获取军事医学本体概念。结果  给出了军事医学本体概念获

取方法实施的技术路线，对具体操作过程做出阐述。结论  基于文献关键词词频统计的综合集

成法能够从文献中提取高频词和热点词，对军事医学传统词库加以补充，使之不断更新和完善。

关键字 : 军事医学；概念；知识组织；本体

Research on the method of acquiring military medical ontology Concept

XIAO Jian1*, WANG song-jun2 
1Department of Knowledge Organization , Medical Library of PLA, Beijing 100039, China

2 Institute of Health Service and Medical Information, 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85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oncept acquisition method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military medical ontology, an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obsolete concept existing in military 
medical knowledge organization models. Methods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organization method such as thesaurus, an integration method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keywords frequency statistics to acquire military medical ontology concept. Results  
The technology route of the military medical ontology concept acquisition method is presented 
and the concrete operation in the process is explained.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keywords frequency statistics can extract high-frequency words and hot 
words from the literature, and add to the traditional dictionary of military medicine, to make it 
update and improve constantly. 

Keywords: Military medicine; Concept; Knowledge organization; Ontology 

1　概念获取的重要性

随 着 语 义 网 技 术 的 不 断 发 展， 本 体

（ontology）成为知识组织的研究热点，越来越

多的研究人员开始构建基于本体的知识库。本

体是共享概念模型的明确的形式化规范说明
[1]。本体包含以下 6 个要素：概念、关系、属性、

公理、函数、实例 [2]。在本体的 6 要素中，概

念是中心属性，其它属性都是对概念的明确的

形式化规范说明，本体的构建需要以概念为核

心，实现对领域概念术语的整合，概念获取是

构建本体的重要工作。

2　军事医学概念的特点及内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15237.1-

2000 中，将“概念”定义为是对特征的独特

组合而形成的知识单元 [3]。军事医学概念应满

足领域概念的一般性特点：首先概念的词性通

常为名词；其次概念所表达的内容一般是一类

或者具有实际意义的事物，不能太过具体 [4]。

军事医学是研究在军事活动中鉴定、保护、恢

复和促进军队成员健康的理论、技术和组织方

法的特种医学，是医学与军事学的交叉学科 [5]。

军事医学是一个特殊的分支范畴，目前学科体

系的划分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定义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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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不明显。军事医学概念应包含军事医学领

域的全部方面，其概念表达的全面性和代表性

应获得领域专家的认同。随着时代变革及学科的

不断发展演化，军事医学的概念也应不断更新。

军事医学概念包含三个部分，通用性概

念、上位学科领域概念和军事医学领域特有概念。

通用性概念：在任何学科领域都需要的，

属于通用本体的基本内容，在军事医学领域概

念中也不可或缺，如时间、地名、人名、机构等。

上位学科领域概念：军事医学是医学和军

事学的交叉学科，军事医学概念与医学和军事

学概念存在相似性 [6]，因此既可以继承某些医

学领域概念，如基础医学、临床医学、急救医

学等概念，也可以继承某些军事学概念，如战

创伤等军事伤病防治领域概念。

军事医学领域特有概念：该部分概念的特

点是在军事医学领域频繁出现，而在其他领域

及通用领域中出现的概率较小，如军队卫生

学、军队流行病学、核化生武器医学防护学、

军事生物医学工程学、军队卫生装备学、军事

药学、军事医学史学等学科领域概念。

3　传统的基于知识组织法获取军

事医学本体概念

3.1　从分类法中获取本体概念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

2010 年出版了第五版，包含 5 大部类、22 个

大类、51881 个类目。中图法是我国图书情报

界广泛使用的综合性分类法，对中文图书和文

献的分类标引起到重要作用，能够为领域本体

构建提供基本概念。其中与军事医学相关的类

目为 R82 军事医学、R83 航海医学、R84 潜水

医学、R85 航空航天医学。

3.2　从叙词表中获取本体概念

《军用医学主题词表》是军事医学领域的

专业叙词表，是《军用主题词表》系列的重要

组成部分，1993 年出版。该词表对统一和规

范我国军事医学用语、建立军事医学数据库、

健全军事医学情报系统、实现全军联机检索和

资源共享具有重要作用 [7]。用户可以从字顺表、

范畴表（学科分类）和英文译名三个角度查

找。词表总词量为 23387 个，其中正式主题词

( 含有专业名词 ) 为 20662 个，非正式主题词

为 2725 个，属大型专业词表。词表包含了军

事医学领域内的概念系统，并提供了概念术语

间“用、带、属、分、参”关系。词表中设置

了族首词，表示在词族中概念最大的主题词。

族首词的款目格式实例如下：

汉语拼音→ Fu she

款目词  →辐射 *             [0412] ←范畴号

英文译名→ Radiation

参照项“代”→  D  放射

参照项“分”→  F  电离辐射

            ·本底辐射

                             · ·天然本底辐射

族中词的款目格式实例如下：

汉语拼音→ Bai xi bao

款目词  →白细胞           [0403] ←范畴号

英 文 译 名 → Leukocyte；White blood cell；

WBC

参照项  →  D  白血球←――――代项

                    F  粒细胞←――――分项

       ·嗜碱粒细胞←―下分项

     ·嗜酸粒细胞←―下分项

     ·中性粒细胞←―下分项

……

                   S  血细胞←――――属项

                   Z  细胞←――――族首词

传统《军用医学主题词表》提供了相对丰

富的军事医学概念及可靠的概念关系，是构成

军事医学本体概念的良好基础，应该最大程度

地加以继承。

3.3　从专业词典和书籍中获取本体概念

专业词典能够对领域内的专业词汇做出

解释，因此可以从中抽取领域本体的概念及关

于概念的定义。军事医学词典包括《军事医学

辞典》、《汉英常用军事医学词汇》等。代表

领域内权威的书籍包括著作、教科书、百科全

书等，这些书籍专业性较强，包含领域的概念

及解释，可从中提取核心概念，用于领域本体

的构建。军事医学的论著有《军事医学概论》、

《军事医学系统论》，教科书有《现代野战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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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海战外科学》、《军事医学地理学》、《防

化医学》、《军事劳动卫生学》、《军事环境卫

生学》、《军事医学社会学》、《军事检验医学》、

《军事作业医学》、《核武器与核事件医学防护

学》、《生物武器损伤防护学》、《军队营养与食

品卫生学》、《外科学及战创伤外科学》、《野战

护理学》、《军事医学病理学》、《军事医学心理

学》、《军事预防医学》等，百科全书有《中国

医学百科全书：军事医学卷》、《中国医学百科

全书 : 军队卫生学》以及与医学相关的各卷。

4　基于文献词频统计的综合集成

法获取军事医学本体概念

传统的军事医学知识组织法如叙词表、百

科全书等大多为 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内容

较为陈旧，且后续无更新版本。随着科技进步

和军队战斗力的发展变化，军事医学也在不断

地发展演化。新的领域概念不断产生，词义不

断引申，军事医学概念需要不断扩充新词以及

概念间的语义关联，同时，要根据领域的最新

进展，甄别和去除那些陈旧过时的概念或概念

间关系，确保军事医学本体的科学性、全面性

和及时性。基于此，我们提出一种基于文献词

频统计的综合集成法来获取军事医学的本体概

念，技术路线如图 1 所示：

图 1　军事医学本体概念获取技术路线

4.1　建立军事医学文献集

军事医学科研机构是军事医学系统发现

主体中从事与军事任务需求最密切相关科研项

目的主体，研究军事医学科研机构的发文可

掌握军事医学核心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发展趋势
[8]。因此，采用军事医学科研机构发表的文献

集作为军事医学文献集。

4.1.1　军事医学样本文献集的搜集

选取大型中文文献数据库，用军事医学相

关主题词进行检索，并设定检索范围为数据库

中“医学卫生”领域，得出军事医学样本文献

集。通过在军事医学专业词表及论著中提取与

军事医学密切相关主题词，得到如下检索词，

如“军队”、“军事”、“海军”、“战争”、“武器”、

“空军”、“防护”、“勤务”、“野战”、“战伤”、

“航海”、“航空”等。

4.1.2　军事医学机构检索集的确定

提取军事医学样本文献集的机构名称，按

照出现频次排序，得出排名靠前的机构名称，

再手工对其进行筛选。在得出的机构集中，由

于医院的定位不仅仅服务于军事医学，还要为

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健康做出保障，它的发文

范围远大于军事医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军事

医学机构集中应去除医院，通过进一步核实得

出军事医学机构检索集。

4.1.3　军事医学文献集的建立

在选取的中文文献数据库中，按照机构的

检索方式，在专业检索中编辑输入军事医学机

构检索集的名称，得出军事医学文献集。

4.2　基于文献关键词词频统计法构建
军事医学文献词汇集

关键词能够表现出文献的主题，便于分

割，不需要进行分词，并且经过了初步规范，

因此利用关键词来提取词汇方便可行。关于概

念的获取方法，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基于统计

的方法都是主流 [9]。在军事医学文献集中，提

取关键词，统计每个关键词的频次，再通过以

下两种选取方式构建军事医学文献词汇集。

4.2.1　选取军事医学领域高频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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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频信息为领域词汇的选取提供了重要

依据，词频高的词汇是领域的核心词汇。但

是，光凭高频词还不够准确，对于一些典型的

通用概念，如“设计”、“实验”、“应用”等，

虽然出现频次很高，但不能代表军事医学的领

域概念，因此，还需要判断词频专业偏向度。

词频专业偏向度的含义为一个关键词在专业领

域文献中的词频与在学术文献总库中的词频比

值，取值范围为 0 至 100%[10]。词频专业偏向

度越高，代表该词属于专业领域词汇的可能性

越大，同时，频次越高，代表该词在专业领域

中使用越多。通过词频专业偏向度和词频绝对

值，可以确定军事医学领域的高频词汇。

4.2.2　选取军事医学领域热点词汇

有些关键词的词频绝对值不高，不属于高

频词，但是按照年代分析该词的词频时发现，

某一年该词突然出现并且频次快速提高，这类

词称为领域热点词。在构建军事医学文献词汇

集时，应把这部分词汇也考虑在内，使军事医

学领域词汇更加全面。

4.3　对专业词表数字化，建立军事医
学专业词汇库

传统的叙词表、分类法、词典、百科全书、

专业论著等为领域概念获取提供了丰富的术语

库，应最大程度加以继承。对这些传统知识组

织法进行数字化，加工成 TXT、XML 等格式，

便于对词表进行分析和利用。叙词表中还包含

范畴表，为专业词汇定义了范畴分类，数字化

的过程中应把对应关系保留，便于获取领域概

念及概念间关系。

4.4　通过比对得出军事医学新增专业
词汇，并确定范畴

将通过关键词词频统计得出的军事医学

文献词汇集与原有军事医学专业词汇库进行匹

配，判断文献词汇集中的词汇是否为新增词，

若军事医学专业词汇库中没有该词，则判断为

新增词，否则舍弃。对于新增词，还应进一步

判断该词所属的范畴分类，利用该词在数据库

中不同学科分组出现的词频，词频最高的学科

分组为该词的范畴分类。

4.5　提取军事医学本体概念

对于更新之后的军事医学专业词汇库，利

用范畴表可以提取本体概念。另外，对军事医

学专业词汇进行同义词合并，利用合并后的词

频排序，也可以为本体概念的提取提供参考。

5　结论

本文通过对军事医学传统知识组织方式

的分析，提出了基于文献关键词词频统计的综

合集成法来获取军事医学本体概念，既继承了

传统词库的权威性和系统性，又能够从文献中

提取高频词和热点词对传统词库加以补充，使

传统词汇库不断更新和完善。军事医学是由自

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交叉生成的一门

特殊学科，学科领域范围不明确、边界不清晰，

概念的提取也随之复杂。军事医学近几十年的

发展中积累的大量文献数据，接下来的研究会

通过大量实验数据来验证本文方法的适用性，

并不断修正技术流程，使军事医学本体概念的

获取方法更加科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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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DAWNSTOR 桌面虚拟化系统的计算机实验室机房建设方案 *

郭凤英 1

(1 北京中医药大学 信息中心 , 北京市 100029) 

摘要 : 针对传统计算机实验室设备陈旧、实验环境可扩展性差、维护管理复杂、数据稳定

性保障等问题，介绍了桌面虚拟化技术特点和体系结构。本文以我校计算机实验室机房建设为

例，借助桌面虚拟化技术构建计算机实验室机房虚拟云桌面，详细介绍了基于 DAWNSTOR 桌

面虚拟化系统的虚拟云桌面计算机机房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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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scheme of computer lab room based on DAWNSTOR 
desktop virtualization system

GUO Feng-ying
( Information Center，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about obsolete equipment, experimental environment 

less extendibility, complex maintenance management, the data stability security of the old 
traditional computer laboratory and other issues, this paper introduced technical features 
and architecture of desktop virtualization. Taking our school computer room construction 
as an example and to build a virtual cloud desktop computer room with the help of desktop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this paper described in detail virtual cloud desktop computer room 
construction plan based on the DAWNSTOR desktop virtualiz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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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桌面虚拟化概述 

计算机虚拟化技术主要包括服务器虚拟

化、应用虚拟化、桌面虚拟化 [1]。

桌面虚拟化（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 

DVI）是指将计算机的桌面进行虚拟化，以达

到桌面使用的安全性和灵活性。桌面虚拟化将

原本运行在用户终端上的桌面和应用程序托管

到服务器端运行，并由终端通过网络访问服务

器，而终端本身仅实现输入输出功能。通过在

服务器端创建桌面镜像、安装软件应用、调配

资源及设置安全防护，来达到强化实验机房计

算机等设备管理和安全管理。因此，桌面虚拟

化是一种基于网络的服务器 / 客户端运行模式。

桌面虚拟化相对传统的系统具有明显优势 [2]。

① 集中管理、 统一配置 ，降低办公系统

总体拥有成本；

② 数据集中存储 , 提高数据安全性；

③ 随时随地、任意设备接入，更灵活方便；

④ 按需动态调配硬件资源，提高硬件资

源使用率，发挥硬件资源最大效能；

桌面虚拟化领域厂商主要有 VMware（威

睿 ）、Citrix（ 思 杰 ） 和 Microsoft（ 微 软 ），

Citrix 公司作为桌面虚拟化领域领导者，其

推出的 XenDsktop 桌面虚拟化方案很受市场

认可，Microsoft 公司推出的桌面虚拟化技术

MED-V 和 VMware 公司的 VMware View 桌面

虚拟化方案也逐渐被用户熟知。

尽管国外软件有诸多优点，但现阶段在我

国全面推进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3]，这主要是因为： 

1. 成本优势不明显。

桌面虚拟化技术主要被国外公司掌握，部

署成本较高，目前，在机房建设中成本优势还

不够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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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习门槛高，技能迁移成本较大。

桌面虚拟化技术管理较传统的机房管理

有较大的不同，学习门槛高，学习曲线陡峭，

技能迁移成本较大，它对机房管理人员的技术

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机房管理人员在前期

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学习系统操作方法，这

在一定程度上给推广造成了困难。 

3. 技术还有待成熟 

不管是虚拟机技术还是远程桌面技术，还

存在着一些技术上的缺陷，系统版本还在不停

升级中，运行也不是特别稳定；虚拟机对核心

服务器的硬件如 CPU、内存及存储速度等要

求较高；在虚拟桌面的推送过程中以及数据的

交换过程中，需要网络的支持，对网络环境的

要求也很高；图像显示技术等还有所缺陷，对

一些显卡资源要求较高的应用如 3D 处理、视

频剪辑等支持不好。这些都限制了桌面虚拟化

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但不管怎样，随着虚拟化

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硬件能力的提升，桌面虚拟

化技术在学校机房和校园信息化领域里，必将

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

2　DAWNSTOR 桌面虚拟化介绍

2.1　软件介绍 

DAWNSTOR 采用北京晨光溢海公司自主

版权的桌面虚拟化管理技术，能够满足教学中

多系统、多应用、个性化教学需求，实现教学

环境、考试环境、学习环境和开放式实验环境

的统一管理和稳定运行。该软件采用后台集中

控制的底层还原机制，有效防止客户端病毒侵

害和操作损坏，支持系统环境快速部署；支持

vlan、跨路由管理；支持多品牌客户端的统一

镜像；支持断网、服务器宕机时的客户端的正

常运行；支持在线更新，后台的维护和升级等

操作不影响客户机的正常使用。该软件操作界

面友好，使用方便，配置灵活，系统软件易于

部署，便于维护，能够提高客户端管理效率，

降低运维成本，增强应急能力。

2.2　桌面虚拟化管理模式分析

桌面虚拟化技术可以分为四种模式：主机

模式（Hosted）、集中管理模式（Centralized）、

同步模式（Remote Synchronization）和客户机

模式（Client-hosted）

2.2.1　主机模式 

主机模式和集中管理模式较为相似，都需

要可靠的网络作为基本支持。这两种模式一般

都是由服务器构成桌面虚拟化数据中心，用户

可以通过网络 访问虚拟化服务，这些服务各

自都包括了桌面操作系统配置文件。

2.2.2　集中管理模式 

集中管理模式有两种子模式，一对一模式：

即一个用户使用一个桌面虚拟化镜像；一对多模

式：是有一个共有的主镜像，每当一个用户申请

使用虚拟化桌面时，都从该镜像复制一个副本，

然后使用自己的数据和配置信息一并保存 。

2.2.3　同步模式 

一个镜像文件被复制到本地计算机中，由

服务器的管理软件做定期更新，这种模式可以

有效地避免因网络中断而引起的业务中断。

2.2.4　客户机模式 

每个客户保留自己的独立桌面虚拟机，而

集中式服务器提供对主镜像的存储和管理，使

桌面虚拟化彻底摆脱了对网络的依赖。

在实际应用部属中，还需要根据服务器性

能、网络带宽及实际需求等来决定采用哪种模

式或几种模式混合使用。

2.3　DAWNSTOR 虚拟云桌面产品应
用情况

目前广东省已经有多所高校采用了虚拟

云桌面的解决方案 [4]。根据我们在北京的调

研，北京市 21 所高校实验室使用了虚拟桌面

管理系统，如，中国人民大学实现多媒体教学

及自主学习互动平台建设，应用 DAWNSTOR

桌面虚拟化系统实现了在不停止机房正常使用

的情况下快速部署多种独立的系统环境，可轻

松应对考试、课外培训、学生自主上机等系统

环境要求；北京语言大学基于虚拟云桌面建设

了多媒体教学资源的应用及个性教学桌面集中

管控项目，21 间多媒体教学机房和 2 间学生

自主上机实验室（1000 多台 PC）实现桌面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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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化集中控管，同时担任各种的计算机教学

和各种社会考试及培训。DAWNSTOR 桌面虚

拟化系统使用后，保证了学生多语言自由上

机、个性化教学、考试、课外培训等系统环境

的需求。提高了教学设施的使用率，还实现了

多语言上机和多样化教学环境的自由切换，提

高了实验教学水平；北京外国语大学基于虚拟

云桌面实现了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资源库建设及

桌面管控采购项目，建立了“计算机 + 网络

+ 课堂”的全新教学模式，为课堂教学提供了

丰富的教学资源，提高了课堂教学质量。配

合 DAWNSTOR 桌面虚拟化系统的使用，保障

了北外的教学和科研需求，根据每个国家的语

言、每个教师的授课内容、每个团队的科研项

目等实际需求出发，不同的应用得到不同的桌

面环境，甚至每个班级或学生在 PC 上都有独

立的、不受干扰的数据空间，满足了国际性教

学机构的多语言、复杂教学、个性化教学的

需求，提高了教学设施的使用效率，提升了教

学质量、保障了科研项目的持续高效进行。首

都师范大学，多媒体教学机房及学生自主上机

实验室采用桌面虚拟化集中控管系统后，可以

同时担任各种的计算机教学和各种社会考试及

培训，满足所有应用对机房系统环境的个性

要求。桌面虚拟化系统使用后，也保证了学

生多语言自由上机、个性化教学、考试、课外

培训等系统环境的需求。提高了教学设施的使

用率，还实现了多语言上机和多样化教学环境

的自由切换，减轻了管理老师对机房的管理压

力，提高了实验教学水平。

3　我校基于 DAWNSTOR 的虚

拟实验室机房建设方案  

3.1　总体建设方案目标

1. 按需推送机制

在虚拟化服务器上有多个应用系统镜像，

当客户机开机后，服务器根据客户机启动后登

陆的不同账号，为客户机分配私有应用系统和

桌面。每个班级、每个学生都可以为其推送其

个性化需求。

2．虚拟化本地缓存机制

对于新电脑，使用前无需格式化硬盘，裸

机即可。第一次启动时，服务器会自动把服务

器上的系统数据采用 ON-Demond 技术推送到

客户机硬盘上，用户硬盘同时存储用户数据和

系统的临时文件，形成高速缓存。当用户在使

用电脑的过程中需要使用更多的数据时，则从

服务器上推送相应的数据到客户机硬盘，客户

机硬盘会通过标记记录所有从服务器上推送

过来的数据和用户在使用中自行创建的数据，

形成完善的读写缓存。以后客户机每次启动，

DAWNSTOR 服务器只是传输少量 I/O 读写数

据，这部分数据和高速缓存中的数据结合起来

成为启动数据，保证了用户体验和原来单机模

式完全一致。

3. 多操作系统部署机制

考虑到客户机本地硬盘需要部署多个操

作系统并且和服务器保持一致性。服务器根据

软件设定的多个操作系统，在客户机硬盘上创

建相应的缓存，并采用涓流技术在后台传输数

据，当网络中断后，由于客户机硬盘数据和服

务器镜像数据是一致的，因此通过高速缓存定

位就可以实现网络系统和本地系统的热切。如

图 1 所示。

图 1　多操作系统部署

4. 便捷式集中管理

● 实现全面集中管理

实验室需要不同的实验环境，每台电脑又

需要安装不同的操作系统或应用软件，如果管

理员逐台安装不同的环境，费时、费力，效率

低下，影响教学稳定性。

DAWNSTOR 桌面虚拟化系统对分散的计

算机进行了集中化管理，在 DAWNSTOR 的服

务器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每台学生机的使用情

况，可以对每台学生机进行各种控制。这样把

原来分散的各个点统一在了一起，可以全面掌

控。使得机房管理老师可以在服务器上单点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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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整个实验室计算机应用环境，对于新增的计算

机，也只需要赋予它所需要的运行环境就可以了。

● 快速系统升级

DAWNSTOR 桌面虚拟化系统是在网络环

境下工作的，因此对于微软补丁的更新、病毒

库的更新非常的方便，所有这些更新，只需要

机房管理老师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即可完成，并

且所有计算机在重新启动后就能立即生效，大

大提高计算机的安全性，减少计算机病毒的传播。

DAWNSTOR 桌面虚拟化在软件系统升级

时，只需要找一台学生机安装新软件就可以

了，软件安装完毕，就已经同步更新到服务器

上，其余学生机只要启动电脑就已经可以使用

新软件了。无需再一台台安装软件或者用还原

卡同传整个操作系统。

● 维护简单

DAWNSTOR 桌面虚拟化系统通常情况下

无需对机房的客户机进行操作系统维护，这

样节省大会量的网络同传的时间。即使在某

些特殊情况下需要给客户机部署操作系统，

DAWNSTOR 系统采用的组播部署方式也会还

原卡的方式节省 60% 以上的时间。

● 支持多操作系统

DAWNSTOR 桌面虚拟化系统需要支持多

个操作系统，管理员可以根据不同的学生使用

情况，不同的课程实现需要，为学生配置不同

的使用环境和操作系统，当用户开机后，会自

动推送其应用虚拟环境。

5. 多样化用户体验

● 教师指定分配虚拟桌面

DAWNSTOR 桌面虚拟化系统需提供分类

虚拟桌面，根据各种课程实验的不同应用需

求，可以在服务器端制作不同的虚拟桌面，只

需要机房管理老师在服务器端进行简单的设

定，就可以让各台学生机在开机后，进入各自

所需要的应用环境。比如英语教学专用桌面、

计算机基础课专用桌面、高考评卷专用桌面

（如需要，可以将该桌面推送到前端 PC，使其

在不依赖后台服务器的条件下独立运行）、无

纸化考试（如：医师执业资格考试、汉语考试、

计算机等级考试、英语等级考试）专用桌面

等，各桌面中有其所需要的特定的应用环境和

软件。

● 学生选择分配虚拟桌面

DAWNSTOR 桌面虚拟化系统根据各种用

户使用的不同需求，制作多种应用环境，当学

生打开电脑后，系统为用户提供选择菜单，由

学生自行选择所需要的应用环境，选择完毕

后，系统自动推送使用者其选择的虚拟桌面。

6. 全面安全

● 远程维护诊断

DAWNSTOR 桌面虚拟化系统可以对管理

的学生机进行远程的维护及诊断，对于那些简

单的问题或使用者的误操作，管理部门只需要

有限的管理人员，坐在电脑前就可以完成，大

大缩短了以往的维护时间和大量的维护人员。

● 容错备份

如果由于软件兼容性、病毒或误操作等多

种原因致使操作系统无法正常使用乃至崩溃，

只需将操作系统回滚到原先正常的状态即可。

DAWNSTOR 桌面虚拟化系统在快速升级

的基础上，对整个操作系统做了全面的容错备

份，当更新的病毒库、升级补丁、软件出现错

误，造成计算机系统出现使用故障或全面瘫

痪时，管理员可以快速返回到系统更新前的状

态。大大降低了由于系统崩溃而造成的损失。

● 网络安全性

传统机房由于学生上网或频繁使用 U 盘，

导致电脑大面积中毒，致使系统崩溃，无法正

常使用。

DAWNSTOR 桌面虚拟化系统在学生机每

次启动时都从服务器启动一个干净的操作系

统，有力保证了系统安全，跟据用户不同的需

求，还提供启动还原、不还原、仅下次还原、

自主还原等多种还原方式，充分保证系统最低

限度的被病毒侵害。

● 本地网络双启动

网络启动对网络及服务器有很高的依赖

性，如果这两样出现故障，则会造成系统崩溃，

无法使用。DAWNSTOR 桌面虚拟化系统具有

双启动功能，可以通过服务器给所有学生机本

地硬盘部署和镜像相同的操作系统，当网络出

现故障时，系统会自动转到客户机本地硬盘系

统启动，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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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完善的管理辅助服务

● 实现计算机行为管理

在机房建设中，需对整个系统进行行为管

理，可以进行软件的黑白名单设置，禁止学生

在特定的时间内使用炒股软件、游戏软件、视

频播放、聊天软件等，把对学生的行为管理落

实到实处。可以进行上网黑白名单的管理，禁

止用户对网站的访问。与此同时，管理人员还

可以禁止用户使用 USB 接口，光驱等设备。

● 具有丰富的管理功能

针对用户的使用特点，系统需提供丰富的

管理功能，“远程开关机”、“一键格式化”、“时

间同步”、“屏蔽网关”、“设备禁用”、“软件授

权管理”、“方案管理”、“用户漫游”等实用功能，

将大大减少管理人员的维护时间和维护成本。

● 实现快速的远程部署及还原

在机房使用中，系统需要提供多种操作系

统还原方式，并且实现快速的操作系统远程部

署功能，可以在 10 分钟内，为学生机部署操

作系统。

8. 实现强大的环境适应性

● 完善的网络适应性

桌面虚拟化系统能够使用多种网络环境，

对于跨 VLAN 的网络环境也能支持，利用国际

独创的 DAWNSTOR--Boot 启动技术，在不用

调整交换机参数甚至学生机无网络启动选项的

情况下实现客户机的跨 VLAN 启动。

● 计算机硬件无关性

随着电脑的使用和更新，学校电脑的种类

越来越多，无法集中管理，每种配置的电脑都

要单独管理。

本方案采用虚拟平台的网络化技术，对

于不同的计算机，只需要制定其所需要运行的

应用环境即可，无需关注这台计算机的硬件配

置，同样的应用环境，即使在两台档次差异很

大的计算机上也可以安全稳定运行。

不论学生机使用什么样的机器或品牌配

置，都可以做到用同一个操作系统启动，真正

的即插即用，从而解决学校客户机由于损坏更

换不同硬件而无法使用还原卡管理的隐患，也

解决了实验室电脑种类众多，管理人员需要备

份管理各种不同的驱动、版本的困扰。

3.2　组网方案

高校虚拟化项目实施，需要网络支持，网

络要求简单，需要桌面百兆，上联千兆的网络

基础架构。

目前我校机房网络是每个机房单独的网

络，每个机房单独通过 1 根校园网线上网，考

虑到学校的具体情况，测试两种网络方式。

针对具体机房，本文采用以下组网方案：

方案一：每个教室单独组成网络，每个教

室单独采用 1 台专用管理服务器。如图 2 所示：

图 2　单机房模式

采用这种网络结构的优点在于，网络架构

简单，网络设备投资小，缺点在于每个机房要

用单独的服务器进行管理。

交 换 机 采 用 H3C-1050T， 交 换 机 之 间

采 用 千 兆 口 级 联 方 式；服 务 器 推 荐 采 用：1

颗 4 核 CPU，4G 内 存，2 块 500G 硬 盘 支 持

RAID0。

方案二：通过一台核心交换机把 4 个机房

沟通起来，在核心交换机上通过划分 VLAN 进

行 4 个教室的网络管理，4 个机房用 2 台专用

管理服务器。如图 3 所示：

图 3　多机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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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这种网络结构的优点在于，服务器使

用数量少，所有网络都由一个部门进行机房管

理，容易协调，所有机房之间都是互通的。此

方案需要采购一台核心交换机，其中，交换机

推荐采用 H3C-1050T，交换机之间采用千兆

口 级 联 方 式， 核 心 交 换 机 采 用 思 科 3650G，

服 务 器 采 用：1 颗 4 核 CPU，4G 内 存，2 块

500G 硬盘支持 RAID0，或者把 CPU 数量提升

到 2 颗。

3.3　虚拟化整体实验方案

整体实验方案如图 4 所示：

图 4　整体实验方案

1. 单个机房的桌面虚拟化管理 

一个机房使用 1 台专用管理服务器，管理

老师只需要维护好这台服务器即可。

2. 多个机房的桌面虚拟化管理

多个机房使用多台专用管理服务器，这

样易于方便、安全的进行分组管理。为避免服

务器出现单点故障，本方案采用建立数据存储

池。DawnStor 桌面虚拟化软件系统镜像数据

库存储池 , 可以有效保障数据安全，当服务器

由于偶发事故出现故障时，数据存储池可以接

管服务，恢复镜像数据，保证机房正常运行。

3. 数据备份

数据备份平台为桌面虚拟化平台多增加

了一层保障，满足重要数据高效的备份与恢复

需求。

3.4　实验实施方案 

1．虚拟化本地缓存

1）新电脑使用前，无需格式化硬盘，裸

机即可。

2）第一次启动

在第一次启动时，服务器会自动把服务器

上的系统数据采用 ON-Demond 技术推送到客

户机硬盘上，用户硬盘同时存储用户数据和系

统的临时文件，形成高速缓存。当用户在使用

电脑的过程中需要使用更多的数据时，则从服

务器上推送相应的数据到客户机硬盘，客户机

硬盘会通过标记记录所有从服务器上推送过来

的数据和用户在使用中自行创建的数据，形成

完善的读写缓存。

3）以后启动

以后客户机每次启动，DAWNSTOR 服务

器只是传输少量 I/O 读写数据，这部分数据和

高速缓存中的数据结合起来成为启动数据，保

证了用户体验和原来单机模式完全一致。

2. 多操作系统部署

考虑到客户机本地硬盘需要部署多个操

作系统并且和服务器保持一致性。

服务器根据软件设定的多个操作系统，在

客户机硬盘上创建相应的缓存，并采用涓流技

术在后台传输数据，当网络中断后，由于客户

机硬盘数据和服务器镜像数据是一致的，因此

通过高速缓存定位就可以实现网络系统和本地

系统的热切。

3. 虚拟桌面映像

● 基本镜像

当系统首次安装时，需要找一台客户机安

装相应的操作系统和基本运行软件，安装完毕

后，把该操作系统发布到服务器上，即形成了

基本镜像。

● 增量快照镜像

当管理人员在原有基本镜像上新增了部

分软件后，可以在服务器上形成快照增量镜

像，此镜像由两部分组成：基本镜像、增量部

分，因此使用者可以在基本镜像和增量部分进

行来回切换。

● 逻辑镜像

当新增软件后，基本镜像和快照增量镜像

的组合就形成逻辑镜像，其余客户机只要选择

逻辑镜像启动，就自动可以使用新安装的软件。

● 新基本镜像

当快照增量镜像越来越多后，可以把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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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和增量快照镜像合并，这样就形成了新的

基本镜像

4. 按需推送

在虚拟化服务器上有多个应用系统镜像，

当客户机开机后，服务器会根据客户机启动后

登陆的不同账号，为客户机分配私有应用系统

和桌面。每个班级、每个学生都可以为其推送

其个性化需求。

4　结束语

本文探讨了利用 DAWNSTOR 系统快速高

效搭建虚拟云桌面系统的实验室机房建设方

案。旨在解决我校实验室机房建设投入、管理

维护、使用操作中出现的问题，实现机房系统

的标准化管理，数据集中管控，杜绝病毒，降

低总成本。采用桌面虚拟化集中控管系统后，

我校机房实验室可以同时担任各种的计算机教

学和各种社会考试及培训，满足所有应用对机

房系统环境的个性要求。桌面虚拟化系统使用

后，也保证了学生多系统自由上机、个性化教

学、考试、课外培训等系统环境的需求。提高

了教学设施的使用率，还实现了多系统上机和

多样化教学环境的自由切换，减轻了管理老师

对机房的管理压力，提高了实验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 

[1] 赵鑫 , 安融通 , 许瑾 . 基于桌面虚拟化

的安全研究 [J]. 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 [2015-

5]:154-155.

[2] 张进铎 , 曹士炳等 . VMware 虚拟化技

术及其应用的综合剖析 [J]. 信息技术与信息

化 .2014 年 1 月第 1 期 :101-106.

[3] 徐益龙 . VMware View 桌面虚拟化技

术在实训机房中的应用研究 [J]. 中国教育信息

化 .2014(14):81-83.

[4] 石屹嵘 , 段勇 . 云计算在电信 IT 领域

的应用探讨 [J] . 电信科学 .2009, 44(9):24 -28

[5] 贾斌 , 吴永娟 , 何进 . 基于电信运营商

桌面虚拟化系统的安全性分析与研究 [J] . 计算

机科学 .2012, 39(s2):239 -242.

[6] 钟博 . 安全桌面云计算架构解决方案

[J] . 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 .2012, 34(11):31-34.

[7] 吴坤喜，冯广等 . 虚拟云桌面的系统

架构研究与设计 [J]. 广东工业大学学报 .2015, 

Vol.32 NO.1:113-116

[8] 段卫军 . 云桌面虚拟化架构的研究与

应 用 [E]. 内 蒙 古 农 业 大 学 硕 士 论 文 .2014.6：

1-10

收稿日期：

基 金 项 目：北 京 中 医 药 大 学 2015 年

度 基 本 科 研 业 务 费 面 上 项 目 青 年 教 师 类

(2015-JYB-JSMS052)

作者简介 : 郭凤英 ( 1979-) ，女，河南兰

考人，计算机教研室主任，讲师，硕士，主要

研究领域 : 云计算技术、自然语言处理及文本

挖掘、大数据技术

作者联系方式：

郭凤英，邮箱 :guofy@bucm.edu.cn. 电话：

13811833948.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

东路 11 号北京中医药大学信息中心，邮编：

100037



- 62 - - 63 -

第十三届全国医药信息学大会

基于提升小波的脉波自适应去噪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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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脉搏波的去噪是脉搏波走向临床应用的前提。本文研究基于提升小波的脉搏波自适

应去噪算法。本文采集了 5 组健康人数据，并采用重症护理下的多参数智能监护数据库中的 10

组数据，验证去噪方法的可行性。经分析，基于 LMS 自适应选取预测算子的提升小波去噪算

法可以较好地实现脉搏波信号的去噪 ( 当脉搏波信号的信噪比 15db 时 , 本文去噪方法的性能为：

均方误差，0.0374；相关系数，0.9806；畸变比，0.0418)，尤其对于信噪比较高的情况效果较好。

关键字 : 脉搏波；去噪；提升小波；LMS

Adaptive De-noising in Arterial Pulse Wave Based on Lifting Scheme 
Discrete Wavelet

Lisheng Xu1,2, Yang Yao1, Cong Feng1, Dianning He1, Shuran Zhou1, Qiang Fu1, Yu Wang1 and 
Cheng Shi3 

1Sino-Dutch Biomedical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School,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City 110167, China

2Key Laboratory of Medical Image Computing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ina

3Na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city, China
Abstract: Pulse wave de-noising is significant in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daptive de-noising in arterial pulse wave based on lifting scheme discrete wavelet. Pulse 
waves of five healthy individuals and ten pulse data from the Multi-parameter Intelligent 
Monitoring in Intensive Care (MIMIC) were used to test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ethod. The 
lifting scheme based adaptive de-noising method have a good performance (when signal-to-
noise ratio (SNR) of the raw pulse data is 15db, the performance of the de-noising method is: 
mean square error, 0.0374; correlation index, 0.9806; SDR, 0.0418), especially when the raw 
data has a high SNR. 

Keywords: pulse wave; de-noising; lifting wavelet; LMS 

1　引言 1

心血管疾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1]。脉搏波

可以有效反映心血管系统的状态 [2-4]。但是，

在脉搏波采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引入由人

体运动、电磁环境等带来的干扰。而这些干扰

会一定程度上影响脉搏波特征参数提取的精度
[5]。因此，脉搏波的去噪是脉搏波走向临床应

用的前提 [6]。

﹡徐礼胜，Email: xuls@bmie.neu.edu.cn。

小波在脉搏波信号处理中应用较广 [7,8]，

它可以在时频域上对脉搏波信号进行有效地分

解、去噪 [8]。然而，小波分解计算量较大，会

给硬件系统造成负担。另外，对于不同个体，

由于其脉搏波形不同，采用的小波基也不同，

因此滤波前需要自适应选择和调整小波基。

本文采用提升小波方法，并采用最小均方

（Least Mean Square, LMS）方法自适应调节提升小

波的预测算子，实现脉搏波信号的自适应去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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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理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为了验证方法的普适性，本文采用三种数

据验证提升小波的脉搏波自适应去噪算法。本

文采集了 5 名健康志愿者的指端脉搏波数据。

所用仪器为成都泰盟科技有限公司 BL-420S

生物机能实验系统。采样频率为 1KHz。具体

情况如表 1 数据 1-5 组所示。

另两种数据均来自重症护理下的多参数

智 能 监 护 (Multi-parameter Intelligent Monitoring in 

Intensive Care, MIMIC) 数据库 [9, 10]。两种数据各 5

组，分别为重症病人的压力脉搏波和容积脉搏

波，详见表 1 数据 6-15 组。采样频率为 125Hz。

2.2　提升小波

如图 1 所示为小波提升算法，其中 s 和 d

分别为小波分解的低频分量和高频分量，其中

s={s0, s1,…, sN/2-1}，d={d0, d1,…, dN/2-1}。

步骤 l： 懒小波变换

0
2

0
2 1

l l

l l

s x
d x +

 =


=
                           (1)

其中，l=0, 1, …, N/2-1。

步骤 2： 提升与对偶提升

1

1

i i i i k
l l k l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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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比例变换

m
l

l

m
l l

ss K
d Kd

 =

 =

                         (3)

只需要对正向小波变换按相反的步骤进行操

作，并改变正负号，即可得到上述变换的逆变换。

算法分析表明，当输入数据量很大时，提升算法

最多可以比 Mallat 算法的计算量减少一半。

表 1　MIMIC 数据库测试数据信息

组号 性别 年龄 获病情况
数据采集方

式
1 M 25 健康 A
2 M 28 健康 A
3 F 28 健康 A

4 F 23 健康 A
5 M 23 健康 A
6 M 70 大出血 A
7 M 38 呼吸衰竭 P
8 M 80 大出血 P
9 F 67 呼吸衰竭 A
10 F 82 肺水肿 A
11 F 63 心源性休克 P
12 M 68 心绞痛 A
13 M 48 心搏停止 A
14 M 75 呼吸衰竭 P
15 M 78 败血症 A

* 数据采集方式：A 表示压力脉搏波，P 表示 容积脉搏波。

↓2

↓2z

… … 

… … 

-

u1(z)
p1(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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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z)

-

s(z)

d(z)

x

图 1　提升算法的正向小波变换表示 [11]

2.3　小波分解层数的确定

对于一个离散信号来说，其噪声分布具有

如下特点：随着分解层数的增加，噪声的高频

系数幅值会迅速地衰减，其方差也与其有同样

的变化趋势。也就是说，在小波分解的高频系

数层中，噪声的分布情况主要反映在较低层的

高频系数中，而原始信号的分布情况主要反映

在较高层的高频系数中。因此，可以依据这一

特点确定噪声与信号的分界点，求出最佳的分

解层数。

分析大量脉搏波信号在高频系数层的分

布，可以发现高频系数及其方差随层数的变化

规律：

1) 当分解层数小于某一特定 K 层时，主

要为噪声分布，噪声的幅值随着分解层的增高

迅速地衰减，高频系数方差随层数的增高而衰

减；

2) 当分解层数增大到 K 时，噪声强度基

本衰减到 0，高频系数方差出现最小值；

3) 当分解层数大于 K 层时，高频系数转

而反映低频原始信号的特征，信号幅值随层数

的增高而增大，高频系数方差随层数的增高而

上升。

依据这一变化规律 , 可以将高频系数方差

衰减和上升的拐点作为确定层数 K 的特征点，

其随分解层数而变化的趋势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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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高频系数置零重构后均方差与分解层数的关系

从图 2 可以看到，信号在进行 3 层提升小

波分解时，在高频系数置零的情况下，重构后

的信号与原始信号间的均方差最小。也就是说

在此情况下，能较好地区分原始信号的噪声信

号。噪声属于高频信息，一开始随着分解层数

的增加，高频细节被大量消除，因此方差有下

降的趋势，但是当分解到了一定层次后，噪声

的影响较小，高频系数更多的是表现了信号本

身的特征，这时分解的越多，重构后的信号畸

变的越厉害，因此方差在下降到一定程度后会

转而上升。

2.4　小波基函数的选择

这 里 引 入 四 种 去 噪 效 果 客 观 性 能 评 价

标 准：信 噪 比 (SNR)， 均 方 误 差 (MSE)， 相

关系数 (ρ)，畸变比 (SDR)。分别定义如下： 

 1) 信噪比 (S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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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 为原始参考信号，n 为所添加的

随机高斯白噪声信号，y 为去噪后的信号。

2) 均方误差 (M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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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关系数 (ρ)：

1

2 2

1 1

( ) ( )

( ) ( )

m

i
m m

i i

x i y i

x i y i
ρ =

= =

=
∑

∑ ∑
         (6)

4) 畸变比 (S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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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采用不同小波基函数的去噪效

果发现对于本文所采集的数据，以 db4 为小波

基函数的去噪效果较好。

2.5　基于 LMS 的预测算子自适应选取
的提升小波去噪

LMS 算法作为随机梯度算法族中的一员，

具有实践简单性、无需计算相关函数和矩阵求

逆等特点。概括地说，作为线性自适应滤波算

法，LMS 一般包含两个基本过程：

1) 滤波过程。计算线性滤波器输出对输入信

号的响应；由输出结果与期望响应产生估计误差。

2) 自适应过程。根据估计误差自动调整

滤波器参数，实现自适应功能。

采用 LMS 算法作为提升小波预测算子自适

应选取的基本方法的基本流程图如图 3 所示。

3　结果与讨论

图 4 显示了利用提升小波除噪前后的效果，可

以看到，本方法可以有效去除信号本身含有的噪声。

开始

结束

确定步长μ

懒小波变换
X(n)=Xe(n)+Xo(n)

Xo(n)通过U算子更新

Xe(n)得到低频系数C(n)

LMS自适应算法获得滤

波器系数，应用于P算
子

Xe(n)通过P算子预测

Xo(n)得到高频系数D(n)

对高频系数D(n)进行

阈值去噪

奇偶序列重构

图 3　基于 LMS 的预测算子自适应选取的提升小波

去噪算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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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所示为在不同的信噪比下，分别采用

第一代小波和提升小波对 15 组数据做去噪处

理获得的评价指标。

表 2　多种信噪比下传统小波与提升小波的除噪效果比较

信噪比 (db) MSE_1* MSE_2 ρ_1 ρ_2 SDR_1 SDR_2

5 0.0469 0.0438 0.9766 0.9795 0.0480 0.0419

10 0.0256 0.0243 0.9930 0.9936 0.0143 0.0129

15 0.0147 0.0138 0.9977 0.9979 0.0047 0.0042

20 0.0088 0.0084 0.9991 0.9992 0.0017 0.0015

25 0.0051 0.0049 0.9997 0.9997 0.0005 0.0005

30 0.0035 0.0036 0.9999 0.9999 0.0002 0.0002

从表 2 可以看出，在信噪比较低的情况

下，提升方案的小波去噪方法效果较好，但随

着信噪比的增加，两者之间的差距在缩短。当信

噪比大于 25db 时，信号含有的噪声量较少，波

形的失真不严重，两种除噪方法得到的效果相近。

图 5 所 示 为 采 用 LMS 方 法 对 信 噪 比 为

15db 的数据做去噪处理的结果。在不同的信噪

比下，该方法的除噪效果评价指标如表 3 所示。

 

  

 

        图 4　利用提升小波去噪的前后效果比较       图 5　信噪比为 15db 下，基于 LMS 的除噪算法效果比较

表 2　多种信噪比下传统小波与提升小波的除噪效果比较

信噪比 (db) MSE_1* MSE_2 ρ_1 ρ_2 SDR_1 SDR_2

5 0.0469 0.0438 0.9766 0.9795 0.0480 0.0419

10 0.0256 0.0243 0.9930 0.9936 0.0143 0.0129

15 0.0147 0.0138 0.9977 0.9979 0.0047 0.0042

20 0.0088 0.0084 0.9991 0.9992 0.0017 0.0015

25 0.0051 0.0049 0.9997 0.9997 0.0005 0.0005

30 0.0035 0.0036 0.9999 0.9999 0.0002 0.0002

*1 代表应用传统小波方法；2 代表应用提升小波方法

从表 3 可以看到，应用基于 LMS 的预测

算子自适应选取的提升小波去噪算法对含噪信

号进行处理，可以消除噪声的影响，效果上与

自适应选取基函数的方法接近。具体地，对于

信噪比较高的情况，基于 LMS 自适应选取预

测算子的提升小波去噪算法性能与固定小波基

的提升小波去噪算法性能相差不大，效果均较

好。对于信噪比较低的情况，基于 LMS 自适

应选取预测算子的提升小波去噪算法性能与固

定小波基的提升小波去噪算法性能相差较大，

且两者均有大幅度降低，尚需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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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信噪比下基于 LMS 的预测算子自

适应选取的提升小波除噪效果

信噪比

(db)
MSE ρ SDR

5 0.1275 0.9269 0.2082
10 0.0695 0.9670 0.0654
15 0.0374 0.9806 0.0418
20 0.0251 0.9883 0.0283
25 0.0126 0.9988 0.0027
30 0.0084 0.9995 0.0025

4　结论

基于 LMS 自适应选取预测算子的提升小

波去噪算法可以较好地实现脉搏波信号的去

噪，尤其对于信噪比较高的情况效果较好。然

而对于信噪比较低的情况，此方法尚需进一步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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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医学与慢性心力衰竭的药物治疗

范振平 1   张麟 1 ﹡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心脏中心， 北京市 朝阳区 100020

摘要：精准医疗是以个体化医疗为基础，通过基因组、蛋白质组学等技术对人群与特定疾

病类型进行生物标志物的分析与鉴定、验证与应用，期望精确到疾病的病因并确定治疗靶点。

慢性心力衰竭是全球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其发病机制涉及多种神经内分泌激素，其中

交感 - 肾上腺素能系统、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统及迷走神经系统在心力衰竭的发生发

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多种自身抗体参与心力衰竭的发生、发展，不同自身抗体的患者

对治疗的反应也有所不同。自身抗体的检测可望作为临床标靶选择相应受体阻断剂治疗心衰与

相关疾病。

关键字 : 精准医学；心力衰竭；自身抗体

Precision medicine and Heart failure

Fan Zhenping1, Zhang Lin1* 
1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Beijing Chao-Yang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20, China

Abstract: Precision medicine (PM) is a medical model that proposes the customization of 
healthcare  with medical decisions, practices, and/or products being tailored to the individual 
patient. 11ronic heart failure as a major public health problem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for worldwide. The pathogenesis of chronic heart failure is complex, 
and studies had shown that the main pathogenesis of ventricular remodeling and excessive 
activation of the endogenous neuroendocrine hormones, sympathetic-adrenergic system, renal-
angiotensin-aldosterone-system and vagus nervous system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eart failure process. The immune mechanisms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heart failure.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antibodies react differently to the treatment of heart failure.

Keywords: Precision medicine; heart failure; autoantibody
1 精准医学的概念 1

2015 年 1 月 20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

情咨文演讲中提出了“精准医学计划”。精准

医学即以个体化医疗为基础，通过基因组、蛋

白质组学等技术对人群与特定疾病类型进行生

物标志物的分析与鉴定、验证与应用，期望精

确到疾病的病因并确定治疗靶点。同时可能对

一种疾病不同状态和过程进行精确的亚分类，

最终实现针对疾病和特定患者进行个性化精确

治疗，提高疾病预防与诊治的临床效果 [1]。

基作者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 

100020

基通信作者：张麟，Email：linzhangpeking@hotmail.com

2　慢性心力衰竭的发病机制探索

慢性心力衰竭（心衰）是全球范围内的重

大公共卫生问题，心衰的发病机制复杂，研究

显示其主要的发病机制是心室重构和内源性神

经内分泌激素的过度激活，其中交感 - 肾上腺

素能系统、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统

（RAAS）及迷走神经系统在心力衰竭的发生发

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90 年 Magnusson[2] 等 首 先 发 现， 在

原 发 性 扩 张 型 心 肌 病 (idiopathic dilated 

cardiomyopathy, IDCM) 患者血清中存在 β1 肾

上腺素能受体的自身抗体。1993 年 Fu[3] 等又

发现在该病患者血清中存在 M2 乙酰胆碱能受

体的自身抗体。1995 年，Matsui[4] 等在 IDCM



- 68 - - 69 -

第十三届全国医药信息学大会

患者的血清中普查了多种 G- 蛋白偶联型受体

的自身抗体，发现此类患者的血清中主要是含

有 β1 肾上腺素能受体与 M2 乙酰胆碱能受体

的自身抗体。这类自身抗体的出现有可能通过

长期影响心脏受体的功能而累及心脏的活动。

长期自身抗体的过度刺激可能影响心肌损伤

和心脏功能，并认为参与 IDCM 的病理生理过

程。 1997 年以来国内学者张麟等初步证实了

涉及交感神经系统的 β1、β2 与 α1 肾上腺

素能受体的自身抗体和涉及 RAAS 的血管紧张

素Ⅱ的 1 型（AT1）受体的自身抗体，以及涉

及迷走神经系统的 M2 乙酰胆碱能受体的自身

抗体都参与慢性心衰的病理生理过程，但与原

发心脏疾病本身无关。并且证实了自身抗体对

自身受体具有激动剂的生物学效应。

3 慢性心力衰竭的药物治疗

3.1　β1 肾上腺素能受体自身抗体在 β
受体阻滞剂治疗心力衰竭患者中的临床价值

2006 年 Miao 等 [5] 对 106 例心力衰竭患者

进行了 β1- 肾上腺素能受体自身抗体的检测，

根据检测结果将心力衰竭患者分为自身抗体阳

性组和阴性组，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技术及

超声心动图检查等比较两组患者美托洛尔治疗 

1 年前后 β1- 肾上腺素能受体的自身抗体表

达和心功能的变化。结果显示心力衰竭患者在

在应用 ACEI、利尿剂及地高辛治疗的基础上，

加用美托洛尔治疗 1 年后，无论自身抗体阳性

组或阴性组患者，左室舒张末内径（LVEDD）、

左 室 收 缩 末 内 径（LVESD）、 左 室 射 血 分 数

（LVEF）等左心室结构和功能的指标均有明显

的改善，但阳性组患者的改善程度显著好于阴

性组。心力衰竭患者在美托洛尔治疗时，同阴

性组比较，β1- 肾上腺素能受体的自身抗体

阳性组患者对美托洛尔具有更好的耐受性。故

美托洛尔治疗心力衰竭时，β1- 肾上腺素能受

体的自身抗体可作为临床用药的监测指标之一。

3.2　β1、β2 与 α1 肾上腺素能受体
的自身抗体在卡维地洛治疗心力衰竭中的
临床价值

2014 年，Hou 等对 267 例心衰患者及 765

例非心衰患者进行了 β1、β2 与 α1 肾上腺

素能受体的自身抗体的检测，并根据检测结果

将心力衰竭患者分为三种自身抗体阳性组（65

例）和三种自身抗体阴性组（72 例），在基础

治疗上加用卡维地洛，观察自身抗体阳性率和

滴度的变化；同时完善超声心动图检查，观察

卡维地洛治疗前后心衰患者心脏功能的变化。

结果显示心衰患者 β1、β2 与 α1 肾上腺素

能受体受体自身抗体阳性率和滴度明显高于非

心衰患者；β1、β2 与 α1 受体三种自身抗体

阳性的心衰患者加用卡维地洛后，自身抗体阳

性率和滴度明显降低，甚至完全逆转；三种自

身抗体阳性的心衰患者较三种自身抗体阴性的

患者，加用卡维地洛 6 个月后，心脏功能明显

改善。故在卡维地洛治疗心力衰竭时，β1、

β2 与 α1 肾上腺素能受体的自身抗体可作为

临床用药的监测指标之一。

3.3　AT1 受体的自身抗体在培哚普利
治疗心力衰竭中的临床应用

2013 年，Du 等 [6] 对 156 例心力衰竭患者

进行了 AT-1 受体自身抗体的检测。根据检测

结果将心力衰竭患者分为自身抗体阳性组和阴

性组，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技术及超声心动

图检查等比较两组患者培哚普利治疗 1 年前后

AT-l 受体自身抗体表达和心功能的变化，利

用 Kaplan-Meie 生存曲线比较两组患者在心血

管死亡和在心血管原因再住院率的差异。结果

显示心力衰竭患者在应用 β 受体阻滞剂、利

尿剂及地高辛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培哚普利治

疗 1 年后，无论自身抗体阳性组或阴性组患者，

LVEDD、LVESD、LVEF 等左心室结构和功能

的指标均有明显的改善，但阳性组患者改善程

度显著好于阴性组。心力衰竭患者在培哚普利

治疗时，同阴性组比较，AT-l 受体自身抗体

阳性组患者对培哚普利具有更好的耐受性。通

过培哚普利治疗 1 年后，AT-l 受体自身抗体

平均几何滴度由 l：126 下降至 1：19。经过 1

年的治疗后，22 例患者血清的自身抗体由阳

性转为阴性。而经过 5 年的随访，阳性组和阴

性组在全因死亡、心血管事件死亡及因特定心

血管事件再住院发生率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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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培哚普利治疗心力衰竭时，AT-1- 受体的

自身抗体可作为临床用药的监测指标之一。

3.4　迷走神经与心力衰竭

2003 年，Zhang 等 [7] 对 一 个 家 族 性 扩 张

型心肌病家系 (49 个成员，6 代 18 个患者 )、

139 个散发扩张型心肌病患者和 450 例正常人

进行 M2 乙酰胆碱受体基因 (CHRM2 基因 ) 编

码区的筛查，发现该家系成员中所有患者均

存在 G722C 杂合突变，使得第 176 位的半胱

氨酸被色氨酸替代，而散发病例及正常对照的

测序结果未发现突变，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所

有 G722C 突变患者血清 M2 受体的自身抗体

均为阳性 , 并且平均滴度显著高于散发病例中

的非突变者和正常人，提示突变的 CHRM2 基

因和自身抗体的产生高度相关。且基因突变者

的死亡率明显高于非突变者，死亡原因多为猝

死、恶性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另外发现突变

患者对洋地黄治疗完全无效。Hou 等 [8] 对该

基因突变进一步行蛋白组学鉴定，结果显示

野生型 M2 受体（CHRM2）及突变型 M2 受体

(CHRM2-C176W) 均可表达于细胞膜；Shotgun

差异蛋白组学共鉴定出 102 种差异蛋白。其中

45 种为 CHRM2 突变后上调，57 种为 CHRM2

突变后下调。其中 Na+-K+-ATP 酶 α1 亚单

位的异常上调可能是引起洋地黄类药物易过

量、中毒和无效的非常重要药理机制之一。

目前心衰的治疗药物中，没有 M2 乙酰胆

碱能受体的阻滞剂或激动剂，只有洋地黄类药

物作用于迷走神经。虽然地高辛应用于心力衰

竭的治疗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但由于其治疗

窗较窄使得其地位逐年下降。Vamos 等 [9] 对

1993-2004 年地高辛研究试验进行荟萃分析，

分析了 19 个关于地高辛治疗心衰和（或）房

颤的试验。发现在不监测血清地高辛浓度的情

况下应用地高辛与全因死亡的相对风险增加相

关。而低血清地高辛浓度可明显降低心衰患者

死亡率、心血管病住院率和心衰住院率。突变

的 CHRM2 基因和自身抗体的产生高度相关，

突变患者对洋地黄治疗完全无效，那么 M2 乙

酰胆碱能受体自身抗体是否对地高辛浓度有影

响，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索。

4　展望

精准医学与慢性心衰的治疗，涉及免疫

学、基因组学和蛋白组学的多方参与，我们的

发现只是冰山一角；自身抗体的检测可望作为

临床标靶选择相应受体阻断剂治疗心衰与相关

疾病；洋地黄类药物是唯一作用于迷走神经系

统的药物，M2- 乙酰胆碱能受体基因变异或

自身抗体可能与洋地黄治疗心衰的预后高度相

关；由于受体的阻断剂和激动剂的发现，检测

相应自身抗体为临床靶向治疗的可能性提供了

重要的精准医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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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药卫生系统科研不端、信息道德失范的现象随着社会信息壁垒的降低而呈上涨趋

势。通过文献调研，结合医学生量表调查和访谈等，以了解其信息道德现状。对医学生信息道

德失范现象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对提高学生信息道德素质途径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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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人类已然步

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就是指难以用传统的软

件工具存储、管理和分析的大容量数据，其基

本特征可以用 4 个 V 来总结 Volume、Variety、

Value 和 Velocity，即体量大、多样性、价值密

度低（亦或数据易变性）、速度快 [1,2]。牛津大

学网络学院互联网治理与监管专业教授、大数

据权威咨询顾问维克托·迈尔 - 舍恩伯格博士

认为，大数据有三个主要的特点，分别是全体、

混杂和相关关系，全体即去收集和分析更多的

数据，混杂即接受混杂，就不用去追求那种特

别的精确性；相关关系，即不要认为可以真正

地、容易地找到因果关系，应该关注的是什么，

而不是关注为什么 [3]。大数据理念和技术鼓励

人们去分析海量信息，挖掘数据，但也十分注

重个人知识产权和隐私的保护，大数据时代信

息伦理和道德并未被忽略。美国教授 W·曼纳

在 1976 年提出信息道德 ( 或伦理 ) 这一概念，

目前认为信息道德是指在信息的采集、加工、

存贮、传播和利用等信息活动各个环节中，用

来规范其间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道德意识、

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的总和。它通过社会舆论、

传统习俗等，使人们形成一定的信念、价值观

和习惯，从而使人们自觉地通过自己的判断规

范自己的信息行为。发展至今，信息道德已经

成为信息素养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 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UNESCO）、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IFLA）等多次在国际会议上将信息素养视作

为信息化社会公民的一种基本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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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学卫生系统信息道德现状

然而，在医学界信息道德缺失的事件屡见

不鲜，如 2006 年，美国《Science》杂志宣布

撤销韩国科学家黄禹锡于 2004 年和 2005 年发

表在该刊的 2 篇干细胞论文，因其伪造数据 [4]。

中国科学院例举了 19 个科研不端行为案例，

均为发生在第五次科技革命后的真人真事，除

上文提及的韩国“克隆之父” 黄禹锡外，还介

绍了塔斯基吉祥梅毒实验、萨墨林案、郝尔

曼 - 布拉赫事件、伯尔曼事件、皮尔斯事件等
[5]。19 个案例中涉及生物医学的仅有 11 项之

多，行为包括剽窃他人成果、伪造篡改数据等，

都可认为是严重的信息道德缺失现象，有些显

然已经触犯了法律。此类学术信息道德现象也

经常见于网络，如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教授

Paolo Macchiarini 因学术不端被调查，调查负

责人 Gerdin 认为，Macchiarini 发表的论文中

存在虚假和不完整信息，并认定 Macchiarini

存在着严重的学术不当行为 [3]。

国内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杨彩丽调查认

为，护士对知识产权、版权不了解和有了解但

不多者占绝大部分 (97.8％ )；认为知识产权及

版权重要者仅占 38.9％；仅有 1O.8％ 的护士知

道使用作者制订的调查表或量表时应该授权引

用 [7]。2010 年《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史上最

牛连环抄袭门”的调查，1 篇发表于 1997 年的

“刮宫后宫腔粘连 185 例分析”的论文，10 多

年内遭遇了 16 个单位 25 人的 6 轮连环抄袭 [4]。

笔者和同行在从事医学科技查新咨询过程中，

也多次见到文献数据库中学术不端、信息道德

不规范的现象，比较多的是一稿多投，以及论

文抄袭等 [8]。在临床，竟然发生病历档案弄虚

作假等置患者生命健康等不顾的行为 [9,10]。

医学工作者信息道德失范现象的反复出

现 , 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我们的教育中对医学

生的信息道德教育不够重视。我国科技部的一

项研究发现，在被调查的 180 名博士研究生中，

有 60% 承认抄袭过别人的研究成果 [4]。近期

《国际新闻界》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陈力丹教授就北京大学某博士毕业生论文因抄

袭一事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道，还有更多

的没有被揭发，说明“论文抄袭”在我国并不

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而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11]。可见，信息道德失范的现象已在医学高校

学生中滋生蔓延。

笔 者 于 2014 年 9 月 至 2015 年 2 月 对 高

校医学生发放 300 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260 份 , 并与 50 名学生访谈 , 结果也不容乐观。

就考试、考核或竞赛中的作弊行为，69.2% 的

调查对象认为应追究责任，15.4% 的调查对象

认为应批评教育；11.5% 的调查对象虽然认为

不好，但觉得偶尔发生时可以接受的；3.8% 的

调查对象认为这种现象是无法避免的。就代写

论文方面，调查对象一致持反对态度，65.4%

的调查对象认为应追究责任，34.6% 的调查对

象虽然认为不好，但对其惩罚仅为批评教育。

就网络传播虚假、恶意信息方面，调查对象一

致持反对态度，但 11.5% 的调查对象认为将

未经证实的信息传播给他人现象无法避免。与

学生的访谈显示，学生自身或身边信息道德失

范现象时而发生，尤其是在生活方面更为多见。

2. 医学生信息道德教育缺失的原因

在分析信息道德的相关问题时，我们须

考虑到信息活动的特殊性。信息道德是一种道

德手段，是依靠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形成的一

种行为规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制定主体。信

息政策和信息法律是由统治阶级制定的，而信

息道德的形成尽管也有统治阶级的导向作用，

但更多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体现，是自发形成

的，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 [12]。大学生信息道

德的领域维指大学生信息道德发生和应用的领

域，主要集中于学习与校园生活两个领域，信

息道德主要体现为学术性信息道德和网络信息

道德。学术性信息道德缺失现象是科研不端行

为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可以出现在科研过

程的各个阶段。不同层次的学生侧重点也不相

同。通过调研发现，生活领域的信息道德问题

或现象各层次的学生都有发生，但学术相关

的信息道德问题或现象主要见于本科高年级学

生、研究生等。医学生信息道德教育不足的原

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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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医学生信息道德概念模糊

医药卫生行业直接与人民的生命健康密

切相关，该系统存在的信息道德问题更加不容

忽视。调查发现，医学生对信息道德的认识比

较肤浅，对信息政策和信息法律法规的了解较

少。在对一些信息道德问题上的认识不明确，

并没有认识到信息道德缺失对社会的危害。全

世界科技文献中，约 20% 为医药科技文献，

信息量十分庞大，更新速度也十分迅速。网络

的普及以及信息获取的途径增多，医学生的信

息获取能力普遍提高，但信息道德的能力提升

明显滞后，为科研不端、信息道德失范现象的

发生提供了温床。同时各种学术不端评价工具

应运而生，如万方的“论文相似性检测”服务，

中国知网“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也使学术

不端现象更容易被发现。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

上，学生显得力不从心，可能犯下的错是无心之

过，也可能是抱有侥幸心理，但是医学生对信息

道德概念的理解及其范畴的确定是比较模糊的。

2.2　教育管理及教学实施中信息道德
教育缺失

教育管理部门对医学生的信息道德教育

重视显然是不够的。很多文件中在一定程度上

强调了教育信息化，如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提出

要提高师生的信息素养。在课堂教学或是学生

实习实践过程中，信息道德内容的渗透也不是

十分理想。在课堂教学或是学生实习实践过程

中，信息道德内容的渗透也不是十分理想。在

具体的课程教学中，教材和教学局限于具体文

献知识的传授，以及专业能力的培养，这在一

定程度上忽略了培养学生的信息观念和信息道

德等方面的教育。在调查的医学高校中，未见

有信息道德专题性质的讲座等。

2.3　可参考资料少

国内目前的研究及报道偏重于信息知识

和信息能力，而针对医学信息道德相同研究的

内容较少。从文献调研分析，较多的对医学生

或医务人员的量表调查，主要还是信息素养或

信息能力的信息采集，涉及信息道德的内容很

少。笔者通过在 CBM 中文献检索发现，有较

多医学伦理或信息伦理学为主题的文献，但以

医学信息道德建设为主题的文献，仅见到武汉

大学人民医院图书馆尚武有文献报道，但是也

是以医院图书馆为研究对象，而不是研究医学

生或医护人员 [13]。较多的论文讨论的是医学

生或医护人员的信息素养，在一些调查中，也

有将信息道德作为信息素养一部分的内容，但

仅限于“是否将参考文献列出”“对知识产权

及版权了解”等文献利用方面。然而信息道德

涉及的问题却是方方面面，每种具体的岗位涉

及到的都不尽相同。丁韧在其著作《网络信息

搜索行为研究》中，以武汉大学为研究对象，

探讨学生网络信息搜索水平、行为特征、行为

影响因素等，构建了高校学生的网络搜索行为

模型，但文中并没有对学生信息道德的深入研

究，且研究对象不是医学专业学生 [14]。

2.4　对信息道德失范惩戒不够

医学生信息道德失范现象屡禁不止，还

有学校监管不力的原因。如考试作弊现象虽然

各高校都三令五申禁止，但时有发生。除考生

及课程内容及考试方法等原因外，考试监管制

度不健全也是原因之一。考试管理制度的健全

和严格执行是直接制约学生考试作弊的有利武

器，然而在考试过程中，有些监考教师对于发

现的作弊现象采取姑息、迁就的态度，使那些

想作弊的学生有机可乘 [15]。此外对学生作弊

的处理不当，如监考老师发现学生作弊行为不

阻止，即使上报到管理部门 ( 如教务处或系部 )

也不及时严格处理，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助长

了考试作弊的歪风邪气以及学生的侥幸心理。

2.5　科研评价导向

SCI 的追逐，对研究生、博士生论文过高的

SCI 毕业要求与学制（3 年）的矛盾等。在医学

生的实习过程中，学生不但要学习理论知识，同

时也要学习临床操作实践，有许多同学还要在实

验室里完成一定的基础医学实验工作，可谓学习

任务相当繁重，这也是医学生的学习特点。实习

中要完成一定量的实习报告、毕业论文、学位论

文答辩等，以及导师交待的其他工作。在任务重，

时间短的情况下，不少学生就铤而走险，学术造

假、论文剽窃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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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养医学生信息道德素养的途径探讨

医学生信息道德薄弱已逐渐成为一个社

会问题，与大数据时代格格不入。信息素养作

为信息化社会的一种基本人权，一方面指具有

较高的信息意识和能力等，同时也是指必须具

有较高的信息道德水平。提高学生的信息道德

素养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笔者认为应有的放

矢、因材施教，结合不同层次、专业学生的特

点有重点地施教。

3.1　新生教育

对于入学新生，应在入学初就要普及信息素

养知识。让学生明白身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时代，

明白信息的重要性，以及信息道德的重要性。开

展方式可以是讲座，新生座谈，主题活动等。本

课题中进行的信息道德问卷调查也是一种较好的

方式，在了解学生信息道德现状的同时，也可以

启发学生思考，让其主动接触到信息道德的一些

理念，并对一些信息道德现象予以判断。

3.2　课堂教育

学生接受知识的主阵地还是课堂。在医学

文献检索教学中，除了让学生学会使用各种专

业数据库、网络获取文献信息，学会如何正确、

合理使用信息，还应开发一些与信息道德密切

相关的教材、教辅材料甚至游戏等，供学生课

外学习参考，让之能够较为系统地学习、理解

信息道德，牢固树立恪守信息道德的理念。

3.3　毕业前教育

对可能出现问题的环节重点关注。如毕

业班的学生面临实习总结、论文答辩、论文发

表等压力，容易出现科研不端、论文抄袭等现

象。应时时提醒学生须持正确的学习态度，加

强一些知识产权、信息政策和法规等内容的学

习，如推荐学生学习中国科学院的《科研活动

道德规范读本（试用本）》（2009 年）等。建

议教学方要根据培养目标，实事求是地合理制

定各类毕业生的论文标准。同时也可根据学生

实际情况，可考虑其他成果形式，如专利、社

会效益等，代替论文，灵活实施，避免过高要

求。对学生的作业、论文严格进行查重查新。

方法如吴育娇等分析了大篇幅抄袭、多篇拼凑

抄袭、伪原创以及关键资料部分抄袭等几种作

弊行为的特征，提出了区别对待不同作弊论文

的建议和有效识别和预防作弊论文的措施 [16]。

发现有信息道德问题的应批评教育，严肃处

理。可通过建立诚信档案 , 填写诚信协议书 ,

营造诚信氛围 , 加强诚信教育等措施促使大学

生树立诚信伦理意识 [17，18]。

3.4　洋为中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

国外学术界对信息造假等行为零容忍，从

1938 年美国耳科学会对一桩学术作弊的调查

与处理可见一斑 [19]。如此就营造了一个较好

的高校学术氛围。国外高校比较重视学生的信

息道德教育，如 Wise,S.L 等报道的信息素养

测评（ILT）将学生网络搜索行为标准分为两

个级别，信息道德都为重要的测评指标之一，

如熟练级（proficiency）提到合理合法地使用

网络信息，高级检索级（advanced）提到在信

息获取和利用过程中了解信息的合法性、社会

经济效应、安全性等。国外著名的高校基本上

对学术作假等零容忍，管理十分规范，所以学

风和校风很好。国内高校学生的信息能力在不

断提高，信息道德也苛待发展，在管理理念以

及技术方法上可以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

4. 小结

2014 年 5 月，美国白宫发布了大数据白

皮书《大数据：抓住机遇、保存价值》，在全

球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份调查报告旨在鼓励使

用数据以推动社会进步，其中有不少涉及卫生

事业的内容。大数据分析能够帮助确定临床治

疗、处方药剂以及公共卫生干预对于特定或广

泛群体的效果，并对传统研究方式提供参考。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们获取信息的壁垒趋

向于零，同时对使用者的信息道德提出更高的

要求。医疗类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交流将产生大

量数据，其中不少涉及患者或者医疗机构的隐

私。医疗卫生信息数据的安全至关重要，医疗

社交媒体平台的管理者，必须充分做到对于其

用户私隐的保护，从而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 [20]。

我们有幸处于大数据时代，能够在信息

的世界里自由翱翔，汲取所需的营养，而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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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亦需要一个秩序来维护，不仅需要信息政策

和法律，更需要自觉自发的信息道德做支撑。

医学生未来大都会从事卫生事业，肩负着维护

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任。生物医学类的

研究，因生命现象比较复杂，实验结果并不容

易做到精确和可重复，所以该领域的科研不端

行为不容易被察觉 [5]，以致学术不端行为、信

息道德缺失事件屡屡发生。一些国内外研究

表明，医学工作者的信息道德表现与学生时期

的教育密切相关 [21,22,23], 很多素质是在学生时

代培养的，在医学生学习阶段加强信息道德教

育，是减少未来生物医学领域学术不端现象的

重要举措。只有具备较高的信息道德水平，才

能在大数据时代真正享受属于自己的人权，为

社会作出切实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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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子病历标准研究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熊冰① 张士靖① Δ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信息管理系，武汉 430030）

摘 要  以 1997-2015 年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核心合集中收录的主题为“电子病历标准”

的文献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应用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析出电子病历标准研究演进过程中的关

键节点文献，整理其演进路径；并应用关键词聚类和膨胀词探测功能分析其研究热点与前沿。

结果表明，电子病历标准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在电子病历标准开发上的应用是目前

电子病历标准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定量研究是电子病历标准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电子病历

系统、金标准、梅奥临床文本分析和知识提取系统（cTAKES）、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语义等是

电子病历标准的研究前沿与发展趋势。

关键词  电子病历；标准；CiteSpace；信息可视化

Th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on Literatures of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Standard Research 

Xiong Bing，Zhang shijing
Department of Medic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Tongji Medical College of Hust，Wuhan 

430030，Hubei，China
Abstract
We retrieved the whole documents data by topic word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standard” from 1997 to 2015 in Web of Science,fitered the critical node documents in the 
revolution of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standard research to show the evolution pathway of 
the research of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standard by knowledge visualization tool, CiteSpace.
We also applied its fuction of keywords clusting and burst detecting to analyse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research fronts.The results are showed as follows. The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standard research and the applications of computer technology 
in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standards are two dimain research field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Quantitative method is the research paradigm. Such subjects or fields as 
EMR system, gold standard,Mayo clinical Text Analysis and Knowledge Extraction System 
(cTAKES),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semantic are research fron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future.

Key words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tandard；CiteSpace；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1　前言

电子病历是当下卫生信息领域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它是患者在医院诊疗过程信息的详细

记录，通过共享和交换这些数据可以让个人甚至全民的治疗和健康得到极大改善。然而，由于

电子病历统一规范的缺乏以及在不同系统之间传递数据标准的缺乏，这些医疗数据的共享和交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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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受到了很大阻碍 [1]。通常要做所谓的接口才

能进行数据交换 [2]。因此，国外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就关注电子病历标准的研究，相关文

献数量逐年增长，近几年更是呈迅猛发展的态

势，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科研网络”。

尤其是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发表在

SCI 期刊上的相关文献数量所占比重高达 90%，

仅美国就占了总发文量的 60%；此外，美国国

家标准局 (ANSI) 于 2007 年正式批准《电子病

历系统功能（ANSI/HL7 EHR）》，这也是世界上

第一个关于电子病历的国家标准 [3]。相比较我

国的研究还比较落后，发文数量和标准开发能

力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目前为止还没有规

范统一的电子病历标准 [4]。正因为如此，本文

试图通过知识可视化分析技术，寻找关键节点

文献，探究 20 多年来国际电子病历标准研究

的演进路径；通过热门关键词和新出现的词汇，

发现电子病历标准研究的热点和前沿，以期为

国内相关研究人员提供未来研究的选题和突破

口，促进我国该领域研究的国际化进程。

2　工具和样本

2.1　可视化工具

本文选取的分析工具是美国德雷塞尔大

学陈超美博士开发的 CiteSpace 软件。相比其

他可视化软件，CiteSpace 有着支持多种数据

库格式、构建多种常见的关系矩阵、实现多种

类型的可视化图谱等特点。CiteSpace 使用不

同的布局来对网络进行可视化。发现的聚类名

称可以使用不同的度量指标来分配。最后，用

户图形界面可以形象地展示出电子病历标准研

究的演进路径、研究热点与研究前沿，使我们

与网络交互开展更深入的探索。

2.2　样本选择

以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核心合集为数据

来源，检索途径选择“主题检索”，检索式为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OR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OR Computer-based Patient Record) 

AND standard) ”，并且将文献类型限定为文章

（Article），检索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1 日，共

检索出 1475 条论文记录。考察检出文献的出

版时间列表，发现第 1 篇论文的发表时间为

1997 年，故检索年限为 1997-2015 年。

2.3　样本处理

将文献记录以纯文本的格式保存到数据

文件夹，选择全记录保存以及包含引用的参考

文献。CiteSpace 软件的优势在于发现知识间

新的关联，因此本次研究没有对样本进行总体

筛选，只是在数据录入时对格式等严格要求。

如果数据中有不相关主题的文献，分析结果很

有可能会出现不相关的独立的聚类，这种情况

可以直接忽略掉这样的聚类。 

2.4　CiteSpace 参数设置

将 1997-2015 年 发 表 的 电 子 病 历 标 准

主 题 的 1475 篇 论 文 的 全 部 题 录 数 据 导 入

CiteSpace 软件中，时间分区设为每 2 年一个

分区，共分为 9 个时间段。分析节点选择“cited 

reference”，调节阈值设定为（3，2，15），（3，2，

15），（3，3，20）。运行 CiteSpace 软件，得到

文献共被引网络分布图，析出关键节点文献。

主题词分为名词短语（noun phrase）和词频突

出增长的“涌现”词（burst term）两种，将

其 来 源（term sources） 选 为 标 题（title）、 摘

要（abstract）、作者关键词（descriptors）、附

加关键词（identifiers）。名词短语表达电子病

历标准研究的研究热点，“涌现”词表达电子

病历标准研究的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 [5]。

3　结果与分析

3.1 电子病历标准研究文献量的时间序列

分布      

图 1 所示，电子病历标准的第 1 篇论文

发表在 1997 年，1997-2005 年的年发文量维

持在较低水平，可以视为电子病历标准研究的

起步阶段；从 2005 开始，论文数量逐渐上升，

2005-2011 年为逐步上升阶段；2011 年之后的

发文量迅速增长，超过历年增长幅度，呈现迅

猛增长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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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WOS 核心合集收录主题为“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standard”文献量的时间序列分布

3.2　电子病历标准研究的演进路径分析

CiteSpace 可 视 化 软 件 对 共 引 网 络 图 谱

的 显 示 有 两 种 不 同 的 视 图 方 式， 即 聚 类 视

图（Cluster View） 和 时 区 视 图（Time-zone 

View）。时区视图的显示方式突出共引网络节

点随时间变化的结构关系。利用 CiteSpace 软

件运行得到电子病历标准研究文献共引网络节

点的时区视图（图 2），中心性大于等于 0.35

的 6 篇关键节点文献的详细信息见表 1。

图 2　电子病历标准研究共引网络节点的时区视图

表 1　电子病历标准研究的 6 篇关键节点文献（按中心性排序）

关键节点文献 作者和机构 期刊

被引频次

（WOS/ 本文

数据集）

中心

性

① HL7 Clinical Document Architecture, 

Release 2(HL7 临床文档架构，第 2 版 ) 
[6]

Dolin RH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2006

227/25 0.80

② The eMERGE Network: A 

consortium of biorepositories linked 

to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data for 

conducting genomic studies (eMERGE

网络：链接到基因组研究电子病历数

据的生物数据库联合体 ) [7]

马什菲尔德医学

中心

McCarty CA

BMC Medical 

Genomics，2011
140/11 0.67

③ Mayo clinical Text Analysis 

and Knowledge Extraction System 

(cTAKES): architecture, component 

evaluation and applications ( 梅奥临床

文本分析和知识提取系统（cTAKES）：

结构，构件评估及应用 ) [8]

梅奥临床医学中心

Savova GK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2010

158/14 0.50

④ LinkEHR-Ed: A multi-reference 

model archetype editor based on formal 

semantics(LinkEHR-Ed: 一个基于形式

语义的多参数模型原型编辑器 ) [9]

巴仑西亚理工大学

Maldonado J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Informatics ，2009

27/6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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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Providing concept-oriented views for 

clinical data using a knowledge-based 

system: An evaluation（利用以知识为

基础的系统为临床数据提供概念视图：

评估报告）[10] 

美国哈佛大学附

属布列根和妇女

医院

Zeng Q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2002

34/5 0.37

⑥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mproves Identifica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Testing in the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自然语言处理提高在电子病

历上检测结肠直肠癌的识别能力）[11]

美国范德比尔特

大学

Denny JC

Medical Decision 

Making，2012
13/6 0.35

续表

文献①的中心度最高（0.80），也是本数

据集中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文中指出“临床

文档架构，第 1 版”（CDA R1）在 2000 年 11

月被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批准为 HL7

标准，成为第一个源于 HL7 标准参考信息模

型 的 规 范 文 件。2005 年 5 月，“ 临 床 文 档 架

构，第 2 版”（CDA R2）被美国国家标准学会

（ANSI）批准为 HL7 标准。文章的重要性体现

在其详尽描述了“临床文档架构，第 1 版”演

变至“临床文档架构，第 2 版”的整个过程，

特别是在临床事件的语义表达领域。

文 献 ②“eMERGE” 全 称 是“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and Genomics”， 即“ 电 子 病

历和基因组学”。eMERGE 网络在 NHGRI（美

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的支持下建设起

来 , 结合了先进的临床信息学、基因组学和社

区咨询 , 象征着以数据驱动的方法将基因组信

息纳入日常医疗服务发展迈出了第一步。这篇

关键节点文献是电子病历数据交换与基因组信

息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标志，阐述了站点间数据

流动的通用算法，基因组和临床来源数据的隐

私保护以及 GWAS（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数据

的跨站点 Meta 分析。

文献③全面描述和评估了作者所在团队

构建的从电子病历临床自由文本中提取信息的

自然语言处理系统，该系统在团队官网上以开

源形式发布。与以往反复提及的“数据提取”

不同，作者前瞻性地提出了“知识提取”的概

念，并将其与临床文本分析进行了整合。梅奥

临床文本分析和知识提取系统作为一个开放源

代码的自然语言处理系统，针对临床医疗领域

创造了丰富的语言和语义标注，对之后电子病

历数据的提取与交互以及临床文本分析的研究

乃至相关系统的开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文献④旨在开发一种能够处理多个参考

模型的强大的原型编辑框架，面向语义描述和

标准化的遗留数据。作者推荐了一种基于树形

结构数据范式的原型的规范化定义部分方法，

即标题中提到的原型编辑器“LinkEHR-Ed”。

结论表明“LinkEHR-Ed”是构建、处理和校

验基于任何参考模型的原型的有效工具，支持

原型的编辑和语义验证以及映射到数据源的技

术规范，并且能够自动生成数据转换脚本。

文献⑤是对一个利用医学概念间相互关

系的知识基础来推断电子病历数据内在联系的

系统进行评估，该系统用于识别电子病历上具

有关联性的患者信息，对信息超载通过比较每

个视图与整个记录的信息量进行评估，以达到

减少临床医生的信息过载，改善临床数据检索

准确性的目的。

文 献 ⑥ 通 过 对 NLP（ 临 床 自 然 语 言 处

理）系统进行改造来识别临床电子文档中 4 种

CRC 测试（结肠镜，乙状结肠镜，大便潜血

试验和双重对比钡灌肠）的数据，可改善结肠

直肠癌患者较低的筛查率，提高患者的诊疗质

量。在电子病历标准开发中，一段诊疗记录的

切分、抽取等均需要术语系统来支撑，该文的

突出贡献正是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完善了电

子病历鉴定的应用，充分发挥了临床电子文档

中文字、数据及标识符的潜在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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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文将电子病历标准研究的演

进路径表示如图 3。

图 3　电子病历标准研究演进路径上 6 篇关键节点

文献的核心观点

3.3　电子病历标准研究的热点分析

利 用 CiteSpace 术 语 自 动 聚 类 功 能， 可

以 确 定 电 子 病 历 标 准 的 主 要 研 究 领 域 和 研

究热点。在上述关键节点文献知识图谱的基

础 上， 点 击“cluster”， 聚 类 标 识 来 源 选 择

“label clusters with title words”，聚类算法选择

“tf*idf”，即利用词频 - 逆文档频率算法从引

文的题名中提取聚类标识术语。

图 4　电子病历标准研究热点的自动聚类标识

图 4 显示电子病历标准研究有 17 个聚类

标 识， 其 中 有 意 义 的 一 簇 是 #1、#10、#11、

#15 这 4 个聚类，主要探讨了电子病历标准研

究的内容和方法，特别提到了标准的适用性；

另一簇是 #5、#12、#14、#16 这 4 个聚类，主

要涉及计算机技术在电子病历标准开发上的

应用，包括检索算法、数据评估、非结构化

等概念；余下的为一些无关的聚类。为了进一

步验证这 2 簇自动聚类标识，通过析出高频名

词术语来进一步确定电子病历标准的研究热

点。词项选择名词短语（noun phrases），选择

Pathfinder 算法以只显示网络中的关键结构并

提高运行速度，运行 CiteSpace 软件得到出现

频次大于等于 50 次的 10 个名词术语，表 2。

表 2　10 个出现频次≧ 50 的术语

序号 术语（英文） 术语（中文） 频次

1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电子病历 250

2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电子健康档案 217

3 Electronic Health 电子健康 92

4 Primary Care 初级医疗 65

5 Medical Record 医疗记录 63

6 Standard Deviation 标准偏差 61

7 Health Care 卫生保健 60

8 Clinical Data 临床数据 56

9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阳性预测值 55

10 Confidence Interval 置信区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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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可见，10 个高频术语中，医疗记录、

标准偏差和临床数据 3 个术语可以较为准确地表

征“电子病历标准”这一聚类。另外发现，阳性

预测值和置信区间这2个术语的出现频次也很高，

说明电子病历标准研究可能较多采用统计学的方

法，定量研究为电子病历标准的研究范式。

3.4　电子病历标准研究的前沿分析

陈 超 美 博 士 认 为， 使 用 突 现 主 题 术 语

（surged topical terms）要比使用出现频次最高

的主题词（title words）更适合探测学科发展

的新兴趋势和突然变化。利用 CiteSpace 提供

的膨胀词探测技术和算法，通过考察词频的时

间分布，将其中频次变化率高的词（突现词，

burst terms）从大量的主题词中探测出来，可

以揭示电子病历标准的研究前沿。将词项选择

为“burst terms”，运行 CiteSpace 软件，得到

4 个变化频次最高的突变词，表 3。

表 3　4 个变化频次最高的突现词

序号 突现词（英文） 突现词（中文） 变化频次

1 EHR SYSTEM 电子病历系统 56

2 GOLD STANDARD 金标准 41

3 MAYO CLINIC 梅奥临床文本分析 30

4 SEMANTIC 语义 17

表 3 可见，“电子病历系统”这一术语的

变化频次最高，说明电子病历标准的研究紧紧

围绕着电子病历系统展开，电子病历系统是至

关重要的载体。“金标准”这一术语的变化频

次同样处于较高水平，表明标准研究和开发人

员试图构建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高效率的电

子病历标准，以解决因各个医疗机构之间医疗

数据交换标准不一致而导致的医疗信息流通障

碍，从而实现高效快捷的医疗信息沟通。“梅

奥临床文本分析和知识提取系（cTAKES）”作

为一个研究前沿，体现了该系统在利用自然语

言处理技术完善电子病历数据的提取与交互方

面取得的成果得到标准研究人员的认可并越来

越受到重视，成为电子病历标准研究的一个重

要工具。最后，“语义”这一术语提示语义与

电子病历标准的研究有着重大联系。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通过对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收录的电

子病历标准主题的研究论文的可视化分析，可

以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4.1.1　电子病历标准研究涉及医学、计

算机科学、情报学等多学科的交叉领域，近几

年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于标准研究的重要性越

发受到重视。

4.1.2 电子病历标准研究经历了这样一个

演进路径：21 世纪初，临床电子数据的利用开

始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此时电子病历数据的交

互被视为重要内容，有学者尝试利用现有系统

与工具对这个过程进行描述与推断。2005 年

是里程碑式的一年，“临床文档架构，第 2 版”

（CDA R2）被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正

式批准为 HL7 标准，HL7 标准后来逐渐发展

成为国际上得到广泛应用的医疗数据交换标

准。同时，语义对于电子病历标准研究的重要

性被推向新的高度。2010 年之后，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应用的普及极大地推动了电子病历标

准研究的发展，基于此技术衍生出的系统及工

具为临床医疗领域创造了丰富的语言和语义标

识，对电子病历数据的提取与交互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如今，电子病历数据自身具备的价值

以及临床数据的交互所具有的潜在效用引起了

广大标准研究者和开发者的关注，电子病历标

准相关研究正处于迅猛发展的时期。

4.1.3 电子病历标准研究的研究热点是临

床数据和标准偏差。研究方法多采用定量研究

的方法。

4.1.4 电子病历标准研究的前沿有 4 个：

一是电子病历系统与相关标准；二是电子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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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标准的研究；三是梅奥临床文本分析和知

识提取系统（cTAKES）；四是语义与电子病历

标准的联系。

4.2　建议

4.2.1　高度关注规范统一的电子病历

标准研究

我国要实现电子病历的共享，医疗数据的

互联、互通，必须出台国家层面的电子病历标

准，应该深入分析研究 HL7，DICOM、UMLS

等国际标准如何在中国生根的问题。

4.2.2　重视基于语义的电子病历标准研究

我国虽已颁布了几部规范性文件为电子

病历的标准化提供参考，但都未达到真正的语

义层次，这也是目前国内标准难以统一的一大

原因。虽然有 UMLS 这样得到广泛认可的医学

语言集成系统，但中文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需

要构建符合中文表达的医学语义网络，制定符

合中文表达的基于语义的电子病历标准。

4.2.3　重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应用

近年来国外对电子病历标准的研究更多

关注的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我国电子病历的

叙述性描述是以中文为主的，所以中文的医学

自然语言处理应该是我国学者关注的重点。

4.2.4　探索我国电子病历的金标准

近年来国外有学者开始提出“电子病历金

标准”的概念，并展开思考与研究，尽管尚处

于起步阶段。我国学者应该注意跟踪这样的研

究，探索我国电子病历的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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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媒体－无线服务器的肾病患者健康教育移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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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肾病科 上海 200032

摘要：本文介绍基于无线服务器的肾脏专科健康教育移动平台。该系统适用于患者在医院

门诊、血液透析和住院病房等候时用智能手机或 Ipad 等移动终端进行实时健康教育。系统的

功能有对医院、科室、医师的介绍性内容；有健康教育视频；有专科健康教育的必修内容；有自

助挂号、检验报告查询等服务性内容；有影视片、游戏等娱乐内容。该平台构架由医院、患者、

服务公司三方面组成，软件通过建立专科数据模块，硬件通过智能手机、无线服务器、互联网

等实现，并有云计算和大数据功能。该系统适合健康教育，并有利于提高医疗服务。

关键词：肾病  健康教育  移动平台 无线服务器

Based on new media - wireless server kidney patients health education 
mobile platforms

Jiang guihua1 Jiang jingen2 Wang nianson1

1Department of kidney-rheumatism, The sixth people'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to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3, China

2Department of kidney , The zhongsha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2，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wireless server kidney specialist health education 
mobile platforms. This system is applicable to patients in hospital outpatient service, blood 
dialysis and hospital ward waiting on a smart phone or the mobile terminals such as real-time 
health education. The function of the system of hospitals, departments, physicians introductory 
content; Have health education video; Have specialized health education compulsory content; 
Such as self-help registration, inspection report query service content; There are, games, 
entertainment such as TV and movies. The platform architecture composed of hospitals, 
patients and service company,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specialized data module, the 
software hardware by smart phones, wireless server, the implementation, such as the Internet, 
and cloud computing and big data function. The system is suitable for health education, and to 
improve medical services.

Keywords:  kidney  health education  mobile platforms  The wireless server

随着医疗信息化的深入发展，远程医疗、

区域信息化、移动医疗、穿戴式医疗、大数据、

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日益进入到具体应用中。

而患者的健康教育也由杂志、电视、网络、讲

座发展到远程教育、点播式教育。智能手机又

是一个良好的教育终端。本文分析在患者肾病

门诊、血液透析和住院就医时，进行移动式健

康教育的模式、及平台建立。

1　无线服务器功能和组成

1.1　无线服务器的新功能

目前传统的无线网络都是基于 AP+AC 的

模式建设，这种网络部署面临以下问题：

无法解决大并发量流畅访问的问题，很容

易堵死，网络内有一人看视频，带宽都会被占

用，导致大家都访问不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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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路由器本身的计算和存储能力有限，

很难扩展更多应用；

完全依赖于互联网，若不能连接互联网则

整个网络将全部瘫痪。

针对传统 AP+AC 模式的无线网络部署方

式及其所面临的问题，同时考虑到医院持续大

人流量的特点及各种人群的个性化需求，技龙

科技利用专利产品打造了新一代创新无线服务

网解决方案。

在用户 - 互联网之间增加了一层：用户 -

无线服务器 - 互联网，形成一个中转站

为医院、各个科室、患者提供针对性的内容

与功能

解决大并发量的高频度访问问题，并大大降

低互联网接入带宽的需求。另外，各个科室

的无线服务不依赖于“主干网”——即使主

干网出现拥堵、断网情况，也不影响所有科

室的无线服务体验

图 1　无线服务器

1.2　无线服务器产品特点

无线服务器是专为手机、平板、笔记本电

脑等提供无线访问的局域网服务器，包括以下

四大模块：

网络模块：提供网线口、光电口，3G\4G

模块等接入互联网；

无 线 模 块： 遵 循 IEEE 802.11b、IEEE 

802.11g、IEEE 802.11n 协议，支持 2.4GHz 频

段；提供 WIFI 服务；

主机模块：包括 CPU、内存、存储等，提

供计算与存储服务；

电源模块：交流电支持 AC 100-240V 宽

电压，直流电支持 DC 9-36V 宽电压。

无线服务器小巧易安置，尺寸大小约为

15CM*15CM*2CM。

无线服务器具有以下特点：

● 建立无线局域网：服务器自带无线模

块，用户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连

接此无线网络，即可访问服务器；

● 提供内容服务与管理：提供信息内容

服务、影视点播、应用下载、游戏等；服务器

内容可以用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管理

维护；

● 国际化支持：不同语言的手机、平板电

脑访问内容时，自动显示对应的语言内容，如：

德语的手机看到的只是德语的界面；英语的手

机看到的只是英语的界面；

● 支持第三方开发：开放的系统设计，可

以开发任意功能放进去，无限扩展；

● 可连接到互联网：可以独立运行，不依

赖于任何网络与设备；也可以通过内置 3G\4G\

RJ45 口，或连接到其他 WIFI 设备，接入互联

网运行；

● 性能强、稳定：信号强、支持用户量

大；标准版可支持 50 个用户，适合内容量大、

并发用户多的公众场合；多台服务器可自动组

网、自动漫游；

● 智能化：可以定时提供无线服务，非服

务时间自动关闭电源，定时自动开启电源提供

无线服务；进入到可用的 WIFI 网络时，自动

联网，实现自动更新；

● 抗干扰能力强：设备能根据周围无线

网络环境，避开繁忙的信道，自动选择最佳信

道，给用户很舒畅的访问体验；

● 多种电源支持、低功耗：本设备低功

耗，电源可以支持 220V 交流电，也可以支持

9-15V 的车载直流电，可以自带电池，支持

8-48 小时，甚至更长；

● 可监控：在网络上可以对设备进行远

程监控，及时了解机器的运行情况；

● 安全性：硬件、操作系统、服务器软

件、无线模块、控制继电器都是完全定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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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安全性得到充分保障；

● 硬件可定制：同时支持的无线访问用

户量可根据场景需求做定制，以保证一定数量

的无线终端访问；CPU、存储、电池、外壳均

可根据需求定制配置，满足不同场景需要。

1.3　医院无线服务网络架构

POE供电交换机
（楼层）

楼层无线服务器

汇聚交换机
（门诊楼）

医院服务器
（5号楼）

无线终端

诊间无线服务器

诊间无线服务器

核心交换机
（5号楼）

POE供电交换机
（楼层）

楼层无线服务器

诊间无线服务器

诊间无线服务器

无线终端

路由器

汇聚交换机
（其他楼扩展）

网线

光纤

图 2　医院无线服务网络架构

2　健康教育平台功能分析

肾病患者健康教育移动平台的主要功能

是为患者提供健康教育和健康服务。健康教育

和服务的时间在医院门诊就诊处、血液透析室

和住院病房。无线服务器提供 wifi 上网，不用

患者手机流量，可进行健康教育和健康服务。

患者在医院等候时间可以利用手中的智能手机

或 Ipad 观看健康教育内容，还可参与平台提

供的娱乐活动。平台的内容可以包括介绍性内

容；就诊专科及相关科室的健康教育视频；专

科健康教育必修内容及自测；医疗服务包括检

验结果查询、自助挂号、服务查询如医师就诊

时间查询等；娱乐活动如游戏和影视片等。健

康教育和服务的内容可以随需要而扩展。

2.1　介绍性内容

平台首先可以展示医院、科室和医师的介

绍性内容。

医院介绍性内容包括医院概况、医院特

色、重点科室、专家门诊、特需门诊等患者最

为感兴趣和需要的内容。内容以文字为主，也

可以是视频介绍。

科室介绍性内容是重点介绍的内容，包括

科室概况、科室特色、科室医师、科室专家门

诊时间等。科室特色应该让患者了解该科室的

临床和科研成果、重点研究方向、在国际或国

内或市内领先的诊断治疗方法。让患者可以结

合自己的病情作有的放矢的选择。在肾病科可

以重点介绍科室在原发性肾小球肾炎、IgA 肾

病、狼疮性肾炎、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

血液透析、腹膜透析、肾脏移植、急性肾损伤

等方面的特色。

科室医师介绍有利于患者更好根据医师

的专长选择医师。医师在常年的临床实践中积

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临床和

研究特长，往往在专长基础上更有特长。这些

特长大多只有本医院部分人员或本科室人员了

解，通过介绍可以让患者根据自己的病情找到

相应的医师，得到更好的诊断和治疗。医师介

绍还包括医师出诊时间等。

科室和医师介绍可以是文字介绍也可以

是视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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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健康教育视频

健康教育视频是该系统和平台的主要部

分。健康教育视频内容以本专科为主，也可包

括相关科室。为方便读看，视频不宜太长，以

15 ～ 30 分钟一个为好。视频内容的组成可以

有多种设计。

传统教科书式组成。分为原发性肾小球

肾炎和继发性肾小球肾炎，每种疾病又分为

病因、发病机理、病理、诊断、治疗、预防

等。由于每个病、每个章节时间都比较长，需

要把每个章节拆分成多个视频，保持每个视频

5 ～ 10 分钟。

问答式健康教育组成。每种疾病选择主

要问题，以问答的形式录制视频，内容相对比

较系统。这种形式比较容易保持每个视频几分

钟。如原发性肾小球肾炎 300 问、糖尿病肾病

100 问、狼疮性肾炎 100 问、尿路感染 100 问等。

按需组成健康教育视频，其内容不成系

统，按专科门诊的需要，挑选一些常见的需要

解答的内容，录制成视频。如针对肾病科门诊

患者常见的问题，解答“尿微量白蛋白的检查

意义”、“尿红细胞位相检查的临床意义”、“24

小时尿系列检查的临床意义”、“如何做中段尿

细菌培养”等。 

2.3　专科健康教育必修内容。

为让病人自己掌握与疾病作斗争的本领，

更好控制疾病，设置一些不同疾病患者的必修

内容。内容逐步做到标准化、指南式。制定患

者对疾病知识的应知应会。并有患者自测的内

容和方法。

如目前发病率比较高的糖尿病肾病，在

我国已逐步变为慢性肾功能不全原发病的第一

位。对于糖尿病肾病，疾病的自我管理是很重

要的，直接影响疾病的控制和治疗效果。运动

和营养的管理，体重的控制，血糖的监测，检

验指标的定期随访，药物的调整都需要患者自

我管理。而良好的自我管理需要有一定的知

识，在上述方面制定患者需要的应知应会，通

过健康教育并一定的测试，让患者掌握必修的

内容，以更好地管理和治疗疾病。

又如慢性肾功能不全是直接发展成尿毒

症的潜在因素，如何避免或延缓发展成尿毒

症，患者的自我管理也非常重要。低蛋白饮食

和营养治疗可减轻肾脏的负担；血压、血糖、

血脂、尿酸的严格控制可以减少对肾脏的不利

因素；合理的免疫治疗控制肾脏的炎症发展；

活血和肠道排毒有利于延缓肾功能发展。这些

也需要患者掌握必要的医学知识进行自我管理。

2.4　云计算功能。

系统平台可以提供健康教育视频的云上

传、云储存、云备份、云服务。

医院内服务器可以进行数据的更改和储

存，同时通过云计算平台上传到院外数据服务

器进行储存和备份。同时，院内服务器可以下

载和更新院外管理服务器的软件，也可以下载

院外数据服务器的公共健康教育内容。

院外管理服务器可以远程管理医院内服

务器，进行软件的更新，健康教育内容的增减，

提供云服务。云服务也可通过软件设置进行自

动的系统更新、健康教育内容的上传、储存、

备份、下载等功能。

该系统平台可以同时为众多医院科室提

供云服务。

2.5　大数据功能。

当该系统平台与多个医院肾病专科相连

时，患者观看健康教育视频的信息可以形成大

数据，该数据可被用来分析健康教育的效果。

通过登录信息可以统计参与移动健康教

育的人数、性别、年龄等。

通过分析患者对健康教育内容的点击率

和观看视频的时间，可以了解患者对什么问题

感兴趣，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可以分析健康教

育的需求。

通过设置对健康教育内容的反馈意见，如

设置好、良、一般、差，或者设置有用、一般、

无用等，来统计分析健康教育的效果。

3　应用案例

上述无线服务器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肾脏风湿科门诊和血液透析室初步应用，患者

反映良好。

应用情况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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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病科无线服务器

可以看到（对于患者）
病种相关的所有科普知识
健康教育

可以看到（对于科室管理人员）
时间段、有多少人、用什么手机、对哪些内容感兴趣

优化内容及布局、优化推广方式 达到最佳效果

可以做到
维护管理里面的内容
发布面向医护人员的应知应会知识
发布面向患者的应知应会知识

门诊 病房 血透室

图 3　无线服务器在肾病应用示意图

图 4　健康教育移动平台模块 和 医师介绍

图 5　健康教育视频（可全屏）和  健康教育内容

血液透析室访问内容点击次数统计（3434次/周）

图 6　血液透析室患者访问点击次数统计

苹果：1381次
安卓：2053次
合计：3434次

访问终端型号统计

图 7　患者手机访问终端型号统计

3　讨论

移动式健康教育是在移动终端智能手机

和 Ipad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之前，最经典

的患者健康科普教育是实时现场讲座、书本杂

志、电台和电视传播，目前仍有巨大市场。其

特点是有组织讲授式的。各种网站发布的健康

教育文字和视频给患者自主查询需要的健康教

育内容提供了方便。特别是百度文库，涵盖了

大部分医疗知识。远程教育主要是上级医务单

位给下级医务单位讲座，而给患者讲座一般不

采用远程方式。点播式教育可以面向医师，也

可以面向患者。通过网络在电脑上收看事先录

制好的节目，其内容往往是收费的培训项目大

于免费的患者健康教育讲座。跨国大师们的点

播式讲座受到了专业人士的欢迎。通过健康教

育 APP 和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健康教育信息是

近年发展起来的方式。患者通过智能手机或

IPAD 可以方便观看，包括文字和视频，但内

容量较小，需用患者的通讯流量。

而无线服务器（上海技龙计算机科技有

限公司专利产品）可以单独成为一个无线局域

网，也可以多个连成全院的无线服务网，为患

者提供健康教育和信息服务，是医院信息化发

展新的内容和需要。

医院用无线服务器其内容可由专科医师

按需要自己编纂，包括文字、图片和视频，内

容量无限大，不需用患者的手机流量，是健康

教育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在无线服务器内事先

编制好患者应知应会科普教育视频后，患者可

以在门诊、住院、治疗（如输液室、血透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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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时，用自己手机、IPAD 连上无线服务器，

观看学习其内容。也可以组织好患者，有计划

的学习应知应会内容。也可以把无线服务器放

在社区医院，由社区医院医师组织有关患者学

习应知应会内容。除了患者用手机和 IPAD 观

看以外，无线服务器也可以连接到电视机，供

组织学习使用。所以无线服务器是健康教育科

普的一种新媒体。

无线服务器作为健康教育科普载体具有广

泛应用前景 . 无线服务器的通用特点是可以储存

大容量的文字和视频等科普教育内容，凡是有

人群等候的部门和地方，都可以用无线服务器

来提供科普教育。譬如医院门诊部、住院病房、

旅游大巴、游轮、博物馆、公共图书馆、银行

网点、机场候机室、火车候车室、学校图书馆、

政府办事服务网点（如社区服务中心）、餐饮店、

酒吧、咖啡店、按摩店、美发店等，都可以通

过无线服务器提供相应的科普教育内容。所以

用无线服务器作为科普教育媒体具有广泛的经

济和社会应用需求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用无线服务器作为载体，除了放置科普

视频外，还可以编辑考核软件和管理软件。由

于应知应会的内容具有指南性和规范性，其教

育模式课题可以推广至上海各级医院和街道社

区，也可推向全国，大大节约了科普教育的成本。

该健康教育移动平台有利于医患交流，医

师可以把本专科患者必须了解的防治知识教给

患者。患者可以通过该平台了解医院、了解

科室、了解医师，可以通过了解疾病的防治知

识，提高疾病治疗效果，从而有利于改善医患

关系，节约医疗成本，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本系统以肾脏专科为示例，也可适用

于其他各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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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高效秘密共享技术的医疗云数据存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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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实现云计算时代医疗数据管理的安全性、高效性和低成本。我们建议使用异或

运算构造的 ramp 秘密共享方案对医疗数据进行安全的“多云”分布式存储管理。通过对比异

或运算和经典多项式运算的处理效率，以及运用实例算法讨论 ramp 方案的安全性。我们发现

这种技术高效、安全，可避免密钥保管问题和单点失效风险，增加破解难度，可保证数据的长

期安全性，并大幅降低存储和安全保护的成本。使用异或运算构造的 ramp 秘密共享方案非常

适合云计算时代的医疗云数据存储管理。

关键字：秘密共享；远程备份；隐私保护；云存储

High-speed secret sharing technology for medical cloud data 
management

GONG Qingyue, HU Kongfa, SHI Cheng，SHENG Junlo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lege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210023, CHINA)

Abstract: To realize medical data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of security, high efficiency and 
low cost in Cloud Computing Era. Ramp secret sharing scheme using EXCLUSIVE-OR(XOR) 
is proposed for "multi cloud" distributed storage management of medical data. By comparing 
XOR-based secret sharing with polynomial-based secret sharing, and discussing the security 
of ramp secret sharing scheme, we found XOR-based ramp secret sharing scheme is efficient 
and safe. It can avoid key management issues and a single point of failure risk,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crack, ensure long-term security of data, and greatly reduce the cost of storage and 
protection. So XOR-based ramp secret sharing scheme is very suitable for medical cloud data 
storage management.

Key words: Secret Sharing, remote backup, privacy protection, cloud storage

如今的医院信息系统对于医院来说具有

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 任何灾难导致医疗数据的

丢失都可能给医院造成严重的后果。医疗数

据中可用于识别和推断患者身份的内容一旦被

泄露，患者的声誉或财产将面临巨大的风险或

伤害 [1]。医疗数据量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一个

CT 图像含有大约 150MB 的数据，一个基因组

序列文件约为 750MB，一个标准的病理图片

接近 5GB。此外，医疗数据还需要越来越长

的保存期，按照我国卫生计生委和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 2014 年颁布的《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

定》，门（急）诊病历由医疗机构保管的，保

存时间自患者最后一次就诊之日起不少于 15

年；住院病历保存时间自患者最后一次住院出

院之日起不少于 30 年 [2]。总之，医疗数据的

重要性、敏感性、巨量性和长期性决定了其管

理的复杂性，如何有效地将巨量数据的安全存

储成本降至最低，是以内容驱动的医疗和生命

科学机构面临的根本性挑战。

1　研究背景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我国绝大多数医院

目前的数据容灾等级只达到了最低的 0 级，即

只有本地备份，没有异地备份，这种情况甚至

发生在省级综合性医院，一旦本地发生毁灭性

灾难，将丢失全部的本地备份数据，使得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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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恢复。在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卫生管理部

门都要求医疗数据在远程数据中心存档。尽管

一些商业软件提供了数据异地备份的功能，例

如，Oracle 11g 版本可将本地数据使用传统加

密算法（如：AES 和 3DES）加密后上传至一

个远程站点，万一这个远程站点内部有人恶意

破坏数据，或与其连接的网络出现故障，都会

导致单点失效的安全风险。

传统加密算法主要分为对称加密和非对称

加密（也称公钥加密）技术，对称加密的单一

密钥存储与传递具有极大的安全隐患，非对称

加密的安全性一般基于计算的复杂性，这不仅

影响处理效率，而且其安全性会随着计算能力

的提高而降低，在当今计算能力可无限扩展的

云计算时代，其安全性面临严峻的挑战。

（k,n）门限秘密共享（Secret Sharing）技

术允许机密数据在 n 个存储提供者之间共享，

每个存储提供者不管拥有多么强大的计算能

力，也不能从自己的单个分享份额 (share) 中

获知任何信息，只有不少于 k 个的分享份额可

联合恢复原始数据 [3]。

 使用秘密共享技术可将含有敏感信息的

医疗数据分割成 n 个分享份额，分布存储到 n

个不同的站点，构成“多云”分布式存储。该

技术具有以下优点：

1）n 个分享份额具有冗余性，即使任意

（n-k）个分享份额遭到损坏或因网络故障不能

及时获取，也能从其余 k 个分享份额中恢复出

原始数据，保证业务的持续性，避免了“单云”

存储的单点失效风险，具有很好的可用性。

2）秘密共享技术解密时不需要密钥，避

免了密钥泄露的安全风险。

3）秘密共享的安全性不基于计算的复杂

性，而是基于信息控制理论，要想恢复原始消

息只能从不同站点收集满 k 个分享份额并知道

解密方法才可以解密，否则即使拥有无限计算

能力和无限大的存储器也无法破解秘密，破解

难度远远高于传统加密技术，保证了数据的长

期安全性。

4）单个分享份额看起来毫无意义，分享

份额的分发和存储不再需要额外的机密性保护

措施，所以，在使用低成本的云存储的同时，

又减少了安全保护的成本。

医院数据管理人员可将全院每天或每周

的临床数据使用基于高效秘密共享技术的软件

自动存档或备份到多个远程数据中心，不用担

心隐私泄露或单点失效问题。医务工作者也可

使用该类软件将含有敏感信息的任何类型的文

件存储到云端，方便自己随时随地安全地访问

和编辑，避免随身携带数据外出导致的数据丢

失或泄露的风险。在远程数据中心不多的情况

下，可在一个远程数据中心存放少于门限值的

多个分享份额，为保证安全性，至少需要两个

地理位置不同的数据中心。远程数据中心可以

隶属于大型医院、卫生管理部门、医学研究中

心或公共云存储提供商等。云存储提供者可按

提供的存储容量上限来按月或按年收费。

为 了 使 秘 密 共 享 技 术 能 高 效 处 理 巨 量

的 医 疗 数 据， 本 文 第 二 部 分 建 议 在 经 典 的

Shamir(k,n) 门限秘密共享方案的基础上，通过

改变算法和缩短分享份额的长度来提高效率。

2　方法

2.1　算法的效率

2.1.1　多项式算法

Shamir 提出的基于多项式算法的 (k, n) 门

限秘密共享方案 [3] 是目前最为人熟悉和应用

最多的经典方案。该算法的思想如下所示：

1） 加密

假 设 有 秘 密 S， 任 取 随 机 数 a1, a2, …, 

ak-1。令 a0=S，构造如下多项式：

y=a0+a1x+a2x2+…+ak-1xk-1            (1)

任取 n 个不同的数 x1, x2, …, xn 分别代入

上面的多项式得到 y1, y2,…, yn。

将 (x1,y1）, (x2,y2), …, (xn,yn) 分 发 给 秘

密共享的参与方，存放到不同的地方。

2） 解密

任 取 k 个 参 与 方 的 分 享 份 额， 利 用

Lagrange 插值公式重构出多项式 (1)，将 x=0

代入多项式，便可求得原秘密 S=a0

以 (2, 3) 门限秘密共享方案为例，秘密消

息 a0 用公式 (2) 加密，a0 为公式中的常数项，

在公式 (2) 表示的直线上取 A、B 和 C 三个不



- 90 - - 91 -

同的点，将这三点的坐标值（即分享份额）分

配给三个参与者单独保存。

y=a1x+a0      (2)

因为两点就可定义一条直线，所以三点

中任取两点的值就可重构出直线公式，从而恢

复出消息 a0，公式 (3) 中的 S1 表示 A、B 和 C

三点中的任意两点的集合，S1 被称为授权集

合 (Qualified Set)；公式 (4) 中的 S2 表示 A、B

和 C 三点中任意单个点的集合，因为通过任

何一点不能确定一条直线，所以 S2 被称为非

授权集合 (Forbidden Set)。

S1={x, y| x, y ∈ {A, B, C}, x ≠ y} (3)

S2= {x| x ∈ {A, B, C}}             (4)

2.1.2　异或算法

为了提高加密和解密的效率，我们建议将

算法改为简单快速的异或运算 [4]，下面是实现

（2, 3）门限秘密共享方案的异或运算过程，表

达式中“⊕”表示逐位异或运算，“||”表示字

符串连接。

1）加密

将秘密消息 s 分成长度相等的 s1 和 s2 两

个片段，产生由全零组成并且长度与 s1 和 s2

相等的片段 s0；产生与 s 等长的随机数 r，均

分 r 为 r1 和 r2；再按以下方法产生 3 个分享份

额 a、 b 和 c 分发给共享者。

a0=s0 ⊕ r1 a1=s2 ⊕ r2 a=a0||a1   

b0=s1 ⊕ r1 b1=s0 ⊕ r2 b=b0||b1   

c0=s2 ⊕ r1 c1=s1 ⊕ r2 c=c0||c1   

2）解密

下面是分别以授权集合 (a, b)、(b, c) 和 (a, 

c) 重构秘密的计算过程：

s1=a0 ⊕ b0  s2=a1 ⊕ b1       s=s1||s2

s1=b1 ⊕ c1  s2=(b0 ⊕ c0) ⊕ s1  s=s1||s2

s2=a0 ⊕ c0  s1=(a1 ⊕ c1) ⊕ s2   s=s1||s2

2.1.3　算法效率比较

使用相同的 5MB 的试验数据和计算环境，

通过测算重复计算多次所用的时间，再求一

次计算过程平均值的方法，试验测算的结果如

表 1 所示，同样是 (3,10) 门限秘密共享方案， 

使用 Shamir 的多项式算法产生分享份额和重

构秘密各需 100 秒，而异或算法用 0.15 秒计

算出分享份额，重构秘密只需 0.08 秒。再增

加门限数到 (9,10) 进行测算，其他条件不变，

Shamir 的多项式算法需要用 500 秒产生分享份

额，用 1100 秒重构秘密；而异或算法花 0.6 秒

产生分享份额，0.3 秒重构出秘密。由此可见，

异或运算比多项式运算效率提高近千倍，而安

全的性能几乎是相似的。

表 1：两种算法的效率对比

方案类型 Shamir 方案

（秒）

异或方案

（秒）

(3,10) 加密 100 0.15
解密 100 0.08

(9,10) 加密 500 0.6
解密 1100 0.3

2.2　缩短分享份额的长度

秘密共享方案分为完美（perfect）和不完

美（ramp）两类 [5]。对于 (k, n) 门限秘密共享

方案，少于门限值 k 个的分享份额不会泄露原

始消息的任何信息，因而被称为具有完美的安

全性。完美秘密共享方案的缺点是每个分享份

额的长度大于等于原始消息的长度，所有分享

份额的总长度大于等于原始消息的 n 倍，如果

原始消息很长，则加密、解密的计算量，以及

分享份额的存储量和网络传输量都较大，会严

重影响处理的效率，而医疗数据的巨量性特点

使得数据管理技术的高效性与安全性同样重要。

Yamamoto 等 人 提 出 的 (k, L, n)ramp 门 限

秘密共享方案 [6][7][8][9] 的特性是：一个原始消息

可从 n 个分享份额中的任意 k 个获得重构，从

任何（k-L）个或更少的分享份额中得不到原

始消息的任何信息，但可能会从 (K-j)（其中，

j=1, 2, .., L-1）个分享份额中获得一点儿有关

原始消息的信息，这 (K-j) 个分享份额组成的

集合被称为 ramp 集合（也称为中间集合或跳

板集合），因 ramp 集合可能会牺牲一点安全

性，所以该方案被称为不完美的秘密共享或

ramp 秘密共享。

(k, L, n) 方案的优势是：可使每个分享份

额的位长降为原始消息长度的 1/L；产生的所

有分享份额的存储容量为原始消息容量的 n/L

倍；需分发到 n 个不同站点的分享份额的网络



- 92 - - 93 -

第十三届全国医药信息学大会

传输总量也为原始消息容量的 n/L 倍；秘密恢

复时，回收 k 个分享份额的网络传输量为原始

消息容量的 k/L 倍；加密和解密的计算量也因

每个分享份额变短而速度大幅提升。

与经典的 (k, n) 方案相比，(k, L, n) 方案的

存储量、传输量和计算量都有大幅的降低，显

然，(k, L, n) 方案在效率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下面通过具体算法证明，只要合理设计加密算

法，ramp 集合也不会泄露秘密的任何信息。

1）参数的选择

在 (k,L,n) 方案中，若 L=1 ，则 (k,L,n) 方

案等同于 (k,n) 门限秘密共享方案，所以 L ＞

1 才会提高效率；为保证单个分享份额不会泄

露秘密的任何信息，则必须满足 k-L ≥ 1；为

了让分享份额具有一定的冗余度，以防万一

有一个以上分享份额遭受损失，也能恢复秘

密，则须满足 k ≤ n-1；综合上述关系式可知

2 ≤ L ≤ n-2，且 n ≥ 4。若取 n=4，则 k=3，

L=2，下面使用异或算法构建 (3,2,4) ramp 门限

秘密共享方案 [4][10], 并讨论该方案的安全性。

2）秘密分散

将秘密消息 s 等分成 6 个秘密片段。

s=(s0,s1,s2,s3,s4,s5)

产生 3 个与秘密片段等长的随机数。

r=(r0,r1,r2)

利 用 (s,r) 产 生 4 个 分 享 份 额（a,b,c,d），

每个分享份额由 3 个等长的片段连接而成。计

算过程见公式（5）。

公式（5）：加密算法，（s,r）→（a,b,c,d）

a0=s0 ⊕ s1 ⊕ r0

a1=s2 ⊕ s3 ⊕ r1

a2=s4 ⊕ s5 ⊕ r2

a=a0||a1||a2

b0=s2 ⊕ s4 ⊕ r0

b1=s0 ⊕ s2 ⊕ s4 ⊕ s5 ⊕ r1

b2=s1 ⊕ s3 ⊕ s5 ⊕ r2

b=b0||b1||b2

c0=s2 ⊕ s3 ⊕ s5 ⊕ r0

c1=s1 ⊕ s2 ⊕ s3 ⊕ s4 ⊕ r1

c2=s0 ⊕ s1 ⊕ s2 ⊕ s4 ⊕ s5 ⊕ r2

c=c0||c1||c2

d0=s0 ⊕ s1 ⊕ s2 ⊕ s4 ⊕ r0

d1=s0 ⊕ s3 ⊕ s4 ⊕ s5 ⊕ r1

d2=s1 ⊕ s3+s4+r2

d=d0||d1||d2

产生完分享份额后，随机数得全部销毁。

从公式（5）可看出，产生每个分享份额的片

段都用到了一个随机数，并且同一个分享份额

的不同片段使用不同的随机数来产生，这可保

证单个分享份额不会泄露任何信息。a、b、c

和 d 因敏感信息已被隐藏，传输和存储不再需

要机密性保护措施。

3）秘密的恢复

根据异或运算的原理“相同元素异或值为

零，任何元素与零异或为其本身。”可恢复被

隐藏的原始文件信息。公式（6）显示了三个

分享份额 a、b、c 恢复秘密 s 的计算过程。

公式（6）：解密算法，(a,b,c) → s

s0= a1 ⊕ b1 ⊕ b0 ⊕ c0 

s1= a0 ⊕ b0 ⊕ a1 ⊕ c1 ⊕ a2 ⊕ c2

s2= a0 ⊕ c0 ⊕ b1 ⊕ c1

s3=a1 ⊕ c1 ⊕ a2 ⊕ b2

s4= a0 ⊕ b0 ⊕ a2 ⊕ c2

s5=a0 ⊕ c0 ⊕ a1 ⊕ c1 ⊕ b2 ⊕ c2 

s=s0||s1||s2||s3||s4||s5

从 公 式（6） 可 看 出，s0 至 s5 每 个 秘 密

片段的恢复都有 a、b、c 的片段参与，其他授

权 集 合（a,b,d）、(a,c,d) 和 (b,c,d) 的 解 密 算 法

也需要三个分享份额都参与才行。由于担心解

密方法并不唯一，据此还不敢确定少于三个分

享份额一定不会泄露秘密的任何信息，还需验

证任意两个分享份额组成的 ramp 集合的安全性。

4）ramp 集合的安全性验证

先检验 ramp 集合（a,b）是否会泄露信息。

将加密公式变形为公式（7），使公式（7）的

右边只包含 a 和 b 两个分享份额的片段，从公

式（7）可看出，每个秘密片段想从 a 和 b 恢

复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公式中都有不可获知

的随机数，这些随机数在产生完分享份额后就

被销毁了。

公式（7）：加密公式的变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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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a0 ⊕ a1 ⊕ a2 ⊕ b0 ⊕ b2 ⊕ r1

s1=a1 ⊕ a2 ⊕ b0 ⊕ b2 ⊕ r0 ⊕ r1

s2=a0 ⊕ a1 ⊕ b0 ⊕ b1 ⊕ b2 ⊕ r2

s3=a0 ⊕ b0 ⊕ b1 ⊕ b2 ⊕ r1 ⊕ r2

s4=a0 ⊕ a1 ⊕ b1 ⊕ b2 ⊕ r0 ⊕ r2

s5=a0 ⊕ a1 ⊕ a2 ⊕ b1 ⊕ b2 ⊕ r0

再将公式（7）中的随机数消掉，加密公

式变形为公式（8）。

公式（8）：加密公式的变形二
s0 ⊕ s1 ⊕ s5=a1 ⊕ a2 ⊕ b1 ⊕ b2

s0 ⊕ s2 ⊕ s3=a0 ⊕ a2 ⊕ b0 ⊕ b2

s2 ⊕ s4 ⊕ s5=a0 ⊕ a1 ⊕ a2 ⊕ b0 ⊕ b1 ⊕ b2

从公式（8）可看出，右边来自 a 和 b 两

个分享份额的片段经过异或只能得到左边多个

秘密片段的异或结果，而不是某个秘密片段本

身，这种异或结果是没有意义的，不会泄露任

何信息。使用同样的方法，也能证明集合 (a,c)、

(a,d)、(b,c)、(b,d) 和 (c,d) 都是安全的。

3　结论

1）文中通过试验对比后发现，秘密共享

方案若使用异或算法，其效率会比使用多项式

算法高近千倍。

2）通过讨论由异或算法构建的（3,2,4）

ramp 门限秘密共享方案的安全性，发现只要

加密算法设计合理，(k,L,n)ramp 门限秘密共享

方案不仅计算和通信效率高，以及对存储空间

的需求较少之外，安全性也毫不逊色。

3）由异或算法构建的 (k,L,n)ramp 门限秘

密共享方案可对医疗数据进行安全的“多云”

分布式存储管理，具有高效、安全、低成本和

较好的可用性优势，非常适合医疗数据的异地

存档和容灾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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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医疗的推进与信息技术支撑

杨春华 王天津 黄思敏 刘娜 王颖

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书馆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59 号 , 100039

摘要：解读了精准医学概念的实质与核心，介绍了精准医学推进过程中美国的相关信息

产品如法国居里研究院的无缝信息产品、IBM 的 Watson 电脑医生和护理决策支持产品 My 

cancer genome，以及相关的证据研究，分析了精准医学顺利推进所必须的大数据技术、信息

技术，提出我国应借鉴美国方式培养生物信息学高端人才、开放医疗数据共享、科学布局精准

投入等应对策略。

关键词：精准医疗；生物信息学；基因组学；临床决策支持；电子病历；疗效比较研究；证据

研究；医疗大数据

精准医疗 ( precision medicine) 是通过基因

组、蛋白质组等组学技术和医学前沿技术，对

疾病进行精细分类及精确诊断，从而对疾病

和特定患者进行个性化精准治疗的新型医学

概念与医疗模式［1］。精准医疗计划 (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 是继脑研究计划后，美国

再度通过国情咨文演讲发布生物医学研究的纲

领性倡议，因而广受关注。

精准医学“基于个性化差异的预防和治

疗策略”的概念并不新颖，2011 年 11 月，在

“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近 10 年后，美国国家

智库报告《走向精准医疗》（Towards precision 

medicine）中首次提出了精准医学概念，对精

准医学做了全面、详细的叙述，其要点是对疾

病进行重新“分类”基础上的“对症用药”，创

建生物医学的知识网络和疾病的新的分类分型。

精准医疗模式代表了临床实践发展的方

向，是肿瘤临床治疗的必然趋势。随着近年来

人类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移

动医疗技术以及大数据分析计算工具的发展，

“精准治疗”概念有望成为现实。美国的精准

医学计划具体内容见表 1。

表 1 美国精准医学计划的 5 项具体内容

战略

层面
具体内容 

资助金

额 / 亿
资助对象 实施

科学

层面

启动“百万人

基因组计划”
1.3 NIH

征集 100 万志愿者并做好队列（cohort）及对照；

建立临床相关的大数据”，收集基因组数据与临

床信息
寻找引发癌症

的遗传因素
0.7 NCI

继续美国已经开始的癌症基因组研究计划，即 

TCGA（The Cancer Genome Altas）计划

建立评估基因

检测的新方法
0.1 FDA

特别是对新一代测序技术的评估和审批通道，以

及知识产权与有关版权的管理以保证精准医学和

相关创新的需求

政策

层面

制定一系列相

关标准和政策
0.05 ONC

努力保护个人隐私和各种数据安全

公私合

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

- - 企业和非盈利组织广泛参与

二、助推精准医疗计划的信息技术产品及

相关研究

精准医学从概念到模式再到实现，需要有

全面的研究计划来促进精准医学的方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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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并最终应用，建立指导临床实践的证据，

其核心是构建跨越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的基于

基因组数据的知识网络和平台，涉及信息技术

利用、基因组学研究、大数据技术、人员素质

的提升等多个方面。

癌症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死因。当前

研究显示每种癌症都有其独特的遗传特性、肿

瘤特异性标志物，也发现了多种类型肿瘤的共

同特征。这些成就大大改进了癌症的预期、诊

断和治疗方法，然而要对癌症有更深入的了解

和更有效的治疗，就需要全方位的技术保障和

推进。本文介绍与这些技术相关的一些进展

2.1　 证 据 支 持 研 究（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research ，CER） 

美国精准医学计划的第二个内容就是促

进对疾病风险的评估、了解发病机制、预测更

多疾病最佳治疗的研究，在健康和健康护理方

面实现精准医学利益的最大化。

基因组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通过早期

诊断为疾病的健康护理和卫生保健提供更为有

效的疾病治疗和预防，并且避免药物副作用。

但当前取得的基因组成果与癌症预防和治疗的

临床实践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证据鸿沟，缺

少强有力的证据研究限制了这些工具在临床实

践中的应用。

疗效比较研究（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research，CER）的目的是比较现实与当前治

疗标准的效果以产生可以改善健康护理的明智

的决策。

受益于 2009 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美

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资助了 7 个研究团队进行基

因组和精准医学的 CER 研究，并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在马里兰州 Bethesda 举办了 CER 的研

讨会。这些团队基因组学和精准医学 CER 研

究的发现、挑战、在临床实践中实施的障碍，

研究重点和机会请见表 2。

表 2　每项基因组学和精准医学项目疗效比较研究的目标

项目名称 领衔研究机构 项目目标

可利用基因组信息的电

子健康病历建设
弗吉尼亚大学

能有效、精确地采集个人、家庭和基因组信息并且整

合到电子健康病历中，进行风险评估，对提供者和病

人给予决策支持

结肠癌基因组与个体化

医疗的比较 (CERGEN)
Kaiser Permanente

进行结直肠癌基因组学的 CER 研究 ; 包括和喀斯特测

试 CRC 治疗管理包括评估林奇综合症的基因检测的

成本效益和结直肠癌治疗管理的 KRAS 基因突变检测

癌症药物基因组学临床

有效性的程序
杜克大学

开发评估肺癌和乳腺癌药物基因组学标志物的支持证据

生成及临床疗效评价研究的生物样本和数据登记程序

聚焦癌症比较有效性的

信息基础架构建设

H. Lee Moffit 癌

症中心

建设 CER 信息基础设施，包括 CER 元数据标准，支

持新的信息架构应用的广义 CER 数据集

基因组医学效果比较

(CEGeM)

宾夕法尼亚

大学

进行 4 项研究：尼古丁成瘾的的药物基因组学；利用单

核苷酸多态性进行乳腺癌风险筛查和预防；非小细胞

肺癌的个体化治疗；和预防黑色素瘤的 CDKN2A/p16

测试

癌症基因组学效果比较

中心 (CANCERGEN)

Fred Hutchinson 

癌症中心

建立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包括决策建模，数据

库链接，伦理、政策以及借助西南肿瘤协作组临床试

验网络优势进行临床试验设计

前列腺癌基因组靶向化疗

的临床有效性和实用性
Wake Forest 大学 评估前列腺癌基因组靶向化疗的临床有效性和实用性

上述研究策略集中在 4 个层面— 基础设

施 , 知识产生 , 知识合成和知识转化，每个层

面集中解决的彼此相关的问题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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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 (ARRA) 资助的基因

组和个体化医学疗效比较研究方法和层次

其中 H. Lee Moffitt 癌症中心的研究团队

开发了 CER 信息框架，收集癌症病人肿瘤样

板和一生的临床数据，该研究团队迄今已获得

91000 病人的同意，收集了 33500 多肿瘤样板， 

产生了 17 000 多条高质量基因表达谱和 4500

多大规模并行序列（全基因组，全外显子组，

和靶标外显子组）的数据。

随着治疗和预防癌症的基因组工具和标

记物发现的加速以及相对不受监管，很少有研

究确定这些应用程序的临床适用性。迄今，从

技术评估角度来看，大部分应用都临床证据不

足。由于基因组信息增长迅速，有效的实证研

究和先进、及时的系统评价方法、 决策建模、

基于临床实践的研究都是评价基因组学临床效

用和个性化医疗应用所必须的。

然而开展有前景的分子靶向治疗 CER 研

究，需要开发与整合开放存取资源的临床网

络，支持生物信息学和计算机科学性研究，提

供 CER 培训和教育计划，并进行经济和决策

建模研究。

尽管精准医学在快速推进，但是将基因组

发现转换为临床实践还因临床证据不足而被阻

碍，系统评述、决策建模和以临床实践为基础

的研究需要各种创新性的及时的方法 , 尤其是

考虑到美国的医疗保健费用增长高于 GDP19%

的情况下，更需要 CER 研究来提供基因组测

试的临床价值。

2.2 　支持精准医学的无缝信息产品

由于临床数据指数级增长，临床必须依

赖有效的生物信息学系统把知识转化为分子靶

标和诊断建议。临床试验和诊断都强烈需要生

物信息学环境来确保数据的整合和检索，正确

处理和分析基因组数据，可重复的工作流管理

和决策。为实现上述目标，法国居里研究院开

发了一种无缝信息系统，能促进数据整合并且

实时跟踪个体样本的处理过程。而且其计算管

线能根据每个病人的分子图谱可靠识别基因组

变化和突变。通过严格的质量控制，可以给医

生和生物学家提供关于治疗决策的有意义的报

告。在 SHIVA 临床试验——一项比较根据肿瘤

分子图谱的靶向治疗与传统疗法治疗顽固性癌

症的多中心随机 II 期试验中，进行了其完整的

生物信息学环境和实施要点的展示（见图 2-4）。

图 2 肿瘤精准医学框架 . 左侧为从病人咨询到给出治疗方案的工作流程中间部分为支持不同的工作流程所

需要的信息学和生物信息学体系结构 . 右侧说明每个过程所需要涉及的不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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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首先从一个病人采集样品。（2）由技术平台（NGS，芯片，免疫组织化学，等）处理样品（3）使

用专门的生物信息学管线分析原始数据并将结果存储。（4）KDI 核心系统参考样本数据和对应的病人。（5）

先进的研究功能可以进行多数据查询。（6）特异性生物信息学管线从异构数据源产生新的综合知识。（b）

Web 应用程序的技术观：Web 应用程序是基于多层体系架构，采用 J2EE 技术开发。

图 3  知识和数据整合系统 .(A) 异构数据集成需要一个具有高度可扩展性、可塑性、可靠性和互操作性无

缝信息系统 

图 4 生物信息学网站应用截屏 (A) 临床数据库主要用于临床数据存储 (B) Bioinfo- 板 用于实时管理和监测

每个患者的数据流 (C) Bioinfo-Portal 用于 KDI 核心系统数据库，它允许利用病人 / 项目所有的输出数据和

信息，如 SHIVA 临床试验中的数据和临床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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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IBM 的电脑医生沃森（Watson）

沃森是 IBM 公司自 2007 年开始研发的人

工智能系统，能够理解自然语言和精确回答问

题。沃森储存了数百万的文档资料，包括字典、

百科全书、新闻、文学以及其他可以建立知识

库的参考材料。其硬件配置可以使它每秒处理

500GB 的数据，相当于 1 秒阅读 100 万本书。     

    “ 沃 森 ” 听 得 懂 人 类 语 言， 可 以 通 过

询 问 病 人 的 病 征、 病 史， 通 过 使 用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对 自 然 语 言 的 处 理 和 分 析 技

术， 凭 借 从 各 个 渠 道 搜 集 到 的 信 息 和

数 据， 迅 速 给 出 诊 断 提 示 和 治 疗 意 见。 

    医学界对 Watson 的兴趣与日俱增。

2011 年，沃森获得第一份工作：帮助美

国保健服务提供商 wellpoint 负责复杂病例的

护士完成工作，同时审查医生的医嘱，以及后

期在肿瘤临床试验中的应用。

到 2013 年，电脑医生沃森登上医疗舞台，

它既是癌症诊断专家，又是医疗服务利用情况

管理的专业人士，计算机辅助诊断进入“沃森

时代”。

2014 年，著名的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

心与 IBM 合作打造“登月项目”， 整合安德森

癌症中心的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的知识，建立

由沃森认知计算系统驱动的该中心的肿瘤专家

顾 问（Oncology Expert Advisor，OEA）。OEA

系统将帮助临床医生制定、调整癌症患者的治

疗方案。同时，IBM 沃森技术还能简化和标准

化患者的病历、实验室检验数据和研究数据

集，并将搜集到的数据整合到安德森癌症中心

集中的病人数据库进行深度分析和挖掘。

梅奥诊所（Mayo Clinic）及克利夫兰诊所

（Cleveland Clinic）也与 IBM 沃森基因组项目

合作，以缩短当前生物信息学检测患者独特的

分子学特质及确定个体化治疗药物的时间。该

项目已征集到 12 家癌症研究所开展 BETA 实

验，扩大沃森的知识语料库，纳入各诊所及

ClinicalTrials.gov 等公用数据库，同时训练该

知识库为分析病人记录和临床试验条件提供合

适的匹配。

Johnson & Johnson 则 通 过 提 供 IBM 沃 森

阅读和理解详述临床试验结果的科研论文，快

速地综合有用信息，据此制定和评估药物治

疗方案及其它的治疗方式。借助这种知识，

Watson 发 现 顾 问（Watson Discovery Advisor）

可以帮助科学家鉴定对比药物样本是否有任何

不良的遗传学记录。而之前同样工作需要 3 个

人平均花费 10 个月来收集准备数据，才能够

开始进行分析。

沃森的优点与生俱来—知识储藏远超人

类且永远不会遗忘、拥有最广博的医学数据和

最顶尖的处理能力，诊断准确率高且可以一直

出诊不用休息。作为医疗辅助工具，推动了癌

症的治疗。

Watson 通过获取的基因序列数据及与药

物匹配的医学文献信息，包括病人独特的基因

突变，确定最可能的驱动突变及作用的药物靶

标。IBM 和 Mayo 诊所将合作开发一个创新性

平台，随着更多临床试验、病人基因组和治疗

信息的输入，Watson 将在肿瘤诊断和治疗中

发挥更大作用。

2.4　医护临床决策支持产品 (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CDS) 

临床决策支持（CDS ）是一种复杂的健

康信息技术，能够翻译和整合基因组知识与电

子病历 (EHR) 等其他临床系统的病人信息，能

够自动处理患者数据并给出智能的医疗和护理

建议，实现精准治疗。

My Cancer Genome（我的癌症基因组）是

美国第一个个性化的癌症决策支持工具，旨在

为肿瘤科护士提供临床决策支持。其数据来源

于出版的护理、医学文献及因特网。

过去 10 年间，大量的基因突变和通路被

识别为癌症治疗的靶标，并有 800 余种实验药

物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基于病人基因组特性的

癌症精准治疗正在迅速成为现实，个体基因组

构成将是决定罹患癌症的风险因素中最重要的

考量因素，基于基因组的风险评估将使医生和

病人建立一个高度个性化的癌症筛查和预防策

略，从而能够最终实现早期诊断和改善预后，

提高生存率。

然而临床决策是基于一系列病人和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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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包括基因组突变检测和所有患者特异性

数据的临床应用，在快节奏的临床环境中访问

和解释这种类型的信息是困难、费时的，许多

医疗保健提供者缺乏利用基因组信息的知识和

正规训练，在临床实践中，面临了解和整合基

因组数据的挑战。

美 国 CDS 的 实 施 曾 受 到 信 息 技 术 框 架

发展的制约和阻碍，近期 CDS 的飞速发展得

益 于 2009 年 促 进 经 济 和 临 床 健 康 的 卫 生 信

息 技 术 法 案（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Economic and Clinical Health Act (HITECH) 

）。该法案在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下对使

用电子病历取得医疗保健改善的合格提供者

和医院给予奖励，未来 10 年该项奖励将达到

270 亿美元。

CDS 系统支持单个病人信息的汇总管理， 

能够过滤和组织病人信息并标记重要的医护事

项，能够通过人工智能和统计方法提出风险预

测、 对患者进行分类以及处理。可以自动处理

实验室检验结果、根据症状诊断和病人临床状

况的改变给出提醒和警示，从而修正临床医生

的决策。例如，当病人的肿瘤出现抗药变异时

繁忙的临床医生就会收到来自 CDS 的电子提

醒，从而能快速做出恰当的治疗决策，避免患

者再接触和消费无益的抗癌药物。

成功的临床决策支持技术具有如下特性：

自动成为工作流程的一部分；干预措施在决策

时随时随地提供；提供建议，而不仅仅是评估；

与体检表和医嘱录入系统整合为一体；促进执

行而非不作为；需要很少量的额外的临床数据

录入；相关人员参与研发和实施。

My Cancer Genome (mycancergenome.org)

由范德比尔特 - 英格拉姆癌症中心 2011 年研

发成功，能快速提供最新的影响不同癌症的基

因突变和针对突变的特别治疗措施，它与该中

心的电子病历（HER）系统整合，给医生提供

突变定向治疗和可能的临床试验的即时检测床

旁决策支持，通过因特网可向美国希望获得相

关信息的医生、病人或研究人员提供服务。

My Cancer Genome 访问者按疾病、基因

或突变检索基因组信息非常容易，且结果与选

择密切相关。检索结果也包括和基因及疾病相

关的动态的临床试验结果，同时给出完整的针

对突变的靶向治疗方案汇总，这些方案都与出

版的论文摘要链接。获得基因相关的临床试验

信息有几种途径。

当阅读某个特定基因或变异时可同时流

览网站的临床试验信息 , 用户也可以通过网站

首页的“Find a Clinical Trial’’进入感兴趣的

疾病和 / 或基因。目前可以从数据库检索 135

种癌症类型和 490 种癌症相关基因，临床试验

信息每周从国立癌症研究所的医生数据查询数

据库下载 , 内容注解包括每项试验正在评估的

基因。

除了与特别肿瘤和临床相关的突变信息 ,

还有各种分子药物信息 , 访问者很容易获得靶

向治疗信息 , 以及分子试验的类型信息。

提供十分全面的美国 FDA 已经批准和正

在研究的抗癌药目录，并按照药物分类和作用

靶标分类。

My Cancer Genome 的丰富内容由来自美

国、欧洲、澳洲和亚洲不同机构的 59 个临床

和科学专家形成的合作网络提供，定期更新，

并由一个多学科团队维护管理。

My Cancer Genome 经费由私人慈善机构，

多家基金会和 VICC 资助。该项目获得多美国

国立癌症研究所和国立卫生信息技术合作局

（the Office of the National Coordinator for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s）的奖励， 2013 年 4

月纽约时报进行了报道，称其为未来的希望，

提供了支持持续的，基于证据应用的治疗方

法。

最 近，My Cancer Genome 抗 癌 药 移 动

APP 投入使用，MCG 药物名单可以从 iTunes

商店的任何苹果 iOS 设备免费下载。

当前基因组学和 CDS 设计与实施还都不

成熟，它需要谨慎整合进临床工作流程，需要

所有相关人员的参与和努力。相信未来生物科

学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必能创新预防、检测和治

疗肿瘤的个性化方法。

三、我国的精准医疗对策

精准医学不是一个概念，它有明确的科学

含义和具体内容。实现精准医疗 “在合适的时

间给疾病以合适的治疗目标”，必须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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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方位的科学研究，加快信息技术利用，

培养智慧医疗人才，制定数据共享政策，开发

大数据研究及诊断技术，避免概念炒作。

3.1　培养精准医疗所需的适用人才

高通量基因组测序技术、“精准医学”需

要不断地响应最新的信息技术和医疗进展，需

要很多具有创造力的生物学家、医生、技术开

发人员、数据科学家、患者以及其他人的积极

参与，特别是具有交叉学科背景人才，生命科

学家也需要像从前的高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

一样，面对掌握、处理大数据的挑战，需要与

计算机科学家一起突破大数据的瓶颈。

目前我国近 50 家院校设有医学信息管理

专业，但学生的医学背景、计算机水平、数据

处理能力，与生物信息学发展要求有很大差

距。医学生培养则纯粹以基础医学、临床医学

为主，欠缺信息素养、计算机分析与处理能

力。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则完全没有系统的医学

知识。

而美国的医学院在录取的新生则要求学生已

经具备一个学士学位，即读完本科以后才可以申

请学医。因此学生来源于各个专业，例如生物、

化学类专业，其他理工科专业，甚至文科专业。

而无论原专业如何数学，化学、有机化学、物理

和生物学等必修课的学分是必须的。这种医生培

养模式，更容易产生交叉学科的创新，更适应当

前精准医学的发展，值得我们借鉴。

3.2　开放与共享数据资源

人类基因组数据体量巨大，欧洲生物信息

学研究所存贮的基因序列数据量不到 1 年就翻

一番（见图 6）。大数据被认为是能够改变未

来健康和医疗产业版图的重要资源。

Nature 498: 255 (2013)图 6 欧洲生物信息学研究所存贮的基因序列数据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基于美

国总统的行政命令和美国卫生部的数据开放计

划，开始逐步向社会开放医疗和健康方面的大

数据。2014 年 6 月 2 日，正式上线公共数据

开放项目 OpenFDA(open.fda.gov)，其先导项目

开放了 2004 至 2013 年间提交给 FDA 的“300

万份药物不良反应报告”的数据。使移动端应

用程序制造商、网页开发人员、数据可视化专

家以及研究人员可以更快地搜索、提问并向民

众即时推送大量来自 FDA 数据库的健康信息。

OpenFDA 使用高新技术以用户友好的方式向

民众提供了海量的数据资源，并将有效刺激公

共及私人部门创新、推进学术研究、民众教育

以及保护公众健康。”

我国的卫生信息化建设虽已开展多年，但

缺乏整体规化，始终各自为战。不同医院的电

子病历系统不能兼容，各个区域卫生信息化系

统不虚其名，是一个个信息孤岛，数据不能共

享，无法形成有价值的医疗大数据。

数据开放是大势所趋。要推进精准医疗，

就必须从国家层面制定政策，完善电子病历系

统，开放数据与资源，实现共享。

3.3 科学布局，精准投入

美国提供的数据显示，投入人类基因组

计划的每 1 美元的回报是 140 美元。据一项

覆盖 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 217 例患者的科研显

示 : 如果没有基因检测鉴定相关的靶标却接受

了靶向治疗，死亡风险将增加 185%。而新一

代测序技术能够无假设、高分辨率地分析基因

组，获知这些不同的变异信息，能为制定更具

针对性和有效性的防治措施提供准确依据，指

导医生对患者采取个性化用药。可以肯定，精

准医疗模式是恶性肿瘤治疗的大势所趋而且回报

巨大。

因此我们需要有全面的研究计划来促进

精准医学的方法创新，建立指导临床实践的证

据，发现更多更好的分子诊断工具，分析更多

的癌症基因组，建立更多创新设计的临床试验

以及可靠的临床前试验模型。建构“癌症知识

网络”存储数字形式的分子及医学数据，对健

康和疾病认知提供知识储备并以多种方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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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传递给科学家、医疗卫生工作者及病人。发

现癌症精准治疗中未明的药物抗性、肿瘤基因

组的异质性，建立监测疗效和癌症复发的新

方法。

建设生物信息学研究基础设施，开发移动

医疗设备、可穿戴医疗设备，实现病人生理数

据、健康指标的实时采集和监测预警，以“上

医治未病”为目标，确保肿瘤早期诊断、有效

治疗和复发预测。

为此，要科学布局，精准而集中地投入科

研经费，避免空洞的概念炒作和低水平重复，

应像青蒿素项目一样，展开全国性的科研大协

作，建设开放、数据共享的医学研究新模式，

致力于取得提高我国人民健康水平的真正的科

学突破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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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如何采集和处理中医临床的诊疗数据

施诚  龚庆悦  周金海

南京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

摘要：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云技术、移动通讯技术、大容量存储设备、数据

挖掘等一大批新技术的出现，以及临床电子病历的普及，医学信息领域从信息时代进入了大数

据时代。大数据时代如何采集和处理在中医临床诊疗过程中出现的大数据，如何避免数据陷阱，

这是从事中医药信息学领域工作的同道们所共同关切的问题。本文介绍了中医临床数据的特点。

并对大数据时代应该如何采集和处理中医临床诊疗数据谈了一些我们的设想。

关键字 : 大数据；中医；主观数据；中文  

How to collect and deal with clinical data of TCM in the big data era

Cheng Shi, Qingyue Gong, Jinghai Zhou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cloud technology,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large capacity storage devices, data mining and a large 
number of new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the popularity of clinical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medical information from the era of information into the era of big data. The big data era how 
to collect and to handle large data in TCM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rocess, how to 
avoid the trap data, which is engag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ield work colleagues in 
the common concern.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inical data of TCM. And the 
big data era should be how to collect and deal with the data of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to talk about some of our ideas. 

Keywords: Big dat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ubjective data; Chinese 

1　前言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多媒体、网络、信息

采集和处理技术的高度发展，人们从电子时代

进入了信息时代。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

发展、云技术、移动通讯技术、大容量存储设

备、数据挖掘等一大批新技术的出现，以及临

床电子病历的普及，医学领域从信息时代进入

了大数据时代。据我国 2011 年发布的《中医

药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到 2015 年，国

内中医医院将达到 3397 所，若这些中医院都

采用“中医电子病历系统”记录临床数据，日

积月累，中医药的临床数据量是惊人的，这将

是中医药领域进入大数据时代的基础。大数据

时代应该如何采集和处理在中医临床诊疗过程

中出现的大数据，如何避免数据陷阱，这是从

事中医药信息学领域工作的同道们所共同关切的

问题，以下准备谈谈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想法。

2　中医临床诊疗数据的特点

众所周知，临床上中医是通过自己的感觉

器官，运用 “望、闻、问、切”的手段来采集

患者的数据。其中“望”是运用医生的“眼”，

“闻”是运用医生的“鼻”和“耳”，“切” 是

运用医生的 “手指”，即都是运用医生自己的

感觉器官来采集数据，“问诊”是通过医生有

目的地询问患者，来采集患者病患方面的主观

感觉，这些数据均是医生或患者的主观数据。

这些由医生采集来的数据历来都是以中文的形

式，通过医生的整理或回忆，保存在中医的临

床医案之中。近年来，随着中医医院临床信息

系统的普及，这些数据也可以通过中医电子病

历保存起来。

中医的临床数据由于医生或患者主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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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入，使这些数据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点：

2.1　中医的临床数据均是以定性方式
呈现的主观数据。

以中医脉象为例，脉象的浮沉、迟数、结

代、虚实、滑涩、弦濡、宏细、长短等均是定

性概念。这些数据是由一些抽象的描述性的定

性规则来对其进行处理的，其边界模糊，致使

无法为这些数据设置客观的定量标准。仍以中

医脉象为例，临床上中医以指下感觉“举之有

余，按之不足”来确诊‘浮脉’，以‘举之不

足，按之有余’来确诊‘沉脉’；以指下感觉

“替替然如珠之应指”，来确定脉象的性质属

‘滑’；以医生自身均匀地呼吸时，一呼一吸指

下感觉到的患者脉搏跳动的次数来判别“迟

数”，……，其中，“迟脉”一息三至，即每分

钟脉搏次数少于 60 次，“数脉”一息六至，即

每分钟超过 100 次。粗粗一看，中医脉象的

“迟、数”是完全可以定量的，其实不然，临

床上，由于许多其他因素的介入，有时每分钟

脉搏次数 62 次、66 次，甚至于 68 次都可以

判定为迟脉，由此可见，判定数据性质的定性

边界是模糊的。

2.2　中医的临床数据是以中文作为存
储信息的载体。

丰富多彩的中文字符不仅方便了中医对

临床信息的存储，而且为存储中医临床复杂

多变的信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当今大数

据时代 Google 的流感趋势项目中预测流感趋

势的“咳嗽”症状为例，中文的“咳嗽”翻

译成英文为“cough”，英文的“cough”是由

五个英文字母组成 ! 将它拆为单独的五个字母

“c”“o”“u”“g”“h”，这五个英文字母对临

床医学信息而言可以认为是毫无贡献的， 中文

的“咳嗽”是由两个方块汉字“咳”与“嗽”

组成的，“咳嗽”两字在“中医文化”中有丰

富的内涵， 金元刘河间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

集》中告诉我们“咳为无痰而有声，肺气伤

而不清也，嗽是无声而有痰，脾湿动而为痰

也， 咳嗽谓有痰而有声，盖因伤于肺气，动于

脾湿。” 由此可见，“咳”与“嗽”还是两个不

同的中医临床信息，由于方块汉字是一种象形

表意文字， 每个汉字有其确实的含义，汉字之

间的组合不仅保留了这些汉字的一些原来的含

义，而且还拓展了一些新的内容， 例如关于“ 

咳”还有时行顿咳、干咳、湿咳、劳咳、久咳、

咳血等， 关于“嗽”还有久嗽、寒嗽、热嗽、

风嗽、时行嗽等， 中国文字的这种组合功能给

存储复杂的中医临床动态信息带来了极大的方

便。另外，也便于应用中医理论对采集来的数

据进行归类与编码，还以“咳嗽”为例，中医

临床上有风热咳嗽、风寒咳嗽、伤风咳嗽、伤

暑咳嗽、心经咳嗽、肺热咳嗽、食积咳嗽等内

容，这些中文表述还携带着中医的辨证信息。

2.3　存储中医临床数据的载体 ----
中文，其信息的表述方式不规范。

我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加上中医的

不同的流派、医生习惯用语、患者的方言习俗

的差异，以及丰富的汉语词汇等，这些内容交

杂在一起，使中医临床表述的数据出现了许多

不规范的现象。以临床上常见的食欲不佳的症

状为例，在用中文表述时有纳差、食纳差、胃

纳差、纳呆、纳少、饮食不佳、厌食、食欲不

振、食欲差等表述方式，患者主诉时还有胃口

不好、没胃口，纳谷不香、口淡无味，不思饮

食等表述方式，同一中医临床症状数据有多达

几十种的表述方式。再如，临床常见的“失眠”

症状，有不寐、目不瞑、夜不得寐、少寐、心

烦不寐、睡眠欠佳、虚烦少寐、通宵不能瞑目、

入睡困难、多梦易醒、睡眠不足、睡眠障碍、

不能入寐、睡眠失常等不同的表述方式。

中医临床数据具有主观性、数据边界的模糊

性以及文字表述的不规范性等特点，而现代数据

处理技术习惯于处理客观数据，不善于处理主观

数据，善于处理规范的数据，而不善于处理自然

语言，并将不善于处理的内容视为不科学，因此，

中医往往被排斥在现代科学之外。然而，大数据

时代告诉人们，在这些现代科学不善于处理的数

据之中，还蕴藏着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3　大数据时代应该如何采集和处

理中医临床的诊疗数据

随着我国中医电子病历的广泛应用，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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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数据将进入大数据时代。目前，中医临床

的四诊数据主要是主观数据，这些数据最后能

否成为中医临床数据处理时的有用数据，这还

将取决于数据的来源，即这些数据是否规范，

是否存在统一的准则，能否具有共同的关联目

标。假若采集的数据是一种误导数据，那这些

数据就成为大数据处理中的数据陷阱。

因此，大数据时代应该如何采集中医临床

的诊疗数据，这将是从事中医药信息学领域工

作的同道们所共同关切的问题。

为了避免中医数据采集过程中的主观因

数，自 70 年代开始国内从事中医工程的同行

一直在研制“脉象仪”、“舌像仪”、“经络测定

仪”等仪器，希望应用现代仪器来客观地采集

数据，以便代替主观的人工采集方法，然而，

这些仪器都没有推广应用，其关键问题是仪器

的研制人员与中医之间没法沟通。

以中医的脉象仪为例，脉象仪是运用现代

传感器技术，在患者挠骨上方的一小段挠动脉

上提取脉搏的动态数据，这些数据主要由患者

桡动脉搏动的频率、节律、脉压、管径的粗细、

脉动特点，以及逐步加压下的脉动特点等物理

量构成。而中医脉象是由医生用自己手指的触

觉，结合自己的经验和前人对脉象抽象的描述

的内容，通过体会、对比、分析，最后才综

合为医生对该脉象的判断，即中医脉象数据。 

前者，获得的是可以定量的数据，而后者是模

糊的主观数据。另外，脉象仪的式样很多，有

单部、三部、单点、多点、刚性接触式、软性

接触式、气压式、硅杯式、液态汞、液态水、

子母式等，组成脉象探头的主要原件有应变

片，压晶体管、单晶硅、光敏组件、ＰＶＤＦ

压电薄膜等，这些不统一的数据采集方式，均

会给处理脉象大数据的共享平台增添障碍。再

加上，中医脉象专著中对脉象的分类还不完全

一致，《内经》记载的脉象有 21 种、晋·王叔

和《脉经》24 种、宋·崔嘉彦《脉诀》26 种，

明·李时珍《濒湖脉学》27 种、明·李士材

的《诊家正眼》28 种。临床脉象又以几种脉

象同时存在的兼脉为常见，有经验的医生往往

因指下对兼脉感受的不同会作出各自不同的结

论，这些很容易产生歧义的主观数据会给数据

处理设置陷阱，同时也造成脉象仪的研究者们

对脉象数据的处理无所适从。

为了建立临床中医脉象大数据的共享平

台，达到中医脉象客观数据共享的目标，在中

医脉象仪方面必须建立仪器的标准，统一采样

参数，规范操作方法。在中医临床脉象方面，

对中医脉象的定性概念必须进行规范，以求认

识的统一。

同样，为了实现中医临床四诊数据的共享

平台，避免各方面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应该将

能够客观化的数据尽量客观化，例如，舌像、

经络阻抗、呼吸、体表温度等能使用现代摄像

或传感器等技术客观记录的数据，应尽量使

用，以求数据的客观化。

中医临床数据运用中文表述时，会遇到

文字表述不规范、词义解释不一致、多义性等

问题。在这些方面，国内的同行已经作了不少

工作，例如，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药信息研究

所编制的《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中医大

辞典》、《中药别名大辞典》等，近年来，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医病案规范（试

行）》、《中医、中西医结合病历书写基本规范

（试行）》，《中医病历书写基本规范》、《中医

病症分类与代码》（GB/T15657-1995）、《中医

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证候部分、治法部

分（GB ／ T 16751．1，2，3—1997）、《 经 穴

部位》（GB 12346-1990）、《耳穴名称与部位》

（GB/T 13734-92）等，这些都应该作为规范中

医临床数据的准则，尽快应用到实际的临床数

据采集的进程中去。另外，对于医生个人的习

惯用语、患者的方言等自然语言所产生的问题

数据，可以采用处理“别名”、“异名”等的方

法以求统一。

总之，为了建立中医临床诊疗的大数据

平台，针对临床脉象、舌像、体温等能够用仪

器进行客观化处理的主观数据，应该尽量客

观化，对于暂时无法进行客观化的、文字表述

不规范的、词义解释不一致的应尽快实现规范

化，否则，纵然数据量很大，由于数据陷阱过

多，关联目标不明确，也是无法获取有意义的

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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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大数据时代，数据是关键， Google 流感趋

势项目就是利用了人们在网上对他们的健康问

题寻求帮助时的检索词来预测流感。Google 就

是通过对“咳嗽”、“发烧”、“疼痛”等的主

观数据的分析，能准确地判断流感在那些地方

扩散。Google 运用该方法，比联邦疾病控制和

预防中心提前了 7 到 14 天准确预测了流感的

爆发。这说明只要正确地使用大数据的关联规

则，主观数据是很有用的。

中医是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来采集患者

的临床数据，然后运用医生各自的大脑来判断

分析这些数据，最后，又使用自己习惯的象形

文字“中文”来作为数据的载体。在处理这些

数据的过程中，会涉及到多个方面的干扰，这

些干扰因素会导致产生误导数据、歧义数据，

从而导致数据陷阱的产生，因此，为了避免数

据陷阱，建立一个中医临床确实可用的大数据

共享平台，在采集中医临床数据的过程中，应

该遵循数据客观化、规范化的原则，尽量采用

客观数据，对采集中医临床数据的仪器设备，

应该实现标准化，统一操作仪器的方法。对暂

时无法客观化的数据，及不规范的表述方式，

应该实行规范化处理。

中医医著汗牛充栋，在这些中医药著作内

蕴藏着以中文编码的形式存储下来的丰富的治

疗疾病的经验，以及运用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

处理四诊动态模糊数据的方法，这些都是值得

深入探索与发掘的。

展望未来，在建立中医临床诊疗大数据平

台的征程上，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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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健康档案体系结构的演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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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系统回顾电子健康档案体系结构的演变与发展。从发展阶段上将电子健康档案体系

结构归纳为客户机 / 服务器模式、SOA 模式和大数据模式等 3 个阶段。详细讨论了各阶段电子

健康档案体系架构的组成。从信息基础设施、数据存储、数据交换、信息服务、信息展现、信

息安全等 6 个方面梳理了不同阶段电子健康档案体系结构的特点。归纳了分布式、松耦合、互

操作、并行化、易扩展、跨平台、高安全等电子健康档案体系结构发展趋势。

关键字 : 电子健康档案；体系结构；演变发展 

Evolution of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Architecture

Haibin MENG1, Huajian MAO1 , Chenyang CHI1 and Dongsheng ZHAO1 
1Institute of Health Service and Medical Information, 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850,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review the evolution of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EHR) 

architecture by categorizing the development periods as Client/Server (C/S) mode,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 mode  and big-data mode. Then we discuss the content of each 
EHR architecture in detail and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each EHR architecture from 6 aspects 
as infrastructure, data store, data exchange, information service, information presentation and 
security.  The developing trends of EHR architecture are also generalized as distributing, lose-
coupling, co-operation, parallelizing, expandable, cross-platform and high security.

Keywords: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Architecture; Evolution 

1 引言 1

健康档案是居民健康管理过程的规范、科

学记录。是以个人健康为核心、贯穿整个生命

过程、涵盖各种健康相关因素、实现信息多

渠道动态收集、满足居民自身需要和健康管理

的信息资源。电子健康档案即电子化的健康档

案，是关于医疗保健对象健康状况的信息资源

库，该信息资源库以计算机可处理的形式存

在，并且能够安全地存储和传输，各级授权用

户均可访问 [1]。软件体系结构是电子健康档案

技术设计的核心技术问题之一。IEEE 610.12-

1990 软件工程标准词汇将软件体系结构定义

为“以构件、构件之间的关系、构件与环境之

间的关系为内容的某一系统的基本组织结构 ,

以及指导上述内容设计与演化的原理”[2]。 电

﹡　 通 讯 作 者 赵 东 升，Tel:010-66931123.

E-mail:dszhao@bmi.ac.cn

子健康档案体系结构描述了电子健康档案的总

体技术构成及其技术要素间的相互关系，是电

子健康档案的核心技术之一。随着信息技术的

发展，电子健康档案体系结构也经历了不断发

展和演变的过程。本文通过分析电子健康档案

体系结构的发展演变过程，归纳处电子健康档

案体系结构的发展趋势，为今后电子健康档案

的设计和研发提供指导和帮助。

2 电子健康档案体系结构的演变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软件体系结构也处

于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大体上经历了无

体系结构阶段、结构化设计阶段、面向对象阶

段、层次化体系结构阶段等 4 个阶段 [3]。由于

电子健康档案的体系结构处于层次化体系结构

这一阶段，自底层向上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层、

数据存储层、数据服务层和数据展现层 4 个层

次，另外，还包括贯穿于各个层的信息安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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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从发展阶段上可以划分为客户机 / 服务器

模式、SOA 模式和大数据模式。

2.1　客户机 / 服务器模式

早期电子健康档案是基于客户机 / 服务器

模式的体系架构，以美国退伍军人健康信息

系 统 和 技 术 架 构（Veterans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 and technology architecture, VistA） 为

典型代表 [4]。其特点是在客户机 / 服务器架

构中同时包含了医疗业务系统和电子健康档

案系统。VistA 体系结构如图 1 所示。信息基

础设施层服务器采用了基于 Alpha 处理器和

OpenVMS 操作系统的专用架构。数据存储层

采用医疗专用的 MUMPS 数据库，该数据库采

用层次化多维键值模型，使用专用的数据库

管理系统 FileMan 进行管理；数据服务层提供

远程过程调用（Remote Processing Call，RPC）

接口，供客户端进行调用；数据展现层是称为

计算机化病人记录系统（Computerized Patient 

Record System, CPRS）的客户端软件，该客户

端软件采用 Delphi 编程语言实现，采用模块

化编程结构，多个功能模块组合实现不同的医

疗业务应用，如门诊、住院、手术、处方、放

射检查等。VistA 信息安全架构是通过权限控

制实现的，系统提供了基于“用户—角色—权

限”的安全访问模型。

基于客户机 / 服务器模式的体系架构采用

专用的服务器和数据库系统，其通用性和可扩

展性都受到极大的限制。应用层采用客户端软

件，采用 RPC 与服务器进行通信，这是一种紧

耦合方式，不能实现与异构系统及跨平台的系

统集成。

图 1　VistA 体系架构

2.2　SOA 模式

基于 SOA 模式的电子健康档案体系架构是

当前电子健康档案体系架构的主流模式。其典

型代表包括加拿大的电子健康档案系统蓝图 [5]、

我国基于电子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6]

及我国军人电子健康档案 [7] 等。其体系架构包

括业务信息系统层、健康数据传输层、数据存

储层、数据服务层和数据展现层。信息基础设

施层包含路由器、交换机、服务器和数据存储

等硬件设备。其中，服务器采用了刀片集群服

务器或小型机，性能得到极大的提升；数据存

储层采用通用的关系型数据库（如 Oracle）存

储结构化的电子健康档案数据，采用 XML 文

档库存储非结构化的电子健康档案数据；区域

卫生信息交换层（HIAL）负责电子健康档案数

据的共享与交换。数据服务层采用基于服务的

架构 SOA，服务类别分为全程健康档案服务、

注册服务、数据存储服务、数据共享与业务协

同服务、数据接口服务。其中，全程健康档案

服务包括索引服务、业务服务、数据服务和事

务处理；注册服务提供个人注册服务、卫生人

员注册服务、医疗卫生机构注册服务和术语字

典注册服务；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服务提供电

子健康档案数据的共享与业务协同的功能。数

据展现层采用浏览器方式访问电子健康档案。

在信息安全架构上，基于 SOA 的电子健

康档案系统在信息安全方面的突出特点是提出

了隐私保护的概念。从物理安全、网络安全、

数据安全、系统安全、应用安全等方面构建了

综合的安全防护体系，设计了单点登录、多维

度访问授权、匿名化、身份认证、数字签名、

应用审计等综合性的信息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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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体系架构

基于 SOA 模式的电子健康档案体系结构

的特点是系统之间为松耦合方式，极大地降低

了业务系统之间的耦合度。 并在数据存储层

与硬件基础设施层之间增加了区域卫生信息交

换层（HIAL），提供了消息路由等多种机制实

现系统间的数据交换。数据封装采用 XML 文

档或消息。XML 文档数据格式统一采用 HL7 

CDA，XML 消息采用 HL7 V3 数据模型，在数

据标准化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步。

2.3　大数据模式

当前，大数据技术正在掀起一场新的信

息技术革命浪潮。基于大数据的电子健康档案

体系架构代表了电子健康档案体系架构未来

的发展方向。目前，基于大数据的电子健康档

案体系架构正在成为研究热点，典型的代表

是由 Archdeep Bahga 和 V.K. Madisetti 共同提

出的云健康信息系统技术架构（Cloud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s technology architecture, 

CHISTAR）[8]。CHISTAR 采用一整套基于大数

据的体系架构。信息基础设施服务层采用亚马

逊弹性云计算基础设施 (EC2)，包括负载均衡、

应用服务器、Hadoop 主从节点等；其中，大数

据处理采用 Hadoop 及 MapReduce 分布式处理

框架；数据存储层采用 HBase 列存储数据库；

数据服务层包括 Pig 数据流引擎、Hive 结构化

查 询 (SQL) 引 擎、hQuery 分 布 式 查 询 引 擎 和

hCatalog 分布式元数据服务等基础数据服务层

和信息服务、应用服务和表示服务等中间件。

其中，信息服务包括数据集成引擎、数据存储、

临床概念模型和数据治理等服务，应用服务包

括电子健康档案服务、人口统计学服务、原型

服务、术语学服务、流行病学服务等面向业务

的服务，表示服务包括 Web 界面应用程序和

移动端应用程序；数据交换采用 CHISTAR 大

数据整合与交换引擎。

在 信 息 安 全 方 面，CHISTAR 采 用 云 安

全 联 盟 (Cloud Security Alliance, CSA) 的 受 信

云 (Trusted Cloud Initiative, TCI) 参考架构。该

架构是一套完整的用于分布式云计算环境的

信息安全架构。包括基于安全宣称标记语言

(Security Assertion Markup Language, SAML) 的

单点登录的用户认证、基于 OAuth 模型和角

色的授权访问、基于联邦身份管理（Federated 

Identity Management, FidM） 的 身 份 管 理、 基

于 256 比 特 高 级 加 密 标 准 (256-bit 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 , AES-256) 的数据存储加

密、HTTP 之上的安全套接字层 (Secure Socket 

Layer, SSL) 的数据传输加密、包括键值分离存

储、键值旋转、键值加密等措施的键值管理、

基于消息授权码 (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 

MAC) 的数据完整性机制和基于用户全部操作

访问日志的信息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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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HISTAR 体系架构

基于大数据的电子健康档案体系架构采

用了云计算的信息技术架构，突出了分布式与

并行化的 2 大特点，实现了计算资源按需分配、

灵活扩展。特别是采用了与大数据与云计算相

匹配的一整套信息安全框架，为大数据时代的

信息安全提供了保障。

3　电子健康档案体系结构发展趋势

纵观电子健康档案体系结构的发展，我们

可以看出电子健康档案体系结构正随着技术的

进步逐步发生着改变，处在不断演进和变化之

中。表 1 从基础设施、数据存储、数据交换、

信息服务、信息展现、信息安全等方面总结了

客户机 / 服务器模式、SOA 模式、大数据模式

电子健康档案体系结构的技术特点。从中可以

看出电子健康档案的体系架构正在向着分布

式、松耦合、互操作、易扩展、跨平台、高安

全的方向发展。

表 1　不同电子健康档案体系结构技术特点

客户机 / 服务器模式 SOA 模式 大数据模式

信息基础设施
基于 Alpha 处理器的专用

服务器
基于 Intel 芯片的通用服务器 云计算基础设施

数据存储 基于 MUMPS 的专用数据库
通用关系型数据库 , 如 Oracle、

SQL Server、My SQL 等

基于 HBase 的列存储

数据库

数据交换
数据集中存储，不存在交换

需求

基于区域卫生信息交换层

（HIAL）的数据交换与共享

CHISTAR 大数据整

合与交换引擎

信息服务 远程过程调用 基于 Java 的 Web 服务 云服务

信息展现
Delphi 实现的客户端应用

程序
浏览器 浏览器及移动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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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 用户 - 角色 - 权限模型

物理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

全、系统安全、应用安全的多

层安全体系架构；单点登录、

多维度访问授权、匿名化、身

份认证、数字签名、应用审计

等综合安全措施

受信云参考架构，包

括单点登录、用户认

证、授权访问、身份

管理、数据存储加密、

传输链路加密、键值

管理、数据完整性、

信息审计的分布式信

息安全框架

续表

3.1　分布式

从电子健康档案系统部署模式来看 , 正在

由集中式向分布式发展。作为电子健康档案系

统核心的数据中心正在“云”化，形成分布式

云数据中心。即由位于不同地点的多个数据中

心共同构成一个逻辑上统一的数据中心，实现

资源的统一调度与管理。

3.2　松耦合

松耦合也是电子健康档案应用服务的发

展趋势。分层架构和服务概念的引入使应用组

件间的协作成为系统开发的主流。在大数据时

代，服务的概念更是从软件扩展到硬件基础设

施，诞生了信息基础设施即服务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 平 台 即 服 务 (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 和 软 件 即 服 务（Software as a 

Services, Saas）等新兴服务理念。

3.3　互操作

互操作即互联互通 , 是指一个系统或应用

软件能够正确使用其他系统或应用软件产生

的数据的能力 []。 互操作一般包含功能互联

和语义互通 2 个层面。电子健康档案数据采用

了 HL7 V3 参考模型，从而为电子健康档案的

数据交换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数据模型，使不同

系统能够在语义层面理解数据的含义。在大数

据模式电子健康档案体系架构中，同时采用了

HL7 V3 和 OpenEHR 参考模型。并采用元数

据仓库技术存储异构数据的结构信息，采用元

数据查找获取指定的数据结构和语义信息，从

而使系统间的数据交换成为可能。

3.4　并行化

在基于大数据的电子健康档案体系结构

中，Map-Reduce 等并行计算框架在电子健康

档案体系架构中得到较好的应用。在异构电子

健康档案数据解析入库、电子健康档案数据统

计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

3.5　易扩展

随着电子健康档案体系架构的不断发展 ,

电子健康档案系统扩展性也得到不断增强。早

期客户机 / 服务器模式体系结构采用专用硬件

和专用数据库，因而缺乏可扩展性。基于 SOA

模式的电子健康档案在可扩展性方面，体现

在数据中心内部扩展和多数据中心互联 2 个方

面。数据中心内部可扩展性主要体现在采用服

务器集群方式扩展计算能力。多中心互联可扩

展性是指将多个数据中心通过网络互联，形成

统一的逻辑数据中心。基于大数据的健康档案

体系结构以云方式管理计算资源，并提供按需

扩展能力。

3.6　跨平台

随着电子健康档案体系结构迈向云计算

与大数据时代，电子健康档案系统的跨平台性

能得到迅速发展。电子健康档案体系架构不但

能够支持传统的基于浏览器的应用，而且能够

支持基于苹果 IOS 和安卓操作系统的各种移动

终端，使用户能够随时随地访问电子健康档案。

3.7　高安全

信息安全也是电子健康档案体系结构的

重要方面，总趋势是在电子健康档案体系结构

各个层面都发展出系统配套的信息安全技术解

决方案，从而使安全体系架构更加完善，并随

着新的硬件和软件平台同步发展。另外，电子

健康档案数据应用必须解决电子健康档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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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隐私保护问题，这也构成了电子健康档案信

息安全的又一研究分支。

4.　结语

本文系统地回顾了电子健康档案体系结

构的演变与发展。从发展阶段上将电子健康档

案体系结构归纳为客户机 / 服务器模式、SOA

模式和大数据模式等 3 个阶段，从信息基础设

施、数据存储、数据交换、信息服务、信息展

现、信息安全等 6 个方面梳理了不同阶段电子

健康档案体系结构的特点。归纳了分布式、松

耦合、互操作、并行化、易扩展、跨平台、高

安全等电子健康档案体系结构的发展趋势。可

以预见，未来电子健康档案体系结构还将随着

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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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科学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今社会，医院也逐步进入了数字化时代，随之而来的

问题是如何更新和完善医院的信息化管理模式，使之适应社会的进步。本文即从目前最为热门、

最为先进的电子病历（EMR）应用、物联网发展、云计算推广三个方面探讨了新形势下的新管

理模式，提出以科学技术为手段，不断体现医院的公益化性质，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改善医患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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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a New Mode of Hospit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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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highly develop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rrent hospitals have 
gradually entered the digital age, the ensuing question is how to update and improve the 
hospital'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odel, making it adapt to social progress.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most popular and advanced fields: application of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of things and promotion of cloud computing, from the three aspects to 
discuss the new management model under the trend. Propos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thod 
to continuously reflect the public service of hospital，enhance the quality of healthcare services 
and improve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Keywords:  management mode;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cloud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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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正逐步

进入数字化时代，医院作为最基本的公共设施

之一，其信息化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特

别是在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改善就医环境等方

面，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的作用，解决了部分

就医难、就医贵的问题。目前，由医院信息化

建设而实现的新管理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　全面实现电子病历的应用

过去人们在医院就诊，随处可见医生奋

笔疾书，病症、药方、检验单子，写了一份又

一份，不仅加长了病患的等候时间，也造成了

“病人无法看懂医生字迹”的困扰。引进信息

技术后，医院逐渐摒弃传统的纸质病历，正式

启用规范的电子病历，给医患双方带来了极大

的便利。

1.1　电子病历的概念

顾名思义，电子病历（EMR）就是医务

工作者在医疗活动中，利用计算机网络系统存

储、传送、管理病患诊疗过程的一种记录方式。

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用文字处理软件编辑打印

的病历文档，而是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将病历、

医嘱、检查结果等有效的整合在一起，使医生

能够全面了解病情的系统。

1.2　电子病历的优势

电子病历在使用中，拥有传统病历无法比

拟的优势：一是提升全面管理，确保信息齐全。

电子病历不同于传统的纸质病历，它可以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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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在各处的诊疗信息，然后有效的融合在一

起，全面记录病人每一次的诊治过程。如病患

的基本情况、病史、医生给病患的诊断、病患

的各种成像造影检查和病理检验、医生所开的

药方等等，统一的集合在一个数据库中，便于

随时调用、查看，方便保管，不宜丢失数据。

二是优化信息利用，实现共享互联。笔者认为

电子病历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资源共享，最大

优势在于扩大了就诊范围。比如一个病患在接

受 X 光检查，影像科的医生可以实时的看到

检查的情况，同时，病人的主治医生也可以利

用电子病历系统，及时查看到患者的情况；而

诊断报告也会第一时间通过网络自动传入电子

病历系统保存，减少了病人拿到纸质报告的等

待时间，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另外，电子病

历还能实现不同医院间的资源共享，避免了患

者多次、重复的检验检查，提高了信息利用率，

杜绝了医疗资源的浪费。三是规范医疗行为，

建立动态记录。由于电子病历完全保存在计算

机网络中，不会因为人为的失误而导致资料的

遗漏，因此它可以完整的展现医护人员的诊疗

程序，时刻提醒医生有没有发生矛盾和错误，

比如，病人对某种药物过敏，医生在无法了解

情况的前提下，为病人配置了这种引起过敏的

药物，那么电子病历系统就会通过审查病人的

基本情况和往昔诊疗记录后，判断为禁止医生

开置此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不必要的医疗

事故。一旦发生医患纠纷，它也将为患者提供

全面的举证材料。电子病历是动态的、关联的、

实时的、集合的，当病人第二次接受同样检查

时，电子病历会自动生成新的检查结果，更改

之前的相应数据，供医生及时修改治疗方案。

1.3　电子病历对医院今后良性发展起
到的作用

对于电子病历所起到的长远作用，笔者认

为主要在于医、教、研、管四个方面。所谓医，

就是医疗质量、医疗环境，电子病历对医护人

员的规范作用显而易见，它不仅能够提高医院

的诊疗水平，还能够减少候诊时间、提升医疗

资源使用率。教就是教学，电子病历记载着病

患所有的就诊数据，对于医疗教学来说是个丰

富的现实教材。研就是研究，电子病历不受地

域限制，只要有计算机网络，可以随时随地的

进行查看、研究、讨论，为远程专家会诊带来

了可行性。管就是管理，电子病历系统的运用

促进了医院无纸化办公的形成，这样既能够扩

大病历存放空间，又保证了储存安全，便于实

施统一管理。

2.　加快物联网推进速度

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

分之一，它使医院能够更好的对自有设备、仪

器、药物进行识别、管理和控制，因此它是今

后医院改革所必须采用的管理模式。

2.1　物联网的概念

简单的来说，物联网就是通过各种信息技

术、设备装置和软件程序，以电子标签为载体，

为人员、设备、车辆、药品等一一制作全球唯一

的信息码，并实现标签的信息可读可取的一个虚

拟存储网络。就好比每个人有不同的身份证一样，

物联网为医院的人、物均规定了一个特有的电子

身份识别证，便于医院统一管理和监控。

2.2　物联网的运用范围

鉴于物联网的特点和作用，笔者认为此项

技术主要应用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人的

管理，而另一个方面是对物品的管理。

我们首先来谈谈对人的管理，其中包括对

医务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病患的管理。医务人员

的管理体现在为工作人员配备电子工作证，对

其基本情况、所在部门、所从事的岗位职责、

工作年终考核等信息进行记录，方便医院掌握

人事的配备、调动和整体情况；病患的管理主

要是结合电子病历，以为病人配置腕带型身份

识别装置为手段，通过移动数据采集设备的读

取，使医护人员能够清晰完整的得到医嘱、配

药情况、个人信息、病史等相关信息，避免发

错药、打错针的情况发生，还能自动提醒护士

定时发药，在血液类药品的使用中，更起到了

监督作用。如一病患在进行吊针的治疗之前，

护士会将其佩戴的手腕式条形码扫入仪器，与

所需输液的药物进行核对，这样减少了因护士

登记失误而造成的医疗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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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物品的管理就分很多类别，包括药品的

管理、医疗器械和设备的管理、医疗垃圾信息

管理。一是药品管理。医院物联网从药品采购

进医院到药品的储存再到药品的配给整个流程

进行登记，医护人员和患者可以很简单的通过

药品条形码，全称追溯药品的产地、批次、生

产日期、保质期、价格、流通过程、主治哪些

症状、何时向何公司采购、何时分配给何人。

对医院而言可以防止假冒伪劣药品流入医院，

可以有效区分相近药名的药品，可以了解药品

的库存情况、分配情况，便于统一管理；对病

患而言可以清楚的知道自己所配药物的情况，在

产生纠纷时有据可查。二是医疗器械和设备的管

理。同药品管理一样，各种医疗器械设备也有其

独一无二的识别码，记录了设备在使用过程中的

所有情况，包括设备信息、运行问题和使用此设

备的患者信息，特别是在植入式医疗设备的管理

中，加强了追溯系统的建设，为事故的处理提供

了有力的支持。三是医疗垃圾的信息管理。医疗

废弃物管理一直以来都是环保工作的重点之一，

因此把物联网引进医疗垃圾管理体系势在必行。

通过引入射频识别技术，全程监控医疗垃圾废弃

物从医院运入垃圾处理厂的过程，杜绝有不法分

子偷盗医疗垃圾再利用。

2.3　物联网将为医院带来的变化

物联网在医院的发展中还有不可估量的

应用潜力，它在对全对象和全过程的监控中发

挥着其他体统无法比拟的作用。要使物联网和

医院信息化建设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不

断推进医院综合管理的网络化和智能化，完善

药品、设备、患者等的联网化管理，在智能的

平台上达到智能医疗，进而提高医院整体医疗

质量和效率。

3.　不断扩大医院云计算的使用范围

云计算是目前最热门的词汇之一，它给医

疗信息化、社区医院信息发展等带来新的建设

思路，为开发卫生信息化软件、创新服务模式、

实现公益目标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3.1　云计算的概念。

云计算就是把影像、文字、图形等资料通

过计算机网络存储在一个虚拟的空间内，供需

要的人自行取阅的平台系统。它与其他存储设

备相比，具有虚拟性、超大规模性、服务性等

独特的性质。而作为医院特有的云计算系统，

更是融合了医院办公系统、病患电子病历、医

学影像资料、医院信息系统等多种不同的信息

技术，形成一个有专业特色的云平台。它比一

般的云计算更追求资料的私密性和共享性。所

谓私密性就是不同的对象只能查询与其有关的

信息；共享性就是不同医院、不同主治医生只

要信息拥有者同意，均可查看、更改相应信息，

无需重新再进行相关的医学检查。

3.2　云计算的使用现状。

云计算现已逐步运用在医学的各个方面，

也取得了一定的作用。笔者认为，目前，医院

云计算主要应用于以下三个领域。第一，医疗

领域，这是云计算最主要的一个使用方面，即

诊治信息的实时记录和共享。当病患就诊于不

同医院或同医院不同医生时，存储在云平台中

的诊断信息将为病人的主治医生提供完整的参

考背景，便于医生更准确的诊断病症。同时，

当病患出现紧急情况时，不论主治医生身在何

方，都能通过有互联网的计算机或移动设备获

取病人最新情况，给出最适当的治疗方案。第

二，教学领域，即医学资源的保存和示教。以

使用最广泛的手术示教系统为例，医院利用手

术直播系统、示教室、移动转播车来实现远程

医疗会诊，并即时把手术信息上传至云平台进

行保存，它可以满足观摩者随时随地的调阅、

回看、研究，可以不限人数不限对象的实施教

学，大大方便了教学者和受教者。再加上云计

算存储不受地域与时间的限制，故能够长期保

存大量教学资料，为医学技术的传承和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基础。第三，医患领域，即医患纠

纷的协调和处理。如前所述，云计算储存有一

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储存数据量大，任何细节都

能如实记载。一旦发生医患纠纷，不管纠纷焦

点处于哪个过程，均能便利的调查取证。对病

患来说，避免了因专业知识的缺乏而导致的无

法举证；对医生来说，能更容易的向患者解释

治疗过程，并得到患者的理解和支持；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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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不仅可以规范医生的职业操守，还能更

好的为患者服务，把医患矛盾遏制在萌芽中。

3.3　云计算的未来展望

如今，云计算的使用得到了广泛的接受，

而在今后的发展中，它将在更多的领域发挥作

用。比如将来患有慢性病或经常需入院进行检

验的老年人生病时，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医

院可以为其进行在家监护。即在患者家安装必

要的医疗仪器，并通过互联网把监控数据传至

医院、医生移动设备、社区医院等有关单位、

个人。一旦数据出现异常，医院、医生将第一

时间做出反应：由社区医院医生到患者家进行

初步检查，再由主治医生提出医治方案，必要

时入院治疗。这样一方面节省了患者多次来往

医院挂号、看病的精力和金钱，另一方面也减

轻了医院排队的现状，改善了就医环境。

4.　结语

总之，医院在新形势下，要更致力于新管

理模式的探索，不断发掘电子病历、物联网、

云计算在医院的发展潜力，把各项技术有机结

合，有效的促进医疗资源的高度共享，改善医

院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为病患提供一个

更为健康、更为公益、更为简捷、更为效率、

更为有质量的就医环境，打造一个惠及全社会

的智能医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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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概述了大数据技术的概念和特点，结合我国食品药品检验机构数据资源的获

取和分析利用的现状，提出了大数据时代食品药品检测机构面临的难点和挑战。 “十一五”及

“十二五”期间食品药品检验机构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但数据的建设和应用方面还存在诸多

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 本文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需以创新指导顶层设计 , 

以总体架构方法加强整合；加快信息化标准规范建设，促进监管检测信息共享；以数据分析应

用为重心，为决策层提供数据支撑，形成善用“大数据”成就药品智慧监管的新局面。

关键字 : 食品药品检测数据；数据分析；数据挖掘；大数据；应用探讨

引言

食品药品安全是重大基本民生问题，当

前食品药品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风险高发

和矛盾凸显的阶段性特征仍然明显。特别是

机构改革后，监管任务大幅增加，监管资源缺

口进一步扩大，监管能力亟待提高。提升食品

药品监管水平，必须依靠新科学技术的应用和

发展。国务院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高

度重视信息化建设。2012 年 1 月 , 国务院发

布《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

规划的通知》, 明确提出加快信息系统的建

设 , 建设数据中心 , 增建辅助决策信息平台 [1]。

2013 年 2 月 ,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制定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食

品药品监管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 提出加

快建设食品药品监管数据中心 , 按照统一的信

息化标准规范体系 , 建设国家、省两级数据中

心 , 实现资源整合和数据共享 , 为科学决策和

监管提供数据支撑 [2]。

随 着 信 息 技 术 的 不 断 发 展 , 全 国 至 各

省 级、 地 方 食 品 药 品 检 测 机 构 均 不 同 程 度

地吸纳了国内外当前先进的信息技术 , 信息

化 程 度 得 到 很 大 提 高。 运 用 实 验 室 信 息 管

理 系 统 (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LIMS)，以实验室为中心，通过计算机

网络可将实验室的分析仪器连接起来，建立分

布式管理体系，通过数据库管理技术结合质量

保证体系实现实验室检验检测数据的信息共

享、高效率运转，为提高实验室管理水平提供

了先进的技术支持。但是，各系统、各省、市

食品药品检验机构系统独立运行 , 没有实现业

务数据的纵向交换和横向共享 [3]。

“ 大数据” 被看作是继云计算、物联网之

后， 人类历史上又一次深刻的信息技术革命， 

是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4]。从因果关系

到相关关系的思维变革是大数据的关键，建立

在相关关系分析法基础上的预测是大数据的核

心。从海量数据中提取信息的能力正快速成为

战略性发展方向和要求。大数据可以在大规模

数据的基础上挖掘分析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

的价值并以此改变市场、组织机构 , 以及政府

与公民关系 [4]。同时也是政府决策系统做出科

学、准确决策的“数据技术支撑”，大数据时

代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及检验检测机构面临着巨

大的机遇和挑战。

1.　目前食品药品检验信息管理系

统存在的主要问题

食品药品安全检测数据是风险研判和实

施科学监管的重要技术依据。我国拥有数量庞

大的各种各样的食品、药品检验机构，包括

国家、地方、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第三方

检验机构等，每个机构每天都频繁进行与食品

（保健食品）、药品、化妆品等质量安全相关的

检验、检测，产生大量的检测数据。目前的实

验室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建设和应用存在诸多问

题，从检验数据的产生和应用两方面来分析：

1.1　数据产生的无序及手段非信息化

其一，检验检测信息化建设仍然处于无序

状态，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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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孤岛丛生、重复投资等。纵观各国信息

化建设的发展，一般都会经历一个从分散到集

中、从构建满足本部门需求的孤立系统到整合

的过程。如果缺乏一个前瞻的系统总体架构设

计，很容易出现的后果就是“信息孤岛”，即

使经过若干年建设了一套能满足日常工作使用

的管理系统，也实现了本单位或部门效率的提

高，但由于数据的无序和不规范，使其不能保

证系统整体（如整个省级食品药品监管系统）

数据的有效共享，也无法挖掘出其内在的存在

规律，大量的检测数据储存在“仓库”中，对

管理部门决策用处不大。 

其二，就目前而言，国家、各省市内各检

验检测部门所有在用的检验系统（如食品药品

检验管理系统，包括 LIMS）检测数据和结果

都还是采取人工干预的方法输入既定的系统上

传，不能由检验系统直接导出产生并灌入上报

至上一级系统（包括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局及国家局四品一械的直报系统），这样既影

响效率又极易造成错漏。

其三、现有的各级上报系统（如食品、药

品、化妆品、医疗器械、风险评估等）多部门

开发，各行其政，人机界面、功能、需求也“各

取所需”，既给用户带来使用上的难度，也造

成无意义数据的堆积，影响效率浪费资源。

1.2　重系统建设、轻数据分析利用 

这些年来，大家对硬件基础设施及应用系

统开发的重视程度普遍较高高，各种所谓的管

理系统应运而生，同时投入也越来越大，甚至

用到了一般在银行系统才使用的小型机。但却

无法避免地出现了“重系统轻数据”的问题，

对数据的分析利用、深度挖掘重视不足。在许

多人眼中，信息化建设与系统搭建实施可以直

接划等号，反倒忽视了最最宝贵的，也是我们

最终的目的：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信息化

仅能满足最基本的业务流程电子化需求，这些

系统严格意义上说只能算是“数据库”，谈不

上利用数据的内在关系发现问题、找出时机、

制订措施来对工作进行“管理”，更难以满足

领导层的决策需求，总体的效益和效果仍不尽

如人意。

2.　大数据时代对信息化的要求

随着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

政府和及其技术支撑的检测部门积累了大量的

业务数据，应该说这些“原始数据”才是信息

化建设和管理的核心，过去大家往往对如何通

过信息系统实现业务的电子化处理、优化业务

流程更关心。主要是因为：1）没有认识到数

据和信息资源的价值；2）缺乏有效处理多种

类型、不同格式数据的能力；3）信息化主要

还是为满足业务操作和中层管理的需求，真正

数据分析挖掘的需求和动力不足。随着大数据

等技术的成熟，信息化建设的重心将逐步从信

息技术向数据技术转化，未来信息化建设的重

心将是如何对系统内数据进行深入、多维、实

时的挖掘和分析，以满足决策层的需求，推动

信息化向更高层面进化。这也就是说：“数据

应用将成为信息化建设的核心”。

总之，在新的历史时期，信息化应用和建

设将出现诸多新的特点，信息化应用将进入发

展阶段转型的关键期，信息化建设的技术、理

念、理论、模式，以及评价标准等都已发生或

将发生重大变化，需要我们用全新的理念、全

新的方法和全新的技术去筹划、设计和实施。

3.　对策及设想

3.1　以新思维指导顶层设计，用

总体架构方法加强整合

无论是技术支撑还管理部门，未来几年都

会面临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业务模式及

流程的挑战。比如，从各部门分散运作向系统

一体化运作转化，从以流程导向决策向以数据

导向决策转化等。信息化建设目前已经走到了

系统集成与整合的十字路口，通过先进、前瞻

性的架构设计来牵引业务需求，同时引用新的

IT 解决方案（如大数据、云计算、移动应用

等新技术），为业务创新、系统建设和整合优

化提供基础，使信息化工作真正走向正轨。 

这就要求我们一要做好统筹规划、统一指

导，强化顶层设计，确保上下（省、市）左右

（管理、支撑）一盘棋；分级建设和推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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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充分发挥各级食品药品监管、检测部

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要完善创新机制，以整合资源、增强合

力、提升效能为目标，完善信息化工作管理体

制，创新信息化工作运行机制，不断提升信息

化工作能力和水平。

三要从人才兴检 , 科学监管出发 , 进一步

加强大数据技能型人才 , 包括数据采集、储存、

分析、挖掘型人才的培养和培训 [5], 同时注重

与相关分析学科知识的联合培养 , 建立食品、

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为基础的大数据技

术人才队伍。

能否将共性的 IT 技术与个性化的业务模

式结合以指导我们的决策，创造出新的业务能

力是未来信息化建设的重点，也是评价我们信

息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 

3.2　加快信息化标准规范建设，促进
监管检测信息共享

统一全省系统信息化标准规范体系，制定

符合食品药品监管及检测信息系统建设要求的

信息资源、应用系统、数据共享与交换等标准，

促进食品药品监管及检测系统业务协同、信息

共享，建立数据采集、处理、分析和利用规范。

按照统一的信息化标准规范体系，建设省、市

两级数据中心，建设和市级食品药品监督检测

管理相适应并且符合省、市食药检所运行的信

息化管理系统，形成集实验室管理、检验数据

管理和省、市药监局及相关部门之间数据安全

交换、流转处理、信息资源共享的综合信息平

台。最终实现资源整合和数据共享，为科学决

策和监管提供数据支撑。同时，在此基础上上

联并实现与国家局（或中检院）的交换和共享。

具体实施方法雏形：

1）实验室原始数据的采集。建议尽可能

采用统一的采集计算分析工具，以最常用的检

测仪器—色谱为例来说，可考虑选用能同时

支持大多数国际国内品牌的 NuGenesis SDMS、

Waters 色谱工作站网络版（或其它具备该功能

的品牌）等，使之测试、分析、结果报告一气

呵成，减少人工干预，降低出错率，对其它数

据的采集也可以类似的方法，比如光谱、质量、

容量、物理等参数的数值传递分析等，以此类

推。逐步建立实验室 LIMIS 系统，实现检验原

始数据的无纸化。

对极个别暂时无法直接传导入大数据仓

库的数据，可以采取“缓存库”的方式，先将

数据传入一指定的“空间”，经程序化处理标

化，再由大数据库的“抓手”摘取入库。

2）检测数据及结果的上传。检测及结果

数据最终得从检验系统上传至监管系统，才能

进行大数据的分析并供决策参考。要改变现

有的手工输入上传模式，必须是在上述数据采

集、结果分析处理、实验室 LIMIS 系统建立的

基础上进行。这就要求上游的管理系统在设计

时就该考虑数据的接收规范，包括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纠错或容错等，因为有些实验室信

息管理系统（如现在比较时髦的、并在食品药

品检测系统逐步推广的 LIMS）由于国外知识

产权的保护而不一定能对数据上述数据性质进

行修订。在现阶段，必要时也可以利用第三方

软件（或开发专门的软件）进行程序化转换及

录入上传。

3） 检 测 数 据 的 分 类 和 标 化。 实 验 室 数

据由于来源不同，其中包括产生的设备（仪

器 ） 及 底 层 支 持 系 统（Oracle、SQL Server、

ACCESS、DB2、SQL、甚至早期使用的 lutos 等）

的不同，管理权限及业务范围不同（如众多的

第三方实验室的建立），很有必要对于这些数

据预先进行标化后再灌入分析系统，同时，由

于各管理决策部门或分析的目的的需求不同，

对同一库数据，会进行不同筛选条件的“摘取”

行为，即分类。

3.3　以数据分析为重心，为决策层提
供数据支撑

随着数据量的累积和数据处理技术的成

熟，未来信息化建设将从关注系统实施向关注

数据分析方向转化，成为“十三五”信息化应

用的新重心。实现大数据技术在食品药品检验

机构的应用 , 需要实现基于大数据技术的业务

智能及数据挖掘分析系统建设 , 为监管部门提

供科学监管和风险预警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

要做好数据的分析和挖掘有如下几点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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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1）扩展数据来源，整合多种渠道、多

种类型的数据源（食药检、卫生、质检、进出

口等系统的检验数据的导入）；同时，大数据

类型繁多 , 包括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和

非结构化数据 [6]，数据的规范、清理和预处理，

利用大数据文本挖掘从海量的数据信息中去甄

别过滤有价值的信息就相当的重要。2）引入

低成本、易操作的数据存储、分析工具，为大

量数据的分析和挖掘提供技术基础（云存储、

云计算、SPPS 等分析软件的嵌入）；3）积极

开发适合本系统使用的“分析预警系统”，对

库内的数据进行甄别、汇总、统计、分析，并

能与库内的历年数据进行自动比较判别，寻找

“特异点”、“敏感点”，形成预警指标，进行风

险评估；4）加强数据的管控，在整个系统范

围内优化数据标准，健全原始数据管理，增强

数据的一致性。5）安全管理工作，随着大数

据的逐步形成，要特别注意防范数据库的“崩

盘”，可采取交叉“冷”、“热”备份，异地备份、

云备份等方法进行。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就是实现数据挖掘分

析提供决策支持 , 将来食品药品的数据也许都

会集中在一个统一的大数据平台 , 食品药品检

验结果 , 历史数据趋势分析 , 都将能够即时查

询报告和预警 , 这就形成了完善的完善食品药

品安全长效监管机制 , 也保障了人民群众饮食

用药安全 [7]。

“十三五”时期是新的食品药品监管系统

组建后的第一个 5 年规划，是食品药品监管事

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监管能力

大建设大发展的关键时期 [8]。“十三五”期间，

我国的信息化发展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高速发

展的时期，期间既有机遇也会遇到诸多风险。

我们要加强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科学判断和

准确把握好信息化发展趋势，并采取有效和适

宜的措施，处理好影响信息化发展的突出矛盾

和问题，实现我区“建设全省乃至全国统一的

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数据管理系统，对许可、监

督、抽验、风险、应急、案件、保障、快检等

检验检测数据进行统一管理，对检验数据及结

果进行分析和评判”的目标；以达到国家局关

于进一步加强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化建设指导意

见：“构建完整、高效、可扩展的信息化应用

体系架构。推进数据中心建设，实现数据整合、

集中、共享。全面建立和完善食品药品综合监

管业务平台。面向服务对象，全面提升食品药

品监管信息服务质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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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开发闭环式输血管理系统

The Development of Closed-loop Blood Transfusion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张民  刁琰  单清  钱厚明  柳健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扬州  225001

摘要：输血是从“血管到血管”的全过程，传统的输血管理通常采用的是手工交接、单据

传抄、人工核对的模式，因为没有系统的对输血的全流程进行管控，所以存在着工作效率不高、

安全性差、资料无法查找、统计工作量大、在医院各类临床信息系统之间无法做到信息的共享、

一旦发生错误无法回溯与定责的问题。我院结合人工智能技术通过设计了涵盖输血管理全流程

的闭环式临床输血管理系统，减少了原有存在于输血管理工作中大量的手工记录与交接环节，

实现了临床用血的实时监控和闭环管理，满足临床用血需要，更好地适应了医院信息化管理和

医疗质量管理的要求。

关键词： 人工智能   输血管理系统   闭环管理

Abstract: Traditional transfusion management adopts the model of manual handover, 
written documents and manual check. Therefore, there exist tremendous problems, such as:  low 
working efficiency, poor safety, heavy statistical workload, and difficulty in sharing information 
among various clin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of the hospital.  Moreover, once there is a mistake, 
it is hard to find who is to blame.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ur hospital designed the 
closed-loop blood transfusion system, which greatly reduces manual documentation and 
handover. Hence, we realized real time monitoring and closed-loop management  during 
clinical blood use, which meet the requests of hospit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medical 
quality management.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lood transfusion management; closed-loop management

输血管理是医疗质量管理工作中不可缺

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血液发放，交叉配

血和临床用血等各个医疗过程。我院按照《医

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临床输血技术规

范》和《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 (2012

年版 )》的要求，建立起闭环式临床输血管理

系统，形成了用血数据资源共享，保障了临床

用血安全，有效避免了临床输血的差错和输血

事故的发生，确保了临床输血工作的规范化，

实现了临床用血的制度化与合理化。

1.　闭环式临床输血管理系统的设

计背景

输血科原有的单机输血管理系统与医院

HIS 系统、EMR 系统、LIS 系统、手术麻醉系

统等系统均不能有效的共享数据，使得用血申

请、发血、输血等一系列医疗行为基本采用手

工方式，不仅造成医务人员工作繁琐、劳动强

度大，而且增加了医疗过程差错的发生率，为

患者的临床安全输血带来困难。这种方式下存

在以下的弊端：①由于输血科单机管理系统与

医嘱系统无法实现共享信息，医生在开具输血

申请单时无法获得实时的血库备血量数据，输

血科接收到纸质申请单后手工录入，然后进行

配血与备血工作，如果库存中没有输血申请单

上申请的血液类型，输血科再电话通知申请医

生告知输血申请无效，造成输血时间的拖延与

无效劳动的增加。②医生在填写输血申请单

时，因为没有电子化申请单，不能直接获取

LIS 系统中相关检验数据，需要手工查询患者

的血型、RH 血型、血红蛋白等指标，增加了

错误操作带来的安全隐患；③护士从受血者抽

取血液样本后，需要手工核对患者身份与申请

单信息是否一致，存在发生人为发生差错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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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④输血科配血成功后需要电话通知临床医

生，无法做到信息的实时记录，一旦发生医疗

纠纷将无法实现追踪与溯源；⑤护士从收到血

液制品后为病人输血，需要手工记录输血的时

间，存在发生人为差错的可能。

人 工 智 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简 称

AI）是计算机学科的一个分支，二十世纪七十

年代以来被称为世界三大尖端技术之一（空

间技术、能源技术、人工智能）。也被认为是

二十一世纪（基因工程、纳米科学、人工智

能）三大尖端技术之一。人工智能是研究、开

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

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该

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

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人工智能是包括

十分广泛的科学，它由不同的领域组成，除了

计算机科学以外 , 人工智能还涉及信息论、控

制论、自动化、仿生学、生物学、心理学、数

理逻辑、语言学、医学和哲学等多门学科。人

工智能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机器（信息系

统）能够胜任一些通常需要人类智能才能完成

的复杂工作。人工智能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包

括：知识表示、自动推理和搜索方法、机器学

习和知识获取、知识处理系统、自然语言理解、

计算机视觉、智能机器人、自动程序设计等方面。

因此，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临床用血知

识库，运用知识获取、知识处理等人工智能系

统理论，设计符合卫计委要求的闭环式临床输

血管理系统，替代传统手工或简单信息系统管

理的模式。形成输血数据资源共享，保障临床

输血安全，有效避免临床输血的差错和输血事

故的发生，以确保临床输血工作的规范化，实

现临床输血的制度化与合理化。

2.　结合人工智能的闭环式临床输

血管理系统的设计方法

2.1　需求分析与调研

选择输血治疗较多的血液科、重症监护、

手术室、消化内科、普外科等临床科室结合输

血科、质控办、医务处、护理部等管理科室进

行闭环式临床输血管理系统的初步需求分析调

研，通过现场询问、填写调查表、收集临床使

用表格、可视化情景分析等方法，了解临床与

管理科室的实际任务与期待实现目标，运用软

件工程实施设计理论，按照问题识别、分析与

综合、编制需求分析文档、需求评审四个步骤，

分别从任务需求、功能需求、业务规则、质量

属性等维度考虑，分别以临床输血业务和临床

输血数据为主线，明确闭环式临床输血管理系

统的管理目标，确定临床输血管控系统系统总

体结构，明确闭环式临床输血管理系统的模块

构架，明确闭环式临床输血管理系统实施方

案。构建临床输血管控系统的逻辑模型，形成

需求分析调研报告，供闭环式临床输血管理系

统流程设计使用。

2.2　流程设计与绘制

根据闭环式临床输血管理系统需求分析

调研报告，依据《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规范》

和《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 (2012 年

版 )》中相关要求，结合医院自身特点制定医

院临床输血规范化、标准化的应用流程，采用

自上而下、逐层分解的方式，进行闭环式临床

输血管理系统的流程设计，绘制系统的组织结

构图、功能模块分解图、业务流程图、系统逻

辑模型图、数据物理模型图。

2.3　知识库与数据统计模型构建

依据《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规范》、《江

苏省临床用血质控体系与质控指标》和《三级

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 (2012 年版 )》等

规范性文件，结合临床输血实际使用情况，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遵循安全性原则、标准性原

则、准确性原则、稳定性原则，通过知识获取

与知识处理方式构建临床用血知识库。运用数

据仓库、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构建输

血决策分析知识抽取模板，分别以病人、病种、

手术名称、血制品类型、医生、诊疗组、专科、

病区等为元素建立统计分析模型。

2.4　系统的实现

按照研究设计系统的需求分析报告与流

程 设 计 图， 以 .NET 为 系 统 程 序 开 发 语 言，

ORACLE 为系统数据库，结合无线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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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码扫描技术，构建 B/S 架构下的闭环式临床

输血管理系统，分别以用血申请、血标本、血

制品为主线，设计血库出入库管理、配血管理、

计费管理、医生申请管理、护士输血管理、不

良事件管理等模块，全流程关联临床用血知识

库，进行智能质控提醒。通过建立的不同元素

的统计分析模型，实现输血数据决策分析。

3.　闭环式临床输血管理系统的应

用优势

传统的临床输血管理比较多的是通过手

工方法，存在安全性差、工作效率低下、记录

无法追溯等诸多问题。闭环式临床输血管理系

统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和数据平台技术，进行

了医院各个业务系统之间的数据整合。系统通

过在入库、出库、采血、运送、输注、回收的

各个环节中扫描输血 \ 用血申请单条码、血液

标本条码、血袋号条码、员工工号等，对输血

流程中各类信息进行审核与确认，避免了在原

有情况下的手工录入与交接环节出现的失误，

减少工作量，降低出错率，提高了工作效率和

医疗质量。

闭环式临床输血管理系统的应用使输血

科、临床科室以及运送人员之间建立了相互联

系。当患者需要进行输血治疗时临床医生首

先在医生工作站填写输血前评估单与知情同意

书，开立备血申请单并通过网络传送给输血

科；护士通过扫描采血条码确认采血信息、运

送护工将血液标本送往输血科途中时，输血科

通过系统的消息提醒功能，在输血系统中立刻

就可以获取临床科室的输血申请信息；输血科

完成对血样检验和配血结果确认后，信息一旦

通过审核，医生也可以在医生工作站第一时间

得到确认的消息提示，及时打印用血通知单并

安排领血；护士在输血巡视过程中如发现患者

出现异常情况，立即填写输血不良反应记录，

输血科工作人员和经治医生都能够通过输血管

理系统或 EMR 系统调阅该信息； 通过医生工

作站的用血情况查询模块，医生能查询患者历

次输血信息、查看此次配血结果和标本检验结

果、查阅患者的用血反应记录、查询输血成分

信息、查看申请单状态等等，在发生超权限用

血时系统自动提示需要主任审批，如超量用血

时系统提示需要填写超量用血申请书，需主管

部门（医务处、总值班）批准后方能提血。输

血科工作人员可通过闭环式临床输血管理系统

查询病区护士采集的患者血标本及发出的各类

血液制品的具体去向、交接人员、交接时间等

信息，统计各类血液制品的用量，通过与 LIS

系统的接口分析患者在输血前、后的血红蛋白

值、血小板值等数值的变化，并可结合 EMR

系统进行患者用血情况的分析与评价。

闭环式临床输血管理系统在我院的应用

加强了医院的输血安全、规范了医院的输血流

程、简化了医院的输血环节。有效避免工作差

错，提高工作效率，做到了从血液制品入库、

临床用血申请、血液标本配血、血液制品出库、

血液制品转送、临床用血行为记录、用血不良

反应上报、已用血袋回收、用血情况分析等各

个环节的全流程质控，实现了输血流程的闭环

管理，为医院带来明显的科学价值、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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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质量与安全信息数据库架构设计与管理探讨

Study on the Design and Management of the Database of Medical Quality and Safety 

 刁琰   张民   李扬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扬州（225001）

摘  要：建立医疗质量与安全信息数据库是医院现代化管理的重要举措。我院以三级综合医

院评审建设为契机，建立包含首页数据信息、日常登记信息、执业行为信息的医疗质量与安全

信息数据库，并制订信息收集、报送、管理、应用等制度流程。通过医疗质量安全信息数据平

台建设，实现各部门、科室的质量安全信息数据网上报送，达到医疗质量与安全数字化管理。

关键词：质量与安全  数据库  信息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atabase of medical quality and safety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aken in modern hospital management. Taking level 3 comprehensive hospital review 
as an opportunity, our hospital established a database of medical quality and safety, which 
covers homepage information, daily register data and clinical behavior. Moreover, we compiled 
procedures concerning information gathering, delivery,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Thank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atabase, our hospital accomplished online information delivery, and 
thus realized the digital management of medical quality and safety.

Key words: quality and safety; database; information

在医院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医疗质量

与安全数据将对医院运行质态起到重要的评价

作用，数字化管理将是医院质量安全管理的趋

势。医疗质量与安全信息数据的应用是医院管

理水平的体现，衡量和评价医院好坏的标准尺

度之一。医疗质量与安全信息数据库的建立也

是卫生部等级医院评审的重要要求。但基于现

有医院信息系统的大量的临床质量安全表达数

据无法采集和共享，现有的质量安全表达数据

由于内容不完整而无法使用。因此，医院须在

现有医院信息系统数据采集能力的前提下，做

好医疗质量与安全信息数据库采集、统计、汇

总、分析、应用的顶层设计，使医疗质量与安

全信息数据收集尽可能全面，并能够提供给各

职能部门、各临床医技科室应用。

1　医疗质量与安全数据库的架构

设计

医疗质量与安全数据信息包含内容较广，

涉及医院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的各个方面，同

时由于各医学专业方向的不同，部分医疗质量

与安全数据信息也带有专科化的色彩。从国家

卫生计生委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2011 年

版）第七章“日常统计学指标”中，专门列出

了医院运行基本监测指标、住院患者医疗质量

与安全监测指标、单病种质量监测指标、重

症医学质量监测指标、合理用药监测指标及

医院感染控制质量监测指标六大类。江苏省卫

生厅在制订《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

（2012 年版）》时，又增加了手术并发症与患

者安全指标。而在评审标准第四章中所要求的

质量安全数据库信息（包括部分专有条款的科

室）内容远超过“日常统计学指标”内容。其

中部分指标可以通过现有医院信息系统获取，

部分信息只能通过手工采集。因此，医院需要

对需要收集的医疗质量安全数据进行整理，理

清收集渠道，并建立常态化的数据收集、整理、

发布、分析、反馈的机制。

完整的医疗质量安全数据库涉及医院、科

室质量安全管理信息、医务人员个人执业信

息、疾病诊疗相关信息等，主要分为包含首页

数据信息、日常登记信息、执业行为信息三类。

1.1 首页数据信息

包含患者来源、平均住院日、平均住院费

用、手术操作开展例数、出院病人例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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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数等业务统计信息，也包括抢救成功率、药

占比、抗菌药占比、成分输血率等质量统计信

息。该类统计信息可基于病案首页登记内容，

通过医院信息系统自动获取，用于体现医院、

科室基于疾病的运行质态 [1]。

1.2　日常登记信息 

包含多学科会诊数量、院感发生数、呼吸

机相关肺炎发生例数、非计划再次手术例数、

并发症发生数等信息。该类信息建立于院、科

两级日常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登记记录中，须

通过对日常手工登记信息进行统计，方能产生

此类数据信息。

1.3　执业行为信息

包括医疗技术准入信息、三基三严考核结

果、外出会诊信息、对口支援信息、行风评议

信息等一般执业信息，也包括合理用药评价信

息、违反医院制度行为信息、护理质量缺陷、

医疗投诉、纠纷等不良行为信息。此类信息依

靠卫生主管部门、医院职能部门日常监管、督

查而形成的档案信息。

2　医疗质量与安全数据信息的收集

医疗质量与安全信息数据收集涉及医务、

护理、院感、质控、门诊、预防保健、监察、

医保等多职能部门，也涉及麻醉、重症医学、

血液透析、急诊业务科室，须各职能部门、临

床医技科室在日常工作中注意收集、登记、汇

总，并定期统一报送至医院指定部门保管、发

布。而医院若未做好良好的顶层设计，必然存

在部门间相互推诿，导致医疗质量与安全数据

收集困难。笔者认为，在现有医院信息化发展

水平的情况下，必须做好以下制度与规则的设

计：

2.1  必 须 明 确 医 疗 质 量 与 安 全 数 据 名

称、计算方式及收集方式  以国家卫生计生委

HQMS 数据设计为例，国家卫计委医院质量监

测系统（HQMS）统计的 326 项数据每项均列

出了标准名称和数据计算方法，涉及病种（手

术）数据上报的罗列出了上报病种（手术）的

ICD 编码 [2]。医院在制订医疗质量安全数据收

集名录时，亦应以此为标准，建立每项统计数

据的标准名称和计算方式说明。此外，还应注

明该项信息是通过医院信息系统采集还是通过

手工统计。

2.2  必须明确各部门、各科室数据收集的

职责和收集内容  针对各职能部门、各临床医

技科室质量安全管理权限不同，各部门科室

应根据自身管理权限负责收集相应的数据信息

（包括系统统计数据和手工统计信息）。以我院

为例，医疗质量安全数据收集原则是以职能部

门为主，依照管辖范围收集不同信息，涉及专

科（如麻醉、重症医学、病理等）信息由相应

临床医技专科负责上报，每一项数据责任到对

应部门科室。同时，医院应对执业行为信息作

出统一的报送要求。执业行为信息登记汇总内

容包括以下项目：发生时间、责任人（以团队

组织形式的失范行为当事人为该团队的第一负

责人）、信息类别、主要（违规）事由、处理

结果、信息登记部门。

2.3  必须设计医疗质量安全数据信息使用

管理流程  医院应指定专门部门（如医务处、

质管办等）作为医疗质量安全数据信息的管理

部门，各部门、科室应定期（按月、按季度、

按年度）向信息管理部门报送数据，由信息管

理部门统一整理、发布，同时执行信息保密制

度。非数据收集部门需要使用医疗质量安全数

据信息时，应履行申请程序，由医疗质量安全

数据信息的管理部门根据信息保密程度提供使用。

3　医疗质量与安全数据的应用

医疗质量与安全数据信息在医院的质量

管理、医疗风险管理、医师定期考核管理、科

室绩效管理等诸多方面。医院应在执行信息保

密制度的前提下，尽可能向全院各部门、各科

室公示尽量多的质量安全信息数据。医院可在

内部网络中建立专门的医疗质量安全信息数据

平台，实现各部门、科室的质量安全信息数据

网上报送，同时实现在线的数据查询功能，以

方便院科两级的日常质量安全管理工作。

原则上各数据收集责任部门科室应充分

利用所收集的医疗质量安全数据，做好日常质

量安全管理、定期评价分析工作，以持续提高

医疗质量。医疗质量安全数据信息管理部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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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据报送收集情况如上报及时性、数据完整

性、数据真实性等方面进行统计和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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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无边界智慧门诊

黄昊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信息科

【摘要】目的：通过信息化手段提升大型医院门诊服务水平，更好的为广大患者服务。方

法：采取信息建设管理先行的思路，按照“采的全，走的通，汇的拢，理的清，讲的明”的要

求，通过对医院门诊现有的流程方法进行梳理总结，在此基础上利用无线通信技术、电子货币、

二维码技术、医疗知识库等打造智慧门诊。结果：依托移动互联网将门诊服务从现实世界的固

定地域延伸到赛博网络，将诊前咨询、就诊服务、诊后随访串联起来，突破了门诊狭小的格局，

取得了社会效益、精细管理双赢效果。结论：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解决了医疗机构与患者信息沟

通最后 10 米的障碍，是医院发展从规模扩张向精细化管理发展，从数字化医疗向智慧医疗转

型的有力保障。

关键词：智慧门诊 精益管理 患者服务

背景：某三甲医院门诊楼自 1994 年启用，

设计容量 2000 人次 / 日。经过近 20 年的不懈

努力，医院已经成为重庆乃至西南地区最有

影响力的医疗机构之一，门诊量也维持在平均

6000 人次 / 日。现实需求和门诊容量的矛盾日

益突出，加之医疗体制改造的新形势，医院短

期内无法重新扩建或者新建门诊。医院管理者

经过多次调研，反复讨论，最终决定以信息化

建设为手段，打造智慧门诊，提升医院门诊的

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以移动互联网为依托，

将诊疗服务延伸，实现诊前、诊中、诊后的一

体化服务。

1　整体架构

智慧门诊由硬件设备层、质量体系层、业

务服务层、数据平台层、数据应用层五层组

成。其中硬件设备层主要是采用一系列感知设

备，实现数据的快速准确采集、消息的及时推

送、安全的随时随地保障。通过身份证读卡器、

RFID、医保读卡器、条码枪等多种数据采集

设备。

质量管理层主要由各种流程、管理规定、

标准字典、SOP 操作手册等质量管理规定构成。

通过由相关管理部门及科室共同讨论，对现有

的制度流程进行梳理，发现和处理问题，形成

各项门诊管理制度。业务服务层主要由门诊医

疗业务所需的各业务系统构成，远期目标是将

服务进行细颗粒度重构，真正构建基于 SOA

的服务体系。数据平台层采用集成平台的做

法，利用数据总线，将各业务子系统的数据进

行汇总，并依据统一的规则进行语义转换，形

成门诊临床数据中心，并依据一定的业务模型

将数据进行分类，进而完成数据挖掘，获取所

需信息。数据应用层就是根据临床业务需要，

按照既定的业务流程，使得数据流转起来为医

疗、教学、科研、管理及患者服务。从逻辑关

系说，硬件设备层是基础，质量管理层是核心，

业务服务层是支撑，数据平台层用于业务协

同，其中的知识库更是对质量管理层的知识的

体现，用于指导业务工作的开展，数据应用层

是展现，将数据以合理的方式呈现给用户，进

而发现数据背后的医疗知识点，提炼汇总为智

慧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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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 无边界智慧门诊架构图 )

2　做法

2.1　信息建设管理先行

首先医院明确了智慧门诊建设目标，并将

其写入 2015 年医院发展纲要，从制度上确保了

项目所需的资金和人员到位。其次医院对门诊工

作进行了重新分工，根据信息化条件下对组织架

构进行重构，将原来分散在各职能科室的与门诊

有关的管理职能统一集中在门诊部，门诊部主任

有权对门诊所有工作进行统一调配，并有权定

期组织门诊工作协调会。第三梳理业务流程，建

立、规范和统一各类数据字典，业务流程、数据

字典是信息化建设的基石。智慧门诊的业务流程

与传统的数字化医院存在不同，其更注重人的感

受，最大程度为患者、医务人员及管理者提供方

便。因此我们不是简单的依据原有业务流程做信

息化，而是在引入移动医疗业务的前提下，去重

建业务流程，利用移动互联网将传统门诊突破地

域限制，进行无限拓展；再就是将医疗行为从疾

病治疗到诊前咨询—门诊就医—疾病随访的全方

位管理。数据字典的统一由于涉及的业务系统和

科室多，梳理工作非常艰难，经过协商，最终以

价表目录为基础，兼顾临床业务需求建立规范统

一的诊疗目录库，进而实现了各业务子系统数据

字典的统一。

2.2　顶层设计分布实施

有了管理需求，就可以借助信息化将其固化

和制度化，无边界智慧门诊的实现必然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因此必须依据医院自身的特点和实际

情况做好规划设计和分步骤实施计划，以保证目

标的实现。同时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应用，以及医

疗改革的深入推进，整体方案应依据国家的医改

政策，将区域协同的内容和范围进行调整，完善

分级转诊和远程会诊的内容及方式方法。

在设计上主要利用无线 WIFI 技术、二维

码技术、医疗知识库打造信息化智慧化门诊，

利用集成平台实现业务协同，并利用数据可视

化进行展现。门诊全无线覆盖，医院采用与互

联网公司合作模式，在门诊全面部署无线互联

网，对于普通人通过无线 WIFI 可以浏览我们

提供的网站、包括提供部分视频、新闻、音乐、

科室介绍、医生介绍、新业务新技术介绍等

与医院相关业务；对于已挂号的患者，可以通

过认证的模式为其提供免费互联网浏览；患者

可以在网站、手机上直接挂号，可通过电子银

行进行支付，直接持挂号成功凭证来院就诊就

行，不需要再确认；全面推行二维码技术，对

于指引牌、医生介绍、非处方药等都可以附带

二维码，只需要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得到相应服

务，如指路，挂号，售药等；利用自助机完成

银行卡、医保卡的一卡通支持，使得患者持医

保卡等有效储值卡都可以来院方便就诊。通过

对历史就诊数据的统计分析，医院门诊就诊人

员年龄超过 60 岁的占总数的 40%，这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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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对自助机、手机支付等设备使用度极低，认

知度差，因此我们为体现人文关怀，保留窗口

缴费挂号。并引导其他患者主动采用更便捷方

式，分流窗口排队人数。

2.3　内外结合协作共赢

从医院实施经验看，智慧门诊建设需要整

合各方力量进行实施。

按照 PRINCE2 原则，项目应由利益方人

员共同组成，即项目发起人（领导），项目受

益人（各职能科室及门诊业务科室），项目的

技术支撑方（公司和信息科），用共同的目标

将相关联的人联系起来。门诊部，负责制定和

梳理各项流程、制度，督促按照时间节点完成

相关工作，确保项目质量；信息科负责和公司

方协调，负责收集院方需求，形成统一要求，

负责对项目进行边界管理，以及日常事务的

沟通；公司方负责项目的建设，落地实施；同

时医院还应借助外脑，更多的吸收国内外的先

进经验，以开放的心态，在保证患者安全、保

护好患者隐私信息基础上与互联网企业进行合

作。借助互联网企业的资源优势和与患者良好

的粘度，提供患者更好的服务达到双赢效果。

2.4　将知识库融入业务系统

作为大型三甲医院，门诊人流大且对时效

性要求高，医务人员工作繁重，为保证“品质

和安全”，我们将合理用药、急诊评分、医保

管理、传染病上报、特病管理等知识库融入业

务系统中，为医务人员提供及时指导。 同时

依靠患者 APP 和微信平台，为患者推送健康

宣教知识，提供分诊就诊咨询，做好便民服务。

2.5　宣传推广出成效

智慧门诊项目的适用人群包括患者、医务

人员、管理者，因此必须制定不同的宣传策略，

让不同的用户了解和掌握相关信息。通过不断

的宣教推广，进而获得广泛认同，让大家使用。

通过与用户的反复沟通，不断提升项目的建设

水平。对于医务人员来说，主要采取集中培训

和单独培训相互结合的方式，让他们了解和掌

握系统功能。结合门诊工作特点，重点做好导

医和分诊护士的培训工作，这样当医生出现使

用问题时，护士能够及时给予解决；对于患者，

主要是让更多的人群知晓，了解其便捷性，进

而能够主动使用系统。因此采取网站及微信宣

传、门诊大屏幕播放、现场导医推荐等多种宣

传模式，并结合微信这种良好的沟通渠道，收

集患者反馈，进而提升患者满意度。

3　效果

从实施效果看，目前自助机、微信、互

联网等非传统网络就诊挂号人数占到就诊总人

数的 26%，每日平均有 1600 人次左右。按照

平均挂号等待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的卫计委要

求，一共为患者节约 640 小时 / 天，通过现场

结合业务数据，平均减少每个患者就诊等待时

间 40 分钟，很好的缩短了患者平均就诊等待

时间。同时借助电子货币支付形式也提高了工

作人员的效率。最主要的是门诊部能够依托获

取的各种数据，准确判断门诊运营情况，及时

调整医疗资源。实现精细化门诊管理。医院门

诊量近 2 年来均以 15% 速率增长。

4　讨论

4.1 智慧门诊不仅是信息化建设项目，更

是医院门诊管理水平的提升。因此在项目从策

划、建设、运行全过程都要以门诊部和管理部

门为主导，信息科发挥好技术支撑作用，这样

全院一盘棋的工作模式才能真正做好。

4.2 项目建设必须将安全放在首位，随着

医院信息网络从封闭走向开放，传统的安全手

段必须进行丰富和完善。只有做好了安全防

范，才能很好的应对移动互联网的业务。同时

在为患者提供及时的数据服务时，必须是安全

和可控的。因此建立一个内外网信息交换平台

是迫切和必须的。

4.3 好的沟通协调才能促进项目的有序推

进，门诊工作千头万绪，门诊信息化也同样面

临这样的现状。因此必须要建立与本单位相适

用的信息建设流程。只有相互适应才能达到最

佳效果，而不是最先进的就一定最好。要在推

进过程中首先取得权威人士的认同，按照二八

原则和 PDCA 模式，抓住重点人和重点工作

去解决。同时要很好的利用业务数据去展现成

果，发现问题，这样才能使得沟通更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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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信息科绩效管理的初步考核方案设计

王晓华 1  叶瑞绵 1  丁慧莹 1

（1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信息科 150076 哈尔滨市道里区新阳路 558 号）

摘要：医院信息科承担着医院信息系统建设、运营维护、日常监管等任务。随着医院信息

系统的不断升级 , 医院信息科业务量也在不断增加，统筹科室资源、优化技术配置、强化管理

手段，增强信息科的服务质量和保障效力成为医院信息主管重点关注的问题。如何提高信息科

人员的工作效率？笔者认为采用绩效式管理方法可有效地整合科室资源、激发工作者的积极性

主动性，提高信息科服务质量及保障效力。本文就医院信息科绩效考核管理的内容、方案及作

用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信息科；医院信息系统；绩效考核；

The preliminary design of performance appraisal program in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hospitals

Wang xiao-hua, YE rui-mian, Ding hui-ying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Heilongjiang Hospital of 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150076)

[Abstract] Information department in hospitals shoulders the tasks of construction, 
operation, maintenance and supervision of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HIS). The work load 
increases with the update of HIS. The key issues concerned by the chief of HIS include the 
over planning of resources,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techniques, enforcing the means of 
management, improving the level of service and the efficiency o f support. How to improve 
the working efficiency of the information department personnel?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pproach can effectively integrate resources department initiative, 
motivate people's enthusiasm,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quality and ensure effectiveness. 
The content , methods and effect of the information of hospital performance appraisal 
management, and make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Information department;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Performance appraisal

一、医院信息科发展现状

现今全国多数医院都安装了信息化平台，

信息化平台的应用在很大成度上提高了医务人

员工作效率，加快了病人就诊速度，有效地解

决了群众看病难的问题，堵住了财务、药品等

管理中的漏洞，减少了医疗差错，提高了医疗

服务水平。尽管医院信息化建设取得了可喜的

成绩，但仍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这关系

到医院信息化建设的长久发展，是摆在每个从

事信息化建设者面前的关键课题 [1]。目前来

看，由于医院信息科缺乏专门的理论研究和多

种学科人员的协同探索，致使信息科人员的工

作仍处于一种任务式的原始发展模式，信息化

管理人员如救火员一样，哪里出的问题就去哪

里，修修改改，被动地开展工作，这种工作模

式因缺少主动性，处处被动地完成任务，被动

地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种工作环境中，

慢慢地使得医院信息化管理维护人员，在思想

上呈现出只要能解决现有问题，维持现有状况

就是很好地完成了工作任务的不良思想，这种

不良思想的滋生，会使得信息科的工作人员，

对自身工作标准越来越低，处处只求过得去，

不出问题就行，在一些新问题的解决上畏手畏

脚处处依靠领导。我院情况也是如此。

那么如何才能发挥信息科人员的积极性，

主动提高自身业务技能呢？笔者根据近年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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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的管理心得，认为只有借助信息化、智

能化平台，运用绩效管理办法，对人员配置、

工作执行力、工作态度、工作效率等方面进行

科学统筹管理，才能有效地调动信息科人员的

积极性、创造力，自主学习意识及工作执行力，

促进医院信息化的长足进步。

二、绩效管理的原则

绩 效 管 理 就 是 以 员 工 的 工 作 业 绩 和 工

作效率为依据，对其进行奖惩，从而激发其

工作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的一种管理方式。这

种 方 式 主 要 是 采 用 管 理 学 上 的 SMART 原

则，S（specific）绩效指标必须是具体的，M

（measurable） 绩效指标必须是可以衡量的，A

（attainable）绩效指标必须是可以达到的，R

（relevant）绩效指标是要与其他目标具有一定

的相关性，T（time-bound）绩效指标必须具

有明确的截止期限 [2]。

我院在利用绩效管理信息人员中，针对工

作主动性不足的问题、个人能力不足执行力差

的问题、工作跟综与指导不到位的问题，利用

信息化手段研发了以绩效为导向的派单软件。

即将每天，每人需要完成的各项任务，分发到

执行人的客户端上，并根据任务的难易成度设

定完成时限，依据完成质量与时间量化为具体

分值，周总结，月排名。量化后的绩效使每人

对自己的工作能力与政绩都有直观地认识，积

极主动地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完成好每一项工

作才能在绩效评定中获得高分值，已成了全科

人员的共识。下一步我们打算进一步将科室业

务培训、考勤评分、奖金管理等都纳入绩效考

核管理软件中，逐渐形成完善的科室绩效考核

管理制度，为科室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三、绩效管理考核方案设计方法

由于信息科绩效管理方案的设计不可能

一次成型，因此我院信息科在考核方法的设计

方面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初级阶段。将工资分为基础工资和绩

效工资（基础工资为常规的职称、工龄、学历

等进行计算；另一部分为绩效工资），将绩效

工资打乱按以下方式重新分配：

（1）按工作量算分：不分处理问题的难易

程序，为临床医技等科室处理一次记一分。

（2）按出勤量算分：例如常规情况下正常

的每人每月必须满 21 个班，遇到节假日根据

实际情况减少相应的数量，对于经常要求请个

小假乱跑的人跟根据请假的次数等进行适当扣

分，例如每请假半天扣三分。

（3）按八时小外工作量适当加分：八小时

外工作安排为值班人员负责，遇到有事需要加

班，科室相关人员应该做的有事随叫随到，每

次加班根据处理问题时间长短和难易程度多加

一到两分。

（4）按满意度算分：每受到一次投诉扣一

到两分，受到一次表扬加一到两分。

把绩效工资分成以上四块进行核算。

2、中级阶段

对初级阶段中的第一项进行完善，细化根

据工作难易程度分配更合理的分值。对初级阶

段中的二、三、四项根据实际实施情况进行修

改。

3、高级阶段

对本科内工作进行细化把本科内工作一

并纳入考核范围。

四、绩效的作用

我科经过绩效管理一段时间的试运行后，

感到科室人员在执行力及问责反馈上都得到了

一定改善，并逐步规范了工作流程，提高了工

作效率及工作质量，这些的转变都说明了绩效

管理具有如下作用：

一是引出竞争力。绩效指标的设定明确

了科室每个人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同样一件任

务，每个人完成的质量及时限的不同，通过量

化的绩效成绩进行对比，形成了一定的对比标

准，使科室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无形的引出了竞

争力。

二是发挥导向力。绩效指标就是为科室工

作人员在工作中明确目标，指导工作，达到绩

效管理的要求。目标任务明确可使科室工作人

员少走弯路，少做无用功，快速完成既定目标。

三是产生凝聚力。通过科室工作的量化管

理，每个工作人员的工作目标更加明确，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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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明确需要完成的任务，科室工作人员就会

利用各种资源，凝聚一切可利用的力量来实现

和完成绩效目标，可以把大家凝聚在一个共同

的目标和方向，同时也会无形中养成主动完成

工作的习惯。

四是生出约束力。绩效指标有些会明确告

诉员工哪些是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自己所

做的工作是否与绩效指标相符合，约束员工日

常行为和管理规范以及工作重点和目标。

我们相信，用好绩效这把利刃一定能促进

科室发展，达到优化科室资源配置、促进业务

水平及工作效率、提高科室服务质量的目的。

五、结束语

绩效管理在信息科服务和保障中突出了

对人员配置、工作执行力、工作态度、工作效

率等方面进行科学统筹管理，充分调动人员积

极性、创造力，自主学习意识，科室内部人力

资源与工作任务之间实现高效衔接，有利于提

升科室服务质量及工作效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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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智慧药房实施的关键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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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门诊药房是医院面向患者的重要服务窗口之一，自动发药机在门诊药房的投入使用，改

变了我院排队取药较为混乱现状，提高了配发药速度及准确率。自动发药机等设备与医院现有

HIS 系统的紧密结合，实现医院药品调配工作的信息化、自动化及智慧化。本文通过阐述自动

发药设备在门诊药房中的实施及应用，探讨自动发药机对门诊药房的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

自动发药机  智慧药房  药品供应链延伸

门诊药房是医院面向患者的重要服务窗口之一，也是门诊患者在院诊疗的最后一个环节，

我们经常提及的改善门诊就诊环境，可能大部分时候把最后的门诊药房的环节给忽略了，由于

门诊药房的处方量非常大，工作强度高 , 大部分的医院门诊药房的功能模式只能做到流水线式

的收方、配药、发药，药师门疲于应付繁重、机械的体力劳动，没有时间、精力再对患者进行

用药方面的指导和教育。传统的药房服务水平越来越制约了门诊服务的进一步的提升，成为门

诊服务中一个短板，以药品供应为重点的传统医院药学工作模式正面挑战，以患者为中心的药

学服务工作模式成为新的发展方向。[1]

一、门诊药房现状及预期目标

我院门诊药房长期以来受场地、设备的制

约，信息化程度较低，门诊药房的药师每天承

担着 5000 张左右的处方量，全部由人工配药、

人工发药，高峰期开 9 个发药窗口，工作强度

大，药师承受巨大的压力，门诊药房的自动化、

智能化势在必行。借着医院药品供应链延伸服

务项目的契机，医院提出了建设智慧门诊、智

慧药房的要求。医院相关部门会同药品供应链

延伸服务商制定了从场地、设备、自动化信息

系统等方面的详细计划、流程，并提出了具体

的预期目标。通过“信息化与设备自动化”两

化融合，促进药事服务水平提升及药品管理能

力提高。

1. 设备自动化

在自动化智慧药房系统中，离不开智能自

动化设备。

1) 采用自动化药品管理设备，保障处方

调配的准确率，使患者用药放心。

2) 自动化设备除满足现时药房管理需求

外，还需提升药房的管理水平，所以，除了引

入药品快速发药系统，还增加毒麻药品自动化

管理。

3) 保障药事服务工作质量及药房长时间

高负荷运作情况下不出问题、少出问题，决定

采用全进口药房自动化设备。

2. 流程信息化

根据我院药房运作特点，开发符合 GSP

管理要求的药品进出、储存、配发等业务功

能的药房管理系统，包括：RF 快速验收入库、

自动生成采购计划、自动配药、自动发药、库

存盘点、数据报表监控、与药品供应商信息对

接等功能，全面覆盖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

各个操作环节。药房管理系统与院外药库系统

相对接，实现药品从广药上游供应商至院内患

者用药全过程跟踪。建立包括药品批号、效期、

质量、召回等完整的药品管理体系，实现药品

流通全程跟踪。



- 134 - - 135 -

第十三届全国医药信息学大会

门诊药房智能设备列表

设备类型 数量 单位

快发设备

4 ( 台 )

2,400 单台设备每小时补药数量（盒）

2,400 单台设备每小时发药数量（盒）

480
单台设备每小时处方处理数量

( 张 )

1,350 单台设备药品储存品规数

13,500 单台设备药品储存盒数

智能预配架 4

毒麻药品 1

智能药架 54

拆零药品处理 4

二、门诊药房的运行流程

1．发药流程

为了缓解门诊药房发药窗口产生过多堆

积的情况，我院采取门诊患者的处方必须交费

后在自助机上报到，处方信息才正式进入药房

流程。患者在门诊药房的自助机上报到后，患

者在自助机上扫描处方上的条码或者刷诊疗卡

触发报到动作，这时 HIS 调用自动发药机接

口，将患者处方信息发送过去，接口服务器在

接收处方信息的同时，按照医院提供的规则将

处方分配到相应的窗口 ( 如急诊处方分到急诊

窗口，妇儿处方分到妇儿专窗，普通处方按均

衡的原则分到普通窗口 )，并将窗口号立即返

回给 HIS。HIS 将窗口号打印在患者处方报道

的小票上，告知患者应该去哪个窗口取药，患

者在窗口的屏幕上看到自己了名字之后，到窗

口排队取药即可。

根据处方药品在机内、机外的不同，配

药流程会有两个不同的分支。如果该患者处方

内的所有药品都在机内，则该处方进入直发

模式，如果该患者处方有一个或多个药不在机

内，则该处方进行预配模式。下面分两种模式

进行流程的拆解：

直发模式：当接口服务器接收到处方信息

之后，如果处方内的所有药品 ( 如该患者有多

张处方，视为一个整体 ) 都在机内则立即调用

HIS 上屏接口，同时锁定该台发药机上相应药

品的库存进入待发药状态，此时机器并不直接

发出药品。HIS 接收到上屏信息之后，将该人

的名字显示在对应窗口的屏幕上，患者在看到

自己名字之后，排队等候取药。发药药师扫描

处方上的条码触发摆药动作，摆药机将在 8-15

秒内将处方中的所有药品弹出并送入相应的直

发通道。同时，该窗口的打印机直接打印出该

处方的用药说明，药师核对无误后发给患者并

扫用药说明上条码做处方确认，屏幕删除患者

名字，同时减库存。

预配模式：当处方中的药品不全部在自动

摆药机内时进入预配模式。自动发药机将摆药

机内有的药品进行预配药，并送至预配出药

口；同时将该处方预配信息返回给 HIS，其中

包括该处方列表 ( 标注机内、内外 )、窗口号、

出药口号、预配架号及对应药蓝号，HIS 将接

收到的信息打印在配药单上，药师根据配药单

拿到已经预配了药品的蓝子去补齐未配的处方

药品。对于需要拆零的或者在智能药架上的药

品，拆零柜会自动弹出需要拆零药品的抽屉，

智能药架上需配药品的灯亮起并在屏上显示取

药数量。当配齐所有药品之后，药师扫描配药

单上的条码，系统将该患者名字显示在窗口发

药屏上，药师将药蓝放在该窗口预配架的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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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患者到窗口后刷处方条码，对应预配架

的灯亮起，发药药师拿药、核对无误后发给患

者即可。下图是门诊的发药流程

门诊药房发药流程

门诊医生 门诊收费 门诊药房

医生开处方 门诊交费 自助机报道患者

否

机器预配部

分药品

是否直发

是

锁定库存、

名字上屏

窗口扫描处方条

码或刷卡

药品直发到窗口

药师补齐其

它药品

名字上屏

发药 发药

2. 补药操作：每台自动发药机的管理程序

上都设有补药专用界面，自动显示当前机器最

急需补的药品列表，并打印出来。药师按打印

出的清单进行药品补药即可。

3. 药品库存的补充：通过对一段时间用药

情况的分析，对每一个药品设置三条线：上限、

下限、警戒线，一旦药品数量达到下限，系统

自动按该药品的上限生成请领计划，人工审

核后通过 HIS 与供应商的系统接口直接报送，

如果某个药品低于警戒线，系统生成药品紧急

请领，由供应商在 2 个小时之内送达药房。药

房在接收到药品之后，采用物联网无线射频

技术，加快药品收货验收流程，提高药品验收

准确性，运用 RF 验收设备装载 RF 手持设备

系统，对药品进行移动管理，该系统有快速收

货、盘点、移位、查询、快速出库等功能。使

用 RF 验收设备可优化流程、提高效率，免去

以往需要清点齐货物数量才能入库上架的情

况，可实现即扫即走，通过信息化的推荐货位，

快速定位上架位置，预计相同收货数量的情况

下，人员投入减少 20%，验收时间缩短 20%（假

设以往 600 件货物，需 5 个人用 5 小时完成

验收入库，而新模式仅需 4 人用 4 小时即可完

成）。同时利用验收设备把收货数据直接在系

统间通过接口对接，减少人为干预的差错率，

更加快速准确，准确率可达 99%。

4. 盘点工作：传统模式下的盘点工作繁

琐、艰巨，必须动用全药房的工作人员，效率

低下且误差率较大，利用现有的智能设备与系

统，可以快速的盘点出当前药房的实时库存，

实现智能盘点。

三、实施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自动化智慧药房减轻了药师劳动强度，但

是对药师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完

成本职的药事工作，还要对自动化的机械有一

定的了解 , 特别是系统上线前几个月的磨合期

的工作强度可能比手工模式时更大，需要各部

门人员的全力配合 , 上线前应该做好流程测试、

压力测试及充分的模拟测试，针对上线过程中

可能碰到系统问题、接口问题、自动化设备的

问题做好相应的应急预案。

加药问题：传统的药房模式下，药师只需

要利用非高峰时段完成加药工作，但是使用自

动发药机之后，由于机械手寻轨、摆药和复

位需要一定的时间，加药的速度受到一定的限

制，同时为了保证发药的准确性和流畅性，在

自动发药机运行的过程中需要及时补充机内的

药品库存，每台自动发药机需配备一名专职补

药人员。[2]

人力资源配置：对于上线自动发药机等设

备的智慧药房，是否能够节省人力资源一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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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议。就我院实施的情况来看，上线初的磨

合期增加了公司的设备维护人员，当整个药房

稳定运行之后，日常的设备维护可以交由药师

来完成；直发窗口可以减少部分配药人员，但

是每台自动发药机需要增加一名专职的补药人

员，前后基本持平。因此，自动化设备的引入

优化了门诊药房的人员结构，降低了药师的工

作强度，提升了药房的管理水平。

四、实施自动化智慧药房的优势

1. 配药效率大大提高，根据我院一段时间

的数据统计，自动发药机调配一张处方的时间

为 8-15 秒，并且直发处方的比例占全部处方

的 35% 左右，在配套智能药架、拆零柜的支

持下，配药时间大幅减少，减轻了药师的工作

量和工作强度。

2. 配药准确性提高，几乎所有发出去的药

品都要经过信息系统及智能设备的核查，配药

差错率降低。

在信息化、自动化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

医院药房成为了其中的受益者，自动化设备的

应用，提高了药品的发放效率，缓解了药师的

工作强度，缩短了患者的取药时间，规范了药

房的管理，同时保障了患者的用药安全，也为

药师开展专业的药事服务提供了前提条件。自

动化智慧药房以患者为中心，以提高患者满意

度为目标，符合医院发展的需要，同时为医患

和谐和医院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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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新旧绩效比较研究——以上海市 M 区为例

朱敏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医院 信息科，上海市 200093

摘要：2011 年起，国家卫计委颁布公文，规定区县卫生机关逐步搭建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适时开展三、二级医院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应用试点，可以托管多种不同的应用，根据需要动

态地部署、配置行政区域内公立医院医疗资源，实时监控资源使用情况，在需要时重新平衡资

源分配。

本文以上海市 M 区为例对新旧绩效考评方案进行对比研究，阐述上述两个方案的共性和不

同点，共性点包括围绕公立医院公益性特征设计方案、运用 KPI 关键绩效指标法建立绩效指标、

适用相似的应用性、系统性、客观性等设计原则，不同之处在于新绩效评价方案并非一味鼓励

公立医院和医务人员多收多得、刺激创收，它通过政府预算管理、药品和诊疗收费管理将管理

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纳入统筹体系之内，使合理收费和优绩优酬以每月自动化采集业务考核指

标的形式展现出来，公立医院综合评价结果以综合评价后的评分作为客观依据，医务人员的收

入核定严格依据“标化工作总量 × 每工作量人员成本标准 × 绩效分数”的公式测算，分配结

果由医院管理者、人事科予以公示，全程公开、公正、透明。

卫生计生主管部门在研究工作、机制规划、政策制定以及开展公共服务管理时，要着眼于

公立医院和其他民营资本医疗机构、我国与国外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多方面对比，将实施公立医

院绩效考评方案纳入国家部委政策和法律法规中去，真正做到卫生计生政策措施衔接、信息资

源互通共享、管理服务有序联动。

关键字：绩效评价；公立医院；比较；上海

1　总述

在此轮新医改改革过程中，国家卫计委明

确要求区县卫生主管部门建设综合卫生管理信

息平台，利用信息化技术实现卫生管理科学化

与规范化，满足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任务

要求，是充分利用现有信息资源，实现业务系

统之间，上下级机构之间互联互通与信息资源

共享、增进业务协同的重要手段。

卫生计生管理部门希望通过整合信息资

源，开发信息标准，部署通用信息分析工具、

信息安全与共享技术支撑环境，实现卫生综合

管理各部门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促进卫生

管理部门间的业务协同，提高卫生管理工作效

率和决策水平，提高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各项任务实施情况动态监测、宏观调控和科学

管理能力，为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部门

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

区县卫生主管部门通过建设综合卫生管

理信息平台对医务职工管理工作有以下三点促

进作用：

1.1　展现卫生管理信息支撑功能

要全面、准确、及时地掌握卫生相关信息

是卫生管理科学决策的基础，要求平台具有整

合与卫生管理相关信息资源的功能，包括建立

卫生指标信息库，卫生信息资源共享库，实现

信息的快速存取和传递；运用信息技术、卫生

经济学和管理科学知识，加强卫生信息资源开

发，将信息技术、信息内容和卫生管理决策制

度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实现对卫生管理相关信

息的收集、加工、存储、挖掘、分析和传递功

能，为卫生管理提供丰富、快捷、优质的信息

服务。

1.2　强化卫生管理信息辅助决策功能

要根据卫生管理各项具体业务需要，利用

现代信息分析方法和工具建立相应的辅助决策

系统，包括支持各项规划、计划制定工作的各

类分析预测模型，支持重大卫生政策调整预警

系统、政策模拟模型，支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效果评估模型等。为卫生管理科学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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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提升面向社会的信息服务功能

卫生工作与发展关系到医务职工、广大群

众切身利益，综合卫生管理信息平台在为卫生

管理决策者、业务人员、信息人员提供信息支

持与服务的同时，提供向社会公众发布各种政

务信息和信息反馈渠道。

上海各区县卫计委强调首先必须完善医

务人员绩效考核机制和基于考核结果的收入分

配制度。建立并完善区县、医疗机构两级信息

化绩效考核平台，对医务人员完成各类医疗卫

生工作的数量、质量、效果等情况进行综合考

核。改变按收支结余提取医院可分配总额的方

式，结合绩效工资改革，建立以工作量核定和

人员成本核定为基础的工资总额核定办法。改

变按业务收入提成的内部分配方式，建立基于

医务人员绩效考核的收入分配机制，将岗位工

作量、服务质量、服务效果、患者满意度等绩

效考核结果作为收入分配的直接依据。医院内

部必须加强预算管理，严格成本核算，以经营

的手段调整成本、效益和质量的关系，努力消

除或减少浪费，把医疗成本降到最低程度，用

较低的成本取得最高的质量。

2　完善公立医院和医务人员监管机制

建立信息化监管平台，运用“制度 + 科技”

手段，实现对公立医院医疗质量、护理质量、

手术质量、危重患者管理、药品和高值医用耗

材使用、医疗费用、医保费用、服务成本、服

务效率等运行情况的实时、全程、智能化监管，

提升监管能力。完善公立医院用药管理、处方

审核制度，结合临床路径管理和诊疗规范，建

立医院用药评价系统和临床医生处方分析系

统，促进临床合理用药。加大对高额医疗费用、

抗菌药物、贵重药品及高值医用耗材使用的回

溯检查力度。将监管结果应用到公立医院综合

评价、院长和科主任绩效考核。

在本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实施薪酬制度

改革，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完善的分配激励

机制和健全的分配调控机制，对于促进本市卫

生事业发展、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充分调

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2.1　可分配总额核定

2.1.1　确定预期人均薪酬水平

根据卫生系统的行业特点和工作负荷情

况，参照目前各级医疗机构的实际薪酬水平，

建立医务人员预期人均薪酬水平与全市社会平

均工资的倍数关系。同时，按照“限高托低”

的原则，分别确定预期人均薪酬水平的指导

线、控制线。

2.1.2　测算预期可分配总额

预期可分配总额 = 预期人均薪酬水平 × 

在岗职工人数。

2.1.3　测定标化工作量

根据主要业务工作种类、行政管理导向性

及重点学科发展等因素，同时考虑不同服务项

目的人力、技术、时间、责任、风险等影响因

素，确定具体服务项目的标化值。

2.1.4　测定标化工作量单价

标化工作量单价 = 预期可分配总额 ÷ 预

期目标下设定的标化工作总量。

2.1.5　建立质量系数

建立能够反映工作质量效果、对可分配总

额进行负性控制的质量系数，包含效率内涵、

运行质量、社会成本等指标。

2.1.6　核定实际可分配总额

在全面预算管理的基础上，按照实际标化

工作总量、标化工作量单价以及工作质量效果

评价核定实际可分配总额，即实际可分配总额

=Σ（实际标化工作总量 × 标化工作量单价）

× 质量系数。

2.1.7　数据自动生成

以信息化综合管理平台的数据作为依据、

自动生成上述指标，做到客观、真实、有效。

2.1.8　可分配总额与收入完全挂钩。

2.2　医务人员综合绩效考核和内部分
配机制

2.2.1　建立医务人员综合绩效考核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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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息化为基础，建立医务人员综合绩效

考核指标体系，对医务人员完成各类医疗卫生

工作的数量、质量、效果等情况进行综合考核

评定，并将考核结果作为收入分配的直接依据。

2.2.2　内部分配与业务收入脱钩

建立完全基于医务人员绩效考核的内部

收入分配机制。

2.2.3　机构主要领导责任目标年薪制

制定详细的考核标准和细则，以绩效目

标、考核结果为基础，实行责任目标年薪制，

由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实施薪酬分配。

2.2.4　具有管理责任的医务人员（临

床科主任、离退休家庭走访医生等）责任目

标年薪制

制定详细的考核标准和细则，以绩效目

标、考核结果为基础，实行责任目标年薪制，

由所在机构实施薪酬分配。

2.2.5　其他医务人员基本加计量考核薪酬制

对其他医务人员（含医生、护士、医技人

员）以工作数量为基础，以质量效果为评价，

实行基本加计量考核薪酬制，由所在机构计发

绩效薪酬。

2.2.6　设定薪酬分配权重

按照医务人员的岗位、职称、类别、学历、

工龄等因素设定相应的薪酬分配比例。

2.2.7　制定倾斜政策

在收入待遇等方面向经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养并合格的医生进行倾斜。

3　新医改医务人员绩效评价新、

旧方案对比

“新医改”过程中在拟定医务人员绩效评

价方案时区县卫计委引入“标化工作量”这一

调节基数，根据主要业务工作种类、行政管理

导向性及重点学科发展等因素，同时考虑不同

服务项目的人力、技术、时间、责任、风险等

影响因素，确定具体服务项目的标化值，使得

公立医院内部分配方式由原先的“人头”补贴

转变为“工作量”补贴（即医疗活动绩效统

计），从“养人”转变为“养事”，而在政府层

面则是从政府补助转变为政府购买服务。

在新方案出台之前，国家人保部曾出台

针对于卫生行业从业人员的绩效工资改革实施

方案，对卫生行业从业人员分职称、分岗位性

质实施调控，希望通过绩效工资改革能控制卫

生行业内从业人员收入差距过大的社会矛盾问

题。但直至 2012 年底，上海市区域内实行卫

生行业从业人员绩效工资改革实施方案后的绩

效工作效果并不乐观，一是未能完全实现根据

岗位和工作量发放绩效工资，二是医务人员对

该方案抵触情绪较强，普遍认为设置当年工资

硬性封顶已经严重打消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

我们暂且把这类“调控线”政策称作为旧方案

向新方案的过渡时期，现将旧方案、过渡方案、

新方案按不同维度进行横向对比如下：

旧方案的分配模式
旧方案向新方案过渡期——

“调控线”政策

新方案的“标化工作量”分配模

式
核定依据 不明确 明确 明确
核定办法 按收入提取 按人头提取 按绩效提取（工作量、质量）

计算公式 ( 收 - 支 )× 提取比例 编制内人数 × 调控线标准
标化工作总量 × 每工作量人员

成本标准 × 绩效分数

是否封顶 不封顶 硬性封顶 柔性封顶
调控线 无 人头“调控线” 每标化工作量人员成本

政策导向 多收多得、刺激创收 激励不足、可能大锅饭 多劳多得、优绩优酬
医务人员

积极性
高 低 高

医疗行为 过度医疗 效率降低、服务推诿 提高效率、改善服务
对公众的影响 费用不满意 服务不满意 合理收费、规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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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绩效评价方案不同于旧方案中一味鼓

励公立医院和医务人员多收多得、刺激创收，

也不同于过渡期“调控线”政策中设人头调控

线、硬性设置“工资帽”，这两者中前者虽然

能大幅度提高公立医院医疗技术创新能力，医

务人员工作期望值较高，但难以控制过渡医疗

的医疗行为，社会公众对医疗行业满意度日趋

降低；后者尽管控制了过渡医疗现象，但却以

牺牲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为代价，硬性控制医

务人员奖金收入，临床业务科室内激励机制不

足，造成医务人员服务意识差、相互推诿等不

良后果。相反地，新绩效评价方案能够通过政

府预算管理、药品和诊疗收费管理将管理公立

医院和医务人员纳入统筹体系之内，使合理收

费和优绩优酬以每月自动化采集业务考核指标

的形式展现出来，医务人员的收入核定严格依

据“标化工作总量 × 每工作量人员成本标准

× 绩效分数”的公示测算，分配结果由医院

管理者、人事科予以公示，全程公开、公正、

透明，改变了原先科室分配由科主任、护士长

“一支笔”说了算的不合理状况。

新绩效评价方案既是一种系统的方法，用

来分配公立医疗机构的财务、实物及人力等资

源，以实现公立医疗机构既定的战略目标。公

立医院的战略目标就是实现公益性；新绩效评

价方案更是一种定量计划，用来帮助协调和控

制公立医疗机构给定时期内资源的获得、配置

和使用，它是对未来活动的细致、周密安排，

是未来业务活动的依据，数量化和可执行性是

绩效评价最主要的特征，它可以看成是将医院

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各种利益整合成一个所有各

方都认识统一、可实施的计划。

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实施新绩效评价将进

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管理集成、提升管理

效率、促进整体有序、降低运行成本、化解综

合风险，可以做到事前有计划、事中有控制、

事后能评价，真正体现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提高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整体工作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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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基于电子病历的临床药师信息系统

徐冬     张欢

安徽省立医院 信息中心，合肥市庐阳区庐江路 17 号，邮编：230001

摘要：利用医院信息系统中对药品使用分析构建临床药师系统（Clinical Pharmacist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 CPS），与医生工作站系统、检验信息系统、影像系统及电子病历

系统等互通互联，方便临床药师实时查询患者的病症、用药医嘱、检验和检查结果等诊疗信息。

通过使药师能主动参与临床诊疗过程，干预和指导临床用药，实现与医生的互动，保障临床用

药的安全和合理。

关键字：医院信息系统；临床药师信息系统；CPS；药师查房；电子病历系统

Analysis of the Clinical Pharmacist Information System based on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Xu Dong   Zhang Huan
Anhui Provincial Hospital Information Center，

Hefei City Lujiang road Luyang District No. 17, zip code: 230001
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drug used in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is to build CPS(Clinical 

Pharmacist Information System), which can establish communication with Doctor workstation 
system,  Laboratory Information System(LIS),  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PACS) and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EMR).CPS facilitates clinical pharmacist query 
patient’s disease, Medication orders and pathological results in time.  To interact with  doctor,re
lated pharmacist is allow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clinical diagnosis, treatment process, interventi
on and guide  clinical medication, which can  ensure safety and reasonable of clinical medication.

Keywords: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Clinical Pharmacist Information System; CPS; 
Pharmacist rounds;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2002 年 1 月 21 日发布的《医院机构药事

管理暂行规定》中明确规定：药学部门要建立

以病人为中心的药学管理工作模式，开展以合

理用药为核心的临床药学工作，参与临床疾病

诊断、治疗，提供药学技术服务，提高医疗质

量。2010 年 2 月卫生部印发《医院处方点评

管理规范（试行）》，2012 年 2 月卫生部发布《抗

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2012 年卫生部颁

布《国家药物基本目录》，2012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2 年主要

工作安排的通知》中指出要安全合理用药，加

强处方点评和药品使用管理，2014 年 4 月国

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4 年抗菌药

物临床应用管理工作的通知。

目前，随着医院信息化的发展，临床药

师与临床结合更为紧密，但因处于发展初期阶

段，在用的医院信息系统中，还没有较全面体

现临床药师专业职能的信息系统，为此，研发

临床药师工作站系统，使以药物为中心的服务

模式，转变为直接和病人打交道、以病人为中

心的工作模式。现在的临床药师已开始直接面

向病人、面向所有的医疗机构、面向整个社

会，他们不仅为到医院就诊的病人，而且为社

区居民提供药学服务，关心全体用药者的身心

健康和结果，协助和指导人们接受最佳的药物

治疗，开始了全面的、全方位的药学服务。旨

在推进整个社会的合理用药，提高医疗质量和

人民的生活健康水平，同时降低卫生资源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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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通过临床药师工作站让临床药师参与到临

床药疗过程，探讨药物合理化应用、实施个体

化给药、检测药品不良反应和进修药物经济学

相关研究，构建医院药品使用安全体系，具有

重要的意义和推广价值。

1　功能概述

利用医院信息管理系统数据通过集成平

台的方式构建临床药师系统，实现临床药师工

作站系统与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临床信息系统

的连接，以实时获取患者的用药医嘱、检验报

告、病理报告、检查报告、电子病历等信息，

便于临床药师干预和指导临床用药；构建临床

药师手持终端系统能支持临床药师参与临床查

房，对查房过程中标注的重点患者的用药情况

及临床检验值等进行监测，支持设定监测任

务、监测主题等；通过临床药师工作站系统的

合理用药知识库系统以及通过与临床信息系统

接口获取的患者历次诊疗信息，实现对临床用

药的事前指导、事中干预及事后评估等；逐步

建立基于患者诊疗信息的临床用药数据库，实

现药品疗效综合评价；实现药历书写电子化，

以及对临床药师工作考评。

2 模块简介

2.1　处方审核

可以按处方、医嘱日期、按病人查询门

诊、病人的药品列表，同时查看病人诊断、过

敏记录、检查记录、检验记录、病历浏览、全

部医嘱列表、用药情况等信息进行医嘱的审

核。可以通过合理用药软件接口批量审核医

嘱。对不合理的医嘱可以选择不合理原因，同

时录入不合理建议。医生可以在选择接受建议

或不接受建议时可以录入不接受的理由，药师

可以看到医生的反馈结果。可以灵活设置是否

审核不通过的不允许发药。药房只作为可选查

询条件之一。

2.2　临床路径监测

可以按照日期、临床路径字典、科室监测

临床路径的出径进行查询，通过对病人的临床

路径药品使用情况及变异情况，重点对临床路

径中变异药物使用及抗生素和特殊药品使用进

行自动监控，也可以通过自定义任务对药物使

用进行自动监控，根据监控内容，可以给于用

药建议。

2.3　用药监控

利用信息化系统，充分发挥本院质控组织

和药事管理委员会的管理职能，自动对用药的

合理性、安全性、经济性进行检测，特别是《抗

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抗菌药物的分级

使用、《处方管理办法（试行）》的执行情况。

把使用抗菌药物的适应证、预防用药的合理

性、联合用药的正确性、有无配伍禁忌、重复

用药、过度用药、根据药敏用药作为重点，对

于不合理的处方实现医师用药处方点评。

2.4　医患用药咨询

可以通过手机 APP、移动终端或者电脑、

电话等方式对患者用药进行咨询帮助工作，临

床药师对初入院患者发放联系卡方便患者咨

询，对患者出院带药，支持录入指导药师、指

导时间、出院带药教育的内容，打印出院带药

教育的模板，扫描图片上传图片，与病人就诊

进行关联。用药宣传，对药品使用的临床建议

或者诊断某类疾病的临床用药案例等等。新药

信息速递，对院内新药的宣传，能上传药品使

用说明书（PDF 或 JPG），或直接关联现有说

明书。重点信息通报，包含重点用药事件通告，

相关法规通告。

2.5　处方点评

支持普通处方点评、抗菌药专项点评、一

般处方点评，以及根据需要定义其他专项点

评。支持点评单的手工生成、点评的原因定义

（包括卫计委处方处方管理办法的三大项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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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原因）、点评结果与临床医生的交互及反馈，

以及点评单的统计查询（按医生、按科室、按

药品、按不合理原因等等）。

有随时点评功能，不需生成点评单，可以

抽取某些处方进行点评，点评一条保存一条，

一个处方一起点评。

2.6　不良反应检测报告

通过设定监测任务、检测主题（肾功能、

肝功能等），对在院病人医嘱和出院病人医嘱

已经门诊处方进行药品不良反应的临床自动检

测，设定监测任务、检测主题（肾功能、肝功

能等），可以对病人的药物治疗方案进行合理

用药干预或生成不良反应报告。

2.7　患者管理

包含重点患者管理、药历、用药建议（建

议、是否接收建议，药师可以记录医生是否采

纳）、查房系统、会诊记录、用药教育等子模块。

通过设置指标的自动监测，或者在查房时手工

标注重点患者。针对在院病人对查房过程中标

注的重点患者的用药情况及临床检验值等进行

监测，支持设定监测任务、监测主题等。可以

查看病人用药医嘱等情况，并填写用药建议。

2.8　讨论、讲座、报告

病历讨论：某一个患者（在院或出院）某

一次就诊，记录主题、主持人（发起人）、参

加人、日期、时间。需要手工维护参加人列表，

记录讨论主题时选择参加人。

开展小讲座：标题、主要内容、主讲人、

参加人、时间

文献阅读报告：报告人、参加人、主题、

时间

2.9　其他

其他功能主要包括：药师会诊管理、药学

查房、疗效评估、科室关注指标设置（如心内

科特别管制血常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血

小板）、电解质（钾、钠、氯）、生化（肝、肾

功能）、血脂、凝血象（INR）、氨基末端 B 型

钠尿肽前体（NT-proBNP）、超敏肌钙蛋白 I

定量（TNIU）、尿量等指标）、手术用药监测、

药师考评、工作量质量考评、社区药物咨询等

内容。

3　开发环境

此模块使用的硬件采用目前 HIS 系统再

用的计算机终端和网络服务器即可，系统开发

采用当今最流行也最易于部署使用的 B/S 三层

架 构， 系 统 支 持 支 持 Windows7、Windows8，

IE8、IE9、IE10，真正做到方便临床药师的各

项工作而不拖累工作，高效的 AJAX、ExtJS、

JQuery 开发技术实现应用的流畅便捷，使用组

件与工作流模式达到不同角色的功能授权与配

置，采用 WebServices 接口技术实现与任何平

台任何系统的对接，对外网的数据传输中通过

aes 与 md5 双重加密保证数据的绝对安全。

4　系统特点

最大限度的发挥药师在临床工作中的作

用，预期将显著提升医院药事管理水平；

给予药师服务临床的最便捷的服务方式，

通过信息化方式提供安全、专业、高效的药事

管理工具；

通用的系统接口技术保证与任何系统的

方便对接，确保系统有较高的兼容性和可扩展

性，以便未来更多方面的需求；

多重加密机制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保密；

结构化药历保证书写的便捷以及多字段

信息的查询；

提供移动 PAD 查房方式，方便记录重点

患者以及对患者用药信息的床旁指导；

提供患者服务 APP 终端，让患者对医生

用药可以做到查询和咨询工作，建设医患纠

纷；

社区服务：提供临床药师对社区居民药学

服务，关系全体用药者的身心健康结果。 

 虽然医院信息化建设已经有了长足的发

展，但是目前在医院信息系统中仍然存在部分

数据颗粒度不够的问题、各业务系统间数据交

换问题，导致自动检测点不能被系统有效识别；

药学方面的药学信息的规范制定、药历格式的

规范问题；医疗方面的医疗信息科学性、完整

性、法律性等问题，另外临床药师系统目前还

处于功能研发阶段，仍有部分系统功能尚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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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随着医院信息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和相关

法律的完善，这些问题都将逐步解决，临床药

师系统也将成为临床药师工作的必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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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门诊“一卡通”系统的接诊闭环设计与应用

金忠林①、龚志伟②

【摘  要】门诊就诊流程的闭环管理依赖于信息系统记录每个医疗活动环节并实现可追溯，

传统的门诊信息系统没有对接诊活动进行准确记录。借助门诊“一卡通”系统的刷卡环节，通

过门诊医生刷卡、开具电子申请单和医生手工确认这三个条件判断是否有效接诊，并准确记录

接诊时间、状态。门诊接诊状态的确认在门诊绩效分析、分诊叫号和退费流程优化中得到很好

的应用。

【关键词】就诊流程  门诊系统 一卡通 闭环管理 

The Closed-loop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Clinic Register 
Confirmation Based on Clinic One-card System

Jin Zhonglin,Gong Zhiwei
Abstract: The closed-loop management of Clinic process relies on the information system 

to record each link of medical activities and can be retrospected, the traditional outpatient 
information system can not to accurate record. Using clinic one-card system, through the doctor 
swiping card, ordering electronic orders and doctor manually confirm, these three conditions 
determine whether effective clinic register confirmation, and accurate records operator, 
operation time. Clinic register confirmation has good applications in clinic performance 
analysis, patient triage calling system and the process optimization of refund registration fee.

Keywords Clinic Register Confirmation, Clinic One-card System, Closed-loop Design

1　引言

在医院门诊业务中，一个完整的就诊流程

应包括挂号、就诊、检查、治疗、取药等医疗

活动环节，就诊流程闭环管理必须依靠信息系

统记录每个重要活动节点并可实现追溯。而在

传统的医院信息系统中，挂号、开单、发药等

医疗环节都能准确记录，但患者被医生接诊的

时间和状态难以确定。

门诊“一卡通”是指为就诊患者建立一张

包含患者基本信息和预交金信息的磁卡 , 实现

以卡为核心的管理方式。[1] 通过门诊“一卡

通”系统的就诊刷卡环节，结合医生开单或人

为确认接诊等状态，能够实现门诊接诊状态的

准时有效记录。

2　设计思路与方法

2.1　传统方式的局限性

传统的接诊确认主要有主动干预模式和

开单确认模式二种方式。主动干预模式是由门

诊医生主动点击确认按钮来记录接诊状态和时

间。该方式需要医生主动干预，增加医生工作

量，且存在漏点、多点确认按钮的情况，造成

工作量核算不准确。开单确认模式是把信息系

统中改患者的第一张电子单据的开具时间算作

医生接时间。该方式虽然不需要医生主动干

预，但是对于不需要开具电子单据的病人将无

法记录接诊状态和时间，同时存在开单时间与

真实接诊时间的较大误差。

2.2　设计思路

为了既能减少医生干预的概率，又要能准

确记录每个患者的接诊状态，我们在程序设计

时以门诊“一卡通”系统中的就诊刷卡状态来

判断患者是否由医生真实接诊，避免医生通过

恶意开单等方式抢算工作量。以医生开具电子

申请单来判断医生是否处理了病人，如果不需

要开单，则在医生刷下一张就诊卡或在医生工

作站鼠标切换下一个病人时。系统提示上一个

病人是否已经接诊，尽量避免医生的额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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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刷错卡。

2.3　方法

在数据库新建一张接诊记录表，医生在门

诊医生工作站系统通过刷卡获取患者的有效挂

号信息，同时往接诊记录表中插入接诊信息，

包含患者信息、挂号信息、接诊科室、接诊电

脑 IP、刷卡人员、刷卡时间等。在该表中设

计状态字段“TYPE”，用于标示是否接诊。当

医生为该患者开单保存时，系统将“TYPE”

字段值置为“Y”，表示为已接诊。如果该病

人不需要开单，当医生刷第二个病人就诊卡，

或鼠标切换其他患者信息时，系统会提示上一

个病人是否已接诊，医生选择“是”则更新

“TYPE”字段值置为“Y”。同一条挂号记录

仅允许被一个医生接诊，如果对已接诊的患者

进行刷卡操作，系统会给予提示该记录已被某

位医生接诊，从而确保接诊的透明及准确性。

部分代码如下 :

IF as_flag = "insert" THEN

 //====== 先提示是否接诊上一个就诊病人

 SELECT Name 

    Into :ls_name_temp 

    From  OUTPADM.CLINIC_RECEPTION  

    Where swipe = :g_user_id  

      And flag Is Null

      And Type = 0 

  Order By swipe_time Desc;

 IF ls_name_temp <> as_name THEN

  IF NOT IsNull(ls_name_temp) 

and ls_name_temp <> ''   THEN

   IF MessageBox(" 提

示 ", ls_name_temp + " 是 否 接 诊 完 毕 ? ", 

Exclamation!, yesno!, 2) = 1 THEN

    U P D A T E 

OUTPADM.CLINIC_RECEPTION 

              Set flag = 'Y' , Type = 1,

        operator = :g_user_id,operator_

date=:ldt_sysdate                

          Where swipe = :g_user_id 

            And flag Is Null;

   ELSE 

    UPDATE 

OUTPADM.CLINIC_RECEPTION            Set 

flag='N',operator=:g_user_id,operator_date=:ldt_

sysdate Where swipe = :g_user_id And flag Is 

Null;

   END IF

  END IF

  //==== 再 插 入 本 次 刷 卡 病 人

记录

  SELECT a.pat ient_id,nvl (a .

flag,'N'),

(select name from staff_dict where id = 

a.operator),a.operator_date     

Into :ls_patient_temp,:ls_flag_temp,:ls_

name_ts,:ldt_date_temp 

From OUTPADM.CLINIC_RECEPTION a 

  Where a.CLINIC_NO = :ls_clinicno ;

   IF isnull(ls_patient_temp) or ls_

patient_temp = '' THEN // 已存在记录，则不再

往表中插入记录

I N S E R T  I N T O  O U T P A D M . C L I N I C _

RECEPTION

( P A T I E N T _ I D , N A M E , C L I N I C _

NO,OPERATOR,OPERATOR_DATE,vis i t_

dept,IP_ADDRESS,serious, type,swipe,swip

e_time)Values  (:ls_patient_id,:ls_name,:ls_

c l i n i c n o , N u l l , N u l l , : g _ d e p t _ c o d e , : g s _ i p _

address,:li_serious,:ai_type,:g_user_id,:ldt_

sysdate);

  ELSE

   if ls_flag_temp = 'Y' then

   ls_flag_temp = ' 提示 '

   else

  UPDATE OUTPADM.CLINIC_

RECEPTION 

SET swipe=:g_user_id,swipe_time=:ldt_

sysdate,type=:ai_type,

IP_ADDRESS = :gs_ip_address,flag = NULL

WHERE CLINIC_NO = :ls_clinicno 

and nvl(flag,'N') <> 'Y' ;

   end if

  END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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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sqlca.SQLCode = 0 THEN

   COMMIT;

   This.TriggerEvent( 'ue_

fresh_patnum')

  ELSE

   ROLLBACK;

  END IF

  if ls_flag_temp = ' 提示 ' then

   messagebox(' 提 示 ','

病 人 : '+as_name+' 已 被 '+ls_name_ts+' 医 生

于 '+string(ldt_date_temp,'yyyy 年 mm 月 dd 日

hh 时 mm 分 ')+' 接诊 !')

  end if

 END IF

ELSEIF as_flag = "click" THEN

3　应用效果

3.1　在门诊绩效统计分析中的应用。

通过记录操作者的操作时间、挂号类别等

信息，可以准确核算每个医生的诊室工作量，

我院门诊医生工作量核算已完全通过就诊确认

程序自动统计（如图 1）。另外通过患者挂号时

间与接诊时间的比较，可以分析门诊各科室的

平均候诊时间，为门诊的资源调配提供参考。

图 1　接诊工作量统计

3.2　在门诊排队叫号系统的应用。

通过与门诊排队叫号系统的接口，将患

者接诊状态信息及时通知排队叫号系统，避免

“空叫号”现象，提高叫号、候诊信息的准确性。

3.3　在优化门诊退号流程中的应用。

我院以前的门诊挂号退号必须经过挂号

科室和门诊服务中心的签字审核，实施接诊确

认系统后，收费窗口在退费时由程序自动判断

是否接诊，既减少了患者和门诊部么审签的环

节，又提供了准确性。

4　结束语

信息技术的进步为医院门诊管理提供了

方法和手段［2］，借助门诊“一卡通”系统的

刷卡环节，通过门诊医生刷卡、开具电子申

请单或医生手工确认等要素能够准确判断是否

有效接诊，并准确记录接诊时间、状态。接诊

状态的确认，使得门诊就诊业务全流程信息记

录，并能根据各个医疗活动的时间分析患者在

门诊各就诊环节的滞留时间，从而合理评判各

部门的工作效能，科学调度门诊资源分配，为

提供门诊的管理水平提供了信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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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挂号支付流程设计与应用

金忠林①

【摘  要】门诊预约挂号是目前普遍的便民服务模式，传统的门诊预约只进行预约登记，需

要院内完成费用支付。我院借助第三方支付、门诊预交金等方式，实现预约挂号的实时支付。

通过微信平台、自助机、门诊医生站等多渠道预约支付流程设计，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并优化了门诊预约就诊流程，方便门诊号源管理。

【关键词】预约挂号  支付 流程设计 

The Payment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Outpatient Appointment 
Registration/Jin Zhonglin

Abstract: Outpatient appointment registration is usual clinic service mode, the traditional 
outpatient appointment only include register, and must to pay the registration fee in hospital. 
Using third-party payment, outpatient prepaying cash, we achieved the real-time payment of 
appointment registration. Through designing different process of real-time payment for WeChat 
platform, self-help machine, doctor workstations，etc. We can ensure the data consistency and 
integrity, optimize the appointment registration process and the outpatient service process, and 
make the registered number source manager better.

Keywords Outpatient Appointment Registration, payment, process Design

1　引言

预约挂号服务是患者通过现场电话网络

等 形 式， 在 合 适 的 就 诊 时 间 选 择 合 适 的 医

生， 完 成 诊 疗 过 程 的 一 种 服 务 方 式［1］。 实

时 支 付 的 自 助 预 约 挂 号 是 未 来 预 约 挂 号 的

发 展 方 向 [2]， 在 当 前 互 联 网 经 济 的 新 形 态

下，网银、第三方支付等新型支付方式为预

约挂号的实时支付创造了便利条件。

我院在预约挂号系统设计时将支付作为预约

挂号的先决条件，针对微信平台、院内自助机、

门诊医生站及电话、网络预约设计不同的支付流

程，尽可能减少预约患者的院内就诊环节。

2　预约挂号业务流程

我院预约挂号的系统架构分为前端预约

应用层、号源池系统层和 HIS 排班管理层三层

架构，HIS 系统通过排班管理和号源生成规则

生成号源，号源池系统实时同步 HIS 系统所生

成或变更的号源，所以前端预约应用程序统一

从号源池系统取号预约，如微信平台、自助机

系统和门诊医生站等。

为保证支付的有效性，预约时先有前端

预约程序从号源池系统查询并锁定所需预约号

源，号源池系统调用 HIS 接口获取相应挂号费

用并反馈给前端预约程序，由预约程序调用支

付接口进行支付，支付成功后再由号源池系统

调用 HIS 预约挂号接口，将预约挂号记录插入

到 HIS 的预约表和挂号表中。（图 1 预约业务

流程图）

3　预约挂号支付流程设计

3.1　支付完成写入挂号表。

为方便门诊财务结算和对账，保证当日

挂号和预约挂号的财务数据一致性，我院在预

约挂号支付流程设计时将已经支付的预约记录

按照当日挂号记录一样处理，即实时写入挂号

表，同时再写入预约表，并更新号源表中相应

号源状态信息。退号处理也与现场挂号的退号

一样，在挂号表中更新该条挂号记录的退号时

间、操作人及状态等字段值，并在退号表中新

增该条退号记录。

3.2　微信平台无卡预约的支付流程。

我院微信预约支持初诊患者预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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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后到院内自助机或窗口办理院内就诊卡，

再取号就诊。无卡预约完成后，先在 HIS 系

统 的 患 者 主 索 引 表（PAT_MASTER_INDEX）

新 增 改 患 者 记 录， 并 预 分 配 主 索 引 ID 号

（PATIENT_ID），同时在挂号表和预约表插入

该条挂号记录。当患者在院内自助机或窗口办

理接诊卡和取号时，将卡号分别补充到主索引

表（PAT_MASTER_INDEX）、 挂 号 表 和 预 约

表的相应记录中，从而保证数据完整性和一致性。

3.3　门诊医生站及院内自助机的预约
支付流程。

我院自助系统和门诊医生站的预约通过

门诊预交金进行支付。“银医”或门诊医生站

从号源池系统查询并锁定号源，获取挂号费信

息，在调用 HIS 系统接口进行预交金支付，并

在数据库中插入相应记录。

图 1　预约挂号业务流程图

3.4　预约支付后的取号。

我院实行门诊“一卡通”系统，没有就诊

卡的首诊预约患者虽然预约时支付了挂号等费

用，也需要到院内自助机或窗口办卡取号后才

能就诊。已有就诊卡的患者预约支付后可于就

诊当日直接到相应诊室候诊，减少院内取号排

队的麻烦。（图 2 预约取号界面图）

图 2 预约取号界面图

4　总结

我院基于支付的预约挂号与现场挂号的

一体化处理，保证了财务数据的一致性和财务

操作习惯的连贯性，财务部门的认可度和接受

度很高，保证了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时基于支

付的预约优化了患者院内就诊流程，预约挂号

成功后实时传送给医院 HIS 系统，就诊当天无

需取号 , 有效节省患者时间。[3] 预约支付也减

少了患者爽约的概率，便于门诊的号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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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居民满意度测评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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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客观评价居民对家庭医生服务的满意度，浦东新区引入了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电

话联系评估。同时，结合浦东新区卫生信息平台，研究设计了配套的测评系统，提高了测评工

作的效率，确保了评价的真实性和可追溯性，从而督导家庭医生提高服务的质量，使服务更贴

近百姓需求。

关键字 : 满意度；测评；家庭医生；社区卫生信息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Residents'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System 
on Health Services under Family Physician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Pudong New Area 

Xu Wanli1, Wang Xiaoli2 and Huang Xuan3

1Wonders Information Co.,Ltd., Shanghai 201112, China
2Pudong Institute for Health Development, Shanghai 200129, China
3Pudong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Shanghai 200125,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satisfaction of residents' satisfaction with family 
doctors objectively, Pudong district introduce third party evaluation agency to make telephone 
assessments.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the Pudong New Area health information 
platform, we research and design the supporting evaluation system.It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the evaluation work,and ensures the authenticity and traceability of the evaluation, so as 
to supervises the family docto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and makes the service more 
close to the people's needs.

Keywords: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Family doctor; Community health information

1　引言 1

在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保基本，

强基层，建机制”是重心工作。随着常住人口

的快速增长、新城建设推进及老龄化问题日益

凸显，社区医疗体系构建面临着新的挑战。家

庭医生，无疑是当前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体系

建设的关键所在［1］。建立健全以全科团队为

基础的社区卫生服务模式，建立家庭医生责

任制，实行家庭医生首诊制及双向转诊制度

有利于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形成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与城市医院合理分工的诊疗模式，

有利于为群众提供连续协调、方便可及的基

﹡　通讯作者标注

本医疗卫生服务，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

贵”的状况［2］。浦东新区早在 2010 年就率先

开展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经过 5 年多时间的

探索与实践，目前浦东新区家庭医生责任制服

务已基本实现全覆盖。

随着社区卫生服务事业的发展，患者满

意度成为评价医疗服务质量和改进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工作的一项重要指标［3］。传统的满

意度调查方式大部分停留在手工方式阶段，需

要上门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耗费较大的人力

物力，调查的周期也比较长。2014 年，浦东

新区引入第三方评估呼叫中心，研究设计了浦

东新区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居民满意度测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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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提高居民满意度测评的工作效率，客观评

价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为浦东新区家庭医生

责任制服务提供更快速有效的反馈。

2　技术架构

浦东新区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居民满意

度测评系统是面向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的居民

满意度的第三方测评与分析系统。该系统创新

引入第三方评估呼叫中心进行电话调查，通过

信息化技术和第三方评估呼叫中心进行对接，

不仅使电话调查的过程更为专业，而且使相关

卫生行政人员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分析调

查的结果。另外，电话调查的过程会进行录音，

每次调查的资料都得到了有效的保存，使得调

查的结果可分析，过程可追溯。

测评系统以浦东新区区内 45 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签约的居民个人信息和签

约医院医生信息作为基础数据，通过浦东新区

医疗卫生信息共享交换平台进行采集、校验，

由第三方评估呼叫中心随机抽样，并针对样本

数据做电话调查，调查结果信息反馈区平台进

行综合统计分析展示。浦东新区家庭医生责任

制服务居民满意度测评系统的技术架构如如图

1 所示。

图 1 系统架构图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正常开展

签约服务工作，录入签约数据。参与测评的签

约数据通过系统后台每月定时上传至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前置机，由浦东新区医疗卫生信息共

享交换平台每月定期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前置

机抽取数据，并将校验通过的数据推送给第三

方评估呼叫中心进行电话回访，同时从第三方

评估呼叫中心抽取回访结果，用于调查结果的

统计分析。通过浦东新区医疗卫生信息共享交

换平台实现数据的一处录入，多处共享。

3　主要功能

浦东新区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居民满意

度测评系统主要功能模块包括签约信息采集、

电话调查和综合统计。

签约信息处理模块是测评实施的基础模

块，是电话调查的前提。浦东新区在推行家庭

医生责任制服务的同时，实现了签约过程的信

息化，存储了所有的签约数据。浦东新区医疗

卫生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每个月定时从各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前置机上抽取各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上传的增量签约信息，通过校验整合，

将符合电话调查的签约数据推送到第三方评估

呼叫中心，为后期的电话调查提供数据基础。

电话调查模块是测评过程的实现模块，调

查内容根据浦东新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

需求进行，可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灵

活定制需要调查的内容 , 由第三方评估呼叫中

心实施具体的调查过程。在明确调查要求和执

行周期后，第三方评估呼叫中心从数据仓库调

取样本执行电话调查。每年每次抽查人员不充

分，每年所有签约居民调查一次。每次在完成

调查后，第三方评估呼叫中心将调查结果明细

数据存放至前置机数据交换库，供浦东新区医

疗卫生信息共享交换平台进行抽取，作为综合

统计模块的基础数据。电话调查的流程如图 2。

图 2　电话调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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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统计模块是测评结果的统计展示模

块，由浦东新区医疗卫生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定

期抽取第三方评估呼叫中心反馈的调查结果，

经过后台运算处理后在页面上展示调查的结

果。展示的指标包括家庭医生签约人数、电话

接通率、签约对象确定率、签约医生知晓率、

有效签约人数、有效签约率。其中，电话接通

率 = 电话接通数 / 样本总数，签约对象确定率

= 电话接通后确认是签约对象的人数 / 电话接

通数，签约医生知晓率 = 电话接通后表示知晓

家庭医生信息的人数 / 签约对象确定数，有效

签约人数即电话接通、确认是签约对象且知晓

家庭医生信息的人数，有效签约率 = 有效签约

人数 / 样本总数。

系统以图表相结合的方式，生动形象的

将数字的统计结果以柱状图、饼图等方式进行

直观的展示，辅以传统的统计表格便于数据分

析。通过柱状图展示的各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各类指标，都可以通过点击某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柱子下钻到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签

约医生的各类指标，进行横向、纵向的对比，

为测评结果提供了多维度的分析角度。

4　应用现状

2014 年末，浦东新区家庭医生责任制服

务居民满意度测评系统按不低于 10% 的比例

随机抽样独立评价健康管理和健康服务签约对

象满意度，评价结果作为浦东新区针对家庭医

生的考核内容之一，纳入浦东新区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绩效评价，使浦东新区的家庭医生服务

考核更加客观准确。

目前，浦东新区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居民

满意度测评系统已先后完成覆盖区内 45 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总计 31 万人次的电话调查。

调查问卷的问题包括：1、请问您是 XX 街道

XX 居委（村）的 XX（叔叔、阿姨）吗？ 2、

您的家庭医生是 XX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XX

医生吗？ 3、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是否会优先

到 XX 医生处就诊和咨询吗？ 4、您对 XX 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XX 医生的就医服务是否满

意？ 5、您对您家庭医生的就医服务有什么其

他建议或意见吗？调查结果按月在家庭医生综

合统计模块进行展示，通过柱状图从高到低显

示各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服务评价

指标情况，同时也可以下钻到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中的家庭医生每个人的服务评价指标情况，

如图 3 所示。

图 3　综合统计页面

通过浦东新区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居民满

意度测评系统，不仅能有效评估家庭医生签约

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可追溯，而且可以及

时得到社区居民的满意度、体验和反馈意见。

5　结束语

浦东新区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居民满意

度测评系统运用信息化技术，极大提高了家庭

医生责任制服务居民满意度测评的效率，做

到测评周期短，测评内容灵活可变，测评过程

真实专业，测评结果可追溯。只有通过分析患

者对现有社区医疗服务质量的满意程度，才能

进一步了解他们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评

价，了解他们不同类型的服务需求［4］，使家

庭医生责任制服务工作更加贴进百姓生活、满

足百姓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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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大数据共享与协同服务平台建设方案探讨

冯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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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区域医疗信息平台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大量的医疗数据资源。对医疗数据再利用已

经成为医疗信息化发展的必然。通过分析医疗大数据共享与协同服务平台建设的难点，提出医

疗大数据共享与协同服务平台的设计方案及应用框架，包含大数据中心以及基于该大数据中心

的面向各类用户的一系列应用服务的设计，为大数据时代医疗数据应用、分析、决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 : 大数据 ; 专家决策 ; 人工智能 ; 区域医疗

Discussion on the  scheme of Medical big data sharing and collaborative 
service platform 

Feng Song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8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health information platform, has formed a 
large number of medical data resources. Reusing the medical data has become the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medical informatiz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medical data sharing and 
collaborative service platform construction difficulties, put forward the medical data sharing 
and service platform of collaborative design scheme and application framework, contain 
big data center, and based on the big data center for all types of users of a series of design, 
application service for application of medical data era of big data, analysis, decision-making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Key words: Big data;expert decisio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Regional medical 

1　引言：

“区域医疗服务信息平台”是服务于全社

会预防保健、疾病治疗、保障和提高人民健康

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性支撑体系。

目前，世界各国都在探索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

区域医疗信息平台，希望通过统一高效、互联

互通、信息共享的医疗信息平台，将分散在不

同层次、不同机构的医疗资源进行整合，使各

级医疗服务人员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

及时获取必要的信息，以支持高质量的医疗服

务。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国的一些区域卫

生信息网实现了有限的数据共享。2009 年以

来，新医改提供了大量资金在我国很多省市推

进区域医疗服务信息平台建设 [1]。

依靠医疗信息共享的手段，将区域各种

医疗资源进行整合，建立临床医学资源数大数

据中心。借助区域医疗信息平台的支撑 , 实现

大中型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之间的业

务联动、优势互补、疾病诊治连续化管理；促

进临床信息资源的不断积累和重复利用；促成

将大型医院有机融入区域医疗健康服务的新模

式，缓和我国城乡医疗资源分配失衡的矛盾，

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现象。

2　建设思路

依托“中南大学区域医疗共享与协同平

台”这一开放式的基础支撑平台，充分利用和

发挥联网医院的医疗资源优势，以中南大学附

属医院为中心，搭建服务、管理、科研、教学

于一体的信息化医疗平台。实现医疗机构之间

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

管理效率和科学决策水平。同时把医疗信息共

享平台建设成创新性的应用平台、海量数据基

础的科研平台。提供各类医疗应用服务，开展

基于大样本医疗数据的临床分析，提高临床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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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准确性和速度、预测疾病和健康形态分析。

3　医疗大数据共享与协同服务平

台建设难点

3.1　医疗信息共享的标准。

建立一个统一高效、资源整合、互联互通、

信息共享的医疗卫生体系，核心在于信息共享。

目前，各医疗卫生机构在推进信息化建设的过程

中都是单独建网，“信息孤岛”林立让区域医疗

信息化建设举步维艰。因此在技术上必须要实现

业务流程整合、跨系统的医疗信息及基本病历资

料的信息共享以及医生处方、检验结果的互认机

制和信息共享等等，制定医疗信息共享标准是区

域医疗信息化技术的核心和关键，只有解决了信

息数据的标准化问题，区域医疗信息化所追求的

‘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才能实现。

3.2　结构化电子病历系统的建立。

为了实现电子病历在临床上的共享与互

认，不仅需要构建并规范电子病历基础术语体

系，制定与遵循医疗信息共享标准；更重要的

是建立基于受控术语体系（CMV）的真正意义

上的全结构化电子病历系统。这样，在不同医

疗机构之间进行电子病历信息交换时，既可以

实现数据层面的信息共享，还可以满足语义层

面上的理解与互认。同时，只有基于受控术语

体系的结构化电子病历数据，建设结构化的临

床数据中心，才能按照临床的各种维度要求进

行临床分析与临床科研，实现各类临床应用。

3.3　面向区域医疗信息集成的大数据
中心建立。

以病人为中心，构建新一代的医疗信息大

数据存储结构，实现临床诊疗支持和全部医、

教、研活动，是大数据时代医疗行业应用的

热点问题。临床诊疗实践的详细记录被量化为

可分析的临床数据，形成了蕴含丰富临床经验

和临床规律的海量数据库。然后，数据管理平

台将整合不同研究中心、研究现场所产生的数

据 , 形成蕴含内容极其丰富的大数据资源。

3.4　开展临床辅助分析决策应用。

疾病的诊断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疾病分

类的过程，是根据病人的疾病特征划归到某个

疾病或疾病类的过程。一般的医学书上把这一

复杂的问题逐次分解成一个个小问题（疾病 )

的体系结构，患者根据症状特征及不适部位定

位到具体疾病类的具体疾病，这一过程与现实

中的分类过程十分相似。

利用数据挖掘出来的结果是用来描述/理解、

预测或是干预疾病，提高决策支持的能力。医疗

数据的积累和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以为决策支

持系统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数据挖掘作为决策

支持系统中的一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　医疗大数据共享与协同服务平台架构

平台由数据接入层、集成平台、数据中

心、应用服务、决策分析五个部分构成。见图

1. 区域医疗数据中心构成。

图 1　区域医疗数据中心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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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数据接入层。

数据接入由各医院按平台标准构建院内

CDR，CDR 通过中间表或 Webservice 服务接

入中心平台。

4.2　区域医疗集成平台。

区域医疗信息共享与交换平台采用企业

服务总线 ESB 技术，主要实现区域各种信息

的采集、转换和交换服务，为其它业务系统提

供信息服务。包含个人身份索引服务、医疗数

据交换服务、临床文档生成服务、跨机构文档

共享服务、协同业务支撑服务。

4.3　数据中心的构成。

业务主题数据库。业务主题数据是区域

医疗平台上的业务系统运行产生的数据，主要

有两种类型的业务数据：（1）业务系统部署在

区域平台上而直接产生的业务数据，如预约数

据、转诊数据等等；（2）由健康档案产生的最

终标准的数据。

医疗文档数据库。临床诊疗信息主要包

括：诊断、处方、检验结果、检查结果、影像

图像以及住院病案、出院小结等内容。

临床影像数据库。对于数据量很大、非结

构化的医学影像数据，可以根据各资源型医疗

机构、数据中心的实际情况采用集中存储与分

布式存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 XDS 资源目录

体系为医学影像的原始文件建立的索引，基于

XDS 的实现临床共享文档的检索和访问。对

于医院影像资源丰富、与中心网络线路好的医

院采用分布式存储。

临床数据仓库。支持临床各项服务和管

理决策功能的实现，存储包括医疗服务人群信

息、医疗卫生资源信息、医院运营状态信息、

药物信息、疾病监测信息等专业类的信息。同

时还存储了大量的历史数据信息，使得其能够

提供综合卫生管理系统的数据抽取，将所需的

信息存储于数据仓库中，在此基础上进行联机

分析处理和决策。

4.4　医疗应用服务。

双向转诊。双向转诊系统为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和上级医院之间的双向转诊服务，涵盖双

向转诊业务中的申请、审核、批复、通知、接

诊各个环节，与电子病历和电子健康档案系统

互联互通，并通过流程配置满足不同业务模式

的要求。

预约诊疗。通过建立医院预约诊疗服务平

台，整合区域平台内医院的挂号和诊疗资源；通

过网上预约、电话预约、手机预约等形式面向群

众提供各医院的专家、教授、副教授等级别的预

约挂号，以及预约检查、预约检验等诊疗服务。

远程医学。远程医学的服务形式多样，如对

远地对象进行检测、监护、会诊、教育、信息传

递和管理等。在远程医学中，医疗服务的提供者

和被服务对象分别位于两地，服务提供方式可分

为实时和非实时 ( 亦称为在线和离线 ) 两种。

慢病管理。通过人群分类管理进一步采集

人群个体身体活动、膳食、烟酒、家族病史、

实验室检查等各类信息，系统将自动生成各

类个人健康评估报告，对其健康状况进行全面

评估，分析各种危险因素的现实状况和暴露水

平，以慢病管理业务信息技术规范为依据，对

慢病患者和高危人群的健康状况做出评估，并

制定个性化的行为干预和疾病改善指导方案。

4.5　医疗指标分析。

通过准确的分析病人的体征、治疗费用和

疗效数据，避免过度治疗，避免副作用较为明

显的治疗；通过进一步比较各种治疗措施的效

果，医生可更好的确定临床最有效、效益最好

的治疗方法；通过将医生处方和医疗专家库医

学指导比较，系统可提醒医生，避免出错，如

药品不良反应，过度使用抗生素等，帮助医生

降低风险。利用包括影像数据、病历数据、检

验检查结果、诊疗费用等在内的各种数据，搭

建先进的数据集成平台，为广大患者、医务人

员、科研人员及政府决策者提供服务和协助。

通过对现有病历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数

据挖掘和自动分析，提供有价值的医学知识；

同时，也可以利用数据挖掘技术筛选出的信息

来建立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某种疾病的医疗方

案数据库；通过区域医疗信息的数据挖掘与决

策支持关键技术研究，为建立医疗知识库，提

高医疗诊断的科学性和应对突发性疾病暴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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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性提供决策支持。

4.6　专家决策与支持。

人工智能与数据库技术是计算机科学的

两大重要领域，专家系统可以方便的通过数据

库对相关信息进行存储，搜索查询及推理，平台

的建设为知识的管理提供了帮助，节省了知识库

构建的时间，通过数据库技术来组织有关知识，

用数据库的索引搜索技术取代专家系统中传统的

回溯递归的推理机制，提高了诊断效率。

以医学理论知识为基础，结合数据库和专

家系统，充分利用关系数据库具有优化查询、

较高的数据独立性和一致性，实现计算机医学

辅助诊断，将医学诊断知识进行概念化定理和

形式化阐述，并将其放入知识库中，而其内在

联系放入规则库中，共同完成对医学诊断知识

的表示，并采用基于可信度的推理，使整个系

统能在较大程度上模拟医生的思维过程。

5　大数据共享与协同服务平台建

设意义

5.1　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健康与医疗
服务的可及性。

借助信息技术手段，通过创新的健康和医

疗服务模式，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基层医疗服

务机构的能力和水平。城乡居民可以方便的在

就近医疗服务机构获得高质量的医疗和健康服

务，提升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更好地满足了人

民群众多层次健康与医疗需求。

5.2　提高资源效益，有效降低群众医疗
费用。

一方面实现医疗机构、基层卫生服务机构

之间信息的有序共享和互认，可以让病人避免

不必要的重复检查和重复配药，有效降低群众

就医负担；另一方面，通过信息技术，病人可

以在线浏览和下载检查报告、咨询健康知识、

预约医疗卫生服务等，降低群众因获取医疗卫

生服务的交通成本、时间成本支出，降低人民

群众的医疗费用。

5.3　增强医疗卫生信息整合度，为卫
生科学决策提供保障。

整合医疗健康各业务系统，从而为政府全

面、即时、准确掌握区域医疗健康服务以及个

体健康和群体健康需求等方面的第一手信息，

为科学制定区域卫生规划和优化资源配置提供

可信的数据，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5.4　加强信息资源有效利用，为临床
科研教学服务。

临床积累的医疗信息资源，尤其是完整的

电子病历信息资源，在进行去隐私化处理后，

能够很好的应用到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中，促

进病情演化、诊疗手段、新药研制等众多研究

领域的发展，提升临床教学的质量和效果，使

临床科研教学工作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6　结语

突破医疗大数据平台的困境有三个要素：

一要有制度建设，建成数据资源共享体制与机

制；二要有技术支撑，有数据资源继承与管理

工具、互操作标准、数据分析软件、可视化信

息展示等；三，也是最关键的，要有人才队伍，

要有承担分析数据的人，他们集黑客和定量分

析员于一身，成为数据科学家 [2] 。

“医疗大数据共享与协同服务平台”的建

设，使病人、下级医院能与大医院一起形成的

医疗整合体，同时通过建立病人、专家、医院、

医生与核心平台之间的运行机制，为患者于各

级医疗机构提供医疗健康服务。为医疗管理和

决策支持提供数据与方法。

参考文献 :

[1] 中国医院协会信息管理委员会．中国医

院信息化发展研究报告 ( 白皮书 )[R]．2008．

[2] 王才有 . 医疗大数据的机遇与挑战 [R]. 

医疗大数据高峰论坛 ( 华东站 ).2012-11.

[3] 王艳军 , 郑建中 , 郝慧琴等 . 我国区域

医疗服务信息平台建设现状分析 中华医院管

理杂志  2012,28(9):673-677.

[4] 杨宏桥，刘希华，王虹等．构建顶层

体系结构推动医疗信息化建设 [J]．中国医院

管理，2009，29(4)：65—67．

[5]  周光华，辛  英，张雅洁等  医疗卫生

领域大数据应用探讨 . 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

2013，8（4）：296-300



- 156 - - 157 -

应用临床路径闭环监管模式提高诊疗质量

高白 1，魏民 1

高白 1，长海医院信息科，上海市，200433 

魏民 1，长海医院信息科，上海市，200433 

【摘要】在临床路径信息管理平台中融合了临床路径知识库、合理用药监控、临床路径单

病种字典库、分支路径库以及路径变异监管与分析功能，形成了路径制定、路径执行、路径评

估、路径优化以及路径知识库建设的临床路径闭环监管模式，以提高临床诊疗质量。 

【关键词】临床路径；诊疗质量；信息技术  

Application of clinical pathway closed-loop monitoring mod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Gao bai1, Wei min1 
Gao bai1, Information Department, ChangHai Hospital, Shanghai, 200433, China 
Wei min1, Information Department, ChangHai Hospital,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clinical pathway closed-loop monitoring mode to 
improve the medical quality.  The clinical path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is composed 
of five sub-systems that is the clinical pathway dictionary library of single diseases, the path 
of branch libraries, the path variation regulation analysis, rational drug use monitoring and 
the clinical pathway knowledge base. These functions can achieve path formulation, path 
execution, path supervision and route optimizati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Keyword: Clinical pathway, Medical quality, Closed-loop management 

1.　引言 1

临床路径是专家针对某一种疾病、以循证

医学为依据所制定的一套最适当的治疗方案，

方案包含了疾病诊断、入径条件、检查、治

疗、护理等诊疗内容 [1]。使用临床路径能规范

诊疗行为、控制住院天数，并能加快推进单病

种付费模式的应用 [2]。在非信息化条件下，临

床路径工作以手工记录纸质执行单方式完成，

医护人员通过手工勾选、填写和确认执行单的

内容，来作为临床工作执行过程的依据。这样

的手工模式存在着执行难、监管难、评估难和

统计难的问题。譬如①执行难问题，医护人员

基[ 作者简介 ]：高白，上海长海医院助理工程师，从事

医疗信息化方面的研究 

基 通讯作者简介 ]：魏民，上海长海医院信息科主任，

高级工程师 

需要填写大量的纸质表单，不能够在第一时间

对临床路径已执行的工作进行确认、记录，造

成漏记、错记；②监管难问题，路径的执行依

靠医师的自觉性，不能保证路径按标准规范执

行，仅通过对

纸质表单的核查，路径执行的过程性数据

没有记录，无法实现对医疗过程的监管；③评

估难问题，临床路径的制定是否合理，它的用

药、检查、护理是否存在问题，必须通过核对

纸质表单执行内容与诊疗过程信息，完成这类

的评估工作需要大量的时间与人力；④统计难

问题，路径执行的过程与信息系统其它数据不

关联，后期的入径率、完成率、变异率等等，

都无法准确统计。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是建设

临床路径信息化管理平台。 

文章以长海医院近 4 年的临床路径信息

管理平台（以下简称路径平台）建设经验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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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了融合在路径平台中的五个辅助监管

功能，临床路径知识库、合理用药监控、临床

路径单病种字典库、分支路径库以及路径变异

监管与分析。基于对这些功能的应用，文章分

析了医生对临床路径的依从性、路径设定的质

量、路径执行的质量这三个指标，评估临床路

径执行的预期效果。目的使临床路径应用、效

果监管与评估、路径质量持续改进、路径知识

库管理成为医院的临床路径闭环管理模式，提

升医疗质量监管的智慧化能力。 

2.　临床路径信息管理平台 

2012 年开始，我院开始系统建设，将临

床路径与 HIS 系统集成，结合临床路径的实施

标准、执行过程规划系统，系统中包括了临床

路径知识库的建立，路径执行与医嘱、文书工

作的关联以及相关质控与统计，构建了指导型

的临床路径信息系统。临床路径信息管理平台

的架构如图 1 所示。

医院信息管理系统（HIS）、电子病历系

统（EMR）表单生成变异记录监管临床路径知

识库临床路径单病种字典执行过程记录用药管

理决策分析平台

图 1　临床路径信息管理平台系统架构图

路径平台集成于医院信息管理系统（HIS）

和电子病历系统（EMR），结合临床医护工作

流程，在不影响原有业务的正常开展下，有效

地整合路径平台，并根据临床路径的使用特

点，分为路径定义、路径执行和统计分析与监

管，符合临床路径不断改进的流程。路径平台

上的五大融合监管功能如下： 

2.1　临床路径知识库

通过对知识库的查询与学习，使低年资医

生可以对某一特定疾病的治疗、手术等医疗过

程做到有标准可遵循，减少因医生资历或主观

认识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必要的变异。临床医生

可参考路径的纳入与排除条件，确定患者是否

符合入组条件，执行路径中的诊疗工作、医嘱、

检验、检查、护理工作，参照常见的变异情况

确定该患者是否退出路径，路径完成后可对比

标准的费用与住院天数对路径执行情况进行自

我评估。

临床路径知识库纳入与排除条件诊断与

治疗方案依据诊疗工作、医嘱、检验、检查、

护理出院标准费用与住院天数常见变异

图 2　临床路径知识库内容 

2.2　合理用药一体化监管 

目前的合理用药基本限于医生开处医嘱

过程中的用药禁忌或限科室、限医生权限的方

式进行干预，使用事后干预或提示的方式监

管，而临床路径是经过专家组集体讨论的标

准，在事前就已经甄选出最合理的用药，与合

理用药系统结合，建立事前、事后全方位监管

体系。例如患者为入组病例，在治疗过程中，

如果医生开具了非此路径所需的药物，需要填

写变异原因，并将此变异的原因自动记录在临

床路径执行单的变异记录中，科室或医生可以

通过对‘路径外所开具医嘱’的次数及医嘱内

容进行统计，让制定临床路径的专家再次评估

是否需要将这类医嘱加入临床路径中，作为完

善路径内容的依据。合理用药一体化监管流程

图如图 3 所示。

开始开具药品是否合理用药是否临床路

径患者是是否开具了路径外的药品是开具成功

否结束否否填写变异原因是自动保存变异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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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临床路径知识库内容 

2.2合理用药一体化监管 

目前的合理用药基本限于医生开处医嘱过程中的用药禁忌或限科室、限医生权限的

方式进行干预，使用事后干预或提示的方式监管，而临床路径是经过专家组集体讨论的

标准，在事前就已经甄选出最合理的用药，与合理用药系统结合，建立事前、事后全方

位监管体系。例如患者为入组病例，在治疗过程中，如果医生开具了非此路径所需的药

物，需要填写变异原因，并将此变异的原因自动记录在临床路径执行单的变异记录中，

科室或医生可以通过对‘路径外所开具医嘱’的次数及医嘱内容进行统计，让制定临床

路径的专家再次评估是否需要将这类医嘱加入临床路径中，作为完善路径内容的依据。

合理用药一体化监管流程图如图 3所示。 

开始 开具药品 是否合理用药
是否临床路径

患者
是

是否开具了路

径外的药品
是 开具成功否 结束

否 否

填写变异原因

是

自动保存变异记录

 

图 3合理用药一体化监管流程图 

2.3临床路径单病种字典库 

由病案编码人员根据临床诊断，对临床路径的诊断和手术编码进行细化和分类工

作，如普外科的腹股沟疝行手术治疗，可实施的手术分为传统手术和腹腔镜手术两种治

疗方式，对于临床路径标准而言，除手术方式不同外，其他的诊疗、用药、护理等均相

同，对于临床医生来说，制定分支路径存在大部分相同内容，极大地浪费了临床资源，

也不便于临床医生操作，但是由于手术费用相差极大，如果采用同一路径，对于今后临

床路径费用参考带来误导。因此，我们建立临床路径单病种字典库，由病案编码人员对

同一个临床路径下两种不同的手术进行区分，统计时按传统手术和腹腔镜手术分别统

计，既减轻了临床负担，也解决了费用统计问题。 

2.4 分支路径库 

分支路径库的建立分二步实施，首先建立了与医嘱、文书相关联的执行方式，一旦

医生下达医嘱，或者建立了与路径制定中相同的文书，相关联的临床路径执行确认工作

由信息系统自动完成，减少了路径执行工作的重复，降低了临床一线的工作负担，也保

证了数据的有效性和完整性
[3-4]
。其次是创建分支路径，很多病种存在不同的治疗方式，

图 3　合理用药一体化监管流程图 

2.3　临床路径单病种字典库 

由病案编码人员根据临床诊断，对临床路径

的诊断和手术编码进行细化和分类工作，如普外

科的腹股沟疝行手术治疗，可实施的手术分为传

统手术和腹腔镜手术两种治疗方式，对于临床路

径标准而言，除手术方式不同外，其他的诊疗、

用药、护理等均相同，对于临床医生来说，制定

分支路径存在大部分相同内容，极大地浪费了临

床资源，也不便于临床医生操作，但是由于手术

费用相差极大，如果采用同一路径，对于今后临

床路径费用参考带来误导。因此，我们建立临床

路径单病种字典库，由病案编码人员对同一个临

床路径下两种不同的手术进行区分，统计时按传

统手术和腹腔镜手术分别统计，既减轻了临床负

担，也解决了费用统计问题。

2.4　分支路径库

分支路径库的建立分二步实施，首先建立

了与医嘱、文书相关联的执行方式，一旦医生

下达医嘱，或者建立了与路径制定中相同的文

书，相关联的临床路径执行确认工作由信息系

统自动完成，减少了路径执行工作的重复，降

低了临床一线的工作负担，也保证了数据的有

效性和完整性 [3-4]。其次是创建分支路径，很

多病种存在不同的治疗方式，

但是入径条件往往是同一个诊断编码，如

神经内科的脑梗死路径，有非溶栓与溶栓治疗

两种方案，系统根据医生填写的诊断“脑梗

死”，显示可选择的两种治疗方案，由医生根

据患者情况选择要进入的路径。 

2.5　路径变异监管与分析 

路径管理分三步实施，首先是路径表单自

动生成。系统自动统计患者的入院时间、住院

天数等指标，医护人员无须进行再次核对表单

生成的内容，在规范行为的同时，减少了医生

填写各类表单的工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也

达到有效监管。其次是变异记录自动监管。在

患者入院到出院的过程中，诊疗行为如果出现

偏差，医生必须填写原因才能继续当前的诊疗

行为，让变异得到跟踪，通过后期对变异原因

的分析，对临床路径进行完善。除了跟踪变异

情况，系统也非必要的变异进行了筛选，比如

药疗医嘱，由于药品库存不足换药品带来的偏

差，并不会记录到变异中。第三是辅助决策分

析。通过对入组患者的诊断、手术、医嘱、检

查、检验、护理、住院天数、各项费用的完整

记录，建立了临床路径的数据仓库，可以生成

每位入组病例的路径执行过程数据，是否完成

路径、变异次数、变异原因、退出路径的原因、

治愈情况、好转情况、手术费用、耗材费用、

治疗费用等一系列指标，从而统计出科室、主

诊组、住院医生的临床路径入径率、完成率、

变异率、路径执行费用、住院天数等考核指标，

让医院管理层、科室、主诊组三个层面对临床

路径整体质量进行掌控。 

3.　路径质量分析 

医院实施路径平台后，因其与住院医生

站、护理站系统的高度融合，极大地提高了临

床一线医生应用临床路径的积极性，从对入径

数量、完成质量、路径制定质量指标分析，临

床路径的实施起到了提高诊疗质量的用。

3.1　医生依从性提高 

将临床路径的诊疗内容融入到医生日常

诊疗工作中，如临床路径患者的医嘱开具，由

于路径需要的医嘱显示在每一个执行阶段，医

生仅需通过简单的勾选就可以下达，比普通患

者需要多项选择更加快捷、方便，科室更愿意

将本科的常见疾病纳入到临床路径管理中去，

很多科室将排名前十的病种均纳入了临床路径

管理中，如中医科的“原发性肝癌”“结直肠

癌”、“食道癌”等，神内科的“脑出血”、“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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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死”，脊柱外科的“颈椎病 - 颈椎前路减压

植骨融合内固定术”、“腰椎间盘突出症 - 腰椎

后路减压植骨融合内固定术”等。 

3.2　路径制定的质量可控 

应用临床路径手工单，不能与临床医生的执

行过程进行比对，不能够有效地评估是否为最佳

方案。将 PDCA 的管理理念应用于路径的质量管

理，如通过对变异路径内容的分析，评估路径的

设定是否合理。通过获取变异路径的结点集合，

分析路径变异的原因，从而不断完善路径计划。 

PDCA 称质量环，代表计划、执行、检查

和行动，说明临床路径的应用、分析与调整是

一个循环优化的过程 [5]。过程如图 4 所示。 

图 4　临床路径监管的 PDCA 过程 

3.3　路径执行质量可控 

通过药品临管、决策分析平台，对患者的

入径率、完成率、变异率进行统计、分析，对

过程性的记录进行质控、抽查，达到路径过程

监管的作用，2012 年系统建设以来，科室陆续

推行电子化临床路径，2012 年试点推行 22 个路

径，覆盖 14 个科室，2013 年 -2014 年为重点推

广期，分别新增 43、96 个新路径 , 截止 2014 年

底，路径实施总数已达 161 个，开展的路径数

量如图 5 所示。目前每季度仍有新开展的路径，

目标是覆盖所有临床学科。截止 2014 年，按照

临床路径标准，进入路径的病例数（入径例数）

已累积 30267 例，入径率提升至 84.87%，入径

率是指入径病数 / 符合路径条件的病例数。完成

率提升至 92.2%，完成率是指完成路径的病例数

/ 入径例数。变异率降至 4.13%，变异率是指完

成路径的病例中发生了变异的人次 / 完成路径的

病例数。上述 2012 年至 2014 年的路径指标比

较如图 6 所示。从医务统计报表上可知，住院

天数也得到了相应控制，纳入路径的患者与未

纳入路径的患者相比，平均住院日降低了 0.945

天。对上述指标的观察与分析，实际上是一种

对临床诊疗行为的监管模式。  

图 5　新开展路径数量对比 

图 6　路径指标对比

4.　展望

随着医院管理模式趋于精细化、专业化、

规范化，临床路径的应用与评估管理也需要制

定更智慧的诊疗路径管理机制。将患者从入院

到出院的所有诊疗活动以及活动过程中使用的

每一项物资耗材逐步纳入路径管理，建立多维

度的诊疗质量评估和单病种费用控制模型，是

医院下一步临床路径工作开展的重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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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临床知识库的临床辅助诊疗系统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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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临床辅助诊疗系统是电子病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医疗信息化应用的一个

重点发展方向。临床知识库是临床辅助诊疗系统应用的数据基础，也是进一步深化电子病历系统

（EMR）功能的需要。临床知识库建设的关键点在于规则库的维护，维护好的临床知识库，可以

为医生在整个诊疗环节中快速，准确，高效的提供辅助决策信息，提高医生的诊疗效率，规避医

疗风险，提高整个医院运行的医疗质量以及医疗安全。本文结合我国临床辅助诊疗系统的发展现

状，对现阶段临床辅助诊疗系统与临床知识库的建设与应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临床辅助诊疗系统；临床知识库；医院信息化；电子病历系统

The Construction of Aide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ystem based on 
Clinical Knowledge Base

Wang Jue1, Liu Bo2 , Xia Xin3, Yan DanDa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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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de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ystem is currentl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of the focus of the hospital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s also a key 
medic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direction. Clinical knowledge base 
is the basis application data of Aide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ystem , and further deepen the 
needs of the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EMR) system function. Clinical knowledge bas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key point lies in the maintenance of rule base, maintain good clinical 
knowledge base, can be a doctor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rapid, accurate, efficient 
auxiliary decision-making informatio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doctor'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void medical risk and improve the hospital medical quality and medical safety. 
Combining with clinical auxiliary diagnosis system in our country development present 
situation, the present Aide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ystem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linical knowledge base a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Key words: Aide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ystem Clinical knowledge base; Hospital 
informatization;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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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临床知识库又称临床医学知识库，根据临

床诊疗、合理用药、实验室检查等专业工作的

基本特点和要求，通过将科学、权威的医学、

药学及相关学科知识进行信息标准化处理形成

临床知识库。

临床知识库包含了一套独立的药品知识

库，包括代码字典库（药品部分）、药品信息

库、药品规则库，通过相应的对照（桥梁）关

系，与医院在用的药品库中的药品信息关联

（对应联系），从而将知识展现给临床医生，展

现方式：主动提示、知识查询、全文检索。

通常医学知识的获取来源于临床一线经

验积累和医学参考文献，当医生在诊疗过程中

遇到知识瓶颈时传统的方法是需要通过查阅诊

疗指南等文献，来获取正确诊疗的指导，这样

的方法在当前医疗资源稀缺，医患关系紧张的

环境中，不仅效率低下，更容易造成患者对医

生的不信任感，甚至造成严重的医疗安全事故。

临床辅助诊疗系统依据临床知识库中的

知识内容，通过人机对话的模式，向用户提供

有效信息，协助发现和分析患者的问题，预测

和建议合理治疗方案，能够极大地提升医生在

诊疗过程中知识获取的速度和准确度，通过知

识库规则的维护，主动提示医生，能够有效提

高医疗安全质量。

１.　临床辅助诊疗系统的建设

临床辅助诊疗系统的建设是在现有 HIS

系统的基础之上，完善医院的业务流程和数据

标准化处理，依托于临床数据中心的构建。临

床数据中心主要包括共享信息模型与逻辑集中

两种。

1.1　共享信息模型

通过共享信息模型建立共享的临床数据

中心，通过临床辅助诊疗系统将数据进行汇

总，医生可以直接从临床数据中心中调阅所需

数据。底层信息模型的建立是构建临床数据中

心的难点。医院信息系统中的数据标准不统

一，数据格式多样，例如影像、文本、数值

等，同时数据量的规模会无限扩大同样会导致

系统管理和维护的复杂度不断增长，最后难以

为继。

1.2　逻辑集中模型

逻辑集中模型通过逻辑上的集中来实现

临床数据中心，对医院现有系统业务影响较

小。逻辑集中方式构建临床数据中心通常采用

面向服务架构，通过配置的方式实现标准接口

和应用系统间的连接与整合，通过改变传统的

程序代码“硬连接”方式，系统之间的集成更

加便捷。提高数据访问效率；同时提高了数据

库的安全性。相对于共享信息模型的技术方

案，逻辑集中的方式不需要对医院系统进行

大的修改，系统之间的耦合度较低，通过逻辑

上的集中来实现临床数据中心，对医院现有业

务流程和操作影响较小，是比较适合医院构建

CDR 的方式。

2.　临床知识库的维护

临床知识库的维护是临床辅助诊疗系统

建设的数据基础，不同于标准化的诊疗指南，

临床知识库的基础数据以及规则的维护，必须

要有医疗领域各方面的专家参与。基础知识的

维护主要分为药品、检验、影像、护理、手术

等 5 大部分，涵盖整个诊疗环节，规则的维护

分为合理用药规则、合理检验规则、合理检查

规则、高风险手术规则等方面，通过规则的维

护在医生工作站中给出提示或者对医生操作加

以管控。

图 1　临床知识库维护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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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手术规则维护

3.　总结

研究开发基于临床知识库的临床辅助诊

疗系统有助于提高医生的诊疗效率，提高医疗

服务安全质量。本文分析了基于临床知识库的

临床辅助诊疗系统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并

指出临床知识库的基础维护以及规则维护是临

床知识库建设，乃至临床辅助诊疗系统建设的

重点，通过临床知识库结合新型决策支持服务

模式等方面的研究，将是今后基于临床知识库

的临床辅助诊疗系统研究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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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医院评审组长工作环节探讨

乐山市人民医院 刘若中

邮编 614000

【摘要】 出任数字化医院评审组专家要有担当精神，努力做到评审公平公正。从迎检工作看

医院信息化建设的发动面，从机房建设看医院信息化建设的档次和技术水平，从实地核对的关

键项目看医院信息化建设的落地状况，把握基本合格要素。

【关键词】 数字化医院  评审组长  工作探讨

The research of team leader in the digital hospital review work link

The piople,s hospital of leshan　Ruozhong_Liu

【Abstract】As a digital hospital assessment team of experts to take on the spirit, and 
strive to do a fair and impartial  assessment. From the welcome to check the work of hospital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from the computer room construction to see the level of hospital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nd technical level, from the field to check the key project to see the 
hospital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landing situation, grasp the basic elements of the.

【Keywords】 digital hospital assessment team leader work

1　引言

医院信息化建设，从最初建起医院信息系

统（HIS）到建成医院信息平台，已经走过五个

发展阶段 [1]，这期间一大批数字化医院涌现出

来，展示出医院信息化建设取得丰硕的阶段性

成果。为了进一步推动医院信息化建设，2012

年以来，四川省开展了数字化医院评审工作。

专家组到接受评审的医院后，依据省卫计

委出台的数字化医院评审标准，各自承担相应

的任务，采取分小组背靠背打分的方法评审。

在不统分、不公布评审结果的情况下，组长要

对所评审的医院信息化建设作全面评价，肯定

成绩，指出主要问题，指明今后发展方向。这

就需要组长在评审过程中，把握全面情况、突

出重点亮点，关键问题不漏，指导力求准确。

2012 年以来，在四川省数字化医院评审工作

中，连续 4 年我受聘担任专家组长，带领一个

小组已经对 43 家医院进行了评审，在此谈点

自己的体会。

2　敢于担当不负重托

出任数字化医院评审组专家要有担当精

神，做到评审公平公正。每到一个市州，组长

在思想上要确立了解情况、理清思路、避免失

误、评出干劲的工作思路。在行动上要做到认

真负责，敢讲真话；善于沟通，全面详实；针

对问题，指导恰当；遵守纪律，履职尽责。

3　把握基本合格要素

被评审的医院在总结汇报中，通常会提供

书面总结，汇报比较全面，推出 HIS、EMR、

LIS、PACS 四个基本系统都已经建设好，有

时单凭汇报良锈难辨。在评审中分三个步骤检

查，把握医院信息化建设的实际水平。

第一步，从迎检工作看医院信息化建设的

发动面

一是看政府的参与情况，反映政府领导的

力度，一般情况下，市县卫计局都要出面参加

评审，有的分管副县长莅临指导。二是看医院

内部迎接检查的人员规模，反映出医院信息化

建设深入程度，主要是信息化建设评审会议参

加的人数，有三种情况，即全院中层干部参加、

机关职能科室中层干部参加、院领导和信息科

参加。三是看资料，反映出医院信息化建设全

貌，资料准备，是否工作记录详细，资料收集

齐全。同时，从发动面还可以看出医院的信息

化建设理念。

第二步，从机房建设看医院信息化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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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次

按照国家标准，建设专用机房目的是为

电脑（服务器、存储、网络交换设备）等微电

子设备提供适宜的运行环境。检查机房抓住三

个环节，一是看机房建设项目中的八个子项目

是否建设齐全达标。机房建设内容包括机房装

修、综合布线、网络设备、配电系统、防雷和

接地、空调系统、监控系统、消防系统。二是

看服务器、存储与交换设备冗余状况，各类设

备是否标识，且标识清晰有效。三是对规模较

大的医院还要看网络架构是三层还是两层，且

关键线路是否有冗余容灾。同时，从机房建设

的档次反映技术队伍水平。

第三步，从实地核对的关键项目看医院信

息化建设的落地状况

项目建设到位情况直接关系到应用。一是

实地核对系统集成，把握三句话，应用系统模

块化，数据交换平台化，数据存储集中化 ( 以

病人为单位 )。二是实地核对网络安全，内外

网分开，异地备份，有网络版杀毒软件。三是

实地核对数据应用，从操作层面了解对建成模

块的应用程度，网络是否流畅，职工操作熟练

与否，患者看病流程简化。从应用层面了解信

息利用状况。现代信息社会，信息素养也成为

人们的基本人权，必将会受到社会更多的关

注 [2]。检查医院职工是否主动利用信息来指导

医疗活动，查有无使用记录，如何时、何人、

提取什么数据，用作什么工作。在确保信息

准确，尊重患者隐私权的前提下，探索在医院

的适当位置设置多个查询点，提供检查结果查

询，方便群众看病就医 [3]。

在申报评审的医院中，有的医院准备不充

分，没有形成迎检书面安排；有的医院原始材

料不齐全，迎检总结未写好；有的离标准差距

很大，基本系统未上完，或者功能模块未上齐；

有的医院没有信息化建设规划，信息化建设是

为完成某些工作任务而为之。这些就需要明确

指出短期内达标困难，必须要下大力气加强医

院信息化建设。

4　探索今后发展方向

在评审通报会上，组长讲话一般应该包

括，对被评审医院信息化建设成绩给予肯定，

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要求近期整改的有哪些

事项，除此之外，还要以“探讨”的方式，指

明今后发展方向。“探讨”的内容大致如下：

4.1　积极稳妥，整体规划

数字化医院建成以后，医院要做好信息化

建设的中长期（3-5 年）规划，不断提升医院

信息化水平。本着积极稳妥，分步实施的原则，

规划内容是可以随着发展而变化的，但是规划

必须具有前瞻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一般包

括简要概括工业 4.0、健康互联网 + 对医院信

息化建设的引领作用，具体内容是在线医疗和

老年健康（基于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及慢性

疾病人群的健康档案管理）的社区平台建设；

发展移动医疗的现实意义；集成平台建设的种

类和方法，有条件的医院规划信息平台建设；

还要列出医院逐年信息化建设的具体项目、责

任部门和启动时间等。坚持积极稳妥，分步实

施，抓好医院信息化建设。

4.2　夯实基础，一步一个台阶

数字化医院建成以后，医院网络和管理系

统要向更高层次发展。提升硬件设备档次，服

务器等和数据存储考虑采用双活技术，改善网

络架构，把医院信息系统建成集成平台或者信

息平台，实现应用系统模块化，数据交换平台

化，数据存储集中化 ( 以病人为单位 )，新增

加的功能要模块化。目前主要是把现有的模块

建设好，使用好，扎扎实实抓信息化建设，做

到建设一个项目、用好一个项目，同时就迈上

一个新的台阶。

4.3　深化应用，广泛铺开

数字化医院建成以后，医院信息化发展可

以用“深入应用，广泛铺开”来概括。医疗活

动中需要数字化的项目大量提上议事日程，有

计划的组织开发管理程序，把医疗活动进行分

类，分为模块，单个项目，单个数据来开发管

理程序，条理更清晰，对所进行的工作心中更

加有数。应用是从纵向来讲的，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把网络用起来，二是把信息用起来。发展

是从横向来讲的，在医院各个科室、各个领域

的工作实现电子化。随着医院信息化建设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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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提升，数据中心的建设不可避免，深入到从

数据层面看，大数据不仅冲击着医院信息化建

设模式、应用模式和管理模式，而且还影响着

人们的思维、观念和意识。[4]

5　结束语

本文探索的方法称为模式型评审。在信息

化建设相对完善的环境下，医院积极拥抱互联

网技术，医院信息化建设会有新的突破，数字

化医院标准也会随之更新，评审数字化医院专

家组的评审方法和指导方式也应该不断推陈出

新，才能为医院信息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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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医一卡通为门诊管理带来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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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传统就诊模式下，门诊病人需要多次往返于收费室和医生诊室、医技科室、药房

之间，并且花费大量时间排队及候诊，就诊效率很低。改进门诊流程，建立流畅的医疗秩序，

就成为医院管理亟需解决的问题。医院与银行联合开发，采用银医一卡通系统，以诊疗卡作为

病人信息载体，在门诊区域内安放自助一体机，利用信息化技术优化门诊流程，缩短非医疗时

间，给病人带来全新的医疗体验，同时也增强了医院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了综合医疗管理和服

务水平。

关键词  银医一卡通  信息系统  管理  流程  医疗服务

Bank medical card brings innovation for outpatient management

Wang Qi1，Cui XiangBin1，Liu Tao1，WangWei1，LuoQian1，ZhangYu1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Aviation Industry Corporation of China San Er Ling Yi Hospital, 
Shaanxi Province, HanZhong City, 723000,China

Abstract: In the traditional medical mode, outpatient round-trip between charging 
chamber and a doctor's consulting room, medical departments, pharmacy repeatedly, and 
spend a lot of time queuing and waiting, treatment efficiency is very low. Improved outpatient 
procedure, establish smooth medical order, has become urgen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hospital 
management. The development of United hospital and bank, using silver medical card system,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card as the information carrier, placing the self-service 
integrated machine in the outpatient service area, using the optimization of outpatient servi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horten the time of non medical, give patients bring new medical 
experience, but also enhanc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hospital,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medical management and service.

Key words:  bank medical card, information system, management, process, medical service
随着医疗改革的不断深化，为适应卫生事

业发展，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加快

卫生信息化建设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从目前医

院运营的现状来看，门诊病人挂号、缴费、就

诊、检查、化验、取药等环节上存在排队时间

长、就诊流程不畅、病人不满意等现象较为普

遍。近年来，医保农合覆盖的群体越来越广泛，

医院的门诊量也逐年提高，如何在门诊量增加

而医疗资源又不充足的情况下做好医疗质量、

医疗安全、医疗服务，让病人放心满意地就医，

已经成为医院管理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医

院管理者集思广益，采用了很多方法来解决。

实践证明，以信息技术为支撑，想病人之所想，

急病人之所需，以“病人为中心”创建新型门

诊管理模式 [1]，优化门诊工作流程，取得了良

好的成效。

1　银医一卡通系统概述

银医一卡通系统是将银行的金融信息系

统与医院的 HIS 信息系统进行连接并建立自助

服务系统 [2]，病人在自助设备上使用银行借记

卡进行签约或通过居民二代身份证来建立个人

基本信息，然后在医院 HIS 系统里绑定就诊

卡，病人就可以持就诊卡进行自助式的门诊挂

号、预约分诊、充值缴费、化验检查、药房取

药、查询清单、门诊结算、打印报告单等操作。

采用一卡通就诊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

是传统模式下就诊是“病人以医院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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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模式下就诊是“医院以病人为中心”[3]，

这种转变使得病人可以根据需要自己选择相应

的医疗资源，从而大大提升了病人的就医体验

和满意指数。采用银医一卡通系统，优化了工

作流程，为病人创造了良好就诊秩序和就诊环

境，使医院综合医疗服务水平大大提高。另外，

银医一卡通系统还可以延伸到银行业务系统，

将医疗服务前置，病人可以跨越时空环境因素

的不便和制约，享受到极大的便利。

2　银医一卡通系统建设

2.1　银医一卡通系统就诊流程

银医一卡通系统就诊流程是为病人在 HIS

系统中建立一个诊疗账户，然后在账户中存入

预交金用于诊疗期间的医疗费用支付，待诊疗

结束后进行统一结算并打印发票。这种“先诊

疗，后结算”的预交金模式有效地管理了病人

的基本信息和就诊资金，就诊卡则作为系统识

别信息的载体 [4]。因此病人只要建卡充值，就

可以直接持卡在各诊疗费用发生的环节上刷卡

扣费，使得病人在一个环节点就能完成该点的

所有就诊事务处理，从而实现了门诊就诊流程

再造，最大限度地分流了集中式缴费、检查、

检验、取药的压力，明显降低了排队的数量，

减少了各个环节上的排队等待时间，优化了就

诊流程，提高了工作效率。

银医一卡通是医院和银行相互合作共同

研发，经过技术处理将银行卡与就诊卡结合，

把银行卡与医院就诊卡进行信息绑定，为病人

建立唯一识别的身份 id 信息 [5]，并且随着技

术合作的不断深入，病人可以通过银行的营业

网点或网银系统进行挂号、预约等。所以，银

医一卡通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效果最为明显

的医院一卡通方式 [6]。银医一卡通就诊流程见

图 1。

图 1　银医一卡通就诊流程

2.2　一卡通系统操作

2.2.1 自助发卡  病人携带居民二代身份证

在自助一体机上进行个人信息的建档，输入联

系电话并设置就诊卡密码，再进行建卡充值，

系统给病人发放就诊卡并打印交易凭证。没有

携带身份证的病人，可以填写病人信息表，到

窗口办理就诊卡。

2.2.2 自助挂号  病人持就诊卡挂号时，可

以自主选择门诊科室、挂号类别等，系统自动

打印挂号凭证。

2.2.3 分诊叫号  病人持就诊卡到护士分诊

台进行签到，分诊护士根据挂号信息和诊室安

排进行分诊操作。病人在候诊区通过分诊显示

屏和语音叫号系统获得相关信息，可以清楚地

了解自己的候诊状态。

2.2.4 医生接诊  医生接诊病人时，先通过

HIS 系统读取就诊卡信息来确定病人，然后根

据病情诊断开具电子处方、电子医嘱并打印电

子申请单。

2.2.5 医嘱执行  病人在医嘱执行点，可以

选择自助一体机缴费或在科室执行点扣费，无

需返回收费窗口，有效地缩短了非医疗事务处

理时间。

2.2.6 自助打印报告单  在自助打印系统

上，病人可以刷卡查询医嘱执行状态和结果，

及时了解医疗过程的进度，待检查化验结果审

核完成后，自助打印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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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统一结算  病人结束诊疗后，可以持

就诊卡查询费用清单，到收费窗口统一进行结

算、打印发票，还可办理退就诊卡余额及退就

诊卡。

3　银医一卡通系统优势

3.1 传统就诊流程简析

3.1.1 排队环节多 在传统就诊流程下，病

人完成一次门诊诊疗事务需要缴费 2 ～ 3 次，

排队 4 ～ 7 次，门诊区域流动 6 ～ 9 次，大量

时间消耗在排队等候和往返流动之中。 

3.1.2 退费情况较多 在挂号窗口所挂的就

诊科室不准确时，病人需要返回挂号室排队退

号并重新挂号。病人缴费后到执行科室，因设

备故障、自身原因或其他因素造成医嘱无法执

行时，又要返回收费室退费。

3.1.3 缺乏分流病人的途径 传统就诊流程

一般是挂号→就诊→缴费→检查化验→回诊→

划价→缴费→取药，病人就诊行为具有高度的

一致性，因此就形成病人要么都在排队挂号、

要么都在排队候诊、要么都在排队检查化验、

要么都在排队取药的现象，凸显出同时段内大

家都需要做相同的事，造成排队队列长、等待

时间久。由于医院的医疗资源是相对固定的，

无法在这些集中的时段有效分流病人。即便是

医院准备了一些应急的医疗资源进行调配，但

通常也是杯水车薪只能起到缓解作用，没有办

法彻底改善或解决问题。传统就诊流程见图 2。

图 2　传统就诊流程

3.2　银医一卡通就诊较传统就诊的优势

银医一卡通对就诊流程的创新最主要体

现在几个方面：（1）采用门诊预交模式，让病

人不用到收费室即可完成诊疗费用支付，实现

了“先诊疗，后结算”的人性化服务。（2）引

进银行系统实现了非现金交易和支付，为病人

提供了多种选择，解决了单一使用现金可能发

生的丢失、被窃、找零繁琐、收错钱、退错钱

的弊端，为病人和收费人员都提供了便利，减

少了现金差错率。（3）同一病人的既往就诊信

息可以通过唯一的 id 相关联，医生可以查询

病人既往病史记录，提高了诊断准确率，推动

了医疗质量的改进。（4）通过银行的业务系统

将医疗服务前置，病人使用银行的业务系统就

可以进行挂号、预约，为病人提供了更大的时

空因素的便捷 [7]。如表 1 所示。

表 1 银医一卡通流程和传统流程对比情况

一卡通就诊流程 传统就诊流程

排队

次数
2 ～ 3 次 4 ～ 7 次

排队

时间

分流病人，缩

短排队时间或

不排队

排队队列长，等

待时间久

缴费

情况

自助充值缴费，

执行点扣费，

收费窗口缴费

多种方式，病

人自主选择

只有到收费窗口

缴费一种方式

病人

流动

自助操作、执行

点一站式服务

需要在收费窗口

和诊室、检查化

验科室、药房之

间多次往返

资金

管理

预交模式，提

供现金和转账 2

种方式，用诊

疗账户管理资

金，差错率低

现金模式，资金

无法有效管理，

时常发生丢失、

被窃，收费人员

收错找错，找零

繁琐费时，差错

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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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

信息

用居民二代身

份证采集信息，

准确高效，复

诊时无需再次

采集，门诊日

志从系统提取，

信息准确

每次就诊都要人

工录入信息，正

确率低，速度慢，

门诊日志需手工

填写，缺项多、

差错多

诊断

效率

同一病人就诊，

医生可以查看

既往就诊记录，

提高了诊断准

确率，复诊病

人的

同一病人多次就

诊记录无关联性，

医生只能查看纸

质既往记录或倾

听病人讲述，不

利于复诊

预约

服务

医院 HIS 系统

可与其他系统

开发接口，实

现网络预约、

电话预约、银

行预约

无法建立病人的

唯一标识信息，

各系统之间不能

相互连接

满意

度

流程的优化为病

人提供了更多的

自主选择性，对

提高满意度的效

果明显

人工管理优化的

效果有限，还需

投入人力、物力，

对满意度的提高

效果不明显

4　总结

综上所述，银医一卡通系统彻底改变了门

诊管理模式，用全新的管理理念展示了信息技

术为医院管理所带来的创新性。随着信息技术

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多元化电子支付方式的日

益普及，可以把越来越多的信息系统进行集成

或接口，使医院管理逐渐向多样化方向发展。

信息技术不但可以满足通用化的医疗服务需

求，还可以定制开发个性化的医疗服务需求，

充分满足群众的医疗需求。总之，信息技术在

医院管理中已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医

疗、科研、教学、质量、安全都离不开信息系

统的支持。因此，只有大力发展医院信息化建

设 [8]，才能促进医院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医院核

心竞争力的增强，使医院更好的适应医疗市场

的改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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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 HIS 并行门诊智能发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陈健，杨国良，左秀然

( 武汉市中心医院 信息中心，湖北 武汉 430014)

摘要：本文详述了我院在两套 HIS 系统并行期间门诊智能发药系统的设计思路，实现了基

于老 HIS 门诊系统的多渠道缴费途径的发药窗口分配以及基于新 HIS 药房系统的预配和实时智

能发药，利用 Ensemble 集成平台和 WebService 服务实现多系统间的数据交互。本系统已在

我院运行一年多，不仅方便了门诊药师的工作，而且缩短了病人的取药时间。

关键词：新老 HIS 并行；智能发药；多渠道缴费；Ensemble 集成平台；数据交互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edicine delivery system depend on the 
new HIS and the old HIS

Chen Jian,YANG Guoliang, ZUO Xiuran
(Information Center, The Central hospital of WuHan, WuHan 430014, China )

Abstract：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design of medicine delivery system during the 
replacement of two sets of HIS system. And it realizes dispensing window to the patient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of multiple channels and also based on the Ensemble system..This system 
has been running for more than one year in our hospital, not only to facilitate the work of 
outpatient pharmacists, but also shorten the time of taking medicine.

Key words: Depend on the new HIS and the old HIS; Medicine delivery; Distribution of 
multiple channels; Ensemble;Data Interaction

1　引言

处方调配是门诊药房的核心工作，处方

调剂配发工作关系到患者安全、有效、经济用

药。是药物治疗工作的重要环节 [1]。传统的门

诊药房业务模式存在：管理模式陈旧、工作繁

重性与简单重复性并存、药品发放安全性差、

拆零药品等发放工作繁琐、特殊类药品发放管

理不规范、药剂师工作职能的狭隘性等弊端 [2]。

运用信息化的技术手段可以有效的缓解传统门

诊药房业务模式带来的弊端，同时可以减少患

者取药的时间，方便患者及时取药。但医院内

部 HIS 切换情况下，过渡周期长，如何在两套

HIS 过渡期间，保障门诊智能发药系统的顺利

部署及应用，是许多医院会面对的问题。

2　需求分析

随着医院的自身发展，当前国家医疗卫生

政策和卫生信息化建设的需要，需要从病人服

务、临床医疗、内部管理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基

于现代化医院管理的数字化医院建设 [3]。原有

的医院信息管理系统（老 HIS）已无法满足数

字化医院的建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院在

2014 年初引进新一代的 HIS 系统（新 HIS）。

新老 HIS 系统采用分模块切换方式，按照药品

管理系统、住院医护系统、门诊挂号收费系统

以及住院结算系统的先后顺序切换。现有的门

诊发药是基于两套 HIS 系统、集成平台和叫号

系统实现的，系统间的数据交互分为：1）病

人信息同步；2）缴费、退费信息同步；3）缴

费信息转化成发药信息；4）发药、退药状态

同步；5）叫号信息同步。各个系统间的交互

如图 1 所示。

挂号系统 收费系统 叫号系统药品系统

老HIS 新HIS

病人信息同步 缴费、退费信息同步 缴费信息转化成发药信息 发药、退药状态同步

集成平台

图 1　系统交互图

为了实现药房发药智能化，我院引进了

HLI 门诊药房自动化系统，该系统的核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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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是 CONSIS 系列自动发药机 [3]，我院采购的

是 CONSIS B+D 系列。自动发药机设备集成在

HLI 信息平台上，该平台同时还集成了摆药

机、智能药柜等智能设备，自动发药机对外的

数据处理均需要通过该平台，HLI 信息平台对

外提供 WebService 服务，该服务是基于开源

Services 框架 Apache CXF 构建的 [4]。

现有门诊药房发药系统与 HLI 门诊药房

自动化系统的对接需要实现以下几点功能：

（1）信息同步：包含药品字典信息同步、

药品货位号同步、人员信息同步（主要是药房

人员信息和门诊医生信息同步）、科室信息同

步和处方信息同步（包含收费处方信息和退费

处方信息），信息同步要保证门诊智能发药系

统中各个子系统数据的一致性和及时性。

（2）患者分流：传统的门诊药房都面临着

大量的患者积压在发药窗口等待取药，这种情

况不利于患者取药和药师对患者展开用药指导

和咨询服务。借助这套系统要实现患者有效的

分流，有效的引导患者到指定的门诊发药窗口

取药，从而减少患者取药的时间。

（3）药品精确定位：传统的门诊药房都是

将药品摆放到指定的货位架上，这样会增加药

师取药的时间和降低取药的准确性。借助这套

系统要实现药品精确定位，减少药师取药的过

程，CONSIS 系列自动发药机根据待发药的信

息完成自动发药。

3　系统设计

我院目前处在新老 HIS 更换阶段，已经

实现了老 HIS 的门诊挂号系统、老 HIS 的门

诊收费系统、新 HIS 的门诊药品系统和独立的

叫号系统组成的门诊发药功能。在两套 HIS 并

行的情况下实现 HLI 信息平台（自动发药机

设备集成在该平台上）与现有的系统对接，需

要划分各个系统的边界，制定适合我院的门诊

发药流程，借助院内 Ensemble 集成平台、HLI

信息平台以及 WebService 服务实现系统间的

数据交互 [5]。

3.1　系统边界划分

门诊智能发药系统涉及的系统包括：老

HIS 的门诊挂号系统、老 HIS 的门诊收费系统、

老 HIS 的门诊发药系统、新 HIS 的药品系统、

HLI 信息平台和叫号系统。各系统间的交互边

界可划分为：

（1）老 HIS 的门诊挂号系统：就诊患者的

基本信息，包含：患者 ID、患者姓名、患者年

龄、患者性别、患者卡号、患者就诊类别。

（2）老 HIS 的门诊收费系统：缴费处方明

细和退费处方明细，包含：患者 ID、处方单号、

发票号、药品编码、药品名称、药品规格、药

品单位、药品数量、药瓶剂量、开单医生、开

单科室、服药频次。

（3）新 HIS 门诊药品系统：已发药处方信息

和退药处方信息，包含：患者 ID、处方单号、发

票号、退药状态、药品编码、药品名称、药品规

格、药品单位、药品数量、药瓶剂量、开单医生、

开单科室、服药频次、药品货位号和发药员。

（4）HLI 信息平台：患者信息、药品字典

信息、药品货位信息、处方明细和发药明细。

（5）叫号系统：患者基本信息和发药退药

状态信息。

3.2　门诊发药流程

基于本院两套 HIS 系统并行运行的情况，

本院制定了基于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缩短患者

缴费后到取药过程时间的门诊发药流程，业务

流程如图 2 所示：

开方 收费&打印发票 窗口号打印分配取药窗口

叫号

自动配药&人工配药 打印配药单

预配

Y

自动配药 N

病人刷卡取药发药&打印处方

图 2　 总体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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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药窗口号分配

病人在缴费成功后，系统会返回给患者取

药窗口号的信息，取药窗口号的分配支持多种

途径的缴费方式，包括：门诊窗口缴费、支付

宝缴费、微信支付、去医院支付、自助机缴费

和医院 APP 支付等，门诊窗口缴费方式的取

药窗口信息会在发票右下角显示“请到 # 号窗

口取药”，自助机缴费会打印取药窗口号的小

票，移动端缴费会在缴费页面上显示取药窗口

的信息。

（2）配药

处方配药可分为人工调配及半自动调配

和全自动配药，若为前者，配药师打印配药清

单顺序提前配药，若为后者，由于是机器全自

动配药，患者可直接到窗口取药。

（3）预配发药

处方内有药品不在自动发药机中（如冰箱

制剂、毒麻药品），自动发药机会将处方内的

机内药品发药至预配药发药口，药房工作人员

在系统提示下从针剂以及拆零药品管理机药品

智能存取系统、货架或冰箱内取出药品，汇总

药品放入智能预配货架，刷 RFID 确认处方预

配完毕，叫号屏提示病人前来窗口取药，病人

来取药时，智能预配货架上相应药品的货格上

的货位指示灯会亮起窗口工作人员取药核对后

发放给病人。

（4）实时发药

病人到实时发药窗口后，药师确认信息点

击“配药”按钮，处方内药品全部在自动发药

机中，药品 8-10 秒通过出药滑道实时发送到

发药窗口药师手边，工作人员拿取核对后交给

病人 。

（5）显示呼叫

药师会根据配药完成情况，点击“呼叫”

按钮，叫号屏会根据药师的指令，实时显示配

药完成情况，并且呼叫相应的病人到窗口取药。

（6）处方打印及发药

当患者看到叫号屏呼叫自己的名字时，提

供相应的就诊卡或者导诊单给药师，药师通过

刷卡或者扫描导诊单上的条形码，确认发药信

息，核实无误后发药，最后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打印处方。

4　系统实现

本章首先介绍引入集成平台和 WebService

服务进行数据交互的思路；然后阐述门诊智能

发药的实现流程。

4.1　基于集成平台和 WebService 服
务的数据交互

医院业务系统之间的调用关系分为同步调

用与异步调用，对系统调用后响应时间要求不

高的业务，可以通过基于事件触发与轮询机制

将同步调用转换为异步调用，对于系统调用后

及时响应的业务则需要采用同步调用机制 [6]。

在门诊智能发药环节中，可将系统间的数

据交互分为以上两种情况：同步调用和异步调

用，同步调用采用 WebService 服务通过返回

值来定义数据交互的成功和失败，异步调用采

用集成平台的基于触发和轮询的机制进行系统

间数据的交互。

4.2　门诊智能发药实现流程

以患者在门诊窗口缴费到取药的流程为

例阐述门诊智能发药实现的流程，系统交互流

程如图 3 所示。

1.挂号

3.缴费

新增病人基本信息（1.1） 新增病人基本信息

（1.2）

转化成待发药信息（3.1） 获取缴费处方

（3.2）

4.打印发票

2.开处方

分配取药窗口号

预配

5.配药

Y

呼叫取药患者
显示配药完成情况

7.发药

N

8.打印处方

同步处方发药状态 （7.2）

增、删、改
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信息同步

药品信息同步
人员科室信息同步

（b）

（a）

增、删、改
人员、科室信息

人员科室基本信息

（c）

（d）

6.呼叫患者

（5）

（7.1）

 表示业务流程

 表示基于集成平台的交互流程

 表示基于WebService的交互流程

 新HIS  叫号系统

（4）

待配药的处方

同步处方发药状态

 HLI

（7.3）

 老HIS

图 3　系统交互流程

根据图 3 将数据的交互分为如下几类：

（1）病人信息同步

病人在挂号成功后，集成平台轮询事件表

获取到挂号信息，以不通的 XML 消息格式分

发给新 HIS 和挂号系统，最终完成病人信息的

同步。

（2）基础信息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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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信息包含药品信息和人员科室信息，

基础信息的同步的响应要求不是很高，采用的

是异步调用。已新增药品信息为例，在药品字

典表中新增触发器，当新增一行药品时，触发

器会在另一张表中（event_log 表）插入主键

信息、事件信息、以及时间等，Ensemble 集

成平台通过轮询 event_log 表获取新增药品信

息，然后插入到老 HIS 的字典表中和以 XML

入参的形式调用 HLI 的 WebService 服务，最

终完成新增药品信息的同步。

（3）处方信息同步

处方信息同步包含新 HIS 的待发药信息

和 HLI 系统的待配药信息。新 HIS 的待发药

信息同步采用的是平台的轮询机制，平台将事

件表中的收费信息和退费信息推送给新 HIS 的

服务，新 HIS 服务通过获取的主键反向查询

老 HIS 的表获取待发药（或者退药）的处方

信息。老 HIS 与 HLI 系统的数据交互采用的

是 WebService 服务的方式，老 HIS 缴费成功

后以 XML 消息格式调用 HLI 的 WebService 服

务，HLI 系统处理后返回老 HIS 窗口，最终窗

口号打印在发票上或者显示在移动终端。

（4）配药信息同步

配药信息同步即配药完成状态同步，HLI

系统通过 WebService 服务将配药完成的处方

信息同步给新 HIS 系统和叫号系统，最终实现

配药完成状态同步和叫号屏显示并呼叫已完成

配药的病人列表。

（5）发药信息同步

发药信息同步即发药状态同步（包含退药

状态），通过集成平台将新 HIS 发药状态同步

到老 HIS 和叫号系统，发药状态的同步可实现

处方退费的控制和清除叫号屏已完成取药的病

人信息列表。

5　结语

本文在武汉市中心医院两套 HIS 并行运

行的背景下，引进 HLI 门诊药房自动化系统，

与现有的门诊发药系统共同组成门诊智能发

药系统。首先介绍了我院原有门诊发药系统

的构建，分析了门诊智能发药需要实现的功

能；然后划分各个子系统的交互边界，制定门

诊智能发药的业务流程；最后基于集成平台和

WebService 服务实现各个子系统间的数据交

互，完成门诊智能发药系统。该系统借助集成

平台减少了各个子系统间数据的交叉交互，降

低了因为系统间频繁的交互造成的数据安全隐

患，同时为下一步 HIS 的切换提供了可复用

性。实践证明，该系统在我院运行稳定，有效

的缓解传统门诊药房业务模式带来的弊端，减

少了患者取药的时间，方便患者及时取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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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环境下医疗保险数据应用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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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疗保险信息系统的应用收集了大量医疗保险数据。然而，由于医疗保险数据的特

性，目前我国对其利用还十分欠缺。在大数据环境下如何应用医疗保险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值得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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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我国医疗领域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以及居民对医疗保健水平要求的逐步提高，医

疗保险信息系统的应用变得十分广泛。医疗保

险信息系统是以人为主导，运用计算机硬件、

软件、网络通信等信息技术及其他办公设备，

进行信息的收集、传输、加工、存储、更新和

维护，而建立的统一的医疗保险业务管理及服

务体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根据当时计算机

和网络通信技术、数据库技术、信息存储技术

不同开发人员研发出了适合不同政策的不同技

术医疗保险信息系统。概括来讲我国医疗保险

信息系统的发展可分为四阶段 :(1) 1994—1996

年的单机独立运行阶段；(2) 1996—2000 年的

主机终端模式阶段；(3) 2000—2006 年的客户

机、 服 务 器（C/S 和 B/S） 模 式 阶 段；(4) 从

2006 年开始至今的社会保障“核心平台”建

设阶段 [1]。

医疗保险信息系统的应用收集整理了大

量且种类繁杂的医疗保险数据，但是目前我国

医疗保险数据利用、整理、分析、加工、解构、

重构方面还十分欠缺，未能充分实现数据分析

可以为我国医疗保险事业发展带来的价值。如

何将类型来源不一的医疗保险数据进行有序链

接，实现深度数据挖掘，达到“1+1>>2”的

效果，以促进医疗保险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值

得深入探究。

2.　我国医疗保险数据的类型及特点

2.1　我国医疗保险数据类型

医疗保险数据指医疗保险业务过程中获

得的信息数据，包括医疗机构数据、个人数据、

门诊数据以及基金数据等 [2]。医疗保险数据类

型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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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医疗保险数据类型及具体数据项

数据类型 具体数据项

医疗机构数据

个人数据

名称、编码、资质等级、地区

姓名、身份证等基本信息以及家庭、参合情况

门诊数据 医院、患者、诊疗项目（药品、检查等）、报销

住院数据 医院、患者、诊疗项目（药品、检查、手术等）、报销

基金数据 收缴、结余

卫统报表数据 报表性基础数据

目录数据 地区、药品、耗材编码

2.2　我国医疗保险数据特点

我国医疗保险的数据特点首先是海量性，

主要是由于我国医疗保险覆盖人数众多导致数

据量非常巨大，同时也与医疗工作自身特点有

关，如病情观察的不可间断、各种医疗检查结

果纷繁复杂等；其次是异构性，即医疗保险数

据类型的多样化，医疗保险数据包括数值型数

据、字符型数据、日期型数据等众多结构类型；

再次是易变性，医疗保险数据有时会随政策的

变化而进行补充、更改和变动；最后是共享性，

医疗保险数据会在医疗服务机构、医疗保险中

心、公共卫生管理部门等不同部门不同业务内

传输利用以此实现数据的共享。

3.　大数据环境下医疗保险数据应

用探究

大数据技术即对多源异构的数据进行专

业化处理，提高对数据的“加工能力”，通过

“加工”实现数据“增值”。随着医疗保险数据

的急剧扩容和几何级增长，运用大数据技术通

过对包括病历数据、检验检查结果、诊疗费用

等在内的医疗保险数据由大到小、由粗到细的

层级挖掘 [12]，可以为医疗服务机构、医疗保

险中心、医药产品公司、公共卫生管理部门等

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和协助。

3.1　医疗服务机构

本文的医疗服务机构主要指定点医院和

定点药店。

3.1.1　指导合理用药

（1）防止开出配伍禁忌药品。目前我国医

疗保险信息系统全部进行了有配伍禁忌以及多

名或同药的药物的相关设置，对医生输入的医

嘱进行分析，提醒医生防止潜在的错误发生，

使医生无法开出具有配伍禁忌的两种药品，以

此来减少医院滥用药物和降低医疗事故率 [2]。

（2）分析用药结构是否合理。对医疗保险

信息系统中药房的用药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评

价用药结构是否合理，统计中西药用药结构、

国产药物与进口药物占所用药品的比例、抗生

素使用量、中成药使用比例、销售金额靠前的

药品的种类等。

（3）药品之间关联分析。分析中药配方之

间或配方与单味中药之间的联系，以寻求最佳

的中药组合；分析抗菌药物的使用与细菌耐药

性之间的关联性，采取干预措施调节处方行为

能够降低院内感染的发生。

3.1.2　有效监测慢性病

慢性病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

率的特性，严重影响我国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

质量。长期接受药物治疗慢性病的患者，由于

个体差异，其病情的进展情况可能被忽视。通

过对医疗保险信息系统中慢性病患者病情趋势

的分析，有助于医生对患者的长期跟踪，及时

检测出调查期间诊断发生变化的患者，提醒医

生重新评估患者健康状况，制定治疗方案，达

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3.1.3 评估最合理的治疗方法

在临床治疗中，通过深入分析包括患者

体征、治疗方案、费用和疗效在内的医疗保

险数据，应用“比较效果研究”（Comparative 

E-ectiveness Research, CER）， 帮 助 医 生 评 估

在实际临床应用中最有效或成本效益最高的治

疗方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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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推动内部政策进行再评估和调整

医疗服务提供机构面临着医疗需求和财

政支出双重压力。将医疗保险信息系统中的临

床数据和财政数据结合分析，运用患者规则归

纳法，以亏损作为输出变量，以住院患者各项

属性为输入变量，发现平均成本较高区域，并

进一步分析病人年龄、财政情况、身份等引起

住院日期延长和医院亏损的因素，促进医疗机

构对内部政策进行再评估和调整 [4]。

3.2　医疗保险中心

3.2.1　辅助医疗保险中心决策制定

通过对医疗保险数据进行分析为医疗保

险中心的决策提供依据。

（1）利用聚类对参保群体进行分类分析。

医疗保险中心通过分析医疗保险信息系统中参

保群体的教育程度、职业、户口、收入水平和

居住区域等背景资料，利用相应手段对参保群

体进行聚类，加深对不同参保群体的了解，从

而更好的制定医疗保障策略，有效防止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的发生。

（2）参保对象信用分析。通过对医疗保险

数据中参保对象信用的了解，对参保对象进行

等级分类，对不同信用级别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

（3）药物治疗的成本效果分析。通过对医

疗保险数据中特定人群特定疾病药物治疗的成

本效果的分析，将成本效果好的药物纳入医疗

保险用药目录中，以便有效地将药物费用的增

长幅度控制在政策规定的范围内。

（4）重大疾病费用及补偿分析。对医疗保

险数据中重大疾病病种基本医疗保险保障重大

疾病所需资金量、医疗救助资金量等进行测算

分析，得出不同医疗保险补偿范围以及相关政

策建议，保障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保障重大疾病

所需的资金增加量和资金总量。

（5）医院等级评定分析。通过对医疗保

险信息系统中医生是否超范围用药、超范围检

查、滥用抗生素、过度治疗、接诊冒卡者等行

为数据进行检测，为医院参加医疗保险中心的

医院等级评定提供详实的数据依据 [5]。

3.2.2　降低医疗保险基金风险

医疗保险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嵌入式的监

控软件，借助医疗保险数据进行动态的、全过

程的监控。

（1）针对医疗服务机构是否过度使用医疗

保险基金，比如利用医疗保险数据审计医疗保

险患者配药时间、卡号、年龄、性别、配药时

间间隔、配药品种或类别、配药数量、药物剂

量、疾病诊断、就医科别等 [6]，发现和制止恶

意配药的行为。

（2）对参保人就医行为进行分析，来发现

参保人健康状况以及是否存在违规欺诈行为，

从而有效防范基金风险 [7]。比如通过对医疗保

险数据中的各类药品最大日用量分析，计算出

相应给药天数，判断是否超过医疗保险报销规

则通常要求每次处方量不超过 7 天或 14 天的

时间，以减少代开药品、倒卖药品等欺诈行为

的发生。

3.2.3　提高零售药店销售低价药品积极性

由于常用低价药品一般是针对常见病的

首选药物，患者在进行购买时通常倾向于附近

的零售药店，而零售药店往往出现常用低价

药品短缺问题。通过分析医疗保险数据中零售

药店未见销售的低价药品情况，零售药店低价

药品的销售费用趋势及占全部药品费用比例趋

势，低价药品中基本药物、独家品种和独家品

种剂型的销售费用等挖掘出零售药店的基本药

物和低价药品的销售是否短缺等信息，制定鼓

励措施提高零售药店销售低价药品的积极性 [8]。

3.3　公共卫生管理部门

医疗保险数据的使用可以改善公众健康

监控。通过覆盖全国的医疗保险数据库，可以

快速检测传染病，进行全面的疫情监测，更快

地检测出新的传染病和疫情，有效降低传染病

感染率。及时准确的向提供公众提供健康咨询

服务，不仅有利于提高公众健康风险意识，也

有利于降低传染病感染风险，尽早控制疫情。

3.4　医药产品公司

3.4.1　辅助药品定价

医疗保险信息数据库为企业进行药品定

价提供充足的数据信息，为企业提供决策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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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企业在进行药物产品价格调整时，通过医

疗保险数据了解该产品在不同地区的价格、往

年的市场份额、占总购药金额百分比情况等。

通过搜集大量相关信息数据，比较分析后制定

出合理的药品单价，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为企业带来更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3.4.2　为新药研发提供决策支持

在新药研发上，药品企业可以对医疗保险

数据中某种疾病患者人群的组学数据进行建模

分析，一是可以帮助药品研发人员快速识别有

关疾病发生、预后或治疗效果的生物标志物，

使得人们对病因和疾病发生机制的理解更加深

入，从而有助于识别生物靶点和研发药物以支

持药品企业投资决策，从而大大降低研发中的

风险；二是可以协助决策人员确定最有效的投

入产出比，从而配备最佳资源组合，降低医药

产品公司的新药研发成本，生产有更高潜在市

场回报和治疗成功率的药物，是医药公司可以

更快地得到回报。

3.4.3　对药品不良反应提供监测

由于参加医疗保险的人群数量庞大，用药

广，数据量多，在对医生用药没有影响的情况

下，可通过利用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广泛收集用

药安全信息，提出实验室检验数据与药物利用

数据间的关联假设并加以检验 , 以此来及时发

现和监测尚未被认识的药物毒性作用、临床延

迟作用等，达到省时省力、广泛的监测药物安

全性的目的，很好地完成长期的临床试验以及

对医疗保险患者的长期跟踪 [9]。

4.　结语

随着医疗保险信息系统的不断发展与完

善，实现对医疗保险全过程信息资料的存储已

成为可能。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急剧扩容的医疗

保险数据进行分析，可以有效辅助医疗服务机

构、医疗保险中心、医药产品公司等单位的科

学决策。同时，大数据技术在医疗保险数据中

的应用仍属于一个新兴的、正在蓬勃发展的领

域 , 该领域还有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进一

步研究与探索。所以，大数据环境下医疗保险

数据应用也需要不断地改进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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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无线传感网的老年人远程监护系统的设计

赵强 1，张立 1，单昊 2，耿伟 1

（1 徐州医学院医学信息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0；2 徐州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 江苏 徐州 221000）

摘要：为满足对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生命特征信息远程实时监测的需求，设计了基于无线

传感网的老年人远程监护系统，系统由生命特征信息采集节点、智能网关、数据处理服务中心、

监护终端等几个部分组成。以 CC2530 为主处理器进行节点软件设计，实现对人体心电、血氧

饱和度、脉搏强度、每分钟脉搏次数等信息的实时采集和转发。数据处理中心负责信息存储、

分析和发布，各监控终端也可以通过数据处理中心查询被监测者的生命特征信息。最后对节点

之间的距离与丢包率的关系和系统的性能进行了测试。

关键词：ZigBee；无线传感器网络；生命特征信息；健康监护

中图分类号： TP212; TP391        文献标识码：A

The design of monitoring system for the elderly based o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ZHAO Qiang1, ZHANG Li1, SHAN Hao2, GENG Wei1

(1.School of Medical Information, Xuzhou Medical College, Xuzhou Jiangsu 221000; 
2.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College, Xuzhou Jiangsu 221000)

Abstract：This issue designed a remote health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for the need of the remote real-time monitoring of the vital signs of the elderly and 
the chronically ill. This system consists of vital signs information collection node, intelligent 
gateway, data processing service center, monitoring terminal and several other components. 
The software is designed to capture and transmit the real-time ECG, oxygen saturation, pulse 
intensity, pulse beats of per minute and other information of the body based on CC2530 
processor. Data processing center is responsible for information storage, analysis and 
dissemination and various monitoring terminals can also query the data processing center for 
the vital signs information. Finally, the issue has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des distance 
and packct loss ratio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Key words：ZigBee;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Vital signs information; Health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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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联合国确定的：“60 岁以上的人口

占 总 数 的 10% 即 为 老 龄 化 ” 的 标 准， 我 国

于 1999 年 10 月就已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

2000 年老年人约占总人口数的 10.5%；2004 年

老年人占我国人口总数的 20.0%；预计到 2050

年我国老年人将占到人口总数的 25.5%[1]，在

我国，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突

出问题。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引发了一系列

问题：包括老年人群安全隐患、养老问题。

1990 年 Pattichis 等人了探讨如何在医疗

环境不足的农村或者郊区环境下，采用移动网

络及时有效地实施对病人血压、体温、血氧含

量、心电图的监测 [2]；2004 年 Hsiang、Patrick

等 设 计 了 基 于 PDA 的 移 动 病 人 监 控 系 统；

2009 年 Yangping、Dumont Guy A、Ansermino

等设计了可定制的用于生理参数监控的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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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告警方法 [3]；2011 年 Rashkovska、Tomasic、

Trobee 等设计了远程医疗软件，可以通过智能

手机上的无线身体传感器传输心电数据 [4]。上

述研究都停留在单一的信息采集或简单的信号

传输，并没有实现从感知端到监测端一体化的

闭环系统。

本文结合硬件电路设计、无线传感、信号

处理、软件工程等技术，设计了从采集端到监

控端一体化的老年人远程监护系统。

1　系统总体设计

系统主要由生命特征信息采集节点、中

继节点、网关节点、数据处理服务平台、监控

软件和手持终端等几个部分构成，系统整体

框架如图 1 所示。感知节点、中继节点、网关

节点构成了 WBAN(wireless body area network)，

选用 ZigBee 网络作为 WBAN 的无线网络 [5-6]，

通过网关节点接入到现有以太网。感知节点实

时采集人体的特征信息，并通过无线的方式

直接或由中继节点转发给智能网关节点。智能

网关节点对收到的数据进行一些可配置的预处

理，然后转发给数据处理服务平台。数据处理

服务平台对人体特征信息进行有效地抽取，融

合，分析和预测并推送到不同的监控端。各监

控端也可以主动向数据处理服务平台申请获取

相关信息。

图 1　系统整体架构

Fig.1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the system

2　生命特征信息采集节点设计

生命特征信息采集系统的硬件节点选用

TI 的 CC2530 做为主处理器，在 Z-Stack 协议

栈的基础上组建 Zigbee 无线传感器网络。如

图 2 所示生命特征信息感知节点主要由系统级

处理器芯片 CC2530、心电信号采集模块、血

氧脉搏信号采集模块、TPS79433 电压转换模

块、液晶显示屏等几个部分构成，为了提高

CC2530 的无线传输性能，在 CC2530 模块发

射前端增加功率放大芯片 RFX2401。 

图 2　信息采集节点硬件框图

Fig.2 Hardware framework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node

2.1　电源模块设计

电源稳压部分选择 TI 的超低噪声 3.0V 低

压 降 稳 压 器 TPS79430，TPS794xx 系 列 稳 压

芯 片 是 250mA 的 低 压 差 线 性 稳 压 器 (LDO)，

可用于便携设备供电电路的应用，它的静态

电流极低、启动时间极短，具有很好的低频

PSRR( 电源纹波抑制比 )，在负载范围内具有

极低压差，仅为 155mV。为了降低地噪声间

的干扰，将芯片的电源地与控制地区分开，并

选择靠近芯片引脚的地一端共接。在设计中，

要求感知节点很大一部分时间处于休眠状态，

对部分不需要一直供电的单元，采用 I/O 管脚

控制 MOS 管的方式，这使得休眠时断开相应

模块的电源，达到了低功耗设计。电源模块的

设计原理图如图 3 所示。

图 3　电源模块原理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ower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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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血氧脉搏模块设计

氧合血红蛋白与还原血红蛋白有不同的吸收

光谱，前者对可见红光（波长 660nm）吸收较多，

而后者对红外线（波长 940nm）吸收较多。亦即

氧合血红蛋白为鲜红，非氧合血红蛋白为暗红这

一事实。用分光光度法测定红外线吸收量与红光

吸收量的比值即能直接确定血液的氧合程度。通

过脉搏强度信号采集模块采集电压，经过软件设

计中的算法处理即可得到脉搏强度信号。

如图 4 所示为 H 桥电路，该电路部分由

两个 9012 三极管、两个 9013 三极管、6 个不

同大小规格的电阻构成。其中三极管 9012 与

9013 都为 SOT-23 封装，是一种低电压，大电

流，小信号的硅三极管，其中 9012 为 PNP 型，

9013 位 NPN 型。CC2530 处理器通过控制 H 桥

电路的通断模式来实现红光与红外光的切换，

从而根据氧合血红蛋白与还原血红蛋白对红光

和红外光的吸收量不同计算出血氧饱和度值。

图 4　血氧模块 H 桥电路

Fig.4 the H-bridge circuit of the oxygen module

2.3　心电采集模块设计

伴随着血液循环，由于心脏肌肉有一个去

极化和复极化的过程，心脏会有一系列的电活

动，心电图就是这些电活动的直观表示。心电

图反应了每一个心跳周期各个阶段心脏的电活

动情况，一个心跳周期主要包括心房收缩期、

心室收缩期和舒张期。

心电信号序列的峰峰值只有几百微伏，这

种信号的幅值低而且受到各种噪声信号的干

扰 [7-8]。为了获取 CC2530 可以采集的 ECG 电

压序列，需要由放大电路和滤波电路构成的驱

动电路完成原始信号的放大和滤波。ECG 采

集驱动电路结构框图如图 5 所示，采集人体心

电信号的外部电极输出的电信号连接到仪表放

大器完成心电信号的前端放大工作。接着利用

0.5HZ-150HZ 的带通滤波器过滤由呼吸和肌

肉收缩产生的低频噪声信号以及高频线路信号

引起的高频噪声信号 [9-10]。然后信号进入第二

级放大电路，放大后的信号经低通滤波器进入

50HZ 的陷波滤波器，滤除 50HZ 交流电源的

干扰噪声。为了获取更高的电压放大倍数，信

号进入后端放大电路，最终经滤波和放大后的

电压信号输出到 CC2530，CC2530 利用自身的

12 位 AD 转换器对电压信号进行采样，对心

电信号序列进行描述。

仪表放大器
0.5HZ—150HZ
带通滤波器

150HZ
低通滤波器

第二级
放大器

150HZ
低通滤波器

后端放大器
0.5HZ

高通滤波器
50HZ

陷波滤波器
CC2530

内置AD模块

左电极

右电极

图 5　ECG 采集驱动电路结构框图

Fig.5 The block diagram ECG acquisition drive circuit

3　信息采集节点软件设计

节点上电后，首先完成协议栈的初始化，

初始化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自动加入到无线

传感器网络，显示感知节点 ID 号，准备生命

特征信息的采集，按下功能按键后，感知节点

进入实时采集状态。在感知节点工作的过程

中，感知节点将采集到的生命特征信息本地显

示，并实时的发送到 PC 监护终端。手持终端

和 PC 监护端也可以主动向数据中心请求生命

特征信息数据。系统采用休眠机制来降低节点

的功耗，唤醒休眠的事件有定时器和按键。节

点具体工作流程如图 6 所示。
开始

硬件初始化

协议栈初始化

网络初始化，加入
指定网络

初始化应用，开辟数据存储
区，设置采集休眠定时器

人体特征信息
数据采集

是否有其他
任务需要处理?

进入休眠

采集定时事件到来

处理其他事件

向网关发送采集的
数据

N
Y

图 6 信息采集节点软件工作流程

Fig.6 The software workflow information collection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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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测试

首先进行了节点间距离与丢包率关系的

测试，将网关节点放在实验环境中的固定位

置，并通过串口和笔记本连接；采集节点放置

在不同的距离上，采集节点向网关发送 200 个

数据包。网关节点收到采集节点发送来的数据

后通过串口调试助手进行统计，并显示收到数

据个数。同时记录两个节点之间的距离并记录

下来，每个定点测量距离通过三次实验取平均

值，得到协调器节点接收到的数据个数。图 7

为实验数据曲线。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0

1

2

3

4

5

6

距 距 (m)

距
距

距
(%

)

距 距 -距 距 距

图 7　节点距离与丢包率关系图

Fig.7 Relationship between nodes distance versus 

packet loss rate

当两个节点间距在 70m 范围内时，丢包

率较低，距离在 70~90m 之间时，丢包率有所

上升，两个节点间距在 90m 范围内时，丢包

率依然保持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增加必要

的确认重传机制，可以保障节点间的可靠通

信。在实际应用中，合理地部署中继节点，可

以保障信号的传输质量。

最后进行了系统效果测试，如图 8 所示的

(a) 为系统采集到的心电信号，(a) 图分别为心

电信号图谱节点显示效果和终端监测效果；图

8 所示的 (b) 为系统采集到的脉搏强度信号， (b)

图分别为脉搏强度图谱和血氧饱和度值节点显

示效果与终端监测效果。

 

(a)

 

(b)

实验结果表明，本系统可以实现对老年人

生命特征信息采集监测的需求，采集的信号精

确、网络性能稳定、实时性强，具有较好的实

际应用效果。课题下一步对如何减小感知节点

的体积，降低节点功耗进一步研究，以提高系

统的易用性，同时将结合数据挖掘、人工智能

等技术，研究如何根据采集到的生命特征信息

进一步完善系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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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app 在移动药品管理中的应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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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我院药事信息管理平台的建设过程，包括需求分析、开发工具选择、成

本与收益比较等，然后通过分析使用 Django 框架、HTML5、AJAX 和 Bootstrap3 搭建的药事

信息管理平台的特点与使用效果，探讨当前医院信息化建设初具基础和移动医疗应用日趋火热

的背景下，Web app 在医院信息系统中的应用前景。

关键字：移动医疗；HTML5；AJAX

Experimental application of Web app in mobile medicine management

LIU Bin1, JI Hong2 
1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Beijing 100191, China
2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d the whole development procedure, including demands 
analysis, tools selection, costs and benefits analysis,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formation 
publish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our hospital, which is developed with Django, HTML5, 
AJAX and Bootstrap3. By analyzing the features and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system, the bright 
future of web app application in hospital informatization is expected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surge of mobile medical applications and solid foundation of hospital informatization. 

Keywords: Mobile Medical; HTML5; AJ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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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与需求

我院当前使用的药品管理系统是以 SQL 

SERVER 数 据 库 为 基 础， 由 Delphi 语 言 开

发的服务器应用层和客户端应用程序的三层

CS(Cleint/Server) 架构。系统设计了存储药品

名称、价格、包装规格等基础信息数据库表以

及药品别名数据库表存储药品相关信息。随药

品属性的不断细分和增加，系统又新增了存储

药品抗生素级别、是否是国家基本药物、是

否是激素类药品、是否是高危药品等药品信息

的数据库表。所有客户端软件都运行在基于

WINDOWS XP 操作系统的电脑终端。

随着移动终端的应用扩增，药品管理对

移动平台的需求也日趋强烈。比如我院药剂科

希望建立药学信息服务平台，将多年积累的

药品用药提示、用药指导资料等包含文字、图

片、视频和文件的信息在全院发布，同时能集

成另一套系统的药品说明书信息；药房和药库

的员工希望使用移动终端实时录入药品请领单

药品。在现有平台，满足这些需求出现了诸

多不便：首先，要发布的信息与 HIS 业务流程

耦合不紧，信息类别多样，在 HIS 中扩展会

在日常业务系统中增加不必要的数据存储和服

务器访问负载，增加业务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和

复杂性。其次，需要新的信息维护程序及数据

展示程序并在全院终端部署，尤其是移动终端

的普及让移动医疗的需求日趋强烈，CS 架构

程序严重依赖系统平台，在不同的终端，如

Windows, Android, Mac 等平台需要重复开发调

试，部署、维护、与其它业务系统集成工作量

大，使用成本高的缺点更加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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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与探索

2.1　需求分析

信息服务平台的信息与当前 HIS(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中的信息公共部分为药品

字典，其余信息与 HIS 业务无直接关联。由于

药品字典更新的频率很低，所以建立独立的数

据库，每天在 HIS 业务低谷期同步一次数据的

方案可以有效解决数据一致性和降低业务系统

间耦合度的问题。

平台的信息为一次录入反复使用，需求

重点在于能在尽量多的终端分享信息。平台需

要的文字、图片、视频文件展示及下载等服务

是 BS(Browser/Server, 浏览器 / 服务器 ) 架构的

Web 服务最适用的领域。手机、平板、笔记本

等移动终端都自带浏览器，万维网联盟（W3C）

的 努 力， 尤 其 是 2014 年 10 月 29 日 HTML5

标准规范的定制完成和发布，让不同平台和厂

商的浏览器功能与展示效果标准化越来越好，

为 Web 开发者解决了不同平台终端反复开发

和部署维护的问题。

同 时，BS 架 构 天 生 的 webservice 服 务

可 以 提 供 的 JSON(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等数据格式

的信息，已经成为不同信息系统之间信息交互

的事实标准，使系统既可以方便地与现有信息

系统深度集成，也可以用直接调用浏览器打开

网页来展示不同系统的信息的方式集成。

2.2　实验探索

实 验 选 用 了 搭 建 Web 服 务 常 用 的

CentOS 操 作 系 统 平 台，Apache Web 服 务

器 软 件。 在 应 用 程 序 架 构 上 使 用 了 MVC 架

构。MVC(Model View Controller) 框 架 是 模 型

(model) －视图 (view) －控制器 (controller) 的缩

写，用业务逻辑、数据、界面显示分离的方法

组织代码，不仅能解耦系统，提高系统可维护

性，还有利于团队协作开发系统，是当前软件

设计的一种典范。实验使用了 Django 框架来

实现 MVC 架构。

Django 框架是开源世界 MVC 架构最优秀

的 Web 框架之一，它集成了可定制的数据管

理平台，解决了基础信息维护工具的重复开发

问题，让框架使用者可以专注于业务应用的

开发。CentOS 平台自带 Python 开发环境，安

装好 PIP 包管理工具后，使用 PIP 工具安装

Django, PyMySQL, PyODBC, Pillow 等 工 具 包，

使用 django-admin startproject medmanage 命令

创建项目，然后在项目根目录下使用 django-

admin startapp medinfo 创 建 Web app，Django

会自动生成项目框架，开发人员可更专注于业

务流程和用户界面的开发工作。

设 置 好 setting.py 文 件 中 数 据 库 连 接 等

信息后，就可以通过修改各个 appname 下的

models.py 文 件 定 义 系 统 模 型， 通 过 views.py

文件定义 Web 对每一个 urls.py 模块翻译的请

求所做的响应，响应结果通过编写 HTML 语言

结合 Django 模板标签就可以展示给用户，如

图 1 所示。Django 支持配置多个不同的数据库，

利用这个特点，可以方便地完成数据库层的多

系统集成。本实验系统的药品请领和盘点流程

数据均保存在自己的 MySQL 数据库，只有提

交请领单和盘点单时才写 HIS 的 SQL SERVER

数据库，利于维护和减少 HIS 服务器压力。

图 1：系统架构图

视 图 模 块 可 以 全 面 使 用 HTML5、

JavaScript 和 CSS3 定制客户端显示效果与互动

方式。BS 架构较 CS 架构的弱点之一为交互时

除交互内容外还需要重复传递整个页面信息，

重新绘制页面。这种方式不仅极大地增加了网

络负载，还导致客户端响应速度下降，用户感

受不好。AJAX 的出现解决了这个弊端，它使

用异步数据传输（HTTP 请求）的方式向 Web

服务器发送请求并接收信息，将传统 Web 页

面转化成具有很强交互性的 Web 应用程序，

极大提高 Web 页面与用户的交互能力与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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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 1。以用 AJAX 检索为例，在信息检索框

使 用 JavaScript 库 jQuery 监 测 检 索 框 内 容 变

化并向 Web 服务器发起 AJAX 请求进行检索，

然后接收 JSON 格式的检索结果展示到页面：

为满足平台能在更多终端，如手机、平板

电脑等应用的要求，系统使用了由 Mark Otto 和

Jacob Thomton 共同开发的开源框架 Bootstrap2，

使页面可以根据页面宽度自动调整展示形式，

达到在移动医疗终端使用的需要。

３.　结果

信息发布系统部署后，药师可在院内任意

电脑终端快速维护药品文字、图片、视频等信

息，并快速在全院所有网络终端发布。发布的

信息可以通过浏览器直接访问，也可集成到各

临床系统中。同时，在系统展示页面通过链接

的方式集成了另一平台的药品说明书信息。系

统在平板终端显示效果如图 2 所示，另一套系

统中的药品说明书直接通过链接访问，对于用

户是无缝集成。在电脑终端与护理工作站集成

效果如图 3 所示，护士勾选“药品说明书”或

“用药提示”后点击药品即可看到相应的信息。

图 2：平板直接访问信息发布平台

图 3：信息发布平台与护理工作站集成效果

移动请领系统部署后，药师可以使用平板

电脑在巡查药架时实时录入药品请领信息，解

决了部分虚库存管理的二级药房纸笔记录请领

信息后再录入电脑的麻烦。平板终端请领界面

如图 4 所示，药师选择发药库房后，在药品名

称框输入药名拼音字头就可检索对应库房的药

品和库存信息。选择好药品后，光标自动定位

到数量录入框，触摸屏键盘自动切换为数字键

盘，操作十分便利。

图 4：移动终端药品请领界面效果

4.　讨论

在成本方面，系统使用的平台和开发工

具均为开源产品，不需要购买应用软件使用许

可，在软件版权方面的费用为零。本系统实现

了一次开发，任意终端均可运行的目标，极大

地节省了开发成本，用户也可需要和预算自由

选 择 Windows、Linux、Mac、Android 系 统 平

台的硬件，如电脑、平板、手机或 PDA。

在应用方面，用户可以发挥不同平台的便

利性。如录入量大的信息维护工作可以使用带

键盘、鼠标的电脑终端，简单录入或信息查询

可以使用便携的平板、手机等移动终端，信息

服务像云服务一样方便快捷。

在维护和扩展方面，新系统整体上是相对

独立的功能模块，与现有系统的数据交互接口

清晰，不会对 HIS 产生不利影响。本系统使用

的 Python 语言简单易学，是信息系统维护人

员的重要工具， MySQL 数据库是开源世界使用

最广的数据库之一，学习资料非常丰富，几乎

拥有源代码就可对系统进行维护和扩展。

在系统功能上，目前 Web app 相对原生

app 在硬件调用上仍有不足，比如目前不能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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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设备的话筒、重力感应等传感器，限制了系

统的应用。虽然在当前解决方案中没有体现，

但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逐步解决。

5.　结论

本次实验根据需求特点，选择合适的技术

和架构成功满足了我院现有 HIS 架构难以解

决的需求，充分发挥了 Web app 的优点，对

Web app 在移动药品管理中的应用进行了探索

尝试。结果表明，随着 HTML5、AJAX 等技术

的发展，Web app 跨平台、维护方便、开发简

单和总体拥有成本低等优势日益彰显，尤其在

移动应用快速发展的今天，Web app 的应用能

弥补医院现有信息系统在移动端的不足，在移

动医疗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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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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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目前浦东新区卫生信息化的建设现状，结合医改要求与社会发展需求，本文对

浦东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未来“十三五“建设期间的建设目标与

任务，为新区未来五年的信息化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思路。

关键词：区域卫生信息化；十三五建设；浦东新区

The Research of Pudong New Area Regional Health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health information of Pudong New Area , 
combined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health reform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ee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which exist in the regional health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lso proposes the construction goals and tasks for the next Thirteenth Five Years’ period, which 
provides a guideline for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ext five years.

Keywords: Regional Health Inform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irteenth Five Year; 
Pudong New Area  

上海市浦东新区位于上海市东部，1990

年党中央、国务院宣布浦东开发开放，2009

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以此

为标志，浦东开发开放进入二次创业新阶段。

浦东新区二十多年的开发开放成果为区域卫生

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十二五”期间，

浦东已基本建立了覆盖城乡、功能比较齐全的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形成了以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为基础，区属二、三级公立医院为主导的医

疗服务网络；并积极探索以信息化为手段，加

强二、三级公立医院内涵建设，进一步优化医

疗资源配置，提高整体医疗服务效率，取得了

良好成效。截至 2014 年底，区属二级及以上

公立医疗机构共有 16 所，其中：三级甲等综

合性医院 1 所，三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 1 所，

二级综合性医院 5 所，中医医院 2 所，专科医

院 6 所，妇幼保健院 1 所 [1]。

1　区域卫生信息化现状

进入“十二五”以来，上海市浦东新区

卫生计生委按照市“健康信息网”工程和浦东

新区“智慧浦东”战略的总体部署 [2]，积极落

实《浦东新区卫生信息化“十二五”发展规划

（2011-2015）》（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3]，

提出并建设了五个“一”工程：搭建了一张覆

盖全区公立医疗机构的卫生服务专网；构建了

统一交互的数据中心；开发了市区互联的以电

子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卫生信息平台；编制了一

套具有浦东特色的卫生信息化标准；建立了全

区统一的就诊与健康管理 ID。五个“一”工

程的建设和完成，使区域卫生信息化城乡差别

逐步缩小，整体发展水平显著提升，方便了居

民就诊和卫生服务，有效支撑了新区医疗卫生

事业改革与可持续发展 [4]。

2.　存在问题与挑战

2.1　存在问题

截至 2015 年 4 月底，全区共建立居民电子

健康档案 370 余万份，电子医疗记录 1 亿余份。

在全面推进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的同时，浦东

新区卫生信息化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

（1）在基础建设方面，存在着发展不均衡

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地区间发展的不平

衡，北片地区明显好于南片地区；二是医疗卫

生机构间信息化水平存在差异，多数医疗机构

内部业务系统未达到互联互通，专科医院和民

营医疗机构的建设比较落后。

（2）在平台建设方面，系统功能无法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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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增长的业务需求，数据标准与数据质量有

待加强。主要表现在：健康档案及电子病历的

数据未完成标准化建设，平台的业务功能还有

待升级扩展。条线系统信息难以共享，数据应

用率不高。有妇幼、计生、血站等 46 个条线

系统与区平台未实现对接，信息烟囱现象较为

严重。而民营医疗机构信息系统与区域平台也

未达到互联互通。同时，便民服务、卫生管理

方面的应用较少。

（3）在标准规范方面，标准体系和安全体

系的执行待加强。标准和规范的基础理论研究

与应用相对滞后 , 安全运维体系的建设相对薄

弱，缺乏实行强制性的安全监督、审查、验收

机制。

（4）在人才方面，全区 78 家公立医疗卫

生机构，卫生信息化人员共 194 人，卫生信息

技术和管理人才尤为匮乏，有的二级医院信息

科仅有 1-2 名信息专业技术人员，有的（农村

化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甚至招不到 1 个人。

2.2　面临挑战

与此同时，日益增长的业务需求和信息技

术的飞速发展都给卫生信息化建设带来了巨大

的挑战：

（1）在政策方面，国家卫计委提出了卫生

信息化总体框架“46312”工程，国家和本市

医改也对卫生信息化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卫

生信息化建设已经成为卫生服务与管理的重要

支撑和基本保障；

（2）在社会需求方面，居民对于健康问题

日益增长的关注和需求，与医疗卫生资源的普

遍缺乏所造成的社会矛盾，需要借助信息化手

段来辅助降低；

（3）在技术发展方面，物联网、大数据等

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将为卫生信息化的发展

带来冲击与革新，促进新型卫生管理和医疗服

务模式的建立。

3.　建设目标

在“十三五”期间，浦东新区卫生信息

化建设将以 “智慧卫生”信息基础架构建设为

切入点，坚持“横到边，纵到底，标准利用，

促进互联互通”的基本原则，全面加强以居民

健康档案、电子病历数据为核心，以卫生信息

网络为基础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加快推

进医疗服务、公共卫生、社区卫生、人口计生

等领域的信息化建设，提升信息应用水平，服

务人民群众方便可及获得医疗健康卫生计生信

息，促进全区信息化建设均衡发展，满足医疗

改革需求，加强卫生计生医疗健康大数据集成

应用，打造“医疗与健康同行，以惠民服务为

核心具有浦东特色的智慧医疗体系”。

4　建设任务

在“十二五”建设的基础上，浦东新区卫

生信息化十三五期间的建设任务如图 1 所示：

图 1　浦东新区卫生信息化十三五建设规划图

4.1　夯实基础设施建设

一、加快建成全面、统一、高速、稳定的

浦东新区卫生信息专网。

随着浦东公安网在南片地区布设完成，

“十三五”期间将对浦东新区南片 39 个医疗机

构接入点进行“最后一公里”的光纤基础建设；

依托浦东新区卫生信息专网和公用网络，接入

人口计生系统的基层服务网点，构建服务于人

口计生条线信息交换和信息传输的计生信息网络。

二、构筑随需而动、节能高效的云计算数

据中心。

通过优化和整合现有资源，加强存储空

间、服务器性能配置，搭建云计算平台和立体

的安全防护体系，并完成与浦东政务云的互联

与协作，构筑一个随需而动、节能高效的智慧

数据中心，实现资源统一管理、灵活部署。

三、推进跨区域跨机构就医的居民健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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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点执业医师身份唯一识别体系建设。

通过 NFC 卡片技术和 CA 认证技术，使

本区就诊居民拥有唯一的全国通用的居民健康

卡，在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实现就诊一卡

通，并实现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等卫

生信息资源共享和动态更新。支持医生多点执

业，建立市区互联的医师唯一身份认证识别体系。

4.2　完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

一、实现四大数据库标准化建设。

⑴推进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标准符

合性测评，升级健康档案、电子病历数据库，

实现数据标准化；

⑵新建全员人口库，建设涵盖公民身份属

性、家庭关系属性、社会关系属性的全员人口

数据库；

⑶新建浦东卫生资源库，实现各级各类医

疗卫生机构资源记录信息的归集。

二、完善平台功能，提高数据质量。

在平台功能方面，新建区域医疗诊断中

心信息平台、区级人口计生信息平台、卫生综

合管理平台，在区平台实现公共卫生与医疗机

构、社区卫生机构的业务协同应用，实现对各

级医疗卫生单位的业务进行监督、评估、考核；

建立分级诊疗系统，逐步推进并实现基层首

诊，双向转诊，上下联动，急慢分治的分级诊

疗模式。完善知识库应用系统建设，建立基于

大数据的决策支持与监管系统，并积极探索基

于卫生大数据挖掘的信息融合应用研究。建立

民营医疗机构监管系统，制定统一监管标准，

实现对民营医疗机构医疗质量的监管和预警。

在数据质量方面，按照“浦东新区卫生数据质

量管理办法”，对原有的数据质量控制系统进

行升级。

三、以三个面向为核心加强平台应用建设。

依托区卫生信息平台，提升对患者、医

务人员和管理者的服务质量和水平。建立面向

公众的健康门户、移动 APP、微信等，提供患

者健康信息查询与信息服务。推进面向医务人

员的知识库与协同协作平台建设，深化临床医

疗智能提醒功能。建立区域影像中心、检验中

心等业务中心，提高优质资源的服务范围和效

率。建立涵盖资源管理、行为监管、业务监管、

政策推进等业务管理平台，分析业务的数量、

质量和效率。

4.3　提升业务系统信息应用水平

一、新建和完善公共卫生条线应用系统。

新建卫监平台、妇幼平台、血液管理信息

系统、升级完善区级医疗急救信息系统。

二、提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信息化建设。

按照社区卫生服务改革要求对全区 45 家

社区卫生服务系统配置进行 2.0 版本升级，推

进社区卫生服务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建设，构建

家庭医生云服务平台，将社区医疗服务的结果

与绩效工资挂钩。在社区实现 LIS、PACS 等

系统的“云桌面”，便于统一管理和维护。建

设健康主题管理路径系统和任务统筹平台。推

行试点社区的居家健康监测感知物联网应用系

统，积极探索基于医养结合的老人护理信息化

建设。

三、提升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水平。

以《浦东新区二级医院信息系统配置标准

（2012 版）》为指导 [5]，推进专科医院的基础

信息化建设，加强基于电子病历的医院信息

平台规范化建设，推进医院资源管理信息系统

建设，重点加强基于 DRGs(Diagnosis Related 

Groups) 的医院绩效管理系统建设，实现绩效

评价和费用管理的精细化。

四、探索基于“互联网 +”及移动医疗的

新应用。

完善浦东新区居民健康网，探索以移动

支付为核心的面向医院的服务应用，推进基于

“互联网 +”的医疗服务、公共卫生、医疗保

障、药品管理、计划生育、综合管理的应用系

统建设，探索移动医疗服务新应用并推进试点

建设。

4.4　加强管理体系建设

一、加强卫生信息安全体系建设。

落实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建立和完善

信息安全应急处置预案，强化信息安全培训和

监督，推广数字证书的实际应用。

二、加强卫生信息标准化建设。

开展健康档案标准化改进和标准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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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工作，以测促改。根据浦东卫生信息化发

展的现状及趋势，升级浦东新区卫生信息标准

体系、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标准化配置、二三级

医疗机构标准化配置等标准，完善出版区域卫

生信息平台和医院信息平台标准。

三、完善运维管理体系。

结 合 浦 东 新 区 医 疗 卫 生 的 特 点 及 ITSS/

ITIL 的管理理念，完善浦东医疗卫生机构的运

维体系，建设浦东卫生 ITSM 软件等运维系统。

5　结论与展望

未来十三五建设期间，浦东新区卫生信

息化建设将按照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智

慧浦东”的总体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

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以维护人民群众健康

为宗旨，以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根

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制度创新和科技进步为

动力，推动信息技术在卫生行业的应用，坚持

“横到边，纵到底，标准利用，促进互联互通”

的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大胆创新，夯实基础、

保障安全、拓展应用、惠及民生，从而适应卫

生信息化建设和“数字卫生”建设的形势，全

面推进区域卫生信息化的发展，为促进浦东新

区卫生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保障全

体居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满足多层次医疗卫

生服务和管理需求，不断提高居民健康水平打

下坚实的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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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社区卫生综合管理平台的设计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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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配合深化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 [1]，实现社区精细管理，全方位落实本

区社区综合改革，通过社区卫生综合管理平台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业务运行监测，以家庭医

生本底数据为基础，建立信息资源中心，评估预测社区卫生服务项目年度工作量及其相关运营

分析，制定、执行全面预算 [2]，进行相应的绩效考核和运营监管。本文主要讨论在浦东新区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社区综合管理平台的设计与思考。

关键词：社区卫生综合管理平台；运营分析；预算管理；绩效考核

Design of 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the Community 
Health Centre in Pudong New District

Zhang Yin1，Wang Xiaoli1*，Wang Kai2

Pudong Health Information Center，Shanghai 200129，China
Kingstar Winning Software Co., Ltd，Shanghai 200072，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the community health center is designed 

to deepen the health care reform in Shanghai and achieve fine management in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in pudong new district.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overall design and function design 

of integrated management platform, including operation analysis, budget management, performance 

appraisal, etc.

Keywords: Integrated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the community health centre; operation analysis; 

budget management; performance apprai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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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浦东新区社区卫生信息化经过几轮的建

设，已实现全区 45 家社区统一规模的社区卫

生服务信息系统，重点完成覆盖社区基本医

疗、公共卫生、家庭医生工作站等基础性业务

系统建设。为配合深化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改

革与发展，推动建立有序的全市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以“创新模式，提升效能”为目标，以

“家庭医生签约制”为核心，整合社区内部、

外部信息资源，建立社区卫生综合管理平台，

促使实体资源围绕家庭医生进行配置，在管理

上聚焦全面、动态、实时的综合决策，实现社

区精细管理，全方位落实本区社区综合改革。

２　总体目标

通过社区卫生综合管理平台对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业务运行监测，以家庭医生本底

数据为基础，建立信息资源中心，评估预测社

区卫生服务项目年度工作量及其相关运营分析
[4]，制定、执行全面预算，进行相应的绩效考

核和运营监管。最终建设以全面预算为核心的

社区综合管理平台，实现家庭医生、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与区县卫生管理部门、市级卫生管理

部门之间的业务联动。

３　总体设计

制定准确评估社区卫生服务基本项目的

指标规范，形成基本项目可比对的衡量标准。

通过对基本项目的标化管理得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年标化工作总量 [5] 的预期值，作为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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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投入预算编制的依据。同时按照内部管理

要求夯实标化基本项目，即对基本项目进行标

化单价计算，结合医务人员的考核结果进行奖

金分配。因此，标化管理是预算管理和绩效考

核管理的有效桥梁，进而建立了全面流程化的

社区综合管理平台，以辅助行政部门掌握医院

诊疗与运营等情况，辅助院领导进行社区的精

细化管理，提高社区的整体业务运营能力和医

疗服务质量。

图一　浦东新区社区卫生综合管理平台架构图

4　功能设计

4.1　运营分析功能设计

（1）院长首页

为领导统一展示所管辖区的基本情况，包

括家庭结构、人口结构、保健意识、疾病管理

等内容，方便领导决策适宜的社区卫生服务措

施和防治对策，推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

开展。

（2）公共卫生

包括老年人保健、精神疾病防治、心脑血

管疾病防治、糖尿病防治、肿瘤防治、健康教

育与健康促进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开展情况

统计分析，以及居民健康档案建立情况统计。

（3）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服务的运营分析包括签约人次

数和签约就诊人次数的基础管理、健康管理的

开展情况、特殊人群服务的人次数统计分析。

（4）康复护理

包括物理治疗、康复治疗、居家康复治

疗、社区康复训练指导等基本项目的人次数统

计分析。

（5）绩效监管

主要获取绩效考核模块相关数据，通过

统计分析进行业务监管，如对家庭医生的工作

量、工作质量、对应的收入预期等进行监管。

（6）预算分析

主要获取预算管理模块相关数据，通过统

计分析进行监管全面预算管理的执行情况，实

际偏离度等。

（7）社区医疗

社区医疗运营分析主要是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基本医疗业务的开展情况，包括全科门

诊诊疗、家庭病床、舒缓治疗、中医科门诊诊

疗、中医适宜技术、院内急救、双向转诊、一

般检查治疗、临床诊疗、医技诊疗、一般体

检、家庭病床及出诊等基本项目的人次数统计

分析。

（8）人财物资

提供社区服务中心运营管理，包括药品、

物资、设备、财务及工作人员相应的管理功能。

4.2　绩效考核功能设计

（1）工作量标化管理

根据社区卫生服务基本项目所需人力、消

耗时间、难易程度与风险大小等因素，合理确

定社区卫生服务基本项目标化工作量，形成

基本项目可比对的衡量标准，作为各类资源投

入与考核分配的基础依据，进而驱动薪酬分配，

更为政府补偿及全面预算的评估调整提供支撑。

标化项目：将社区卫生服务基本项目进行

标化核定；

标化工作量：根据制定的综合绩效考核指

标体系的指标值，和不同团队不同服务项目结

合一定的系数得出标化工作量；

标化单价：根据标化管理模块获取预算时

间内的预算标化工作总量，并结合预算管理模

块的预算总额计算标化单价。

（2）预算执行管理

主要调用预算管理模块的预算执行功能，

实现各指标预算情况与实际情况对比，通过运

营分析对全面预算执行水平的整体打分情况，

反映特定社区医院全面预算执行水平；

（3）质量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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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评分是效率内涵、运行质量、社会成

本、家庭医生服务、公共卫生服务等指标的评

价，质量结果系数完全达标值为 1，根据实际

结果情况予以相应扣减。

（4）绩效评估

制定体现服务数量、服务质量、服务效果

的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手工填报工作

量等指标值进行绩效计算。

（5）奖金分配

绩效评估结果审核通过后，根据绩效考核

结果由不同权限的角色进行奖金分配，如科室

长、团队长、院领导等，最后由领导对各预算

主体的奖金分配进行审核确认。

4.3　预算管理功能

（1）预算方案

即考核对象、考核指标，按照各小组的分工

情况，建立各自考核模型，进而制定预算方案；

（2）预算编制

以社区卫生服务基本项目工作量为依据，

合理确定各项收入、支出和成本等预算指标的

驱动因素，科学预测各项预算指标；

（3）预算执行

通过各指标预算情况与指标的实际采集

情况对比，反映特定社区医院全面预算执行水

平，体现社区医疗、公共卫生、家庭医生、药

品管理的全面预算执行水平的整体打分情况；

（4）预算调整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如政策变化、突发事

件等情况，现行预算无法执行，可对各指标的

预算进行调整，即修改预算方案中填报内容的

调整幅度，并由区县卫生行政部门预算管理委

员审批，然后下达执行。

4.4　管理协同功能

综合管理平台具有“机构评价、政府补

偿、薪酬分配、医疗服务管理、公共卫生服务

管理、药品耗材管理与全面预算管理”过程控

制与结果管理功能，实现社区卫生综合管理平

台与市、区县卫生综合管理平台的联动管理，

完善卫生服务中心现代管理机制。

（1）区级监管

通过对区级平台监管指标的联动查询，全

面掌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业务运营的相关情况。

（2）经营联查

支持机构评价、政府补偿、薪酬核定的联

查功能。可查看区县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对本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运营评价结果、薪酬核定情

况、政府补偿经费结果以及业务上报、区县综

合管理信息平台对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预算

管理的各项指标的执行现状统计及系统自定义

的预算执行综合评分情况。

（3）业务上报

支持预算业务交互功能、支持人员绩效上

报功能。

4.5　家庭医生管理功能

主要实现家庭医生注册、更新和注销，并

通过数据交换实现在区级平台的注册，以及在

市级平台的注册，实现居民完整的签约管理

信息同步到区县平台和市级平台。主要功能包

括：家庭医生统计全览、家庭医生信息注册、

家庭医生信息更新、家庭医生信息注销。

4.6　医疗费用审核管理功能

家庭医生对签约居民医保费用进行审核

后，发现存在不合理收费的，填写门诊费用审

核意见表，通过信息化平台上报。医保部门对

家庭医生签约居民医保费用管理意见进行审核

与认定。主要功能包括：诊疗及费用信息调阅、

费用审核信息上报、异常信息审核回复、综合

管理、查询、分析等。

5　总结

社区卫生综合管理平台将家庭医生作为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部全面预算管理的责任

主体，明确家庭医生对居民的服务责任、服务

范围与目标要求，以健康目标为核心，通过全

面预算管理，按照责任目标关系规定的工作任

务，给与其相应的经费拨付与资源投入，明确

收入预期，通过对责任目标结果的评定，实现

对家庭医生的绩效考核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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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卫生信息网络的规划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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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浦东新区原来的卫生信息网是租借中国电信的 MPLS VPN 组建的，南汇区的卫生信息网

采用政务外网的，两个区的卫生信息网架构、带宽各不相同，实现互联互通存在困难。在 2009

年 5 月原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后，实现整个浦东新区医疗卫生机构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统

一规划和建设新的卫生信息专网是势在必行的。

It is hard to realize the interconnection and inter working of the health information net 
between the original pudong new area and Nanhui district because the network architecture and 
bandwidth   of two districts varied a lot,which one was constructed by MPLS VPN of China 
Telecom while the other one was set up by the government extranet. After Nanhui district 
emerged into pudong new area in March 2009, we achieved the interconnec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among the health and medical organizations in pudong. It is imperative to have a 
unified plan in constructing the new health information private net.

关键字：卫生信息网 卫生信息化  网络建设

Key words: health information network, health information, network construction

11　 通讯作者标注

1.　建设背景

2009 年国务院正式批复了上海市《关于

撤消南汇区建制将原南汇区行政区域划入浦东

新区的请示》，同意撤销上海市南汇区，将其

行政区域并入上海市浦东新区。随着南汇区并

入浦东新区工作的深入，浦东新区卫生信息系

统的合并和统一管理将是浦东新区卫生系统的

重点工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提供一个

统一的网络基础支撑平台，浦东新区卫生信息

网络的规划和建设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前提。

2.　建设需求

原浦东和原南汇的卫生信息网络建设模

式不同，互不连通，各医疗卫生机构普遍只

有 2-10Mbps 的接入带宽， 迫切需要建设连接

浦东新区各医疗卫生机构的浦东新区卫生信息

网，实现原浦东新区（以下简称北片）和原南

汇区（以下简称南片）卫生信息网的融合、提

升接入机构的网络带宽，从而为电子卫生业务

提供足够容量的带宽，实现全区公共卫生、卫

生行政、医疗救治等多方位应用在全区卫生信

息网上稳定运行，提高卫生行业应用的运行效

率和卫生决策指挥效率，并进一步推进信息技

术在卫生行业的广泛应用。

3.　方案选择

经过前期的对租用运营商网络、直接接入

浦东新区政务外网以及借助政务外网和浦东新

区公安的光纤链路搭建卫生信息网等多种方案

从安全性、稳定性、可扩展性、运行维护、经

济效益等多角度进行了多次比对和论证，确定

采用借助浦东公安的光纤资源，自建“最后一

公里”光纤，通过在浦东新区政务网中划分卫

生专用的 MPLS VPN 方式组建浦东新区卫生信

息网络。

4.　规划设计

4.1　网络规划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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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关键环节与技术

依托已建成的浦东新区政务外网并借助

浦东公安的光纤资源，通过在浦东新区政务网

中划分卫生专用的 MPLS VPN 方式，形成浦

东新区卫生信息网络骨干的建设方案。借助于

浦东新区政务网骨干网平台，利用公安平台的

传输通道，实现浦东新区卫生信息网络骨干构

建。根据浦东公安的光纤资源情况，区域卫生

网络通过依托公安派出所通信机房设置的十个

骨干网汇聚点，在各骨干 / 汇聚节点，再通过

千兆单模光纤连接浦东卫生系统下属各机构。

整个设计采用了 BGP MPLS VPN 技术对

整个政务外网骨干网络进行逻辑通道划分和隔

离，保证不同业务部门的数据不会互相串扰。

在本次项目中，浦东新区政务网上单独为浦东

卫生信息网划分独立的数据传输 VPN，使在

整个大网中的所有隶属于浦东卫生医疗单位的

部门被划分到一个 VPN 传输通道中，并可以

互相访问及传输数据，但与其他政府外网任何

部门严格逻辑隔离，根据需要调整路由实现访问。

对于需要光纤敷设的单位，设计通过 8 芯

光缆将新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辖医疗卫

生单位接入点就近接入临近的派出所或浦东公

安监控网的室外光缆交接箱及监控点位前手孔

内。采用光缆的建筑方式 : 采用管道敷设 , 并

在接入点内考虑预留光缆。同时需为政务外网

骨干节点设备增补必须网络设备模块、汇聚设

备、光模块和光纤跳线。同时接入机构配置相

应的交换机和防火墙。通过政务外网的管理设

施，形成虚拟的卫生专网。

对已接入南片政务外网的 14 家医疗卫生

机构，通过调整政务网网络设备参数，改变这

14 家医疗卫生机构接入政务网之后的 MPLS 

VPN 属性，设计采用 VLAN 直接透传或在政

务 网 接 入 交 换 机 配 置 MCE 功 能 的 方 式， 而

避免采用调整 RT 值控制路由的方式。通过

将医疗卫生机构接入的 VLAN ID 直接透传到

S7506E 骨干交换机，并在 S7506E 骨干交换机

的下联端口设置子接口，关联到不同的 VPN，

从而实现 14 家医疗卫生机构接入卫生网络。

 

根据目前实际情况，在进行 IP 地址设计

分配是将采用以下原则：

(1) 每个接入节点的接入交换机和上联汇

聚 / 核心规划采用子网掩码为 /30 的 IP 地址段，

实际可用 2 个 IP 地址，分别用于接入节点本

端和对端。

(2) 原则上为每个接入节点分配子网掩码

为 /28 的 IP 地址段作为业务访问地址，实际

可用 14 个 IP 地址。其中接入交换机和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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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各占用 1 个，使用 2 个 IP 地址作为访问的

NAT 地址池，10 个 IP 地址将作为接入节点向

卫生信息网进行应用发布使用。

(3) 当接入节点存在多家业务单位时，将

为每家业务单位分配子网掩码为 /28 的 IP 地

址段，使用方式同上。

(4) 对于卫生数据中心，其原有内部应用

都使用 10.64.8.0/23 这个 IP 地址段，其中业务

应用均不具备修改 IP 地址的条件（注：如数

据库、新农合等应用修改 IP 地址将可能造成

业务中断），因此对于数据中心内部 IP 地址采

用二段式规划，一段仍然采用 10.64.8.0/23 IP

地址段，用于原有应用，一段分配子网掩码为

/23 的 IP 地址段，用于本次新增设备及服务器。

(5) 对于 IP 地址需求量比较大的单位，可

以申请使用预留地址或通过部署服务器负载均

衡设备复用部分 IP 地址来实现。

5.　建设效果

在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浦东新区卫生数据

中心需要进行设备搬迁以及应用迁移（IP 地

址调整）。光纤接入节点的网络割接在完成数

据中心设备搬迁和应用迁移后进行；其次考虑

到北片数据中心和南片数据中心机房设备搬迁

至新建的莱阳路数据中心机房会后可能存在部

分接入节点无法实施光纤链路割接的情况。针

对以上情况通过技术手段保证在新老 2 个网络

环境中接入节点均能访问到搬迁后的应用系统。

经过近 7 个月的建设，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浦东新区公安分局、浦

东新区电子政务管理中心的指导和支持下，在

承建公司、代建单位、监理单位、IT 治理单位、

信息安全等级测评单位、系统维护单位、各应

用开发商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从项目调研至

项目试运行各阶段中展开具体工作，最终确保

系统顺利完成卫生信息网的建设并投入使用。

6.　小结

浦东新区卫生信息网借助于浦东新区已

建成的电子政务外网骨干网平台，利用浦东公

安网光纤平台的传输通道，以浦东公安光纤

（北片）和电信光纤（南片）为基础，实现了

浦东新区卫生信息网骨干构建。建成了覆盖整

个浦东新区南北片以万兆光纤为骨干网，千兆

光纤作为 100 家各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和医疗机构网络节点互联，并辅助采用电信

EPON 和 PTN，作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属医

疗站点进行连接的三层结构的浦东新区卫生信

息网。实现了全区公共卫生、信息共享、卫生

行政、医疗救治等多方位应用在浦东卫生信息

网上的稳定运行。

目前，借助电信 epon 网络，搭建浦东新

区村卫生室和对应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直连的

网络，实现村卫生室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光纤和浦东新区卫生信息网络的互联互通。真

正实现浦东新区卫生信息网络的纵向到底横向

到边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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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医疗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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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医疗健康信息化服务模式，本文对国内外移动互

联网医疗应用现状进行了介绍，探讨了应用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对未来发展趋势

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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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mobile network in 
medical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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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network technologies，the new service pattern 

has been developed. In this paper, we introduce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mobile network in 
medical care, and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is elaborated.

Keywords: Mobile network, Medical care

随着 3G，4G 技术的广泛应用、智能终端

的普及与上网人群网络使用习惯的改变，移动

互联网行业正迎来一个全新时代。据美国知名

网站通讯流量监测机构 StatCounter 的研究报

告，从 2009 年以来，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每

年呈双倍增长，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计，

截至 2013 年 5 月底，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总

数已经达到了 8.17 亿 [1]。因此，如何通过方

便、快捷、丰富的应用在移动互联网浪潮中运

营，已经成为各行各业关注的焦点。医疗行业

也不例外，2015 年 7 月 1 日，国务院印发《关

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意

见》中对互联网与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做出高屋

建瓴式的战略思考。互联网与传统医疗相融合

领域，《意见》认为未来互联网应用更加丰富，

社会服务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形成网络经济与

实体经济协同互动的发展格局；而世界各国针

对移动用户的医疗健康服务业务也在不断扩展，

一些应用正从初期的摸索尝试阶段发展为成熟

的业务模式。移动互联网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

活，并给医疗健康信息化服务带来了新的变革。

1.　移动互联网医疗应用现状

目前 , 移动互联网医疗应用的模式大体

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面向临床医生的，也称

之 为 B2B(Business-to-Business) 模 式， 主 要

用于医生之间的交流、医学知识库等的应用；

另一种是直接面向用户或患者的，也称之为

B2C(Client-to-Business) 模式，主要用于医药

咨询、远程医疗、预约挂号、信息查询和随访

服务等。

目前国外发达国家移动互联网医疗应用

开展较为活跃，远程医疗的应用非常成熟，近

年来利用手机等移动智能终端进行远程医疗

的研究和应用方兴未艾。如美国日本研究人员

建立了 telestroke（远程中风治疗与护理指导）

系统，通过便携式移动通信设备和对应支持系

统，实时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高质量的临床

信息和影像资料，从而达到辅助远程诊断治疗

的效果 [2]；德国则发展了远程皮肤病学信息系

统，通过智能手机上的应用程序，向医疗保健

机构传输皮肤图像数据和生物反馈信息，医生

通过部署在台式机或平板电脑上的数据分析平

台为患者提供诊断 [3]；而法国研究人员则将低

功耗嵌入式传感器用于移动医疗中，通过双向

传感起搏器对患者的重要生理指标变化进行实

时监测，实现连续监护和异常情况报警 [4]。相

对于国外互联网医疗的成熟使用，国内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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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医疗应用总体处于相对滞后阶段，但发

展速度非常迅猛。目前国内互联网医疗应用涉

及的范围广泛，如医疗咨询、诊疗知识宝典、

预约挂号、健康自测、药物和疾病手册、急救

助手、手机药店、慢病管理等等。但大多数应

用程序功能相对单一，实用性和成熟度还比较

欠缺。例如倾向于决策知识辅助型的基于知识

库管理的临床决策支持系统（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简称 CDSS），包括医学计算

与临床评估、药物、检验、疾病、手术与操作、

医学知识库等功能模块，可以帮助临床医生提

高临床工作效率、降低差错； 又如“掌上浙一”

则是一款利用智能手机终端由医院为患者提供

的综合医疗服务平台，经过身份认证可随时随

地得到对应医院的智能导诊、自助挂号、检查

结果实时查询、个人健康档案记录共享、就诊

时间提醒、用药及复诊提醒等网上医疗便捷服

务；而“医事通”健康平台是一款以预约挂号

为主的智能手机终端软件，通过对重庆市三甲

医院的就诊号源进行整合，并对接各家医院

HIS 系统，使患者可以在平台上就能预约到全

市三甲医院的专家号、教授号及普通号，并通

过手机实时从话费中扣除挂号费。

2.　移动互联网医疗发展趋势

互联网建立了新的沟通渠道和流通模式，

实现了对传统医疗服务模式的有效补充。传统

的医疗服务模式使得医疗服务中的各方都处于

零和博弈状态，导致缺乏医患缺乏信任，关系

紧张。在互联网技术对就医、行医、医疗管理

等各个环节的深度渗透下，医患关系重构将成

为互联网医疗发展的核心。从患者角度出发，

提高患者在各就医环节的体验是互联网医疗的

重要价值所在，所以患者在医疗信息获取、就

医流程和沟通交流方面的需求和痛点就成为了

医疗互联网技术的主要切入点，如图 1 所示。

图 1　患者入口切入点

如目前流行的以智能可穿戴设备为基础

的健康管理服务，对应的是患者逐渐增长的自

我健康管理意识和需求。其发展趋势具体表现

为医疗设备的移动化和移动设备的医疗化，导

致体征数据与临床数据的融合，数据采集方式

开始标准化、结构化。由此，患者从过去被动

的由医生安排检查变为了主动对自身健康数据

的监测和管理，患者与医学数据的关系因此而

改变；其次是在线问诊服务，它既可向前连接

健康管理，为用户提供健康咨询服务，也可向

后连接导诊挂号服务，通过在线咨询将有需要

的患者引向线下医院和药店。目前以在线问诊

为切入点的优秀应用有很多，如春雨医生、好

大夫在线等，可兼顾在线导诊和挂号服务，构

成诊前医疗服务闭环；如百度医生为用户提供

医生查找、医生预约、医生评价的服务闭环，

并提供网页和手机 APP 的接入方式，根据患

者输入的需求，由人工智能系统完成患者的识

别计算，为患者推送三名最合适的医生选择，

图 2 所示。

图 2　百度医生医疗闭环流程

而百度健康云平台为智能可穿戴设备打

造数据接入和分析入口，对应的是健康数据监

测、汇总的服务。通过对用户个人拥有所有智

能设备的健康数据进行的汇总和分析，提供为

用户量身打造的健康解决方案。不仅如此，健

康云平台还可为区域卫生情况提出分析，通过

用户数据搜索，与区域气温变化、环境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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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等因素结合来建立预测模型，并实时

提供几种流行病的发病指数，从而达到对流行

病发病趋势的预测和控制。

3.　存在主要问题

移动互联网技术在医疗领域的蓬勃发展，

首先得益于具有良好性能的智能移动终端的普

及和移动网络的快速发展，使得已经逐渐适应

将原来固定互联网的应用转向移动互联网；其

次医药卫生行业中不断增长的个性化医疗和保

健需求，与医疗物联网技术有机结合，使得移

动智能终端成为医疗信息系统中重要的应用载

体和网络中枢。然而，移动互联网在医疗上的

应用仍存在许多局限性。首先，医疗活动本身

具有严肃性和复杂性的特点，相关业务的开展

必须考虑政策法规层面的要求。譬如，目前国

家规定医生的执照只在医院内部是合法的，并

不允许医生在院外行医，这使得一些进行远程

医疗设备技术的应用可能存在事实上违规操作

的情况。同时，通过移动互联网的医疗数据能

否完全保证稳定性、实时性和真实性仍需要综

合考虑，要尽量规避因为技术因素造成的医疗

差错的发生 [5]。另外移动医疗的可持续发展必

须依靠行业支撑和行业资源的深度合作，使医

疗专业知识、IT 技术和运营主体有机结合起

来，形成一个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联合体。

相对于国外，我国移动医疗暂时不够成熟，这

与国家在医疗方面的投入，患者以及医疗行业

对移动医疗新事物的理解观念意识方面也有一

定关系。

4.　小结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给医疗信息化建设发

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与活力，拓展了医疗模式与

手段，为患者的医疗保健服务提供了更多的选

择空间，受到了广大患者的欢迎与好评。作为

医疗信息化建设中方兴未艾的一个发展领域，

虽然目前存在着政策法规、资源整合或认知程

度差异等相关问题，但移动互联网在医疗中的

应用必会迅速发展，成为未来医疗行业发展不

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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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会诊与转诊模式的设计与实现

宁静静 1  冯嵩 2* 胡建中 2

1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南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湖南省长沙市，410008
2“移动医疗”教育部 - 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湖南省长沙市，410008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我院远程医学平台项目建设的背景及建设目标，重点介绍远程医学平

台 -- 远程会诊转诊的业务需求、业务结构、业务模式及业务流程。通过远程医学平台，可降

低患者的医疗费用，享受权威医院资 深专家的优质服务 , 免除患者长途奔波去求医排队挂号的

痛苦 , 避免患者盲目异地求医 , 免除患者转诊到上级医院而没有床位、不能及时住院的烦恼；提

升基层医务人员的技能水平，降低误诊率 , 提高患者对医院服务的满意度。

关键词：远程医学平台；远程会诊；业务模式

Design Of Remote Consultation  And Referral Pattern

Jingjing Ning1,Song Feng2,Jianzhong Hu1

Abstract:This article mainly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and the construction targe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mote medical platform, and focuses on the business needs, business 
structure, business model and business process of the remote medical platform and remote 
consultation. Through remote medical platform can reduce the medical costs of the patients, 
enjoy the authority of the hospital senior experts quality service, exempt from patients to travel 
long distances to seek queue up to register the pain, the patients to avoid blind remote medical 
treatment, exempt from patients referred to a higher level hospital and no beds, not to the 
hospital in time of trouble; lifting the skill level of the grass-roots medical staff, reduce the rate 
of misdiagnosis,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for hospital services.

Keywords: The telemedicine platform; Tele consultation; Business model

1　背景

我国卫生技术资源存在总量不足、1医疗资

源配置不均衡等问题。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东

部地区和发达城市，西部地区和偏远农村则相

对落后，医疗服务也相对参差不齐，群众看病

难问题日益突出。远程医疗是对现有的医疗资

源进行整合，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高基层卫

生技术人员的医疗水平及服务质量。远程医疗

是指将多媒体技术、计算机远程通信、计算机

网络、传感器技术等应用到医学领域，以缓解

边远地区和基层医疗机构的病患“看病难”、

“看病贵”的问题。国家重视远程医疗的发展。

从 2009 年开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1　基金项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项目

（No:2015AA02A612）

*﹡通讯作者标注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积

极发展面向农村及边远地区的远程医疗”，到

2015 年相继印发了多个关于推进远程医疗项

目建设的重要文件 [1]。

我院远程医学平台项目建设目标 : 对于病

患而言 , 降低患者的医疗费用 , 享受权威医院

资深专家的优质服务 , 免除患者长途奔波去求

医排队挂号的痛苦 , 避免患者盲目异地求医 ,

免除患者转诊到上级医院而没有床位、不能及

时住院的烦恼；对于医生而言，提升基层医务

人员的技能水平，降低误诊率 , 提高患者对医

院服务的满意度。

2　业务概述

我院远程医疗应用包括远程会诊、转诊，

视频点播等应用服务，本文重点介绍远程会

诊、转诊系统，该系统可实现患者在基层，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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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享受优质医疗专家对其病情进行全面的、仔

细的研究思考、总结和分析，并给出诊断意见，

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的服务，又可享受患者向

上级医院转诊，远程预约床位的服务。

2.1　业务需求

申请医院工作者利用互联网、计算机网

络技术等技术，将病人的病历、检查报告、检

验报告各种数据信息及 CT、心电图、病理等

影像信息资料通过远程会诊平台共享给专家医

院的医生，专家医院的医生通过视频设备与患

者和申请医院医生进行面对面实时讨论患者病

情，指导确定治疗方案，实现病历资源、专家

资源等信息共享 , 同时 , 该平台给疑难杂症病

人提供远程预约床位功能 , 使患者到院即可入

住 , 免除患者到院排队等待床位的烦恼 [2]。

2.2 业务结构

该平台采用 M-1-N 的结构模式，即 M 家

专家医院，N 家申请医院，1 个远程医学平台 ,

如图 1 所示。申请医院可向 M 个专家医院中

的任何一家医院申请会诊 . 专家医院和申请医

院都可以扩展，配置模式灵活 , 具有开放性 [3]。

专家
医院1

远程医学平台

申请
医院1

……

……
申请
医院2

申请
医院n

专家
医院2

专家
医院m

图 1　业务结构图

2.3　业务模式

会诊模式多样，包含普通会诊和紧急会

诊。普通会诊 , 根据管理员安排的时间，会诊

申请方和专家进行实时的视频语音沟通交流，

并对患者资料进行浏览。紧急会诊 : 对于突发

情况、紧急情况下的会诊 [4]。下级医院可申请

多个科室会诊，例如下级医院呼吸内科的医生

遇到疑难病例不能解决，可通过我院远程医学

平台中向上级医院申请远程会诊，会诊科室可

以是专家医院的呼吸内科和麻醉科，即多个科

室会诊。会诊专家可以通过离线式会诊，也可

以进行语音视频通话，交互式会诊。离线式会

诊模式是专家不与申请医院进行语音视频的沟

通，只浏览查看申请医院提交的患者病历资

料，即可下诊断和发布会诊报告；申请医院查

看会诊报告结果即可 [5]。

2.4　业务流程

远程会诊转诊业务流程如下图所示，参与

事务的角色有：申请医院、管理员、专家医院

以及患者。

远程会诊转诊业务流程：患者到申请医院

就诊，申请医院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初步诊断判

定后，与患者协商，通过远程医学平台系统申

请会诊，并上传患者病历资料。专家医院管理

员登录系统对申请的会诊进行审核并安排专家

远程会诊，且系统会短信通知专家和申请医院

会诊的时间和地点。申请医院查看会诊安排时

间，并通知病人按时会诊。专家登录系统查看

会诊安排，浏览患者病历资料。会诊开始，专

家对患者病情进一步明确诊断及给出指导意

见，填写会诊报告，对于病情较重的病人，建

议转诊，并填写转诊申请单。申请医院对转诊

单进行审核，不同意转诊，则结束会诊；同意

转诊，则病人的基本信息通过平台传送到我院

HIS、EMR 系统中。我院院前预约中心为病人

进行床位预约并安排床位，通知病人来院办理

入院手续。病患收到通知，在规定时间内到医

院办理入院手续，至此，流程结束。该模式的

设计使病人不用亲临医院 , 即可远程预约床位 ,

免去病人来回路上奔波的辛苦 , 同时也节省患

者部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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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远程会诊转诊业务流程图

3　结束语

我院远程医学平台建设已投入使用。该平

台是基于采用 B/S 架构，C# 语言编写。目前，

有近 200 家医院加入该平台，包括本省医院及

其他省份的医院，形成了以平台为核心，逐步

覆盖全省医院及社区医院的网络结构模式，这

种方式有利于远程医疗服务的推广和管理，同

时转诊模式，为病人远程预约床位，免除病人

想来大医院治疗，但又没有床位，或者需排队

等待的苦恼，这种模式将会使更多基层患者受益。

远程医疗可以均衡医疗资源，使基层医院

收益，患者收益，实现医院之间的优势互补。

随着新技术的使用和开发，远程医疗功能会越

来越多，系统和设备的稳定性和性能也会越来

越好。随着“中国卫生信息学会远程医疗信息

化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必将促进远程医疗的

发展，使国际间远程会诊也成为可能。未来中

国远程医疗行业的发展必将推动医疗信息化产

生重大突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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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传输动物家猪急性心肌梗塞模型制作使用尼沙赫电图与传统心
电图同步对照性研究对早期心肌缺血的预先诊断价值的探讨

湖南中南大学湘潭中心医院心内科电生理实验室

刘力①   曾建平②  赵文娇③   孙智山③

本研究采用中国家猪，通过施行冠状动脉造影术，PTCA 球囊成功导入 LAD 第一对角

支远端阻断前降支，建立急性大面积心肌梗塞的动物模型，用于观察急性心肌缺血过程中，

saahECG 与 ECG 同步的动态数据变化，并进行对比分析，对心肌缺血早期诊断中的尼沙赫电

图的前瞻性作用进行探讨。

【摘要】

目的：建立中型猪急性心肌梗塞和缺血模型，研究心肌缺血过程前后 saahECG 时间轴心

室测量标量参数 VS 和 VD 的变化和出现改变的敏感程度。 

方法：对健康雌性家猪行冠状动脉造影，PTCA 球囊导入 LAD 第一对角支远端阻断前向血

流，记录建立模型前后同步、逐波扫描记录尼沙赫电图（saahECG）和心电图（ECG），进行

尼沙赫电图时间轴心室测量，标量参数 VS 和 VD，与同步记录的心电图和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对

比分析。

结果：研究发现球囊阻断冠状动脉前减支后 saahECG 时间轴参数心室电势能测量的标量

参数 VS/VD 改变早于心电图改变。

结论：saahECG 比 ECG 提前反映并可以实现数据化的心肌缺血改变，对心肌缺血更早期

的诊断有着重要价值。

【关键词】 急性心肌梗塞 AMI；动物模型；小金家猪；心电图 ECG；尼沙赫电图 saahECG；

时间轴心室测量。

Remote transmission animal model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pigs make use investigate 尼沙赫 electrocardiogram ECG 

synchronization with the traditional pre-control study on the value of 
early diagnosis of myocardial ischemia

Xiangtan Central Hospital,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Electrophysiology Laboratory,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Hunan

Liu Li ①   Zeng Jianping ②  Zhao WenJiao ③  Sun Zhi Shan ③

In this study ,the swines suffered 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Coronary Angiography 
, balloon successfully leaded in the distal to first diagonal branch of LAD( left anterior 
descending artery) to block forward blood flow, and established swine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model. In this process, dynamic data of saahECG and ECG were collected 
synchronously, and would be contrastive analysis.  saahECG Proactive role in the early 
diagnosis of myocardial ischemia would be discussed.

【Summary】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medium-sized pig model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ischemia, research saahECG axis ventricular measuring scalar parameters VS and VD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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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ensitiv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process of myocardial ischemia. Methods: The healthy 
female pigs underwent coronary angiography, balloon imported to LAD first diagonal branch 
distal stump for blocking blood flow, then trace of saahECG and electrocardiogram (ECG) 
were scanned beat-by-beat . we would measure saahECG ventricle timeline, scalar parameters 
VS and VD, and compare with the ECG and coronary angiography recording simultaneously 
. Results: The study found that before and after balloon occlusion of the coronary artery, the 
timeline parameters saahECG ventricular electrical potential measurements scalar parameters 
VS / VD changes was    earlier than ECG changes.

Conclusion: saahECG advancedly reflects change of myocardial ischemia,and has 
important early diognosis value for early stage myocardial ischemia.

【 Key-  words 】 a cu te  myocard ia l  i n fa rc t ion  AMI;  an ima l  mode l ; swine /p ig ; 
electrocardiogram ECG; Nisha He electroretinography saahECG; Timeline ventricle 
measurements.

1　材料

1.1　试验动物

健康雌性 5 月 -1 岁年龄家猪 6 只。由中

国湖南省中南大学湘潭临床医学院动物实验中

心提供，经检验均为健康合格的动物家猪。

1.2　使用仪器

采 用 菲 士 医 学 仪 器 提 供 的 PHS-A10 型

SaahECG 电图检测仪记录。该仪器采用常规

12 导联心电图与 12 导联尼沙赫心电图同步采

集，获得了体表逐波 (saahECG 曲线 ), 用 ECG

和 saahECG 的标准算法和公式，对实验猪的

心电信号进行实时记录扫描，获得 SaahECG

电图和 ECG 的图像，并测量数据结果。

2　方法

2.1　实验方法

试验的动物，禁食 12h，禁饮 4 h 后，用 3%

戊巴比妥以 10ml/Kg 的剂量在猪耳后逐次行肌

肉麻醉。将猪仰卧固定于操作台，对检测部位

备皮，安放一次性电极。用套管针在猪耳后静

脉建立输液泵，以 1.5% 戊巴比妥 15ml/h 静脉

泵维持，常规消毒、铺巾，2％利多卡因局麻，

寻找右侧股动脉鞘，穿刺右侧股动脉，置入

6F 血管鞘，经鞘管用 6F 共用冠脉造影导管行

左、右冠状动脉选择性造影，注入碘帕醇行

冠脉造影，观察猪冠状动脉的分布情况，再将

该导管置于左冠状动脉开口处，置入 BMW 导

丝至前降支（LAD）血管末端。皮下注射低分

子肝素 4000U 抗凝。于左冠第一对角支远端，

行球囊（12atm）堵塞 [1]。全程同步描记十二

导联心电图和 saahECG 电图。

2.2 分析方法

选取球囊堵塞前、球囊堵塞后的尼沙赫电

图进行时间轴心室测量（图 1，图 2），标量参

数 VS 和 VD 以毫秒（ms）为单位，标测结果

用 SPSS 分析统计，与同步记录的心电图和冠

状动脉造影结果对比分析。

图 1  时间轴心室测量示意图

图 2 时间轴心室测量标测各导联 T 波时限。红色

VS 心室收缩时限；蓝色 VD 心室舒张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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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本研究发现，左前降支梗阻所致心肌梗死

包括间壁、单纯前壁和心尖（图 3，图 5）；尼

沙赫电图 ST-T 间小波时程变化非常敏感，在

心肌缺血数分钟后即发生改变；时间轴心室测

量标测参数变化明显（图 4，图 6），球囊堵塞

前后尼沙赫电图时间轴心室测量结果见表 1，

比心电图出现 ST-T 改变提前 5~7 分钟（图 7）。

图 3 猪 - 冠状动脉左前降支堵塞前冠状动脉造影图

图 4 球囊堵塞前同步记录的尼沙赫电图（上）和心

电图（下）

图 5 猪 - 冠状动脉左前降支堵塞后冠状动脉造影图

图 6 球囊堵塞 5 分钟后同步记录的尼沙赫电图（上）

和心电图（下）

图 7 球囊堵塞 25 分钟后同步记录的尼沙赫电图

（上）和心电图（下）

表 1 球囊堵塞前后尼沙赫电图时间轴心室测量

十二导联标测平均值

动物实

验编号

球囊堵塞前 球囊堵塞后

VS（ms） VD

（ms）

VS（ms）VD（ms）

0402 108 112 107 77

0515 106 115 107 80

0522 109 121 108 79

0816 108 118 106 74

1019 107 111 103 76

1069 105 109 104 81

4　讨论

动物模型球囊堵塞冠状动脉前降支前后

saahECG 时间轴心室测量结果应用 spss 进行

方差分析，标测参数各组内差异均不显著；球

囊堵塞前后 VS 标测参数组间差异不显著；球

囊堵塞前后 VD 标测参数组间差异显著。实验

表明 saahECG 时间轴心室测量对心肌缺血的

变化比心电图更为敏感，为心肌缺血和梗死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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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无创诊断提供新方法。

实验证明 saahECG 在 ST-T 期间的 T 段前

1/3 小波，与缺血和冠心病有关，与心电图心

肌梗塞的定位诊断也相同。可见明显 T 波变

化，T 波前 1/3 个波与 ECG 的 T 波一样，每个

正常人都有。如果消失，增加，形态变化。时

程改变、幅度改变、倒置、丢失、埋藏、移位等等，

都有其生理和病理性原因和临床意义 [2，3，4]。

saahECG 在心室部位，正常人在 T 波前

1/3 处出现 3-5 个波，是心室肌的做功波，也

就是 II 相位，心室收缩期，所以会出现这些

波。心电图对冠心病和心肌梗死，美国 AHA

网 站 刊 登，20-25% 符 合 率。NSTEMI（ 没 有

ST-T 改 变 ） 的 CAD/AMI 占 据 太 多， 尤 其 是

男性 35-65 岁患者，由于心电图及电生理检

测，与 CAD, AMI, MI, ACS 的相关性仅有 17-

20%（AHA 官 方 报 道 ）， 全 球 在 临 床 应 用 指

南 分 成 了 二 类：STEMI / NSTEMI. 后 者 是 没

有 ST-T 改变的冠心病 / 心肌梗塞。这类患者

易漏诊。本实验当 ECG 没有改变而 saahECG

的 VS 斜率全部倒置异常 , 明显早于 ECG 改

变，六头猪的实验全部得到同样结果。图 -6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即是 ST-T 改变的非 MI/

AMI 病 人， 也 占 有 很 多， 而 无 法 统 计。 而

saahECG（T 波段）的特殊优异显示技术。将

心电生理最缺陷部位，也是心电图最困惑的弱

点。突显出来，saahECG 具有绝对的优势，它

在 ST-T 没有发生改变时候，或者是不能确证

的，已经非常早的显示。有很多时程，夹角，

弧度，离散度，斜率等等可以测量。VS 时程

越短 , 做功越强 ; VD 时程越短 , 负荷越大 , 代

尝越差等规律 , 为早期冠心病的临床诊断提供

有力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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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手机移动查房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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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业务需求、设计思路、实现方式等方面对基于大数据的手机移动查房进行了

阐述。手机移动查房是新一代的查房方式，主要由无线网络、移动查房 APP、手机终端三部分

组成，与传统的推车查房、IPAD 查房相比，具有查房效率高、投入成本低、界面友好、推广

简单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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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requirement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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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less network, mobile APP, mobile phone，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art rounds and 
ipad rounds, it is more friendly , high efficiency, low cost, promotion simple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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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今年 7 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

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的发布，“互联网 +”

在各个领域掀起了一阵热潮，“互联网 + 医疗”

也成为了最为火爆的概念。由于低成本的手机

及无线网络的普及，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移动医

疗也应用得越来越广泛。同年 8 月底《国务院

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的

发布，又给医疗领域带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与挑战，大数据技术是未来统一数据管理、提

高并发性能、进行实时数据挖掘的唯一可行方

案。如何让移动医疗、大数据技术等创新手段

和模式在分级诊疗中推波助澜，成为医疗资源

合理配置，改善病人就诊体验的突破口，是一

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我院也积极的进行了

研究与探索。基于大数据的手机移动查房是新

一代的医生查房方式，以医院现有的集成平台

与大数据中心为基础，通过无线网络和手机终

端，实现查房工作电子化，快速在床边浏览病

人的病程、医技报告等，能有效预防纸质病历

查房的弊端，明显提高查房的效率，大大节约

医院的成本。

2　移动查房背景

公开数据显示，2015 年上半年，国内互

联网医疗领域的风险投资总额达到 7.8 亿美

元，已经接近 2014 年全年融资总额。在过去

的 2015 年第二季度，就有多达 41 家互联网医

疗工资获得融资，总额超过 3.5 亿美元。移动

医疗的兴起，让医生从传统的纸质病历查房方

式的弊端中解放出来，取而代之的是推车查房

与 ipad 查房。纸质病历查房是医生在查房前，

先整理好病人的相关病历，记录查房过程中可

能会用到的各种检验检查数据，费时又费力。

推车查房与 ipad 查房是将相关信息系统安装

在推车电脑或 ipad 上，在查房时携带这些终

端设备，即可实现移动查房，省去了整理纸质

病历、记录检验检查结果的环节，省时又省力。

我院也紧跟形势，率先在内分泌等科室部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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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车查房、ipad 查房。但由于推车查房、ipad

查房硬件成本较高，科室配备数量有限，未使

大部分医生得到便利，而且在硬件的管理上也

造成了混乱，总体上存在着形式不易推广、经

验不易复制等缺点。为真正方便医生查房工

作，我院联合北京芯联达有限公司，利用移动

计算、智能识别和无线网络等技术，采用先进

的 SOA 架构，集成整合医院现有信息系统资

源，设计开发了一款基于大数据的手机移动查

房 APP。

3　设计思路

手机移动查房的主要组成有无线网络环

境、移动查房 app、手机终端。考虑到无线网

络的开放性与手机终端的多样性，手机移动查

房在系统整体架构上采取五层架构 [1]，如图 1，

即业务系统层、集成平台层、大数据中心层、

移动查房服务器层、终端使用层。这五层架构

层层连接、各司其职，共同支撑手机移动查房

的功能展示。移动查房的整体架构是基于 Web

服务松耦合部署方式，业务模块是根据标准化

业务流程进行抽象和重构，开发模式是采取组

件式和构件式，这些均便于扩展，能提高业务

性能。通过集成平台实现前端医院业务系统数

据的整合，通过基于医疗云平台的大数据中心

提供面向服务的系统架构，为接入医院的其他

应用系统提供统一、标准的接口，也便于医院

信息化建设的统筹规划。
第五层第三层 第四层第一层 第二层

LIS系统

HIS系统

CIS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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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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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整体架构图

3.1　业务系统层

涉及到 lis、pacs、心电、cis、his 等多个

医院业务系统。在各个系统中根据业务流程建

立相关视图供取用，根据业务规则建立事件驱

动机制，将变化的数据及时传输至集成平台。

若以前建立过相关视图或其它接口服务，可以

尽量复用，最大化减少业务系统的改造量，降

低系统维护成本。

3.2　集成平台层

主要是进行业务系统数据的整合与转发，

将相关数据处理后传递给大数据中心的相关数

据主题库存储。我院基于事件驱动系统的集成

平台 [2]，可构建涵盖病员服务、临床服务、医

疗管理及医院管理等多层面的复合应用，所形

成的系统集成规范、数据交互标准与共享方

式，使得医院可快速、灵活地接入各个业务应

用系统和外部系统，可以最小的成本实现业务

流程优化，这些都为手机移动查房的接入提供

了基础与便利。

3.3　大数据中心层

此层主要作数据仓库使用，存储手机移动

查房所需要的数据。我院大数据中心是以基于

Hadoop 技术构建的医疗云平台为基础的，能

为未来的医疗 SaaS 应用软件服务商提供一个

统一的环境去开发、集成、测试、发布，并提

供管理软件服务。在大数据中心，我们建立了

临床数据中心、BI 数据分析数据中心、UHID

数据中心等三大中心。其中临床数据中心又包

括临床诊疗数据主题、业务运营数据主题、健

康管理数据主题等三大主题库，移动查房数据

主要来自临床诊疗数据主题库。

3.4　移动查房服务器层

根据用户在手机端操作请求不同的动作，

移动查房服务器从大数据中心提取不同的数

据，进行 AES 加密处理，再采用 HTTPS 协议

方式进行传输，通过 AES 解密处理，最终将

数据显示在手机终端上。移动查房服务器不存

储任何业务数据，仅存储调阅过的影像、心电、

病理图片，且会定期清理。

3.5　终端使用层

主要是医生在查房时使用，进行查看电

子病历、检验检查报告等操作。这里特别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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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调阅 PACA 影像的逻辑流程：pacs 相关视图

中存储得有影像图片存放的具体物理路径，集

成平台将此视图直接传输至大数据中心存储，

以备使用。待医生在手机端提出查看病人影像

图片时，移动查房服务器采用 FTP 的方式直

接去 pacs 服务器上获取影像图片，将其存储，

然后将影像图片显示在手机上面。同一个病

人，只要调阅过的影像图片，下次再调阅时就

可以直接从移动查房服务器上面取出显示，不

需要重复到 pacs 服务器获取。

3.6　无线网络

无线网络是手机移动查房的一个必备条

件。在实施移动查房项目前，我院在所有病区

均覆盖了无线 WIFI 网络，供手机终端使用，

电脑不能使用。由于开放的 WIFI 是互联网，

很容易受到被动攻击和主动攻击等，所以信息

安全保护显得格外重要，需要在网络设备、网

络架构上都考虑网络安全问题。我院采取的安

全方案 [3] 主要有：采用 802.1x 接入认证实现无

线接入用户进行身份认证；通过在每个终端网

卡唯一标识一个 48 位的物理地址（MAC），将

其加入 AP 中手工维护的一组允许访问的 MAC

地址列表，实现物理地址过滤；采用 CCMP 加

密机制，它使用 128 位 AES 加密算法实现机

密性，使用 CBC-MAC 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

认证；通过 APP 认证，即用户需要下载安装一

个特定的手机 APP，再通过登录 APP 页面来

进行访问互联网。

4　实现与应用

手 机 移 动 查 房 是 基 于 html5 技 术、 采

取 C# 语言开发的。html5 是超文本标记语言

（HTML）的第五次重大修改，具有可用性高、

移植性好、界面友善、故障率低、功能更新简

单等优点。经过 1 个月的紧密开发与测试，手

机移动查房顺利上线实施。医生通过手机扫描

一个二维码，即可下载适合自己手机系统使用

的移动查房 APP。安装之后身份验证通过即可

使用，操作简单易行。通过手机移动查房，医

生可以快速地浏览本科室病人的基本信息、病

程记录、手术信息、检验结果、影像报告、心

电报告等，提高了工作效率，提升了患者的满

意度。移动查房部分功能界面如图 2，分别是

科室病人列表、病程列表、影像报告界面。

       

图 2　移动查房部分界面

由于手机移动查房是基于互联网的，信

息安全是首要解决的问题，除了在无线网络及

软件开发上我们采取数据加解密、安全协议、

访问控制等安全策略外，还采取一系列的其它

安全措施。如在系统使用权限上作了严格的控

制，每位医生只能查看自己科室的病人信息。

在显示病人范围上，系统仅显示在院病人及出

院 7 天内病人的信息。在科室管理上，针对手机

移动查房作了相应信息安全方面的规定与培训。

5　结束语

手机移动查房目前已在我院全面推广，运

行平稳，效果良好。医生反应这种新的移动查

房方式特别适用，操作简单，易推广，真正地

方便了临床业务工作。目前我院仅完成了手机

移动查房的第一期功能，将在第二期提供更多

更好的方便临床工作的功能，如床前医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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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沟通、病人回访等。随着“新医改”的深入

推进、医院信息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基于大数

据的移动医疗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

临床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将会为病人提供

更多更好的医疗报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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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能化护理实践平台的实践教学模式设计与应用

柏亚妹 a

a 南京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南京

摘要

针对传统护理实践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以构建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建立基于智能化信

息平台的护理实践教学模式，实现信息技术与实验教学的有机融合，创造“资源数字化、实验

个性化、过程自主化、管理自动化”的教学环境，凸显“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主导主

体相结合”的教学理念，发挥信息化平台在创新型护理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以期提升护理

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

护理信息学，智能化平台，实践教学模式

背景

护理学是一门集实践性、应用性、社会性

于一体的学科，实践教学是整个教学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传统的实践教学主要以教师示范

学生练习的单一方式为主，随着计算机技术、

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 +”时代的来临，

信息化教育为护理教学改革提供了一种新思

路。2008 年以来，我中心尝试信息技术与护

理专业相结合，改革护理实验教学模式，带入

新的教学思路，取得满意教学效果。现报道如下。

方法

以创新性人才培养为目标，建构主义学习

理论为指导，设计了护理智能化实践平台，包

括八大硬件系统与软件系统，软件系统为信息

化教学资源的开发、应用与共享，信息技术与

护理教学的有机融合应用，具体包括：高清实

验教学交互系统、全自动录播系统、视频管理

系统、自助教与学影像系统、多媒体信息发布

系统、对讲系统、门禁系统和远程交互系统。

运用混合式教学模式，从理论教学、实践教学、

课后开放、远程教学和教学评价着手，建立创

新性护理人才培养体系。

结果

新型护理实践教学模式体现了以学生为

主体的教学理念，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提

升了学生自主性实践能力，提高了学生评判性

思维能力，增强了教学形成性评价，成为未来

护理实践教学改革和建设的新方向。智能化护

理实践平台应用，见图 1。

图 1 智能化护理实践平台应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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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护理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的概念越来越深入人

心，大数据在各个行业都成为了热门的关键

词。本文旨在探讨大数据对于护理可能产生的

影响以、现今能做的事以及一些所能看见的问题。

1.“大数据”岂止于“大”

虽然大家对于大数据的基本定义都耳熟能

详，但对于大数据的特性掌握盛少，或者对于

其理解仅限于数据的多少，认为数据多就是大

数据。大数据具有 4V 特点：Volume（大量）、

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价值）。

其中最容易受到忽视的就是数据的多样性。但

恰恰是数据的多样性，能对于很多护理问题给

予非常多的帮助。大数据能够从多个维度来描

述临床中的一些事件，这些事件很多都会有护

士参与其中。

举个例子，针对于临床中论文讨论相对多

的关于绩效的课题有许多。大家都在不断地去

改进绩效考核的方式方法。

但纵观这些绩效考核所取用的数据，几乎

无非是年资、中夜班数量、差错发生数量以及

各类考试这些数据进行描述。这些数据虽然从

几方面描述了护士的工作，但在大数据的环境

下显得不那么具有说服力。那让我们来看下如

果借用大数据能够获得多少个维度的数据。

首先要介绍两样东西，一个是临床的手

持护理移动终端，目前这项产品虽然还有一定

的不足，但在临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进行应

用，已经得到了相当的认可。数码的录入设备

（sensor 感应器）是大数据中的重要一环，也

就是近年来 sensor 的提升才能获得如此多样性

的数据。另外一样是叫做 LBS（local basic sevice

基于位置的服务）这项功能在目前的手机上运

用非常广泛，但临床的运用中还有待开发。

有了之前的两项重要的东西，那在日常的

护理中能产生惊人的多维度护理数据。如果一

个护师随身携带移动护理终端，那么她在一天

的工作中可以通过终端中的重力感应陀螺仪等

获取其一天的运动轨迹及总的行走距离；再者

通过护理终端内置的 HIS 系统可以了解执行医

嘱的情况，能够有效记录一位护士每天进行了

多少的护理操作；结合 LBS 系统能够知道护士

每天出没于病房的哪些角落；加之第三方提供

的患者满意度信息；能够从多个维度对于护士

的工作进行描述。

通过以上这些数据的描述，我们从临床管

理中能够获得很多帮助。就绩效考核而言，多

维度的数据不仅能够更为详尽的描述护士的工

作，而且由于描述维度非常多，这些数据通常

造假难度也非常之高，能够帮助临床的管理者

更为准确的把握临床护理工作的信息。除了单

纯的绩效考核，这些大数据还能形成有效的管

理工具，由于获得的数据维度的量多，护理管

理者能够根据临床不同的科室类型，通过调整

KPI 的算法，来进一步细化各科室的护理重点。

例如手术室这类风险较高、工作量较大的科

室，可以适当调高护士运动量、手术台数及护

理安全系数使得护士更愿意接受大型手术并提

高术中的安全性。

2. 数据采集、分析、结论 我们还

缺了一样

   大数据能够通过各类采集方式带来巨大

的数据流，面对这些庞大的数据信息我们有相

当部分的护士投入到了护理研究中，并在这些

领域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但遗憾的是，这

些临床得出的优秀的护理结论在临床的推行过

程中变得缓慢甚至是无效的，这是为什么呢？

除去我们所了解的政策因素，有人会认为是护

士整体的学历层次低导致的这些问题，但笔者

看来没有有效的教育手段是优秀的科研结论无

法在临床获得更多认可的另一主因。这种教育

手段就叫做数据的可视化。

数据的可视化其实是非常久远的做法，但

直到今天大数据时代才重新被大家注重。护理

与可视化数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护理学的

鼻祖南丁格尔小姐在 1855 年，在争夺巴尔干

半岛控制权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就利用可视化

数据说服将军们投钱在医院和医疗设施上，而

不是枪炮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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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 Florence Nightinggale（南丁格尔）

用数据图表的方式展示了那些可预防疾病（蓝

色和灰色区域）导致的惊人死亡数字。看过南

丁格尔的数据可视化信息图后，卫生和医疗成

了英国军队的头号要务。

我们经常会看见周围的研究型护士或是感控

护士抱怨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受临床认可或者不能

引起领导足够的重视。换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大部分临床学历较低或者临床工作繁忙的护士当

看到一篇对着数据进行长篇分析、结论如同嚼蜡

的护理科研论文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够有兴趣

或者能够足够重视论文所阐述的护理结论呢。

我们通常会将一些护理的科研结论的低效性

怪罪于临床护士的不努力学习，甚至于有些医院

护理部为了提升护理科研论文水平，逼着临床护

士用休息时间再去参与各类的学术活动，但又有

多少的护理研究者将责任归咎于自身不去想方设

法让一线护士更容易理解自己的科研结论。

不幸的是，要完成数据的可视化需要的护

理人才可谓是难上加难。要完成数据的可视化

不仅需要对数据有全面解读并且要有一定的设

计绘画能力。美国在 1978 年成立了护理信息

学以用来完成护理信息上的优化工作。纵观国

内，没有一家大学建设这门学科，或许我们里

面有人能够成为其中的先驱者。

3. 数据的背后

近年来国内的护理科研似乎一下子跟上了信

息化的潮流，从云端的建设到社区病人的数据化

档案管理，各类论文也层出不穷。很欣慰能够看

到这些成果运用于临床，但可惜的是，由于各项

护理学科科研资金的有限，又或是护理部不受到

院内的重视，获得不了院内的资源。护理的数据

化工作缺乏资金的支持显得发展缓慢。

护士中不乏有对护理信息化建设有独到

见解的人在，但因为资源的各种匮乏，这些护

理人才要么将想法深深藏于心中要么跳出体制

为各类医药公司所服务。

2015 年在韩国召开的 ICN 国际护士大会

明确了“护士——变革的力量”这一主题，希

望护士能够进入各类相关的行业进行决策的制

定。同样的信息化层面也需要护士一同进入决

策制定，而不是单纯的将任务交给医院的信息

科或是软件公司完成。

4. 本土化的数据时代

我们在各类的医学科研中很多地方都会

学习欧美的经验，这在医疗相对落后的国内是

非常正确且行之有效的决定。

但以数据为重的互联网医疗可能会有完

全不同的路要走。国内的 HIS 系统数据几乎完

全不同于美国，有着自己的规范运作。这在数

据通用性方面是致命的，代表我们的医疗数据

模式可能完全会有自己不同的发展轨迹。国内

从医疗环境到诊疗习惯，与欧美有着非常不同

的模式，这对于循征医学为指导的今天仅仅从

疾病的角度来说影响并不大，但对于数据就会

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

5. 男护士 未来的重要力量

国内的男护士发展已经进入相对平稳的

上升期。对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男性在处理

这些问题上要比起女性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目前国内有些口腔科医院将男护士安排

于与大数据非常相关的 3D 打印建模。同样也

能够在手术室完成各种复杂的数据采集工作。

6. 结语

大数据的时代刚刚开始，但发展地十分的

快，护理行业在这次数据的革命中能够有多少

的作为，靠的不仅仅是政策的正确更多的是大

家在这样的时代中如何能够更为有效的发挥各

自的努力。愿与各位共勉。

赵亚诺

201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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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信息技术在日间病房护患沟通当中的应用技术

陈显春，宗贝歌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乳腺外科，重庆

【摘要】目的 基于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医护人员需要应对大量的患者。另一方面，护士

短缺的问题又在困扰着各大医院。这些都导致了病人术前缺乏必要的护患沟通。一些患者术前

感到恐惧，并且不愿意配合医护人员的工作。方法 通过使用最新的互动信息技术，将大量的新

技术带入到术前护患沟通中来。结果 通过半年的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患者的恐惧得以缓

解，并且乐意去响应医护人员的要求。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得以缓解，并且拥有了更多的时间

去关注治疗本身。结论 使用互动信息技术将会是解决护患沟通的一条有益的途径。

【关键词】 互联网信息技术，WIFI- 广播，触摸屏，HTML5，互动技术。

【Abstract】Objective China have a huge number of patients, which is also suffering the 
“nursing shortage”. Those situation lead to insufficient preoperative communication. Some 
patients feel fear about operate and un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doctors and nurses. Method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brand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 lot of latest technologies been 
introduced to preoperative communication. Results After half an years’ practice, it has a very 
good effect. Patients’ fear relaxed, tends to response requirement of doctors and nurses. Doctors 
and nurses relieved their pressure and have more time to focus on their treatment. Conclusions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for preoperative communication could be a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nurse-patient communication

【Keywor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FI broadcast, Touch screen, HTML5, Interactive 
technology

1　前言

基于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医护人员需要

应对大量的患者。他们竭尽全力去为病人提供

诊治服务和健康信息。然而，在有的手术室，

每天手术室将会进行超过 35 台手术。这意味

着每位病人能过获得医疗服务时间只有不到半

个小时，包括准备和交流的时间。 

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也在面临着

“护士短缺”。中国的医护比例只有 1:1.16，远

低于世界银行建议的 1:2 的比例 [1]。 

从医护人员的角度，由于护士短缺，再加

上大量的病人需要应对，很多医患沟通信息不

能有效的传递给病人。解释工作一再重复，却

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造成的后果是：

1、解释工作占用的时间超出预期，挤占

了其他工作的时间。影响日常诊治工作，也给

医护人员造成心理压力。

2、解释内容不具体，需要引用专业背景

知识，解释。

3、解释内容不能被病人充分理解，影响

手术操作，影响治疗进度。

从病人的角度，许多病人缺乏医学背景知

识，大量的信息不能够理解。很多都是靠自己

的猜测。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往往不能给予医

护人员很好的配合。耽搁病程，影响治疗。

2　设计思路 

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主要思路是：通过 IT

技术，达到如下目的：

1、为病人提供尽可能多的医疗信息。

2、将医护人员总繁杂的重复沟通中解放

出来。医护人员只针对病人的个体需求和疑问

进行解答。其余的“Health Literacy”工作都

交由 IT 技术。而医护人员将更多的时间专注

到治疗本身。具体应该达到如下要求：

2.1　多用户

如果一套软件只能被一名或者少数病人

使用。那么病人获取信息就会需要付出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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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成本。为了满足更多用户使用，也必须投

入较多的硬件成本。所以设计要求整套系统应

当同时被尽可能多的病人使用。以便让更多的

病人及时获取必要的沟通。

2.2　脱离互联网 

由于互联网的使用需要架设及运营成本，

按照联合国最新数据，全球仍有 40 亿人没有

接入互联网 [2]。所以这套软件系统应该能够脱

离网络，独立运行。 

2.3　简明

信息应当简短、明了、易于接受，尽量避

免任何专业词汇描述，数分钟之内就能解决病

人对单一问题的疑惑。

2.4　交互式

信息应当通过交互式的方式呈现，病人根

据自己的医学知识水平和关注的不同，第一时

间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而避免其他信息的

干扰。

2.5　美感及易用

网页及视频画面应当具备美感，给予病人

尽可能多的情感关怀。画面要专业，精致。这

虽然摆在最后一条，但这也是最重要。如果画

面缺乏美感，病人感觉到生硬、难以接受。当

病人获得不好的客户体验的时候，就会抱怨，

或者继续转向医护人员寻求咨询。这就违背了

我们的初衷。硬件是实现设计理念的重要基

础，但是软件才是整个项目的核心。只有重视

美观度、易用性，注重信息的质量，才能确保

整个项目的成功。

3　WIFI 广播

在 这 一 设 计 思 路 下， 采 取 了 触 摸 屏 与

WIFI 广播相结合的方式。

3.1　硬件部分；

高性价比。硬件部分采用了一块联想 new 

WIFI 作为 WIFI 广播的发射器。储存器采用外

接 USB 硬盘或者 U 盘。这一配置是一个性价

比较高的配置。能够在较低的投入中，获得比

较好的服务收益。这一配置能够满足 20 人以

下同时访问广播内容的需求。在为了面对更多

访问对象的情况下，提升配置会显得非常有必

要。硬件的设置部分都进行了专门的初始化，

将硬件在现场接通电源，一切设置都会自动

进行。医护人员或者管理员不需要任何相关知

识，只要插上电源就能使用。 

脱离互联网。WIFI 广播采用了一种完全

脱离互联网的模式，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过

多的外界信号涌入工作环境，会对工作造成大

量的干扰。工作区域的免费互联网常常会被人

用来获取娱乐、购物、社交资讯。

为此，特意设计了这“脱离互联网模式”。

能够让医护人员和病人都不过分受到互联网

WIFI 信号的干扰。 

另外，在一些社区诊所、偏远地区，互联

网接入并不方便，同时还会产生电信服务商的

服务费用。这样的一款硬件设计方案，只要有

电的地方，就能够使用。极大地拓展了使用的

环境。不仅仅能够在传统医院里面使用。也能

够在偏远地区，欠发达地区、没有接入 WIFI

的地区推广。 

3.2　软件部分

软 件 采 用 开 源 代 码 nodogsplash 引 导，

nodogsplash 代 码 可 以 在 离 线 的 情 况 下 将 访

问者直接引导入主页。用户连接上 WIFI 后，

访问任意网站，都会被导入到主页（HOME 

PAGE）。

这一设计，让低教育水平的病人，不需

要任何学习，也能够快速接入主页，获取所需

要的信息。 页面内容部分采用响应式布局的

HTML5。HTML5 作为 HTML 的全新版本，拥

有众多特性。

其一，具有跨平台性。一次编写，可以适

应手机、触屏、平板、PC 各种平台；当我们

完成了一次项目的编写以后。可以在同种情况

下重复使用，可以在不同的医院推广使用。还

能够同时提供多语言的版本。

其二，拥有丰富的交互性。可以将文字，

图片，视频各种信息资源，采用互动点击的方

式，呈现在病人面前。病人可以完全依照自己

的兴趣点，根据已经掌握的医学知识，去寻找

自己所需要的内容，忽略不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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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触摸屏

4.1　硬件部分

触 摸 屏 一 体 机 。 将 一 台 21.5 英 寸 全 高

清十点触摸 LED 触摸屏放置在手术室门口，

1920X1080 分辨率的屏幕能够高清晰的展示病

人所需要的互动信息。较高的配置和无线网

卡，可以让每当前一位病人正在接受手术时，

下一位病人就可以在此获得所需要的沟通信

息。增进对手术内容的了解。消除手术的恐惧

感，提高服务满意度，增加术中与医护人员的

配合。 

触摸屏内容采用 HTML5 网页技术编写，

能够自适应各种屏幕。一套软件编写完成后，

能够在同样的场景中推广使用。每个医院都可

以推广这项技术，哪怕不同等级的医院，所采

用的触摸屏成本不一。但是软件本身不再需要

编写，可以在任意平台中使用。 

4.2　软件设置

软 件 方 面 采 用 Windows 8.1 的 Kiosk 

Mode，可以一开机就自动进入浏览器的演示

界面。工作人员不用进行任何培训，只要能够

开关机，就能完成软件部分的部署。 

页面设置方面有如下特点：

单层设计。多层级或者长页面的设计，会

让患者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处在网站或者页

面中的什么位置。需要经常性的点击“返回”

或者“主页”。或者不小心就在整个网站中“迷

路”。单层级的设计。无论向患者传递了什么

信息，页面都都始终停留在主页上。

交 互 性。 在 人 机 交 互 上， 页 面 采 用 了

JavaScript 代码，手指直接点击屏幕中的按钮

图标，会弹出半透明对话框，同时压低其余部

分的亮度。将患者的注意力牢牢控制在画面的

正中心位置。这样，患者不用左右移动目光，

不用在屏幕上找寻关键点，只需要从上至下的

阅读画面，就能完整了解到画面所需要传递的

信息。这一设计对于低教育背景的患者尤为关

键。整个网站没有任何需要理解和学习的地

方。能够立即接触到信息，而不是花时间学习

界面布局和交互方式。

及时的相关信息。一些诸如地址、电话、

名词解释等部分，采用超链接方式，会让页面

在多层级之间跳转，这也是造成患者经常困

扰的部分。他们常常不知道医院内部的各种楼

层、科室的名称，也不知道各个电话之间的不

同。让患者重新去寻找相关的信息，是件让人

头疼的事情。而在这些关键信息旁增加小的按

钮，一按就会有弹出框，很贴心的提示相关信

息。不用在网站中跳转，视线也无需移动。就

能第一时间的获得相关信息。 

清晰、简单明了是我们的设计宗旨，患者

只在一个画面中，就能获取到所需要的全部信

息。不需要学习了解界面和网站。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使用陌生的设备，如

果界面又复杂难懂，那么患者就会容易获得挫

折感，进而不愿意去接触这些 IT 设备，转而

向人寻求帮助和咨询。而单层及 JavaScript 的

设计让患者不用担心“点错按钮“。因为点击

空白区域都能够回到主页。这会鼓励患者更乐

于去尝试。获得学习的乐趣。

5　视频内容

在所有信息传播方式中，视频是最直观，

信息量最丰富的。能够很好的向缺乏医学知识

背景的普通民众传递严谨、易懂的专业知识。

在过去，传统非商业的科普影片，通常出现的

问题是，画面没有质感，内容冗长，进度缓慢，

条理不清晰。这些造成患者会使用大量的时间

去理解其中的意义。由于画面不够美观，客户

体验也不尽人意。 

首先，编写了视频的脚本。

第一段，缩略版的视频片段。让患者对整

段视频有个初步的了解。

第二段，分步骤的解析每一步，并暂停画

面，显示三维大图字幕。

第二段，完整播放整段视频，让患者全面

了解视频所要传达的信息。 

 一件事情通过了三次重复，足以让任何

受教育水平的患者，都能在缺乏医学知识背景

的情况下，透彻的了解宣教者的意图。而整个

视频的长度通过剪辑，控制在 3 分钟以内，不

至于冗长，让人失去耐心，错过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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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画面拍摄方面，视频画面内容采用了

SONY 的专业摄像机拍摄，摄影帧数 25，分

辨 率 为 1440X1080。 画 面 后 期 采 用 DaVince 

Resolve 12 免费版调色软件进行电影级别的调

色。能够完成好莱坞电影级别的调色，将摄像

机拍摄的视频，调节出引人入胜的画面质感。

原素材通常都是较为日常平淡的颜色，调

色软件会增强亮部，压低暗部，画面中增加了

青色和橙色，整个画面如同电影大片一样。患

者观看科教片不再是被动的接受信息，而是通

过欣赏画面的美感而潜移默化的去理解需要传

递的信息。

衔接及美化 

在画面的片头，和衔接，采用了 Fusion 8

免费版进行片头制作和配字。增加了漂亮的片

头，三维的解说词，并配有专业的解说配音。

整个视频制作都将美感和精致贯彻到底。让任

何被受教育背景的病人都能够专注的去听，去

看。并能够深层的理解视频所期望表达的意

图。在治疗中完全配合医护人员的工作。

6　使用结果

通过这一系列的设计制作，最终取得了非

常良好的效果。大量的解释工作交给了互动信

息技术。为医护人员节省下了大量重复解释工

作的时间。绝大多数病人都能够主动的配合医

护人员的工作。单个病人至少节省下 5-10 分

钟的解释时间。医护人员获得了更加宽裕的诊

治工作时间。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缓解了

工作压力。

致谢：感谢廖治文先生对本项目研究提供

的技术和数据支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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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在护理领域中的应用

何蕾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230061

摘要：随着国际互联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作为一名护理人员，如何充分利用网络上的丰

富资源，有效、正确指导我们的工作和学习，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热点。本文以“互联网、护理、

信息化”作为检索词，对互联网在临床护理、护理管理、延续护理、护理教育等方面的应用进

行综述，以期为我国进行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学技术

迅猛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生活方

式和行为方式，互联网已成为人们生活、工作

和学习不可缺少的部分。互联网的的高速发展

也为护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本文对互联网在护理领域的应用做一介绍。

1.　应用于临床护理

1.1　基于互联网的健康教育

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就医观念

及需求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健康教育提出

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1]。作为最有潜力的大众交

流媒介，互联网已经

被用来传递全球性的、经济有效的、优质

的多媒体患者教育资料 [2]。健康教育工作者应

更新知识，转变观念，迎接挑战，充分利用网

络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健康教育功能 [3] 俞

文敏等 [4] 研究显示，28．21％～ 71．79％的

调查对象选择上网获取健康类的信息的原因是

经济、快捷、方便。刁瑾薇等 [5] 应用互联网

对孕妇实施健康教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认为

利用互联网实行健康教育提供的信息更丰富，

实行健康教育干预的服务对象更广泛。国外有

研究 [6] 表明，许多癌症患者通过互联网获取了

大量关于癌症发病、治疗方式及预后的信息，使

得这一部分癌症患者在与医生谈及他们的健康问

题时更有信心，更多地参与他们自身的医疗决策，

并且表现出更强的癌症相关的自我效能感。

1.2　医院内部互联网建立

基于局域网络和广域网络技术发展起来的

企业内部互联网络技术（Intranet），因其采用国

际互联网络技术（Internet）TCP/ IP 协议，使用环

球网 WWW 工具，采用防止外界侵入的安全措

施，并有连接 Internet 功能，能方便地浏览和采

掘内部的信息以及 Internet 丰富的信息资源，因

而越来越多的医院开始建设医院内部互联网络

（Intranet）来分析庞大的内部和外部医疗信息数

据，完成各种统计分析，获取隐藏在数据背后的

事实，为医院领导做出正确的分析决策提供依据。

作为医院基础医疗数据主要来源的护理信息就必

须进行数字化管理，传统的护理工作模式受到计

算机网络技术的有力冲击和挑战 [7]。

2.　应用于护理管理

2.1　人力资源管理

网络的重要特征就是跨地域、跨时空、快

捷和互动，可为医护人员招聘提供了强大的应

用空间，具有选择面大、人力成本低、所需资

金少、耗费时间少的优点。通过互联网实时对

医护人员知识结构、招聘管理、绩效评估、培

训效果、薪资福利分析、管理水平等方面的分

析，护理人力资源专业工作人员可以更好地挖

掘、开发、管理护理人力资源，从而提高实施

护理人力资源战略的成功率。

2.2　网络化的在线培训

以网络为基线的在线培训中心在一些医

院或专业医疗机构大量涌现，使得学习成为一

个实时、个性化的过程。有医院的官方网站中

的“护理教育”网页中有“三基”培训、管理

培训、规范化培训等栏目，信息更新频繁，内

容十分丰富。同时，网络大学也将提供各种适

合社会需要的课程，包括专门为医院而设计的

技术及管理课程。被培训的人员可以主动选择

医护培训内容，以完全自助的形式、针对自己

的特点和需求选择培训内容。

2.3　网络化的员工关系

以网络为媒介的信息和人际沟通更加直接和

广泛。由于护士工作量繁重，上班到下班几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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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蹄，护士之间的交流时间缺乏，很多医院通

过互联网 QQ 群的建立，丰富了护士的文化生活，

增加了护士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减轻了护士的压

力，增加了科室的凝聚力。[8] 有的医院管理部门

每天及时通过系统回复护理人员的疑问，给出处

理意见和方法。这种方式不仅有利于不断激发护

理人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进医院的护理管理

水平的提高，还使护理人员有一种归属感和主人

翁意识，营造了公平、公正、透明的医院文化氛

围，改善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3.　互联网应用于院外延续护理

3.1　患者出院后随访的应用

根据王颖 [9] 等报道，其医院开设了移植

随访信息平台系统。移植术后患者可上网获取

化验结果并咨询相关问题，患者只需登录医院

信息查询平台即可。使其足不出户就可以查看

化验数据、上传化验数据并下载到自己在医院

的信息。受者健康 u 盘档案程序不仅拥有网上

查询功能还可将外院的检验数据上传至武警医

院移植随访系统检验数据库内，从而为患者建

立更全面的个人信息档案。

3.2　使用互联网进行糖尿病病人自我管理

通过互联网自我管理建立了风险评估系

统，通过及时、定期地咨询和随访 , 借助网络

资源病人可以得到相应的自我管理指导 , 对糖

尿病并发症的控制起到了效果。美国、澳大利

亚在研究中 [10,11] 均采取了电子邮件的方式相

对于传统方式既经济又快捷。刘瑛 [12] 将糖尿

病的所有相关信息通过微博定期发布 , 同时也

充分利用微博的反馈和互动功能来开展干预微

博实现了医患之间、患患之间的互动 , 这种带

有反馈的交流方式具有劝服传播的特征 , 劝服

传播的作用机制在于通过劝服传播能够把某些

特殊的态度内在化 , 所谓内在化是指个体认同

了来自外部的影响力 , 从而觉得这种外部的影

响力与其预先存在的态度是一致的 , 而这种预

先存在的态度在决定人们对各种传播信息和社

会影响的反应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久而久

之 , 即使没有外在影响力的存在 , 经由劝服传

播而形成的内在化的态度也会起到改变行为的

作用。同时这种交流方式避免了面对面交流所

带来的尴尬 , 病人畅所欲言 , 既是求助者又是

助人的身份 , 增强了病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

最终达到自我管理的目的。

3.3　互联网在老年护理中应用

以市场的需求与营销为思考角度，分析老

年人护理业务；以开展互联网技术作为主要营

销工具，借鉴日本老年人护理保险制，通过分

析服务营销策略，建立符合中国城市社会老年

人护理服务体系。通过对中国城市独生子女社

会背景分析和市场需求分析，确定社会存在对

老年人护理的需求。借鉴日本护理制度，结合

中国本土社会环境，建设基于互联网独生子女

家庭老年人护理业务，主要从营销角度研究服

务护理制，解决了该服务产品的服务流程和主

要的营销策略，从服务产品组合，定价问题，

到终端宣传推广 [13]。

3.4 健康档案管理

社区护理健康档案的管理资料可通过计算机

联网，为社区卫生服务提供及时、准确、完整的

信息。如刘丽红等［14］应用社区健康服务站管理

信息系统，采用互联网宽带接入的方式，对社区

居民的健康信息收集、整理、统计和查询，以提

高社区健康服务站管理水平。曹丽娟等［15］将计

算机网络化管理系统应用于上海市社区妇幼保健

工作，采用电话线拨号上网的方式，将全区、县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的信息管理互联成网。通过妇

幼保健计算机网络化管理，不但为妇女儿童建立

了健康档案，为社区服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还

使资料、数据都得到了有效的处理、分析和汇总，

实现了信息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

4.　互联网在教育培训中的应用

4.1　医疗网站及电子护理杂志  

当今的网络上有着丰富的生物医学资源

和 健 康 科 普 资 源。 通 过 多 媒 体 形 式 提 供 各

类 资 料， 并 可 用 各 种 形 式 交 换、 讨 论 疾 病

的诊疗经验和感受。中文类的专业健康医疗

网站，如：目前规模较 大的有“三九健康网 

www.999.com.cn”“37 度医学网 www.37c.com”

等。这些网站除了提供基本健康知识之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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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医药护理专业人员提供了专业会员区， 内有

庞大的数据库资料供查阅，还有专业会员讨论

区，各类护理人员可以探讨相关的医学咨询及

护理问题 [16]。根据报道 [17]，目前，护士对“可

以通过互联网获取护理相关网络资源”的知晓

率很高，但是目前护士尚不能充分利用护理相

关网络资源，尤其是学校图书馆提供的资源丰富

的免费数据库。护士利用护理相关网络资源主要

目的是应付日常工作、学习和晋升需要，而不是

开展护理研究。总体上，护士认为护理相关网络

资源对其帮助比较大，尤其是在撰写论文方面。

文化程度、职称、家里有无计算机、有无上网条

件、普通计算机、网络使用情况、计算机经验水

平是影响护士利用护理相关网络资源的因素。

4.2　远程教育

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护理远程教育已成

为护士学历提升的重要途径之一。开展远程教

育使得护理教学、讨论、交流非常便利，为医

护人员获取医学信息，接受继续教育提供了一

种灵活、 经济的手段。

综上所述，尽管目前 Internet 在我国尚处

于初期发展阶段，无论在技术和应用范围都

远不及西方国家，但只要认识到 Internet 在护

理领域中应用的重要性，充分利用现有的条

件，普及提高广大护理人员的计算机知识和

Internet 的应用技术，就能扩大我们护理队伍

的知识面 [18]。我们将充分利用这一手段，与

实践工作有效结合，推动护理专业的发展。开

创护理工作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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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本科生对参与互联网 + 护理项目真实体验的质性研究

赵琳琳  臧爽 * 王欣悦

中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沈阳

摘要：目的 了解护理本科生对参与互联网 + 护理项目设计与制作的真实体验和收获，找出

互联网 + 护理项目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为互联网 + 社区护理教育融合奠定基础。方法 采用个人

深入访谈法，收集 5 例学生参与项目后真实体验的资料，应用内容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萃取

和提炼。结果 分析出关于参与者真实体验的 4 个主要主题：互联网 + 护理项目激发了护生的学

习兴趣，感受到互联网学习的魅力；护生在原有信息技术的基础上能力得到了提升，并认识到

自身网络技术上的不足；掌握了对知识的合理分析、有效整理、趣味分享的能力，体会了积极

探索勇于创新的实践精神；当前社区护理与互联网领域的融合不够紧密，亟待综合性的专业平

台的推广使用。结论 互联网 + 护理项目的开展满足了高校学生对综合性、拓展性教育平台的渴

望，培养了护生的创新性，团结协作意识，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互联网 +；社区护理；真实体验；质性研究

课题项目：辽宁省教育评价协会第一届

教学改革与教育质量评价研究立项课题（编

号：PJHYYB15126）；中国医科大学“十二五”

第三批医学教育科学研究立项课题，（编号：

YDJK2013033）；2015 年中国医科大学护理学

院研究课题

赵琳琳：邮箱：764970670@qq.com；联系

电话：18640054679；通讯地址：辽宁省沈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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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甲综合医院门诊患者就诊信息获取途径需求的调查分析

侯小妮 1，金宁宁 1 

北京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

摘要：本研究旨在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探讨在北京市三甲综合医院门诊环境中，患者对

各种就诊相关信息的实际获得和期望获得途径，了解目前门诊就诊相关信息服务的现状，并提

出未来改进和服务的方向。结果显示，对于多数类型的信息，实际的获取途径以现场咨询、朋

友建议或自身经验等为主；而期望的途径中，除外这些途径，通过网络或移动服务获取是重要

的新选择。建议门诊信息管理者在开展信息服务时，进一步摸清患者感受，结合患者需求，提

供更方便快捷的信息获取途径，提高门诊效率。

关键词： 门诊；信息需求；途径；患者

1.　背景

现阶段，在我国的大型综合医院门诊，拥

挤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中心城

市，问题尤其突出。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充分有效的信息沟通和引导是其中的

重要环节【1】。为满足患者就诊信息需求，各

大医院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门诊就诊相关信息服

务【2,3】，然而面对门诊众多繁杂的信息内容，

哪些信息内容需要何种载体更为科学，更易被

患者所接受和采纳，是必须考虑的问题。本研

究以北京市为例，探讨在三甲综合医院门诊环

境中，患者对各种就诊相关信息获取途径的选

择，包括实际的选择和期望的选择，揭示信息

服务方式的现状，提出未来需进一步发展的服

务方向，为提高门诊信息服务水平和门诊管理

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便 利 选 取 于 2014 年 11 月 至 2014 年 12

月在北京市某 4 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门诊就诊

的患者。调查对象均为成人患者，具有小学以

上文化程度，意识清楚，无精神疾病及智力迟

滞史，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400 份，回收问卷 382 份，有效问卷 363 份，

有效回收率 90.75%。本研究采用自行设计的

调查问卷。问卷初稿在现场调研北京市三甲综

合医院门诊信息服务现状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

形成，形成初稿后请 6 名医院管理专家和医院

门诊护士长修改问卷条目和表述，最后形成的

问卷终稿包括两部分：①一般资料 ; ②就诊相

关信息获取途径调查问卷：包括就诊医院、科

室、医生选择，挂号相关信息，医生出诊 / 停

诊信息，就诊排队信息等，每项信息均在表格

中详细说明其含义，并要求患者选择实际获取

途径和期望获取途径，实际和期望获取的途

径分别至少选择两个备选答案。研究结果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计数资料采用

频数、百分比进行描述。

3.　结果

本调查共涉及 363 人，其中男性 194 人，

女性 169 人，平均年龄 43 岁。 就诊相关主要

信息获取途径结果如下：

3.1　就诊医院、科室相关信息获取途径

患者因身体不适需选择就诊医院、就诊科室

时，帮助患者做出决定之参考信息的实际和期望

获取途径。保留选择率排列于前两位的选项。

表 1　就诊医院和科室相关信息获取途径

项目 排序
实际获取途径

（例数，百分比）

期望获取途径

（例数，百分比）

就诊

医院

1

2

家属、朋友、病

友建议  

自身经验 

接触过的医务人员

官方网络服务：如

医院网站、官方

预约挂号平台等       

就诊

科室

1

2

家属、朋友、病

友建议 

自身经验  

现场咨询医院相

关工作人员 

官方网络服务：如

医院网站、官方

预约挂号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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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诊

医

生

1

2

家属、朋友、

病友建议 

接触过的医务

人员 

现场咨询医院

工作人员 

官方网络服

务：官方预约

挂号平台、医

院网站  

3.2　挂号相关信息获取途径

保留选择率排列于前两位的选项。

表 2　挂号相关信息获取途径

项目 排序 实际获取途径 期望获取途径

挂号

途径

1

2

家属、朋友、病

友建议 

现场咨询医院相

关工作人员 

官方网络服务：

官方预约挂号平

台、医院网站 

官方移动服务：

医院移动官网、

手机 APP 等 

挂号

程序

1

2

现场咨询医院相

关工作人员

自身经验

官方网络服务：官

方预约挂号平台、

医院网站

官方移动服务：

医院移动官网、

手机 APP 等 

剩余

号信

息

1

2

现场咨询医院相

关工作人员

医院指示牌

官方网络服务：

官方预约挂号平

台、医院网站等

官方移动服务：

医院移动官网、

手机 APP 等

医生

出诊

/ 停

诊信

息

1

2 

现场咨询医院相

关工作人员

医院指示牌 

官方网络服务：

官方预约挂号平

台、医院网站

官方移动服务：

医院移动官网、

手机 APP

3.3　就诊位置与顺序信息

保留选择率排列于前两位的选项。

表 3.   就诊位置与顺序相关信息获取途径

项目
排

序

实际获取途

径
期望获取途径

就诊科

室地理

位置

1

2

现场咨询医

院相关工作

人员

医院指示牌

医院指示牌 

现场咨询医院相

关工作人员 

就诊排

队信息

1

  

2

现场咨询医

院相关工作

人员 

接触过的医

务人员 

医院电子屏  

官方移动服务：

医院移动官网、

手机 APP 

参考文献

[1] 徐旭东．医院医学信息网建设体会 . 解

放军医院管理杂志，2006,13（2）：162. 

[2] 毕长泉，王艳红，吴卫华等 . 基于企

业创新发展需求的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内容

及途径分析 . 现代情报，2012,4: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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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态研究 . 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 2012: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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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护理专业学生对慕课了解情况的调查

张立力 a，王 元 b

a 南方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广州

b 南方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广州

摘要：目的  在护理教育信息技术不断发

展的背景下，了解高校护生对慕课的认知、态

度及对护理专业慕课的了解情况，获取多方面

的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为进行护理专业慕课建

设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

和半结构式访谈法对广东省南方医科大学、中

山大学、广东药学院、广东医学院、广州医科

大学五所院校近 500 名护理学生进行调查和访

谈。 结果  护生总体上对慕课了解不足。对慕

课的定义和发展，慕课的特点，学习经历，学

习慕课的要求了解人数均未达到 50％；总体了

解情况在性别、年龄与年级、本专科的差异不

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高校幕课

建设在师资准备、教学技术、质量控制、学生

管理、学分授予、宣传推广等方面还在初步实

践阶段。建议学校及教师可通过各种途径加强

慕课的宣传，使学生在传统课堂的学习方式之

外，去了解慕课，体验慕课，通过慕课这种新

型的完整教学形式扩大获取知识的途径，更好

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关键词：护理信息学，2015，高校护生，

慕课了解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我国高等教

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了超常规的跨越式发

展，与此同时，网络在线学习环境日益成熟，

为教学改革带来了重要机遇 [1]。

同样，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大数据时代， 信息技术被广

泛运用于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医疗护理

等领域，逐渐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

素 [2]。大数据对护理教育和护理实践也产生了

巨大的冲击。如何更好地进行数据、信息、知

识的获取、表达和存储，促进知识的共享，如

何更好地应用信息学改革护理教育方式，提高

护理教育水平 , 改善和服务护理工作等等成为

我国护理信息学领域应重点考虑的研究方向 [3]。

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可以将视频、音频、

图片、文字等各种数据信息进行安全传输， 还能

够有效实现数据库管理员、教师、学生及医院

相关人员的信息共享， 有效对教学环境和医院环

境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 以便实施远程的实时教

学等 , 这也正是当前无线网络技术、蓝牙技术等

被广泛应用于医学信息学教育的关键所在 [4]。

MOOC， 是 英 文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的首字母缩写。Massive，大规模的：指

学习人数多，成百上千，甚至上万；Open，开

放的：不论你是谁，只你愿意注册参与，就可

以进行学习［5］；Online，在线的：课程 24h 在

线，只要你拥有一台可以联网的设备（电脑、

智 能 手 机 等 ）， 就 可 以 参 与 学 习［6］；Course，

课程：它是一个完整的教学模式，一般按周安

排课程，每周学习活动始末都有明确的时间要

求，并且可以拿到学分证书［7-8］。

简而言之，慕课的特点：①教学活动混合化；

②大规模；③强调自主体验的个性化学习；④精制

微视频学习⑤打破时空界限；⑥社区化的讨论。

美国斯隆联盟连续十一年发布美国在线教

育调查报告显示，大多数院校将在线教育作为

长期发展战略，半数以上院校提供在线学位［9］。

教育界的第二次革命之火已经被 MOOC 点燃 [10]。

随着各幕课联盟的建立不断充实和完善
［11］，中国式ＭＯＯＣ的序幕已经拉开，我国

高校现行的教育体制也随之面临挑战，倒逼大

学加快高等教育改革。那么，在我国护理教育

的未来发展中，是否也真的会出现比尔·盖茨

所说的“未来 5 年，你将能够在网上找到最好

的授课内容呢［12］？在慕课大潮中，高校护生

对于慕课以及护理专业慕课的了解情况又是怎

样的呢？

本研究通过对广东省五所医科大学护理

专业 500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了解护

生对慕课的认知、态度及对护理专业慕课的了

解情况，获取多方面的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为

接下来的护理专业慕课建设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 228 - - 229 -

第十三届全国医药信息学大会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调查对象纳入标准：
（1）高校护理专业非大一学生（3）自愿接
受问卷调查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别在南方医科大

学、中山大学、广东药学院、广东医学院、广

州医科大学五所院校随机抽取大二、大三、大

四护理本专科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及访谈。遵循

知情同意、自愿参加的原则，在大二、大三、

大四各班级分别发放问卷 100 份，正式调查共

发放问卷 500 份 ( 纸质版问卷与电子版网络问

卷 )，最终回收得有效问卷数 496 份。有效回

收率为 99.2％。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分析法  本文的中文文献通过中

国知网、维普、万方、读秀等数据库获取，英

文 文 献 则 通 过 pubmed、sciencedirect、goole 

scholar 搜索引擎获得。笔者收集整理了国内

外慕课发展的相关文献资料，并在对文献学习

的基础上确定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为撰写论文

奠定了理论基础；确定了调查问卷的基本内容。

1.2.2 问卷调查法  在参阅相关文献的基础

上自行编制问卷。组织课题组成员讨论问卷基

本内容和条目，咨询护理专业慕课建设的教

师及研究生助理，对问卷的内容和条目进行筛

选，进行预调查和访谈，在调查和访谈过程中

进一步修改问卷中的措辞及条目，对问卷进行

进一步修订。形成最终问卷一《高校护生对慕

课的了解情况调查问卷》。除一般资料外，问

卷主要包括 5 个维度 23 个条目。

1.2.3 半结构式访谈法   设计访谈提纲，

主要围绕对护理专业慕课的了解情况，对现场

发放问卷的护生进行了意见收集；除此之外，

团队成员利用 qq、微信等聊天工具收集护生

详细意见。

1.2.4 统计分析法  利用统计软件 spss20.0

对调查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信效度检验。

1.3　质量控制 

1.3.1  笔者于 2015 年 6 月进行了问卷

预调查。

在南方医科大学护理学院随机抽取 60 人

进行了小规模的问卷发放，以判断问卷条目设

置的合理性。在语句表述和问题排列等方面发

现并纠正了一些问题。经结合预调查中受访对

象的意见和咨询三位护理慕课建设专家的建议，

本研究对问卷预调查暴露的问题进行了修正，

使问卷更合理，因此可认为本研究所使用的调

查问卷符合内容效度的要求。信度分析可用于

鉴定结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本研究采用克朗

巴哈系数来检测调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一般

克朗巴哈系数大于 0.7 时，可认为问卷的信度较

好。经调查数据分析，该问卷的克朗巴哈系数

为 0.966（见表 1），说明问卷的条目设置合理，

指标的内部一致性较好，具有较高的信度。
Cronbach's 

alpha

基于标准化项的

Cronbach's alpha

项数

0.966 0.980 23

表 1（问卷克朗巴哈系数）

1.3.2  笔者与团队成员于 2015 年 7 月

开始进行正式的问卷调查。

被调查者的依从性较好。并在回收之后的

访谈会上进行了意见收集。同时团队成员利用

网络聊天工具进行详细意见的收集和整理。对

问卷填写不完整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利用双

人核查录入数据，并对录入的数据进行逻辑检

查，发现错误及时更正。

1.4　统计分析

建立数据库，利用 spss20.0 进行数据分

析。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和建立最优尺度

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P ＜ 0.05 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进行数据分析的同时归

纳访谈结果。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的 500 名护生中，大二本科生为

100 人，大三本科生 100 人，大二专科生 100

人，大四本科生 100 人，大三专科生 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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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问卷 496 份。

男 生 51 人（10.3 ％）； 女 生 445 人

（89.7 ％）；年 龄 18-25（20.99±1.24） 岁；其

中 100％护生拥有智能手机，89.5％在拥有智

能手机的同时拥有便携式笔记本或台式电脑。

没有买电脑的同学主要是利用自己学校学校图

书馆提供的公用电脑。

2.2　对慕课了解情况的调查结果   

调查表共五个维度共 23 个条目：慕课的

定义和发展（3 个条目）；慕课的特点（14 个

条目）；学习经历（2 个条目）；学习慕课的要

求（3 个条目）；总体了解自评情况（1 个条

目）。

2.2.1　高校护生对慕课的了解情况：

对慕课的定义和发展 : 14.1％知道 MOOC

缩写字母的意思；5.8％知道 MOOC 的起源与

发展；33.9％知道 MOOC 是当前信息技术在教

学中应用的最新形式。

对慕课特点的了解（见表 2）：

表 2　护生对慕课特点的了解情况（名，％）

项目 非常了解 比较了解 不确定 基本不了解 完全不了解

1 大规模特点 44（8.9％） 147（29.6％） 133（26.8％） 83（16.7％） 89（17.9％）

2 开放性特点 56（11.3％） 146（29.4％） 124（25.0％） 79（15.9％） 91（18.3％）

3 自主时间地点 10（21.4％） 114（29.0％） 63（12.7％） 66（13.3％） 117（23.6％）

4 自主频率进度 89（17.9％） 150（30.2％） 78（15.7％） 67（13.5％） 112（22.6％）

5 完整教学形式 44（8.9％） 132（26.6％） 128（25.8％） 93（18.8％） 99（20.0％）

6 开 / 结课时间

限制
72（14.5％） 105（21.2％） 118（23.8％） 88（17.7％） 113（22.8％）

7 碎片学习 47（9.5％） 105（21.2％） 126（25.4％） 84（16.9％） 134（27.0％）

8 闯关问题与测

试
48（9.7％） 75（15.1％） 115（23.2％） 108（21.8％） 150（30.2％）

9 视频时长控制 30（6.0％） 62（12.5％） 128（25.8％） 114（23.0％） 162（32.7％）

10 异于传统 51（10.3％） 101（20.4％） 107（21.6％） 86（17.3％） 151（30.4％）

11 学伴互评 27（5.4％） 88（17.7％） 122（24.6％） 113（22.8％） 146（29.4％）

12 教师即时解疑 46（9.3％） 118（23.8％） 92（18.5％） 102（20.6％） 138（27.8％）

13 学分与证书 47（9.5％） 92（18.5％） 139（28.0％） 106（21.4％） 112（22.6％）

14 缺乏强制约束 65（13.1％） 155（31.3％） 98（19.8％） 66（13.3％） 11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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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慕课的学习经历：其中只有 9.7％（48

人 ) 明确表示自己有某一门慕课的完整学习经

历。这 48 名护生中有 13 人表示自己是主动进

行慕课学习，有 25 人表示是经老师或同学介

绍而开始学习，剩下 10 人表示是无意在网上

闲逛时中进入慕课平台学习。这 48 人关注过

的课程平台有：慕课网、爱课程、优课联盟、

中国大学 MOOC、网易云课堂、果壳网。学习

过的慕课课程有：尔雅通识课、计算机课程、

生活中的经济学、普通物理学、积极心理学、

博弈、古诗鉴赏、营养学、大学计算机基础、

现代礼仪、高等数学、大学英语等。没有护生

有完整学习任何护理专业相关慕课的经历。还

有 15.7％（78 人），以及表示自己只是学习了

其中很少的内容，不确定自己所学是否是标准

的慕课。

对慕课所需的主客观要求：49.6％ 护生表

示知道慕课的学习需要较强的自觉性；88.3％ 

护生表示知道慕课的学习需要硬件设备的有力

支持；88.1％ 护生表示知道慕课的学习必备条

件是较好的网络环境。

（5）对慕课总体了解自评 : 4.8％护生表

示自己非常了解慕课，16.3％护生表示自己比

较了解慕课。

2.2.2　结果分析

建立慕课总体了解情况与性别、年级、本

专科等变量之间的回归模型（表 3）。

表 3　回归系数表（因变量：总体了解）

项目 Beta

标准误差的

Bootstrap

(1000) 估计

df F sig.

分组 0.133 0.082 1 2.642 0.105

性别 0.187 0.128 2 2.121 0.121

年龄 0.100 0.079 2 1.616 0.200

可见性别、年龄与分组（年级、本专科）

都不能很好地解释因变量。

性别差异分析，不同性别的护生在对慕课

总体的了解情况没有统计学差异（P ＞ 0.05）

年龄差异分析  不同年龄的护生在对慕课

总体的了解情况没有统计学差异（P ＞ 0.05）

分组（年级、本专科）差异分析 不同年

级本专科护生在对慕课总体的了解情况没有统

计学差异（P ＞ 0.05）

3　结果讨论：

综上所述，高校护生对于慕课这种学习形

式还处在不太了解的状态。原因分析如下

3.1　高校硬件和软件设施准备的不足

高校慕课建设的由于各种原因，在高等学

校数量、规模和综合实力、教育经费执行、教

师状况等方面，东西部各层次高校的发展水平

包括教学与科学研究能力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虽然越来越多的高校慕课联盟已经建立，但是

还存在部分高校校内课程资源以及选课不足，

缺少资金和技术支撑的问题，迄今有的院校还

没有使用过任何一种慕课教学平台，差异之大

显然是个不争的事实 [13]。

3.2　慕课宣传的不足

慕课在 2012 年由国外学者首次提出，在

近两年才在国内出现和逐步发展起来，主要使

用者集中于一些有客观条件支持且有意愿通过

网络课程获取知识的学习者。国内对于高校慕

课的宣传和扶持主要处在一个发展的阶段，宣

传力度、深度、广度并未达到一个很好的程度。

这从一定条件上限制了高校慕课的建设、宣

传、推广，和学生知晓慕课以及主动参与慕课

的进程。各慕课平台和课程虽日益增多，但并

未达到人人熟知、人人使用、人人乐用的程度。

3.3　慕课质量的高要求

在访谈中 100％的护生表示，如果课程制

作的不够好，和传统网络课程区别不大，自然

不愿意深入了解和学习该慕课。对于一些习惯

了传统课堂教学的教师来说，传统课堂教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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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授课的双剑合璧无疑会是一种新的挑战，

慕课不同于以往简单的网络视频录像，对教师

团队来说，不仅需要硬件的支持，更需要软件。

学习和掌握慕课的设计与制作是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怎样重新划分知识点，进行知识浓缩

化处理和课程的重新设计，怎样吸收其他优秀

慕课的优点，结合课程实际特点多次改进后才

能制作出受学生欢迎的优秀慕课，学生才愿意

深入了解和主动进行慕课的学习。

3.4　慕课对学生自觉性的要求

慕课和传统的网络课程一样，需要有一定

的自觉性来主动参与，主动了解、主动体验。

对一些习惯了传统课堂填鸭式教学的学生来

说，只有积极参与到慕课的体验学习中来，选

择适合自身的学习进度，频率，在合适的地点

和时间发挥自身的学习主动性，才能体会到慕

课的特点，以及在传统授课和慕课学习的混合

式学习中取得最好的学习效果。

3.5　要求教师和学生共同的参与

任何教育方式的改革与创新都需要教师

与学生共同参与。慕课的发展与推广对习惯了

传统课堂灌输教学的教师和学生来说是一种更

高的要求。就慕课教学内容的设计来说，对教

师的教学设计能力和表达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对学生的积极性也有一定的要求。只有两

者都参与，学生才愿意去了解和接受，才能达

到双赢的结果。

3.6　护理专业慕课不多不精

通过访谈，有过慕课学习经历的护生反

映：目前护理专业相关的慕课课程并不多，而

且有的课程质量也并不是特别好，因此不太愿

意话 = 花太多时间去了解或学习。

笔者经各慕课平台网站搜索，截至 2015

年 9 月 15 日，浏览国内可找到的慕课平台（网

易公开课、爱课程网、中国大学慕课、学堂在

线、好大学在线、超星慕课、果壳网慕课学院、

智慧树、均一教育平台等平台进行搜索 )，排

除视频公开课、共享课和其他一些学术视频等

网络课程之后，可以找到的已经上线和即将上

线的以慕课为名的护理相关课程如下表（表 4）；

表 4　护理相关慕课课程情况

平台 / 网站 课程 单位 备注

好大学在线 《常见慢性病的健康管理》 上海交通大学护理学院

我国首门护理慕

课（2014 年 9 月

11 号上线）

中国大学慕课网 《护理学基础》 山东大学
2015 年 9 月 16 日

开课

果壳网慕课学院

《农村地区卫生护理》

《健康护理专业人士所需的灾难预案》

《卫生护理导论》

《助产术》

《护理学的影响》

新墨西哥大学

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

借助平台

Coursera 平台

Open2Study 平台

FutureLearn 平台）

超星慕课网

《中医护理学基础》

《中医护理学》

《护理科研设计》

《怎样做好病人的家庭护理》

南方医科大学、上海岳

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岳

阳职业技术学院、宁波

市第一医院

不属于标准意义

上的慕课课程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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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我国部分高校已经推出或即将

推出的护理相关课程只是占护理专业基础课、

必修课和专业课中的一部分。而通过进一步的

比较，发现已经推出的一些课程并不完全满足

慕课的特点，课程在课程设计、视频制作，考

核方式、评价方式等方面还有许多可提高改进

之处。

3.7　其他原因： 

有 20.4％的护生反映学校网络有时不稳

定，表示自己可能在等待的过程中失去耐心，

放弃了解、体验、学习慕课；以及有 1.6 ％（8

人）的护生表示因为想要保护视力的原因，不

愿意去花太多时间学习慕课课程。

3.8　数据差异性分析结果

不同性别、年龄、年级、本专科护生对慕

课总体了解的自评情况没有统计学差异的原因

可能在于，当前是信息化的网络社会，不论是

男生或者女生，大二的学生还是大四的学生，

任何一个护生都有同样的机会接触到开放的网

络世界，而且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普遍使用

也是绝大多数护生进行网络课程的学习的基础。

3.9　在访谈过程中，护生询问较多的的

问题总结有 1、慕课的视频是否可以缓存或下

载；2、是否都是高水平的授课老师授课；3、

平时分和学分证书的问题。4 怎样安排慕课授

课和实际操作混合学习的问题。均向护生进行

了这几个问题详细的解答。它们都是可以通过

技术平台、学校和教师团队设计规划来决定和

保证的，所以不需要担心太多客观条件的影

响。学校会从最利于学生和护理专业慕课建设

和发展的角度出发满足护生合理的要求。

综上所述 , 因各种主客观原因，高校护生

总体上对慕课的了解不足。

当前，高校护理专业幕课建设在师资准

备、教学技术、质量控制、学生管理、学分授

予、宣传推广等方面还在初步实践阶段。建议

学校及教师可通过各种宣传途径加强慕课的宣

传，使学生在传统课堂的学习方式之外，通过

慕课这种新型的完整教学形式扩大获取知识的

途径，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了解慕课，

体验慕课，学习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在学校和

教师的引导下，真正实现慕课学习与面对面传

统学习相结合，成为推动优秀资源共享力量中

的一份子。

致谢：最后，非常感谢在研究过程中给与

支持的所有同学以及张立力教授给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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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来的团结协作。

参考文献

[1] 熊小丽 . 基于混合学习理念的大学教

学改革研究 [D]. 广西师范学院 ,2014.

[2] 高 清 林， 沈 小 平， 叶 萌 . 信 息 技 术

在 医 学 信 息 学 教 育 中 的 应 用 [J]. 医 学 信 息

学 ,2015,36(8)

[3] 刘 辉 , 杜 建 , 高 妍 等 . 护 理 信 息

学 专 业 发 展 与 研 究 方 向 分 析 [J]. 中 国 护

理 管 理 理 ,2014,(4):414-417.DOI:10.3969/

j.issn.1672-1756.2014.04.026

[4]Deshazo J P,Lavall ie D L,Wolf  FM. 

Publication trends in the Medical Informatics 

Literature:20 years of “Medical Informatics”in 

MeSH[J].BMC Medical Informatics and Decision 

Making,2009,(9):7.

[5]Cormier D. Success in a MOOC［EB/

O L ］ .  Y o u k u ，（ 2 0 1 3 - 0 9 - 1 5 ）［ 2 0 1 3 -

12-15］. h t tp：//v .youku.com/v_show/ id_

XNTk3ODMzMD-Q4.html.

[6]Siemens G. Connectivism：a learning 

theory for the distal ag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nd Distance 

Learning，2005（1）：3-10．

[7] 王左利 . MOOC：一场教育的风暴要来

了 吗 ?［J］. 中 国 教 育 网 络，2013（4）：11-

15.

[8] 吴 维 宁． 大 规 模 网 络 开 放 课 程

(MOOC)———Coursera 评析［J］．黑龙江教育 :

高教研究与评估 ,2013(02)．

[9] 朱永海 , 韩锡斌 , 杨娟 , 程建钢 . 高等

教育借助在线发展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美

国在线教育 11 年系列报告的综合分析及启示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4,04:92-100.

[10]Shirky C. Napster，Udacity，and the 



- 232 - - 233 -

Academy［EB/OL］. Archive for2012，（2012-

11-12）［2013-12-15］. http：//www.Shirky. 

com/weblog/2012/．

[11] 马金钟 , 于茂春 . MOOC 视域下高校

课程联盟的发展探析 [J]. 延边大学学报 ( 社会

科学版 ),2014,06:126-131.

[12] 马 若 龙 , 袁 松 鹤 . MOOCs: 教 育 开

放 的 模 式 创 新 与 本 土 启 示 [J]. 中 国 高 教 研

究 ,2013,12:20-26+62.

[13] 侯 耐 荣 . 我 国 东 西 部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不均衡的比较分析 [J]. 医学教育探索 ,2007,6

（3）:198-199



- 234 - - 235 -

第十三届全国医药信息学大会

护理专业核心课程《护理研究》混合学习模式的设计与评价

邢唯杰 , 王君俏 , 卢惠娟

复旦大学护理学院，上海

摘要

目的：设计混合学习模式的本科生《护理研究》课程，并评价其教学效果。方法：整群抽

取某学校 2012 级全日制护理学本科生 29 人作为教学改革对象，进行混合模式教学。采用历史

对照方法，以 2011 级全日制护理学本科生 22 人作为对照组。课程学习结束后，分析混合模式

中的师生在线行为，比较两届学生的课程成绩和对课程的评价分数。结果：29 位学生共计访问

elearning 课程站点 1561 次，线上活动行为共计 5354 次。3 位教师共计访问 elearning 课程站

点 183 次，线上活动行为 1854 次。进行混合模式学习的 2012 级学生，课程成绩显著高于传

统模式学习的 2011 级学生（t=3.710，p=0.001）。对课程的总体评价也显著高于 2011 级学生

（t=3.784，p<0.001）。结论：混合模式教学提高了本门课程的教学效果，对今后开展更大规模

的在线学习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混合模式；在线学习；elearning；护理研究；教学改革；护理信息学

科研能力是指运用科学方法顺利完成某

项科研活动所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如文献

检索、科研设计、资料收集、统计学运用及撰

写论文等 [1]。《护理研究》是护理专业本科生

必修课程之一，作为一门重要的工具性学科，

《护理研究》对于培养护理本科生的科学思维、

问题解决能力以及科研能力均具有重大意义
[2]。但《护理研究》课程内容抽象，既要掌握

基础概念，又要学会开展科研的方法，学生不

易理解和掌握 [3]。混合学习模式是指将传统的

课堂授课与基于网络的在线学习结合起来 [4]。

比起传统的课堂学习，混合学习更能激发学生

自主学习，促进师生有效沟通，获得较好的教

学效果，增加学生的学习满意度 [5]。以往研究

虽然报道了混合学习的效果，但对课程设计缺

乏详细的报道。因此，本研究在本科生《护理

研究》课程中尝试混合学习模式，在理论指导

下进行课程设计，并评价其教学效果和学生学

习满意度。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整群抽取某学校 2012 级全日制护理学本

科生 29 人作为教学改革对象，采用历史对照

方法，以 2011 级全日制护理学本科生 22 人作

为参照对象。两届学生进入学校的招生方式、

培养方案、使用的教材一致。两届学生在开始

学习《护理研究》前的平均成绩没有统计学差

异（2011 级：2.82±0.43，2012 级：2.70±0.44，

t=0.969，p=0.337）。

1.2　研究方法

1.2.1　课程设计

混合模式的课程设计应考虑到政策、计

划、资源、安排和支持 [4]。本门课程中，在这

五个方面的考虑如下：

（1）政策：学校、学院的政策支持是开展

混合模式课程的最初前提 [4]。混合模式课程需

要依托在线学习平台，使用这些平台需要学校

支持。开展混合模式教学，会对以往的课程设

置进行修改，这需要学院课程管理部门的认可。

（2）计划：混合模式的课程应有宏观的计

划来组织课程要素 [4]。在本门课程中，课程设

计以 Chickering 和 Gamson 提出的“优秀本科

教育七项原则”为框架，即：向学生传达教师

高度的期望，师生之间有效的交流和互动，提

供迅速及时的反馈，发展学生间的互惠和合

作，使用主动学习的方法，强调完成任务的

时间，尊重学生不同的才华和学习方式 [4]。在

这一框架指导下，在设计课程时，强调以下要

素：①课程开始前，向学生介绍混合模式教学

的目的和要求，介绍课程评价组成部分和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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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教师对学生们的期望。②组织在线主

题讨论，师生不仅能在课堂同步交流，还可以

进行非同步交流。③每次主题讨论均有老师答

疑，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在 24 小时内回复。④

每次讨论不仅需要学生张贴自己的回答或疑

问，并且要对其他至少 2 名同学的回答提出建

议。⑤在线学习和讨论不设置统一时间，仅提

供 1~2 周的期限，学生可在自己合适的时间完

成任务。⑥每次讨论和作业设置清晰的截止日

期和时间，在课程通知和日程表中清晰显示，

并在截止时间即将到达前自动提醒。⑦给学生

提供多种学习资源，如课堂授课、主题讨论、

微视频、PPT、阅读材料，尊重不同学生的学

习习惯。

（3）资源：混合模式教学需要考虑财政资

料、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教学资源 [4]。人

力资源方面，3 位以往承担过课程教学并学生

评价良好的教师加入。技术资源方面，使用复

旦大学 elearning 在线学习平台。该平台面向

全校师生免费开放，允许任何课程开设在线站

点。在校学生通过身份认证可直接登录，校

外学生如需加入课程，向 IT 部门提交身份信

息后可获得课程登录权限。复旦大学 elearning

平台可使用通知、讨论区、资源、练习与测验、

作业、成绩册等模块辅助在线学习。教学资源

方面，包括 PPT 课件、视频、自测题、阅读

材料、作业等。

（4）安排：在开展混合模式教学前，需要

考虑课堂教学与在线学习如何结合，在哪些内

容中实施混合教学，以及教学时间如何分配 [4]。

在本门课程中，选取核心三部分内容实施混合

模式教学，分别是选题与文献检索、科研设计

方案、资料收集与分析。每部分由课堂教学

5~8 学时和在线学习 1~2 学时组成，在线学习

包含 1 次主题讨论、1 份资源浏览和 1 次小组

作业。

（5）支持：充分的支持是实施混合模式教

学的重要因素 [4]。因此，在教学前确认学生的

网络环境，向学生演示如何使用 elearning 平

台，提供遇到障碍时的求助方式。向授课老师

提供 elearning 平台使用向导手册，邀请有混

合教学经验的老师提供指导。

1.2.2　评价指标与方法

（1） 在 线 学 习 行 为：由 elearning 平 台 的

“站点统计”板块提供数据，通过访问次数、

讨论次数、资源使用次数三个关键指标评价学

生在线学习行为。

（2） 课 程 成 绩：课 程 成 绩 由 平 时 成 绩

（30%）、开题报告（30%）和期末考试（40%）

三部分组成。混合学习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的

平时成绩判定方法不同，开题报告的评分标准

和期末考试的试卷题型均相同。因此，计算课

程总成绩时，去除了平时成绩的权重。收集两

届学生的课程成绩并做比较。

（3）学生对课程的评价：用教学评价表测

量，该评价表被应用于学校所有课程的评价。

包括 8 个条目，每个条目 0~5 分。其中第一个

条目为对教师的总体评价，系数为 0.3，剩余

7 个条目系数为 0.1，8 个条目乘以系数后相加

计算平均分，即为本次教学评价总分。收集两

届学生对课程的评价分数并做比较。

1.3　资料收集

在线学习参与度由 elearning 平台提供数

据。课程成绩由教务部门提供数据。教学评价

表由学校教务部门通过学生选课系统统一发

放，由学生本人在网上匿名填写，教师可以查

询评价结果。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整理后输入 SPSS22.0 统计软件进行

处理，采用 t 检验比较两届学生的课程成绩和

课程评价分数是否存在差异。采用均数和标准

差描述学生在线学习的参与情况。

2.　结果

2.1　混合学习模式中师生行为描述

在 线 学 习 中，29 位 学 生 共 计 访 问

elearning 课 程 站 点 1561 次， 平 均 每 人 访 问

（53.83±21.20）次。线上活动行为共计 5354

次，平均每人（184.62±157.98）次。其中排

序前 3 位的活动行为是“讨论区”3859 次，“资

源”1323 次，“作业”152 次。具体来看，29

名学生在讨论区发帖共计 635 次，平均每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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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21.90±10.54）次。下载课程资源 869 次，

平均每个学生（29.97±12.16）次。提交作业

116 份，平均每个学生 4 份。

3 位教师共计访问 elearning 课程站点 183

次，平均每人 61 次。线上活动行为 1854 次，

平均每人 618 次。排序前 3 位的活动行为是

“讨论区”1055 次，作业 523 次，资源 168 次。

进一步分析，3 位老师组织主题讨论 4 次，发

帖共计 131 次。发布资源 39 次。创建作业 4 次，

作业评分、发布、返还 320 次。

2.2　两届学生的课程成绩比较

进 行 混 合 模 式 学 习 的 2012 级 学 生， 课

程 成 绩 显 著 高 于 传 统 模 式 学 习 的 2011 级 学

生（t=3.710，p=0.001）。具体到成绩各组成部

分，2012 级学生的开题报告、期末考试也高

于 2011 级学生，但差异没有显著性。详细数

据见表 1。

表 1　两届学生的课程成绩比较

成绩分类
2012 级

（n=29）

2011 级

（n=22）
t 值 p 值

开题报告 86.90±4.15 85.34±2.34 1.692 0.097

期末考试 73.93±12.31 72.90±10.38 0.314 0.755

成绩总评 84.42±5.78 76.59±7.38 3.710 0.001

2.3　两届学生对课程的评价比较

进行混合模式学习的 2012 级学生，对课

程的总体评价显著高于 2011 级学生（t=3.784，

p<0.001）。 具 体 到 8 个 条 目 上，2012 级 的 学

生评分均显著高于 2011 级。详细数据见表 2。

表 2　两届学生对课程的评价分数比较

条目
2012 级

（n=29）

2011 级

（n=22）
t 值 p 值

对教师的总体评价 4.61±0.11 4.52±0.18 2.049 0.049

了解本课程的知识和能力目标 4.81±0.09 4.61±0.08 8.324 0.0001

培养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76±0.11 4.64±0.11 3.847 0.000

按教学大纲有组织、有系统的开展教学 4.77±0.09 4.63±0.17 3.376 0.002

能清晰讲解知识的重点、疑点和难点 4.76±0.09 4.61±0.20 3.136 0.004

能结合多方面知识拓展学生视野 4.75±0.06 4.61±0.14 4.231 0.000

能采用有效措施激发学习兴趣 4.70±0.08 4.64±0.11 2.248 0.029

关注学生平时学习情况 4.76±0.06 4.64±0.15 3.727 0.001

总评 4.72±0.09 4.60±0.14 3.784 0.000

1. p=0.000 是指 p 值远远小于 0.001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传统教学相比，混

合 学 习 模 式 提 高 了 学 生 的 课 程 成 绩， 也 提

高 了 学 生 对 课 程 的 总 体 评 价， 这 与 Lewis 

6] 和 Phadtare[7] 的研究结果一致。国内外大量

研究报道了单纯在线学习或混合学习模式的

积极效果，Cook[8] 等对在线学习应用于临床医

学课程中的效果进行了 Meta 分析，结果显示

与无干预相比，在线学习更有效。Lahti[9] 等

的 meta 分析报道了在线教学在护理学课程中

的应用中取得了和传统课堂教学相当的教学效

果。本门课程进行混合学习模式的尝试取得良

好的效果，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3.1　课堂学习与在线学习的密切结合

本课程改革选择了混合教学模式，将重

点知识点的课堂教学与在线讨论密切结合。老

师在课堂上面对面讲解核心知识，然后学生在

elearning 学习平台上开展讨论和疑难解答，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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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并完成并提交作业。与传统课堂授课方式相

比，在线教学方式更加灵活，可以充分利用

信息通讯技术的优势，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把优质的教学资源传播到每一个互联网络

可及的角落 , 满足广泛的教学需求 [10]。但单纯

在线学习也具有其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对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动性和计算机技能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以及学生校园集体感的缺失等。而两者

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Blended Learning）将

在线教学和传统课堂教学的优势有机地结合起

来，使得教学效果比单纯的传统课堂教学和单

纯基于互联网络的在线教学更佳 [11]。

3.2　选择良好的网络平台供师生使用

良好的网络学习平台需要具备功能强大、

易于使用、支持多种交互教学模式等特点，

目前常用的公共在线学习系统有 blackboard，

moodle，sakai 等 [12]。本研究使用的复旦大学

elearning 平台基于 Sakai 系统建设，面向全校

师生开放，与复旦大学教务系统挂钩，学生使

用学号即可登录。该平台提供课程管理、教学

管理和评价反馈三大功能，包括资源、作业、

讨论区、测验、统计等核心板块。其完善的统

计功能可以记录学生的访问次数、打开资源次

数、参与讨论次数，可以对学生学习行为进行

细致分析，跟踪每个学生的在线活动情况，可

通过发布通知、邮件等方式进行提醒，使用打

分、排行榜等方式及时反馈，激发学生在线学

习的积极性。

3.3　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供学生选择

本研究对学生在线学习行为的分析显示，

学生能够充分使用在线学习资源。本课程的在

线学习部分提供了主题讨论、在线测试、视

频观看、课件浏览、阅读材料、小组作业等资

源供学生选择。在线学习的多样化形式，让不

同目的和学习习惯的学习者各取所需。学习者

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来安排学习时间和进度，选

择学习内容和学习工具，有利于培养学习者的

自主学习能力。Cook[10] 等人的研究显示，具

有讨论、在线交互测试题、学习资源可持续获

得、有及时的教学反馈、认知交互性高的在线

学习，其效果更高。

3.4　教师、学生之间的有效互动

在线学习中，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

之间的互动是影响教学效果和满意度的重要指

标。王纯 [13] 的研究显示，教师的及时反馈和

学生之间的充分互动对学习者有很大的激励作

用。在本课程中，教师设置讨论问题，并对学

生的讨论及时反馈、解答、质疑，引导学生不

断深入思考，促进了师生之间的有效沟通和交

流。学生提交讨论观点和作业后，互相评论

并提出有效建议，促进了学生之间的互惠和合

作。并设置了聊天室，供教师、学生交谈教学

以外的话题，增进沟通。通过有效互动，促进

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协作，增

强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

4.　结论与建议

在《护理研究》课程中尝试混合模式教学

后，学生的课程成绩和对课程的总体评价都显

著提高，为今后开展更大规模的在线学习奠定

了基础。开展混合模式教学，应从政策、计划、

资源、安排和支持五方面组织设计。为保证教

学效果，应做到课堂学习与在线学习的密切结

合，选择良好的网络平台供师生使用，提供丰

富的学习资源供学生选择，促进教师、学生之

间的有效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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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延续护理需求调查与分析

钱薇，陈琪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护理学院，杭州

[ 摘要 ] 目的：了解患者对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延续护理服务的需求。方法：对浙江省 45 家

医院的 557 位住院患者进行调查。结果：对移动互联网与延续护理服务融合的设想持支持意见

的患者占 57.6%；出院后愿意接受移动互联网延续护理服务的患者占 58.9％。结论：患者对移

动互联网延续护理服务的需求较大，应根据患者需求结合现代互联网优势建立移动互联网延续

护理服务模式，发挥其社会和经济效益。

[ 关键词 ]：移动互联网；延续护理；需求调查

[ 背景 ]：移动互联网已经革新了诸如销

售、金融、支付等多个行业，如今，医疗护理

领域也开始在移动互联技术的冲击下发生巨

变。延续护理（transitional care）是将住院护

理服务延伸至社区或家庭的一种新的护理模

式。 [1] 移动互联技术为出院患者延续护理服务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目前，国外通过智能

手机应用开展延续护理服务已十分普遍，而这

种模式在中国并不多见。本研究对出院患者关

于移动互联网延续护理服务的需求进行调查，

为移动互联网延续护理服务体系的构建提供

依据。

[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

于 2015 年 8 月对浙江省 45 家医院的共计 557

位患者进行调查。 “移动互联网延续护理服务

需求调查问卷” 由研究者在阅读文献及咨询相

关专家的基础上自行设计。研究者发放问卷给

抽样选出的患者，由患者本人独立完成问卷。

[ 结果 ]：本研究显示，57.6% 的患者支持

移动互联网与延续护理服务融合，中立者占

22.3%，反对者占 20.1%；愿意接受移动互联

网延续护理服务的患者占 58.9%，不愿意接受

的占 41.1%；患者最希望得到的移动互联网延

续护理服务需求排序前三位的依次是疾病护理

知识（占 64.2%），安全药方法（占 57%），血

压控制及自我监测方法（占 52.5%），患者的

需求及相关意愿为移动互联网延续护理服务的

开展提供了依据。

[ 致谢 ]：包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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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移植患者易感部位数据表格的设计与讨论

李海艳  颜霞 * 王琳楠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 北京

【摘要 】 对于接受骨髓移植的患者在移植前必须要经过大剂量的放疗、化疗和免疫抑制预

处理后，将异常的骨髓清空，才能保证正常造血干细胞的有效植入，在植入成功以前，每位患

者都要经历危险的粒缺期（ANC ＜ 0.5×109/L），而这段时期最易发生口腔，肛周和中心静脉

导管感染，严重的感染则可以导致植入失败甚至死亡。我科室易感部位相关数据表格设计的目

的和意义旨在通过分析对比不同时期各部位的感染发生率，讨论发生率增高的时期护理工作应

该持续改进的措施，更为以后护理相关科学论文的撰写奠定客观的数据基础。

【关键词】骨髓移植患者   易感部位相关数据表格设计  讨论

1.　前言

随着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在临床医学领

域的广泛开展，这项技术已经成为恶性血液

病、恶性实体瘤、淋巴系统疾病、遗传性疾病

及其他免疫缺陷疾病等有效乃至根治的方法。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拥有全国最大的造血干

细胞移植中心，其异基因移植技术，特别是单

倍体移植技术已经领先于世界前列，如今，我

所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有移植指征患者的首

选。医疗水平的迅猛发展也为我所护理人员特

别是骨髓移植护理人员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移

植期间的口腔感染不仅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严重的口腔感染、肛周感染、中心静脉导管感

染将会引起血行感染，导致植入失败或死亡。

而这些部位感染的防控工作恰恰是一名骨髓移

植科室的护理人员的例行之事，也越来越引起

护理人员的高度关注，对于口腔感染、肛周感

染和中心静脉导管感染相关数据的分析与讨论

也成为我们目前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

2.　材料与方法

2.1　口腔感染相关数据表格设计

标题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病历号、

预处理方案、诊断、移植类型等。

表格内容包括日期、移植天数、部位、口

腔黏膜炎分级、白细胞数、中性粒细胞数、全

天最高体温等。

2.1.1　移植类型 如父供子 4/6 相合、

非血缘 10/10 相合等 .

2.1.2　移植天数 

回输干细胞当天为 0 天，回输第一天为

01 天，回输第二天为 02 天，回输前一天为 -1

天，前两天为 -2 天，回输后第一天为 +1 天，

第二天为 +2 天，以此类推。

2.1.3　口腔粘膜炎分级标准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WHO）标准，口腔

黏膜炎分为 0 级～Ⅳ级：① 0 级：口腔黏膜无

异常。②Ⅰ级：口腔黏膜有 1 或 2 个＜ 1.0cm

的溃疡。③Ⅱ级：口腔黏膜有 1 个＞ 1.0cm 的

溃疡或数个小溃疡。④Ⅲ级：口腔黏膜有 2 个

＞ 1.0cm 的溃疡和数个小溃疡。⑤Ⅳ级：有 2

个以上＞ 1.0cm 的溃疡或（和）融合溃疡。

2.2　肛周感染相关数据表格设计

标题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病历号、

预处理方案、诊断、移植类型、入院当天肛周

有无痔疮等。

表格内容包括日期、移植天数、位置、有

无红 / 肿 / 压痛、白细胞数、中性粒细胞数、

全天最高体温等。

2.3　中心静脉导管感染相关数据表格设计

标题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病历号、

预处理方案、诊断、移植类型等。

表格内容包括日期、移植天数、部位、有

无 / 肿 / 压痛 / 渗血 / 渗液、白细胞数、中性

粒细胞数、全天最高体温等。

3.　结果与讨论

3.1 口腔感染、肛周感染和中心静脉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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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相关数据统计表格的设计在临床工作中得

到了充分应用。我们可以很快地统计出一年中

不同季度或者不同年份口腔、肛周和中心静脉

导管的感染发生率。

3.2 对比口腔粘膜炎的发生率，可以反映

我们日常基础护理操作口腔护理技术是否规

范，患者每天使用各种漱口水的方法与次数，

护理人员是否监督到位，再通过考核来规范口

腔护理操作技术。

3.3 对比肛周感染的发生率，可以反映护

理人员的肛周护理是否做到位，同时对于一些

原发性肛周疾患、腹泻、高热等肛周感染易发

生的人群，还有哪些更好的针对性的预防措

施，也是我们致力研究的方向。

3.4 对比中心静脉导管感染的发生率，可

以反映护理人员中心静脉导管换药技术，开管

技术，封管技术，更换输液接头技术等是否规范，

通过考核与监督，规范护理人员的操作行为。

3.5 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很客观地指导和

改善我们的临床护理工作，也对优质护理项目

的开展及病房质量控制工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

作用，可以从中探索临床工作中还有哪些可以

持续改进的方法措施。对这些数据的收集同时

也为论文的撰写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

4.　小结

从最原始的手绘体温单到互联网时代的

电子体温单，从纸质版的危重患者记录单到电

子特护的改革，从繁琐的转抄手工医嘱到电子

医嘱的普及，从多人共用一台电脑办公到人手

一台移动终端 PDA 的使用等等，任何一项护

理革新都在朝着更便捷，更专业，更人性化，

更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三年前我们对曾经移植

病例的相关数据的收集需要查阅成千上万份资

料，不仅耗时又费人力，尚存在查阅不全的麻

烦，要求反查，将数据表格化的设计从根本

上摒除了繁琐繁重的工作量，分析起来方便快

捷，能实时、准确、完善地收集到现有患者的

数据。用客观的数据分析来反映临床护理工作

的实际问题，从而为护理工作的持续改进及护

理科研提供有力可靠的数据支持。

如今，医疗领域的飞速发展，离不开临床

数据的积累与分析，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

护理行业进步的苗头早已展露端倪，数据助力

临床势必成为医疗护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大

力提倡优质护理的呼声下，如何让患者更安全

更满意，享受更优质的护理服务，如何让护理

人员工作更便捷，免于差错，避免纠纷，把更

多的时间留给广大患者，将成为我们今后不断

摸索的方向。以及如何做到全国以及世界 各

国造血干细胞移植科室相关数据的资源共享，

也是一种值得探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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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A 在一次性医用耗材收费中的应用

卢春燕  印义琼  文 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  目的 探讨 PDA 在胃肠外科Ⅰ病区一次性耗材收费中的作用。方法 将 2015 年 4-6

月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采用电脑计费设为对照组，将同年 7-9 月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采用

PDA 计费设为实验组，比较两组计费方式之间漏收费率的差异。结果 实验组一次性医用耗材

漏收费率低于对照组，(P<0.01)。结论 使用 PDA 对一次性耗材进行收费，能有效减少一次性

耗材漏费问题，提高医院效益。

关键词  PDA；医用耗材；漏收费

PDA application in charge of disposable medical consumables

 Lu Chunyan,Yin Yiqiong，Wen Yue
(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0041)

Abstract  Objective Explore the PDA in the role of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ward Ⅰ one-
time consumables charges.Method Will be between April and June 2015, the use of disposable 
medical consumables used computer billing set as control group, will be in the same year in 
September 7 - the use of disposable medical consumables PDA billing as experimental group,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ouShou rate between two groups of billing method.

Result Experimental group of disposable medical consumables LouShou rate i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1). Conclusion Using PDA to charge of one-time consumable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leakage and put an end to a one-time consumables cost issue,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hospital.

Key words  PDA； Medical consumables；Leakage fee 

作者简介：卢春燕（1983—），女，四川，

本科，护师，从事临床护理工作

医院成本管理的主要核心是设备、药品、

耗材，其中耗材管理是极为重要的一环，由卫

生部医管司指导编写的“三级医院评审标准

2011 年版”中明文要求“医院实行成本核算，

降低运行成本”[1]。医院要提高效益必须在 "

开源节流 " 上下功夫，医院漏费控制将成为医

院开源节流主要方面。为避免科室一次性耗材

漏费问题的产生，我科采用 PDA 对一次性医

用耗材计费，收到了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将 2015 年 4-6 月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

采用电脑计费设为对照组，将同年 7-9 月使用

的一次性医用耗材采用 PDA 计费设为实验组，

两组医用耗材的使用时间、种类、数量比较，

均 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为护士使用完一次性耗材后，回到

护士站用电脑计费。实验组为护士使用完一次

性耗材后，立即用掌上 PDA 计费。

1.3　效果评价

比较分析两组计费方式漏收费率  通过从

库房登记账册查询耗材的出库数减去电子系统

查询该类耗材已收费数，将所得值除以该类耗

材出库数，其值为漏收费率。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13.0 统计软

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 x2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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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两种计费方式，漏收费率比较  见表 1。

由表 1 可见，P<0.0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实验组漏收费率低于对照组。

                  表 1 两种计费方式，漏收费率

比较 n(％ )

组别 静脉治疗用物 
伤口换药用

物
其它用物

对照组 

实验组

(9655)5.4 

 (9240)1.2 

(6750) 3.1

(6443)0.3

 (2400)6.7

(2568) 2.3
x2 

P

257.52

<0.01

151.80 

<0.01

56.78

<0.01

3　讨论

2010 年初卫生部提出在全国卫生系统开

展“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活动”[2]。对此，

我院增设了移动电脑、PDA 等，为护士节约

了更多的时间，把节约的时间还给病人，从

而降低了病房陪护率、呼叫器响铃率、提高了

患者满意度 [3]。外科病房的性质为，工作节奏

快、工作强度大，在病房工作间歇回护士站计

费，不仅浪费了奔波于病房与护士站之间的时

间，而且离开病房也使患者的需求得不到及时

的满足；如果等待床旁交接班后再回护士站计

费，也可能因为时间长、忙碌、项目多而遗忘，

出现漏计费现象。然而使用 PDA 在床旁计费，

彻底解决了这些问题，护士不仅能在床旁持续

为患者实施责任制整体护理，也能在一次性耗

材使用后，立即在 PDA 上计费，大大减少了

漏费事件的发生，也提高了护士工作效率。因

此使用 PDA 床旁计费，不仅能使广大患者得

到优质服务，又能够提高医院效益，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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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的开展 [J]．中国

    护理管理，2010，l0(10):17-88．

[3] 卢春燕，印义琼，文曰，等．移动电

脑在优质护理病房的应用效果观察 [J]．护 

士进修杂志，2013，28(16)：1461-1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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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互联网对提升护士职业素养的重要性

李雪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重庆

摘要：研究现代护理模式下，互联网应用对提升护士的职业素养的重要性，通过对护士职

业素养的深度学习，护理网络学习平台、医学搜索引擎的了解分析以及笔者就职医院互联网在

职培训系统使用数据显示，从而认识到互联网对护士职业素养提升的重要性。

关键词：互联网 提升  护士职业素养

背景：目前我国对护理专业的教育偏重于

医学知识和技术操作训练，尚缺乏对护士素

质、护士职业形象等有目的地、系统及规范地

培训，出现了各种影响护士职业整体形象的问

题。随着新的生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模式的

建立，护理工作中，培养良好的职业素质，有

利于影响患者并达到与其最佳的心理沟通和治

疗效果，可见护士职业素养提升的重要性，而

互联网可不受时间、区域的限制，不需要用传

统方式，让护士短时间，高速学习到护士职业

素养方面的知识，提升职业素养。

材料与方法：

一 . 护士职业素养：护士职业素养是护士

在护理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综合素质 [1]，包含：

1. 心理素质：护士是临床护理工作的主体，要

有一个良好的精神面貌和健康的心理素质。

2. 专业技术方面的素质：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

识、有娴熟的护理操作技能。3 . 职业道德方

面的素质：护士是白衣天使，救死扶伤是其工

作职责，因此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4. 文化

仪表方面的素质：注重自身的仪容仪表。

二 . 方法：笔者就职医院：“互联网在职护

士培训系统”的使用，对所在医院同年资同学

历 12 名护士基础护理知识成绩提升的数据（表

1）佐证，且通过对互联网医学搜索引擎，国

内外主要护理网站等方面的介绍充分认识到互

联网对护理职业素养带来的提高，由此可见互

联网提升护士职业素养的重要性。

2.1Internet www 浏览器的出现，多媒体的

检索方式极大满足了医学研究工作者查询及使

用 Internet 上的医学护理信息资源的需要，对

促进我国医学护理学研究与临床护理学的改

革及发展，全面提高我国护理水平，从而尽

早与国际接轨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2] 医

学网络搜索引擎：网上医学信息资源多，且

更新速度快 [3] 通过它查找有关的护理信息，

方便快捷。较著名的医学网络搜索引擎有：

MedicaMarix、HealthAtoZ. 中文文献可通过万

方数据资源系统、维普、CMCC 等查找。对于

护士职业素养的提升，很有帮助，特别是专业

技术方面。

2.2 网上虚拟护理教学：即远程教育与虚

拟图书馆，在护理网络学习中不但节省时间人

力物力且资料详实、内容颇多。与面授形式相

比，网络教学具有教学时空的延扩性、教学资

源的共享性，教学手段的交互性，教学媒体的

集成性和教育对象的广泛性等特点。[4] 使护士

自我提升更加便捷、全面。

2.3 国内外主要的护理网站：美国护士协

会、肿瘤护理学会、国际护理组织、林琳护理

网、医学护理网、护理园地等，信息资源丰富，

遨游其中，会对自身临床护理水平、护士职业

素养的提高产生极大影响。

2.4 统计学方法：采用 PEMS3.1 软件包进

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求得 t 值：

5.6，检验水准 a=0.05，故 2.201 ＜ 5.6，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 1）“在职护士培训

系统”培训前后 12 名护士基护成绩变化（10

分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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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人员编号 培训系统使用前基护成绩 培训系统使用后基护成绩

1 6.14 6.26

2 6.26 6.27

3 6.54 6.7

4 5.49 5.48

5 5.74 5.9

6 5.87 6.03

7 6.02 6.05

8 3.38 3.47

9 7.59 7.68

10 5.72 5.76

11 3.18 3.3

12 2.19 2.33

结果：

护士职业素养影响着护理质量，通过网络

平台的应用，便于护士学习。其中通过网络考

核平台，还可以在短时间内给予护士及管理者

反馈，高效提高护士自身素质、改进不足。美

国人波尔于 1979 年最早提出，并被概括为“利

用大量信息及主要信息源使问题得到解决的技

术和技能，[5] 由此可见，互联网的重要性。同

理，将互联网应用于护士学习中，提高护士职

业素养，也同样有效，且作用十分明显，意义

重大。互联网可不受时间、区域的限制，信

息资源丰富，内容新颖，让护士短时间，高速

学习到护士职业素养方面的知识，提升职业素

养。将互联网运用到护理中，它能提高护理科

学研究的效率，因为通过国际互联网，护理科

学家和一般研究人员都可以得到护理研究领域

里的最新消息，于是他们不需要花时间去研究

别人已经研究过的东西，关于科学研究互联网

应该是最便捷的方式。综上所述，互联网在护

士职业素养的提升中，重要性显而易见，作用

不容小觑，意义深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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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NP 孕期护理术语子集的试用性研究

刘霖

第二军医大学护理学院，上海

摘要

目的：为测试 ICNP 孕期护理术语子集在中美两国使用的差异。方法：美国采用在线调查方

式，中国采用现场调查。结果：在对有关于症状、体征等反映生理变化的护理术语，中国护士

高于美国护士；而美国护士在身心、行为方面的护理术语使用频率要高于中国护士。结论：孕

期护理术语子集，其主要内容涵盖了专业领域里的核心内容，但在具体使用时还需根据实际情

况做出调整。

关键词

ICNP，术语，子集，孕期照护

背景

ICNP 是 国 际 护 士 协 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ICN）电子健康项目中的子

项目。自上世纪 50 年代计算机技术开始运用

于临床以来，对于如何构建临床和参考资料数

据库、进行电子健康记录、建立卫生信息系

统，成为相关医务工作者所需研究的一个新问

题 [1]。为了统一和规范医学语言在这些信息系

统中的使用，从 70 年代开始，对护理标准化

术语的研究逐渐开展起来。ICN 意识到发展并

在全球范围内使用统一护理术语的重要性，并

于 1989 年启动了 ICNP 项目 [2]。将所开发的

术语应用于实践作为临床护士记录的语言，以

促进不同医院、卫生机构的信息交换与共享，

是 ICNP 项 目 开 展 的 最 终 目 的。 因 此， 根 据

ICNP 术语开发指南的要求，术语在开发完成

后，需将其运用于临床，根据临床实际应用的

反馈，对术语做出修订，经 ICN 认可后正式

修改术语，然后再应用于临床，再予以修订，

通过这样的不断循环，使 ICNP 术语始终保持

强劲的生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临床工作，

也使得术语的研制过程更加科学、严谨。ICN

将 ICNP 术语的这一发展过程称之为“ICNP 

Terminology Life Cycle”，包括三个部分：研究

和发展术语、操作和运用术语、教育和传播术

语。任何一个 ICNP 术语子集在其开发之后，

也都需遵循这一过程，以不断完善自身 [3]。

由于护理诊断和护理结局其本质上是对

患者当前所存有状态的描述，是一种对客观现

实的阐述；而有关对护理干预的术语，则描述

的是护士的行为，即护士对患者所采取的护理

措施，选用和采取哪种护理措施受护士的知识

结构、能力水平、文化背景等综合作用的影响，

通过对护士所采用的护理干预措施的评价，可

反应出这种差异性。同时，由于护理术语也是

护士对实践工作中所观察到的护理现象，以及

对该现象所采取的护理措施的规范化记录，因

此，从对护士护理干预使用情况的分析，还可

反应出对护理术语的使用情况。所以，ICNP

术语开发者通常都选用护理干预来对护理术语

的使用情况进行判定，如 Ardith Z Doorenbos、

Kae-Hwa Jo 等人分别在泰国、菲律宾、韩国

等 国 家 就 子 集“Palliative Care for Dignified 

Dying”中护理干预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 [4、

5、6]。本研究所开发的英文版孕期护理术语子

集在中国使用时，也将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因

此，研究者将对子集在中国的使用进行试用性

研究，以上海部分医院的护士为调查对象，以

孕期护理术语子集中的护理干预措施为调查内

容，通过护士采用护理干预的频次来反应其使

用该术语子集的特点，并以美国护士为参照，

对比两国在护理干预上的使用差异性，为孕期

护理术语子集在中国的使用提供参考意见。

材料与方法

1.　中文版调查问卷的制定



- 246 - - 247 -

由于研究者所研制的孕期护理术语子集

是英文版，因此，在中国使用时，首先需将其

翻译为中文版。为保证译文的准确性，问卷的

翻译过程借鉴了量表的汉化过程，即遵循问卷

的翻译、融合、回译、确定四个步骤来进行。

最终确定的问卷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指

导语，简要介绍了该调查的目的、个人信息及

填写方法；第二部分为具体调查内容，由 53

个术语组成，涵盖四个维度生理、心理 - 社会、

行为、环境 / 知识几个方面的干预措施。调查

对象的纳入标准为从事孕产期护理 2 年以上的

临床执业护士。

2. 孕期护理术语子集在中美两国

的调查

2.1　在美国的调查：采用在线调查的
方式进行。

2.1.1 调查对象：为美国威斯康辛州密

尔 沃 基 市 St Mary's Family Health Center 和

Prenatal Care Coordination Service 两 个 机 构 的

所属护士。首先向该两个机构的负责人递交伦

理委员会的审核同意书、研究的知情同意书以

及调查问卷样稿，并在问卷中明确说明此次

为自愿、无偿的调查，本项目的获批编号为：

IRB#15.180。

2.1.2 实施方法：在线调查，利用 ICN 所

购买的调查软件 Surveymonkey 进行调查，将

调查问卷制成网络版，研究者将 Surveymonkey

所形成的网络链接发送给所有参与调查的护

士的邮箱，进行调查。调查的链接为：https://

www.surveymonkey.com/s/DNS3TSY  

2.2　在中国的调查：现场问卷调查

2.2.1　调查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调查上海 2 所综合性

医院妇产科及 1 所妇产科专科医院的临床护士。

2.2.2　实施方法：

现场调查，将问卷交由各科室的护士长，

研究者解释调查目的及方法后，进行现场调查

并回收问卷。

结果

1. 人口学资料

在中国，共发放问卷 120 份，回收 103 份，

回收率为 85.8%。所调查的护士，护龄从 2 年

到 28 年不等，平均为 7.56 年。学历构成以专

科为主，其中大专 72 名，中专 4 名，此外，

硕士有 3 名，本科为 24 名。在美国，共收集

问卷 69 份，护士的护龄从 2 年到 41 年不等，

平均为 13.9 年。学历构成以本科为主，共 57

名，硕士为 9 名。

2. 中美护士常用护理干预措施对比

所调查的问卷是按照“每天多次”、“每

周几次”、“每周一次”、“少于每周一次”、“从

来不做”的频次来评估护理干预措施的使用情

况。由于所调查的美国护士，她们其中很多人

每周只工作 2-3 天，而中国护士基本属于全职

上班，因此，以周为单位进行比较，更具备可

比性。所以本调查首先合并“每天多次”、“每

周几次”的结果，然后再进行比较。比较是按

照排在前十位的护理干预措施来进行，见表 1。

表 1  中美护士最常用的护理干预措施比较

中国 美国

护理干预 频次 护理干预 频次

1
饮食指导

Teach about diet
101

提供社会支持

Provide social support
63

2
促进会阴部卫生

Promot perineal hygiene
99

环境安全评估

Assess environmental safety
60

3
血压监测

Monitor blood pressure
99

压力管理指导

Teach about stress Management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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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宫缩监测

Monitor uterine contractions
98

计划生育指导

Teach about family planning
51

5
阴道流血管理

Manage vaginal bleeding
98

饮食指导

Teach about diet
51

6
婴儿喂养指导

Teach about infant feeding
97

促进睡眠

Promote sleep
51

7
婴儿护理指导

Teach about infant feeding
97

提高自尊

Promote self-esteem
51

8
给药

Administer medication
97

产后避孕指导

Teach about postpartum contraception
48

9
乳房护理指导

Teach about breast care
95

婴儿喂养指导

Teach about infant care
48

10
胎儿发育监测

Monitor fetal development
95

婴儿护理指导

Teach about infant feeding
48

从该表可以看出，中美两国护士在孕期

护理过程中，所采取的护理干预措施有很大区

别，按照子集所划分的四个维度来看，中国护

士最常采用的护理措施集中在两个维度，即属

于生理维度的：促进会阴部卫生、测量血压、

宫缩监测、阴道流血管理、给药、胎儿发育监

测；以及属于知识缺乏维度的：饮食指导、婴

儿喂养指导、婴儿护理指导和乳房护理指导。

而美国护士最常采用的护理措施集中在属于心

理 - 社会维度的：提供社会支持、环境安全评

估、压力管理指导、计划生育指导、提高自尊；

属于行为维度的：促进睡眠；属于知识缺乏维

度的：饮食指导；产后避孕指导、婴儿喂养指

导、婴儿护理指导。显而易见，在对有关于症

状、体征等反映生理变化的护理措施其使用频

率上，中国护士要远高于美国护士；而美国护士

在身心、行为方面的护理措施使用频率要高于

中国护士。据此可以推断出，在相应护理诊断

和护理结局的术语使用上，也存在同样的差异。

3. 在中国使用需进行调整与修订的护理

术语

由于本子集是使用英语、并基于美国的

文化背景所研制的，因此，其中的一些护理措

施及其表述方式并不合适中国国情和汉语的表

达。根据选择频率为“每周一次”、“少于每周

一次”、“从来不做”的结果，分析使用频次较

低的护理措施。结果显示，超过 50% 的中国

护士不使用“家庭暴力的干预治疗”、“烟草 /

药物 / 酒精 / 性滥用的筛查”、“促进烟草 / 药

物 / 酒精 / 性滥用的康复”、“孕期旅行指导”、

“交通服务安排”等护理措施，这是与中国当

前的国情相符合的。目前，中国对家庭暴力的

关注还未引起足够的关注，这被认为是家庭事

务，或者应由警察介入，对家庭暴力的护理还

未成为中国护士的常规工作，因此，护理干预

也无从谈起；物质滥用在西方国家是一个普遍

问题，有关对物质滥用的处理已经渗透到其卫

生健康领域的方方面面，因此对物质滥用的筛

查和促进其康复也是产科护士的重要工作内

容。而受客观条件所限，中国的产科护士无法

做到对孕妇物质滥用的筛查，仅以健康教育的

形式要求孕妇戒烟戒酒；而中国妇女一旦知道

自己怀孕， 会尽可能多地减少外出，较少选择

再外出旅行，因此“孕期旅行指导”在中国也

不适用；中国当前的经济条件还不允许由护理

来安排孕妇的交通问题，因此，“交通服务安

排”这样的护理诊断也不太可能被提出。除此

之外，30% 以上的调查者选择“组织灌注监

测”、“酸碱失衡监测”、“电解质紊乱的治疗”

不常使用，分析其原因，可能这些表述太过专

业，倾向于医疗手段，如改用为“生命体征监

测”，其选择会大为增加。在调查的开放性问

题中，中国护士提出的护理措施“生活安全指

导”则在问卷中未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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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孕期护理术语子集，其主要内容涵

盖了专业领域里的核心内容，但受研制者的知

识水平、文化背景限制，在具体使用时还需根

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该子集在中国的使用，

就需要剔除、修订或者增加上述护理措施，其

护理表述也需做出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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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慢病高危人群非药物干预电子信息化管理

韩文苓，王永利 , 丁兰

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京

摘要：为了提高慢病高危人群的非药物干预的工作效率，加强社区护理的电子档案痕迹化

管理，我社区中心开发研制了非药物干预电子模块。2013 年 3 月至 2015 年 9 月，我中心应用

非药物干预电子模块管理慢病高危人群 8336 人，平均每名社区护士每年管理 118 人，对高危

对象的干预随访由原来每次 30-40 分钟，提高到 15 分钟以内，并能同时完成干预护理记及打

印给干预对象的膳食运动处方和相应的指导语。年度评估核心指标好转率达到 80% 以上。

关键词：护理信息学、高危人群、非药物干预、社区、慢病

背景：为了减少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

的发病率，对慢病高危人群的非药物干预逐

渐成为社区护理的重要内容。我社区中心从

2005 年开始就把慢病高危人群的干预作为社

区护理重要内容。随着干预管理的人次逐渐增

多，社区护士的工作量成倍增加，原来的纸质

护理记录书写繁琐制约了工作效率的提升；内

容的规范性及格式的统一性不足使得护理工

作难于规范管理；社区护士工作效果的痕迹在

电子化社区健康档案中难以体现。为此，我中

心与蓝凯森公司合作开发了非药物干预电子信

息化管理模块，2013 年起在我中心投入使用。

应用 2 年间，极大地提高了社区护理非药物干

预管理效率，加强了非药物干预的规范化管

理，使更多慢病高危人群及慢病患者得到了优

质规范的非药物干预指导。

材料与方法：

1 参照原有纸质高危人群干预记录内容，

结合实际工作，按照方便勾选、内容全面、能

够高效率编辑的原则进行整合完善。专家参

与编写不同热量膳食单、各种非药物干预指导

语的候选项，作为强大的电子信息化后库支

持。非药物干预模块与原有社区电子健康档案

接轨，除护士可操作外，医生工作站及公卫门

户接口都能调用查看，实现了社区护理与社区

医疗的横向联系以及护理档案的电子化痕迹管

理。

2　非药物干预模块内容

2.1　入选评估：基本情况、身体评估、
检查、生活方式、结论、指导语

2.2　随访记录：指导语、饮食指导、
运动指导、核心监测

2.3　年度评估：相关知识、饮食结构、
运动状况、核心指标

3　应用方法

3.1　筛选符合高血压、糖尿病危险因
素的高危人群纳入非药物干预管理模块

3.2　评估入选者基本情况、核心指标、
生活方式，并将详细内容及护理诊断录入
模块，打印纸质评估结果给干预对象存留。

3.3 随访记录：选择针对性的指导语、
算出每日所需热卡选择后库中相应的膳食
处方，运动处方，并根据干预对象的生活
习惯加减。随访频率可按需约定。打印纸
质随访记录及膳食单给干预对象存留。

3.4　年度评估：勾选相应的相关知识
掌握程度，饮食、运动干预效果。干预效
果不明显者，可否纳入下一年度继续管理。

结果：

2013 年 3 月 -2015 年 9 月，月坛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及各卫生站应用非药物干预电子模

块管理慢病高危人群 8336 人，平均每名社区

护士每年管理 118 人，对干预对象进行每年至

少 3 次的干预随访。非药物干预电子模块的应

用大大提高了社区护士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积极

性：对高危对象的干预随访由原来每次 30-40

分钟，提高到 15 分钟以内，并能同时完成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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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护理记及打印给干预对象的膳食运动处方和

相应的指导语。年度评估核心指标好转率达到

80% 以上。干预对象及社区护士双双都提高

了满意度。对于护理管理工作也起到了规范化

的作用：规范了非药物干预记录的评估内容、

指导语及处方内容，弥补了社区护士干预水平

参差不齐，干预效果评价不规范的不足。

作者联系电话： 13611230665  韩文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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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医疗药品闭环管理中 U ＤＤ（单剂量调剂）在临床护理工作中
的应用

吴王娟、张鹍、颜霞 *

[ 摘 要 ] 目的：探讨移动医疗药品闭环管理中 UDD（单剂量调剂）在临床护理工作中的应

用 。方法：UDD（单剂量调剂）的包装外面有一个核对信息的一个重要标志二维码。通过扫描

病人腕带条码、输液瓶条码以及包药机条码，及时核对信息，保证病人用药质量及用药安全。

结果：依托信息化药品闭环管理护士可在本科室任意地点核对药品，并实现对医嘱药品进行全

面、全程监控，全方位跟踪，做到了任何药品可追溯；通过移动信息平台，实现病人腕带和药

品条码的匹配，有效的保证患者安全。结论：移动医疗药品闭环管理中 UDD（单剂量调剂）在

临床护理工作中，可以做到保证患者用药及时，提高护理质量，减轻护理人员工作量。

[ 关键词 ] 闭环管理，UDD，移动护理，核对，护士 HIMSS(Healthcare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s Society) 是一家旨在通过推动信息化及系统发展，全方位提高医疗服务

能力，增强医疗机构营运水平以改善人民健康的非营利性国际机构。目前分为 8 个等级（0-7

级），7 级代表着目前国际上医院信息化最高水平。2014 年 5 月 13 日北大人民医院成功通过

了 HIMSS7 级评审，成为了亚洲第二家、国内第一家通过 HIMSS7 级评审的医院。

在 UDD（单剂量调剂）的包装外面有一

个二维码，二维码内包含了患者所有的信息，

如：科室、床号、姓名、病历号、药品名、剂

量、给药方式、给药频次等，二维码是核对信

息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医院里药品安全是很重

要的质控点。从大夫开医嘱，护士确立医嘱没

有问题，护士发送药品单至药剂科，最终不管

是口服药，还是摆药机等产出的结果，都必须

经药剂师进行核对。药房配送师傅把经过药师

核对过的一个封闭的药车推至病房交给护士。

护士跟配送师傅进行交接，最后护士在病房给

药。护士通过 PDA 扫描病人腕带条码、输液

瓶条码以及摆药机条码，PDA 将三个系统的

数据集中在一起，及时核对信息，保证病人正

确用药。患者口服或静脉输液等途径用药后，

出现什么副作用或并发症，再转回到大夫这

儿，予以处理，这是一个完整的闭环。为保证

用药的及时性，信息系统根据临床需要，不断

修正。现在，普通药品单会在 2 小时内送达科

室。对于加急药品（不在基数药范围内）的管

理，医生开具医嘱时，会“标红”注明加急，

护士发送药品单时点击“加急”，此药品单通

过整个闭环流程后半小时内会送达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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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平台在评估老年患者全麻术后认知功能障碍中的应用探讨

刘林莉 胡航 周娅颖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  400030）

摘要：目的 探讨手机微信平台在评估老年患者全麻术后认知功能障碍中的应用。方法 从

2015 年 1 月至 10 月择期手术全麻老年患者中抽取 8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28 例。

对照组采取传统随访方式及邮寄确认的方式，观察组则采取微信回复的方式，统计回访依从性、

信息真实性、资料遗失率、患者满意度和随访工作时间。结果两组就回访依从性和患者满意度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但微信随访组患者在资料遗失率、术后回访时间明显

低于传统回访组，信息真实性者明显高于随访组（P ＜ 0.01）。结论 利用手机微信平台对老年

全麻手术患者行术后认知功能障碍评估切实可行，能显著提高术后随访的工作效率。

关键词：微信平台  老年患者  全麻   认知功能障碍  应用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增加，老年患者的

就诊量也呈不断上升趋势。Laalou  et al[1] 发现

60-69 岁患者术后一星期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

为 23%，70 岁以上为 29%，术后三个月超过

70 岁的患者中认知障碍的发生率仍有 14%。

这就要求我们切实做好老龄患者全麻术后认知

功能障碍的随访工作，传统的随访手段包括：

电话随访、患者返院随访等。由于费时费力

而难以开展，且失访率较高【2】。怎样用简单、

快捷、有效的方法来进行术后随访。成为广大

医务工作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由于微信具

有操作的持续性，人际交流的高时效性和内容

推送的丰富性，消息推送的精准性等特点【3】，

我科于 2015 年 1 月至 10 月。将其巧妙的应用

于老年患者全麻术后认知功能障碍随访中，取

得一定成效，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 2015 年 1 月至 10 月在我院行全麻手

术的老年患者 56 例。纳入标准：①年龄≥ 60

岁的全麻患者。②无心血管疾病。③手术时间

＜ 2h。④无精神及沟通障碍。⑤理解本次研

究的目的和意义，自愿参加研究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4】。⑥身边有固定子女照顾的患者。

1.2　方法 

选取 56 例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采

取传统的电话随访方式；实验组则选择手机微

信的随访方式。通过画时钟的方式来评估，术

后 24h 第一次，以后每周 1 次，持续 3 个月。

对照组仅通过语音电话来完成，住院期间将患

者所画时钟直接交于麻醉门诊，出院后则采取

邮寄的方式。实验组则充分利用微信的便捷功

能直接将患者所画时钟的图片和视屏传送给

研究负责人，考虑到患者年龄的关系，实验组

则由照顾患者的子女完成图片和资料的传送工

作。研究负责人在实验组患者到麻醉门诊签署

麻醉同意书时对其子女进行培训，要求子女手

机 24h 开机，并设置为消息实时提醒，随访工

作由固定的麻醉护士完成。

1.3　评价方法  

通过对两组患者配合依从性，随访信息真

实性，资料遗失率，患者满意度，随访工作时

间等客观数据进行评估。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PS17.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析，行 t 检验、x 检验及重复测量的方法分析，

检验水准 a=0.05。

2　结果

随访周期结束后，两组患者就配合依从

性、患者满意度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但微信随访组患者在资料遗失率、术

后回访时间明显低于传统回访组，信息真实性

明显高于随访组（P ＜ 0.01），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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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评价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配合依从性 患者满意度 资料遗失率 术后回访时间  信息真实性

对照组 40 74.5%（30/40）  86.5±12.1 78%(34/40)  0.81±0.29 100%(40/40)

观察组 40 80.0%(32/40) 75.0±11.3 0%(0/40) 2.15±0.76 62%(23/40)

P 值  ＞ 0.05 ＞ 0.05 ＜ 0.01 ＜ 0.01 ＜ 0.01

３　讨论

全麻已成为当今医院广泛应用的麻醉方

式，它能满足几乎所有外科手术的需要，但随

着全麻患者数量的增加，特别是特别是老年全

麻患者的增加，与之相对应的麻醉并发症也随

之增多。认知功能障碍则是老年患者全麻后最

常见和较为严重的并发症。那么如何有效及时

的对全麻老年患者进行术后认知功能障碍评估

已成为医护工作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传统的随访方式一般为电话随访，此方式

常因患者及其家属嫌其邮寄方式麻烦则直接放

弃，或者因地址不准确以及邮寄途中的不稳定

因素而造成随访失败。邮寄无形中延长了随访

周期，大大增加了随访工作者的工作时间和精

力。综上所述，传统的随访方式难以让护士快

速的得到真正相关的信息【5】。因此此方式必

将被替代。

微信作为当今电子时代的新型产物，有

着快捷、方便、有效、互动性强、成本低、可

持续性强等特点，已广泛应用于餐饮、购物、

金融等行业。为进一步挖掘其潜能，我科将其

应用于全麻老年患者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评

估。即让患者子女在术后 24h、1 周、3 个月

期间分别将患者绘制图表的视屏和图片以微信

的方式发给随访麻醉护士，这种方式对于患者

而言，经济实惠，且方便，对于麻醉护士而言

则快捷、及时、有效，和传统方式相比，其优

势显而易见。但它的不足之处也不容忽视，此

次研究中主要表现为：患者为老年患者，大多

不会使用微信，需要子女的帮忙，对孤寡老人

和子女不在身边的患者存在一定局限性，这就

需要我们不断改进，挖掘其潜能来规避其局限

性，使老年患者随访工作得到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Laa lou  F  Z ,Ca r re  A  C ,Fo re s t i e r 

C,e t  a l .Pathophysio logy  o f  pos t-operat 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current hypotheses［J］.J 

Chir(Paris),2008,145(4):323-30.

［2］覃美青，谭鹤长 . 手机微信平台在膝

关节韧带重建术患者出院随访中的应用［J］.

中外医学研究，2015，13（10）：145-146.

［3］孙玲，邹陆曦，胡广禄 . 微信公众平

台在三甲医院的应用现状调查［J］. 中华医学

图书情报杂志，2014，23（12）：25-28.

［4］龙秀红，李卫红，彭茹凤，等 . 妊娠

期糖尿病患者的目标管理［J］. 护理学杂志，

2015，30（8）：4-7.

［5］胡洁，蒋维连，李进娥 . 三级甲等医

院临床护士循证护理信息网络需求的质性研究

［J］. 解 放 军 护 理 杂 志，2014，31（21）：24-

26.



- 254 - - 255 -

移动技术在出院患者延续护理中的应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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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延续护理是指对所有出院患者实施延续性的康复指导和护理，属于整体护理的范畴

之内。随着移动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健康重视度的提高，延续护理的方式和内容也由传统的家

庭访视、门诊复查等，演变为应用电话、微信、QQ 群、互联网等移动技术的新模式。本文通

过综述移动技术在出院患者延续护理中的应用进展，旨在为完善我国延续护理流程、提高护理

质量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出院患者，延续护理，移动技术，综述文献

患者出院后，通常意味着与医院关系中的

终止，导致患者及家属缺乏进一步康复和护理

指导，提高再次住院率。由此，出院后的延续

护理逐渐受到各国医疗护理界的重视。美国老

年协会将延续护理定义为通过一系列的行动设

计，以确保患者在不同的健康照护场所（如从

医院到家庭）及同一健康照护场所（如医院的

不同科室）受到不同水平的协作性及延续性的

照护，通常是指从医院到家庭的延续，包括经

由医院制定的出院计划、转诊、患者回归家庭

或社区后的持续随访与指导 [1]。保障患者信息

的延续是实施延续护理的基础和关键，传统的

延续护理多采取家庭访视、设立专家门诊等方

式，研究表明，使用以上方式进行随访时存在

拒访、管床医生参与率低、门诊服务的不便利

性、随访效率不高等问题 [2-3]。近年来，随着

无线网络和智能手机应用的普及，移动信息技

术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通过电

话随访、微信、QQ 群、远程视频、应用软件

等多种形式实施延续护理的相关报道也屡见不

鲜。本文就移动技术在出院患者延续护理中的

应用进展进行综述，旨在为完善我国延续护理

的流程提供参考依据。

1.　移动技术的概述

关于移动技术的定义，雷加斯于 2002 年

指出移动技术指在特定环境中，能够用来存

储、交流和学习的可移动的技术。我国徐淑丽

等人认为，移动技术是指学习者能够无限制地

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获取学习资源的技术和

设备的统称 [4]。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中，移动技

术主要是指通过应用智能手机、计算机等移动

设备为患者提供非面对面的健康信息服务，形

式包括智能手机、远程医疗、医疗信息平台、电

话随访等，是基于无线传感技术、网络宽带和数

字化技术而形成的一种新兴医疗服务模式 [5]。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移

动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医疗、教育等各个领域
[6-7]。目前，在护理领域中，社区慢病管理在

移动技术的保障下取得了重大突破，尤其是移

动智能手机管理程序在糖尿病、哮喘等慢性病

中得到很好的验证 [8-9]。应用移动技术的优势

是在患者不去医院就诊的情况下，医务人员还

能对其进行病情监测、健康教育及康复指导等
[10]。因此，移动技术在患者出院后延续护理中

的应用也有很大潜能，可达到提高延续护理质

量及工作效率、节省时间和人力的效果。

2.　移动技术在出院患者延续护理

中的应用

2.1　应用方法

2.1.1　电话随访

电话随访是延续护理中最便利、应用最广

泛的一种延续护理方法。张俊娥等 [11] 运用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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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师与护理学专家共同制定的电话干预项目，

在培训干预人员和预实验之后，对 59 名出院

早期的结肠造口患者进行出院后 1 个月内的

2 ～ 3 次电话干预并记录。结果显示，标准化

和模式化的电话干预项目是一种有效的出院后

延续护理方法，能及时地给患者提供心理支持

和造口护理的指导。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通话的时间点要选择恰当，电话干预的次数不

宜过多，以保证干预的剂量和质量。

2.1.2　应用程序软件

飞信是中国移动公司推出的一种综合通

信服务，即融合语音、GPRS、短信等多种通

信方式，实现互联网和移动网间的无缝通信服

务。谭鹤长等 [12] 应用飞信软件平台，建立血

液透析患者健康档案数据库、建立病友之家进

行问题咨询、利用软件制作健康教育资料、群

发互动短信、群聊与讨论功能和模仿远程医疗

系统应用等。结果发现该方法在加强医患间的

沟通，提高工作效率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吴

一帆等 [13] 通过分析慢性肾脏病患者飞信随访

依从性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 50.1% 的患者

愿意加入飞信，提示应用飞信进行延续护理具

有一定可行性，但需要针对性制定一些措施来

提高依从性。

APP 即 Application Program 的缩写，现多

指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移动互联网设

备（MID）、手持游戏机等移动终端用户的应

用程序，又称为移动客户端 [14]。Sanger PC 等 [15]

研制了移动健康外伤管理 APP，应用于外科手

术患者出院后的手术部位伤口管理。通过半结

构式访谈和调查，结果发现移动健康外伤管理

APP 可提供更频繁、全面、有效的随访信息，

连接医院与社区之间的患者信息，降低患者出

院后焦虑，且在外科手术患者中的接受度高。

微信或 QQ 等应用软件是人们普遍使用的

交流软件，应用于延续护理，可增加医患之间

的沟通交流。陈晓萍等 [16] 将骨质疏松（OP）

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接受传

统电话延续护理，实验组由研究组护士利用智

能手机上的微信或 QQ 等应用软件，对患者提

供信息支持和健康指导，同时还聘请骨科、康

复科和营养科医生通过微信群或 QQ 群每月进

行 1 次 OP 讲座，提高延续护理内容的规范性

和依从性。研究结果发现，移动医疗技术在骨

质疏松延续护理中的应用通过对患者的知信行

积极影响，能有效提高患者的骨密度，缓解患

者的负面情绪，从而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2.1.3　网络平台

刁瑾薇等 [17] 将 200 例孕妇随机分为两组，

对照组采用传统健康教育方法，观察组在此基

础上，给予为期 4 周、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健康

育儿网对孕妇实施健康教育。医务人员推荐孕

妇登录 39 健康育儿网，由医院主管护师以上

职称的护士每日提供 3 小时的在线咨询，其他

时间的提问保证在 24 小时内作出回答。同时，

与孕妇约定每周至少在线学习 4 小时，学习不

足者督促其上网学习。学习内容包括有关孕

妇的健康知识及孕妇对孕期出现问题的解惑答

疑。结果显示观察组孕妇在怀孕期间对孕期营

养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

2.1.4　多种方法联合应用

随着移动技术的方式愈来愈多种多样，研

究者们往往将电话、微信、QQ 群、远程视频、

互联网等技术方法综合应用于延续护理，以

取得最佳干预效果。如陈丽萍等 [18] 对在特需

门诊就诊的 61 例高尿酸血症患者进行随机分

组，对照组给予常规随访，干预组则在此基础

上结合电话、手机短信、E-mail、传真和自制

提醒软件进行随访，具体方案如下：初诊后第

1 个月每周 1 次电话或 E-mail 随访，根据需

要通过 E-mail、传真传送健康资料。1 个月后

每 2 周随访 1 次，告知患者可随时电话、短信、

E-mail 咨询，并及时给予答复。条件许可者，

在其办公计算机中安装自行编制的具有提醒

功能的软件，如 9: 00 提醒患者服药；10: 00、

14: 00、16: 00 提醒患者多饮水；11: 00 提醒患

者控制午餐质和量等； 并定时出现“您今天喝

了几杯水？”等语句强化其遵医行为。两组均

连续随访 6 个月，再比较干预后两组患者血尿

酸改善情况。结果显示，利用移动技术随访特

需门诊高尿酸血症患者，使其血尿酸明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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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在袁宝芳等 [19] 的研究中，为了探讨以

信息化手段为基础的延续护理在肠造口患者中

的应用，针对出院造口患者，提供 QQ、微信、

电子邮件、电话等多种途径，以反馈其居家护

理造口的情况及向造口治疗师征求远程专业帮

助。该方法在提高护理质量方面也取得了不错

的效果。

2.2　应用内容

2.2.1　健康教育

常规的健康教育方式是医务人员与患者

面对面进行交谈，形式和内容比较单一，且易

受护士知识和沟通能力的影响。而应用移动技

术进行的健康教育，如建立 QQ 群、微博账号、

飞信等，可不拘泥于形式、时间和地点，对患

者进行专业化的健康教育，且内容可为文字、

图片、语音及视频等。

底瑞青等 [20] 针对耳鼻喉科实验组患者，

除常规教育外，增加移动护理 APP 平台进行

健康教育。具体内容为：建立科室移动护理 

APP 平台，将各种手续办理流程，各类标本的

采集方法和特殊检验注意事项，专科疾病知识

介绍等内容以视频、图片、文字等形式录入。

结果发现移动护理 APP 平台健康宣教内容图

文并茂，有效增进患者对耳鼻喉科疾病的认知

和治疗依从性。另外，移动护理 APP 平台健

康宣教携带、保存方便，患者与家属能主动地

重复学习，节约了护士反复教育的工作时间。

胡竹芳等 [21] 使用微信对强直性脊柱炎出院患

者进行延续护理，由主治医生和高年资护士共

同组建微信延续护理小组，建立“AS 疾病论

坛”提供疾病健康知识教育和“朋友圈”用于

护患、医患及患患之间的交流。结果显示此类

软件的应用，提高了健康教育效果，使患者康

复锻炼依从性增强，并提高了患者对医疗服务

满意度，值得推广。

2.2.2　评估病情

患者出院后，无疑给医务人员对其病情

的评估增加了难度，此时，移动技术的应用可

解决这一难题。张俊娥等 [11] 通过对 59 名出院

早期的结肠造口患者电话随访，来评估患者的

临床状况（包括造口并发症和其他不适情况）、

造口自护能力（采用造口自我护理量表—早期

版）及自我效能和情绪状态，以动态地掌握患

者信息，并依此来提出具体干预措施。Azad 

TD 等 [22] 为了长期评估和监测脊柱外科术后患

者的生命质量，详细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电子健

康记录系统。其中评估内容是由外科医生、高

级实践人员、信息技术和医疗保健专家共同的

制定脊柱外科生命质量标准评估流程。结果发

现，电子健康记录系统的应用，对于长期病情

评估与监测，能节约大量人力和时间，并能提

供详细的病情记录。

2.2.3　心理护理

随着心理和精神问题在我国的重视程度

日趋上升，再加上患者出院后由于缺乏专业人

员的指导，容易出现焦虑等心理问题。因此，

心理护理也是延续护理重要及必须的内容之

一。Livingston P 等 [23] 的一项评价电话随访效

果的研究显示，通过电话随访，96% 的患者有

积极心理体验，可有效地解决患者的心理问题

及顾虑，同时也加强了患者对护士角色更进一

步的了解。陈晓萍等 [16] 利用智能手机上的微

信或 QQ 等应用软件，与实验组患者进行实时

视频面对面交流。若患者有不良情绪，则让其

充分宣泄，同时注意仔细倾听，判断患者的心

理状态。若患者缺乏康复信心，则耐心为其分

析病情，并鼓励患者通过微信群或 QQ 群和康

复较好的患者在线交流，进行同伴互助教育，

使其获得康复的经验和信心，必要时引导患者

进行放松训练。研究结果表明，应用移动医疗

技术进行心理干预能有效降低患者的焦虑、抑

郁程度，从而获得提高患者满意度。Gureje O

等 [24] 通过大规模的随机对照试验，评价基于

移动电话的延续护理措施对围产期女性抑郁症

的干预效果，结果显示该延续护理对于抑郁症

的改善是有效的。

3.　小结与展望

延续护理是为满足出院患者的需求而开

展的延伸服务，使得医院的医疗护理服务不再

仅仅局限在患者住院过程中，而是延伸到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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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后的继续治疗和康复中，也属于整体护理的

范畴。然而，随着移动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大众

对健康需求的不断提高，传统延续护理模式已

不能满足庞大的延续护理需求，出现了基于移

动技术的延续护理模式，使得延续护理服务不

再拘泥于场所、时间及人员的限制，形式也更

加多种多样，无缝渗透到出院后患者的日常生

活中。

目前，我国应用移动技术的延续护理模式

正处于初级探索阶段，仍然存在诸多的问题及

不足。未来我国延续护理的发展可从以下几点

入手：亟需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大

样本、多场所的随机对照研究，以探索符合我

国国情的、综合多种移动技术方法的延续护理

流程；加强对参与延续护理人员的移动技术使

用和专业知识的培训，建立规范的培训流程；

政府相关部门需制定完善的延续护理制度，保

障干预人员和患者及家属的权益；制定延续护

理详细的收费标准，使其可持续、涉及多学科

领域，并确保该项工作达到预期的效果，促进

我国延续护理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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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患者术后镇痛护理中应用移动访视系统的体会

胡航 刘娟 周娅颖

(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野战手术麻醉科，重庆 400038)

【摘要】目的 通过使用移动医疗设备进行术后镇痛护理，简化了镇痛访视中繁琐的工作流

程，提高镇痛护理的术后访视效果，并使访视信息数据化，将各种镇痛信息以数据元的形式保

存到数据库中，为医学和护理研究提供较好的数据支持 [1,2]。方法 将术后镇痛模块设置到以医

院医疗信息系统资源为基础的移动访视系统平台中，为术后镇痛使用移动设备进行访视工作提

供软件支持，也为镇痛访视信息的录入提供平台。结果 减少了护士记录护理文书的工作量和时

间，为临床提供了较好的数据支持，同时为科研提供了统计研究思路。结论 使用移动访视系统

后，节约了大量数据录入时所花费的时间，为科研可利用的数据资料明显增加，减少了护士的

工作量，极大的提高了护理科研的能力。

【关键词】移动医疗，镇痛护理，术后访视

随着社会的大力发展，信息技术的不断

进步，电子产品的快速更新，医学信息化建设

与发展，移动医疗技术的应用也成了医疗行业

目前最为关注的热点之一。为提高患者术后镇

痛的效果，我院手术麻醉科将移动医疗技术应

用到术后镇痛护理中。使术后镇痛护理更加方

便、快捷，较大的提高了护理工作效率。同时

也为科研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提供有效协助，为

护理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现将使用体会报

道如下。

1　系统介绍

1.1　系统与模块的组成

移动访视系统是我院手术麻醉科以医院

各医疗系统中的数据为基础，以电子移动设备

为载体，为医护人员访视提供支持的检索类电

子病历系统 [3]。主要包含：术前访视、术后访

视、继续访视、术后镇痛四个模块和电脑系统

服务器、移动访视客户端两个操作平台。其中，

术后镇痛模块的组成有两个部分：镇痛管理组

件和电子移动设备上的镇痛访视组件。镇痛管

理组件主要是对镇痛访视相关文书进行批量处

理；镇痛访视组件主要是将电子移动设备变成

访视工具应用于镇痛访视过程。

1.2　移动访视系统的特点

1.2.1　智能化：该系统可通过对数据的

分析和整理，实现数据分类与关联的自动化

和整体化。

1.2.2　个性化：该系统设置有较为完善

的账户管理机制，通过对登陆账号的验证，

实现工作职务与访问权限的对应。

1.2.3　独立性：该系统不属于任何一个

医疗系统的子系统，且该系统对各医疗系统

间的数据访问时单向获取，只提取，不回写。 

1.2.4　交互性：基于账户管理机制建立

账户之间的通信网络，方便了病情交流和呼

叫通知。

1.2.5　兼容性：由于系统的独立性，使该

系统在建立上，只需建立好数据库与数据库之

间的通信，即可运行，有利于今后的改进。

1.3　实现的功能

1.3.1　自动采集：可将术后镇痛患者的

信息自动采集到服务器上，并将患者信息显

示在移动访视客户端的镇痛列表中。 

1.3.2　协助评估：在访视过程中，提供

患者在病房测量的最近一次生命体征情况，

以及前几次镇痛访视信息，为患者的镇痛评

估提供参考。



- 260 - - 261 -

1.3.3　关联电子镇痛泵管理：获取电子

镇痛泵的使用信息，包括总使用量，有效按

压次数，无效按压次数等，为护士提供较好

的访视信息。 

1.3.4　访视信息的储存：在访视结束后

自动生成镇痛访视单，储存在数据库中，作

为科研分析数据进行保存，方便医护人员随

时提取数据。 

1.3.5　警示通知：如电子镇痛泵发生堵

塞、漏液等，可及时作出警示通知，以便医

护人员及时处理。

2　镇痛访视的流程

为协助医护人员了解患者术后镇痛的情

况和效果。凡使用镇痛泵的患者，我科麻醉护

士会进行访视，每天 3 次。术后镇痛护理的工

作基本流程如图 2-1 镇痛护理示意图所示，从

录入镇痛泵使用信息到准备访视用物再到访视

患者镇痛泵使用情况，从检查导管是否通畅到

评估病人镇痛效果再到填写镇痛访视单，循环

往复、直至镇痛导管拔出、患者进行镇痛效果

评分后，访视结束。

图 2-1　镇痛护理示意图

3　体会

使用移动访视系统作镇痛访视，在护理工

作、镇痛管理、科研数据等方面都提供了较大

的帮助。

3.1　护理工作方面

将更多的时间归还临床护理人员并减少

了护理文书的书写，真正做到电子化办公，减

少纸质访视不便于资料保存的缺点，节约了人

力及物力资源。

3.2　镇痛管理方面

协助麻醉护士及时准确的了解病人的镇

痛泵使用情况，并第一时间为患者处理，帮助

患者缓解疼痛 

3.3　科研数据方面

方便统计近期内镇痛泵的使用效果评估，

为麻醉医生调整镇痛泵配药处方提供参考。并

且，采用独立数据元结构模式保存的数据信息
[1]，可以直接为大数据库提供数据源，提高了

数据的利用价值。

4　小结

综上所述，将移动访视系统应用于镇痛，

不仅可以方便麻醉护士的镇痛访视和提供人性

化护理，还可以提高了术后镇痛的整体效果。

同时，录入的镇痛信息数据，也方便了数据

统计分析、研究与创新和手术镇痛的管理 [1,4]。

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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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科慢病患者对健康相关手机软件的使用情况及需求调查

孙爱华 a，肖倩 b，陈燕 a

a 中日友好医院，北京
b 首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北京

摘要

为了解呼吸科慢病患者对健康相关手机软件的使用情况和需求，本研究采用自行设计的调

查问卷对呼吸科病房及门诊的 171 名慢性病患者进行调查。结果发现， 97.1% 的患者使用的是

智能型手机，患者具有中等水平的手机使用经验（平均分 46.0±12.8 分），86.0% 的患者使用

过健康类手机软件，88.9% 的患者表示愿意安装医院提供的有助于疾病治疗康复的手机软件，

并希望此类软件的界面特点为：简单易操作、实用有指导性、无广告植入。未来应针对患者的

期待和需求开发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呼吸科疾病相关的健康软件，为实现延续性护理服务提

供基础。

关键词 : 呼吸科患者  慢性病 手机软件

背景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其作为移动健康技

术的一种重要载体，在疾病预防与自我管理、

健康教育，提高治疗依从性等方面已发挥积

极的推动作用 [1,2]，同时也为延续性护理的开

展提供了新的形式。呼吸科慢病患者由于康复

周期长，仅着眼于院内的健康教育和指导已不

能满足患者的需要，需借助移动信息技术对院

内、院外患者实施全面、全程的健康服务和延

续性护理才能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健康需求。因

此，本研究旨在了解呼吸科慢病患者使用手机

及健康类手机软件的情况，及他们的期待和需

求，为将来开发适合该类患者的手机软件提供

依据。

材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

对我院呼吸科病房及门诊患者进行调查。患者

的纳入标准为：①呼吸科病房及门诊患者，病

程≥ 3 个月；②年龄≥ 18 岁且≤ 70 岁；③无

意识障碍及视力障碍等；④愿意参与本研究者。

研究工具：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开

展研究，问卷内容包括 5 个方面：①调查对象

的一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等。②疾病情况，

包括：所患疾病、疾病病程等。③手机使用情

况，包括：手机的类型、手机使用经验。其中

手机使用经验问卷共 15 道题，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评分越高代表使用越频繁，经验越丰

富。④手机健康类软件使用情况，包括是否安

装过、安装过的种类、使用的软件功能及对软

件的评价。⑤呼吸科疾病相关手机软件的使用

意愿与需求等。

资料收集方法：采用统一的指导语，并

采取无记名方式填写，当场发放当场回收，

当场检查有无缺项等问题。有效问卷回收率

87.2%。

统计学分析方法：所有数据采用 SPSS16.0

统计软件进行录入、分析，采用频数、构成比

进行统计描述，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推

断，p<0.05 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参与调查的 163 名患者中，73.0% 的人使

用的是智能型手机，并且具有使用手机软件的

经验。71.2% 的患者每天均要使用手机。患者

对手机的使用经验得分平均为 32.4±14.1 分，

处于中等经验水平。

49.1.% 的 患 者 使 用 过 健 康 类 手 机 软 件，

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不同手机使用经

验的患者，其对健康类手机软件的使用与否具

有统计学差异（p<0.05），具体见表 1。

73.6% 的患者表示愿意安装医院提供的有

助于疾病治疗康复的手机软件，并希望此类软

件的界面特点为：简单易操作、实用有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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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广告植入。期望此类软件具有如下功能：能

够根据患者情况及时的反馈和指导、能够推荐

医生，帮助挂号、能提供实用的方法、能够记

录和监测健康变化、能够提供疾病知识等。

表 1　不同患者健康类手机软件的使用情况比较

项目 没用过  使用过 Χ2 P

年龄

≤ 44 岁 10 24 10.478 0.005

45 岁－ 59 岁 25 27

≥ 60 岁 48 29

性别

男 45 31 3.916 0.048

女 38 49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33 20 8.214 0.042

高中 / 中专 25 21

大专 / 本科及以上 22 29

研究生 3 10

手机使用经验得分

15 分～ 30 分 58 26 23.437 <0.001

31 分～ 59 分 24 51

60 分～ 75 分 1 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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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oodle 的护理科研网络信息资源平台的初步构建

贺意远 , 颜巧元 ( 通讯作者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护理学系 , 湖北武汉 ,430030

【摘要】

1　目的 

目前国内护理科研起点较低，重复性研究

多。且护理科研信息主要呈现在相关期刊及学

术交流会议中，导致广大护理工作者不能从更

加方便快捷的渠道获取最新护理科研资讯。为

了促进护理科研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通过定

制 Moodle 平台并在此之上设计收集相应的数

字资源，旨为护理工作者在护理科研的学习及

其信息收集上提供新途径。

2　方法

2.1　利用 Moodle 构建护理科研网络
信息系统

Moodle 是基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设计开

发的开源软件，作为一个基于 Web 的课程管

理系统 (LMS)，Moodle 可以帮助教育者建立有

效的在线学习社区。本平台采用服务器的基本

配置如下：操作系统 CentOS 5.4 64 位，WEB

服 务 器 Apache2，PHP 版 本 5.5，Mysql 版 本

5.1.48。由于 Mysql 版本的限制，选用并搭建

Moodle 2.6.11+。在 Moodle 开源主题基础上，

进行二次开发，让显示界面更适用于国内用

户。为适应使用需求，减少服务器的负荷，提

高响应速度，对 Moodle 的业务逻辑进行适当

修改。

2.2　基于 SCORM 规范构建护理科研
数字资源库

SCORM 共享内容对象参考模型（Sharable 

Content Object Reference Model） 由 美 国 国 防

部“高级分布式学习”组织所拟定的标准，对

于数字内容教材的制作、内容开发提供一套共

通的规范。本数字资源库利用本校教学资源和

科研资源，制作一系列护理科研 SCORM 课件

与情景剧；同时将来自科技厅、教育厅等权威

网页最新课题和成果申报信息、国内外重要期

刊刊登的论文，以及由中华护理学会等权威机

构主办或承办的学术会议信息加以整理，上传

至资源库中，并不断更新。数字资源库以课程

的形式展现在 Moodle 中，在校学生和在职工

作者不仅可以在讨论区中与开展师生互动、生

生互动，还可以利用在线题库来查漏补缺。

3　结果

通过在百度指数和 Google 趋势里搜索“护

理科研”，均未发现词条记录，说明目前护理

科研的信息化的发展仍然滞后，亟待开发一个

综合性的护理科研网络信息资源平台。

目前已经录制了包括护理科研选题、护理

科研设计、质性研究、标书撰写、护理科研论

文写作等一系列护理科研视频教程，每个视频

长度约 15 分钟左右。

为每个视频教程配备精选的课后习题，以

便学生可以在观看后直接进行知识点的测试并

查看反馈结果。

护理科研资讯的搜素引擎以及评分算法

仍在开发完善中。

4 结论

综合性的护理科研网络信息资源平台可

以作为线下教学的辅助资源。

现有的护理科研网络信息资源平台内容

丰富多样，是获得护理科研资讯的有效途径。

本平台使得更多护理工作者可以不受时

间、地域的限制，学习到护理科研的方法，获

取到最新的护理科研资讯，对于提高护理科研

的质量有着极大的帮助，为国内首创的护理科

研信息平台。

通讯作者电话 :13886187895;

邮箱 :yanqiaoyu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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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医院信息系统的普通病房护理工作量自动化统计研究

赵上萍 a, 冯灵 b, 陈红 a

a 四川大学护理学院，成都
b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内科，成都

摘要

目的 利用医院信息系统（HIS）完成对普通病房护理工作量的自动化统计。

方法 测量护理项目工时。护理项目与 HIS 中的医嘱项及非医嘱项匹配，并建立约束规则。

利用信息技术完成自动化统计。

结果  实现了普通病房前一日护理工作量的自动化统计。

结论 该系统可准确、直观、自动呈现病房每日护理工作量，为护理管理者科学、合理和动

态地进行护理人力调配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 :

医院信息系统，护理工作量，护理项目，普通病房

背景

护理人力资源配置未能有效匹配病房护

理工作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临床护理质

量、医疗安全、护理人员工作体验和医院运

营效率等。一项在我国 181 家医院的 600 个

内、外科病房调查了 7802 名护士和 5430 位

患者的研究显示，68.83% 的病房尚未达到 0.4

的护患比，30.39% 的护士认为目前提供的护

理服务质量一般或较差，35.3% 的皮肤护理、

21.19% 的 疼 痛 管 理、35.00% 的 出 院 准 备 和

21.88% 的病情观察等必要的护理工作因时间

缺乏没有完成。另一项研究显示：我国护理人

员工作负荷重、工作压力大，护理人员中工作

高度疲倦感的人占 59.1%，且工作压力与护理

人员的离职意愿成正相关，从而影响了护理队

伍的稳定性，增加了医院人力管理成本。医院

中不同病房的床位使用率（83.78%-170%）差

异极大，加之患者病情的复杂性和多变性造成

了护理工作量的不确定性，护理人力资源配置

的难度增加。我国传统的护理人力资源配置方

法未能有效匹配实际护理需求，护理质量和患

者安全存在隐患，平衡护理人力资源与护理需

求之间的矛盾亟待解决。护理工作量的及时和

准确统计对护理人力配置有着重要的意义。因

此创新和自动化统计护理工作量势在必行。

材料与方法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以马斯洛的需要

层次理论、整体护理和动态适应原理为理论指

导，通过调研和小组讨论法确立护理项目。采

用工时测量法和书面记录法分别测量直接护理

项目和间接护理项目的工时。直接护理项目统

一规范流程和测量起止点，所有测量员和记录

员统一培训。

匹配和规范 HIS 中的医嘱项和非医嘱项

与护理项目对应。然后制定约束规则，即是定

义从 HIS 中抽取数据的规则，以保证数据抽取

过程的准确性和高效性。约束规则的原则是根

据 HIS 中对应的护理项目临床操作特点和工作

流程，研究组成员的护理人员根据临床工作经

验进行小组讨论，达成每个 HIS 指标和护理项

目的约束规则。

在医院信息系统的 Caché 数据库基础上，

将护理项目工时导入医院信息系统，构建以微

软 SSIS 作为技术支持的护理项目及护理项目

工时数据仓库，再利用 IBM Cognos 工具构建

普通病房护理工作量统计软件。

结果

确定直接护理项目 92 项、间接护理项目

22 项，测量了除“工休座谈会”护理项目以

外的所有直接和间接护理项目的工时。采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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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 SSIS 构建了护理项目及护理项目工时数据

仓库。

本研究完成了护理工作量软件的功能设

计和系统实现，为我国护理人力资源配置的研

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并为护理人力资源

的排班系统建设、绩效考核等软件开发奠定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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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病人一览表系统的设计与临床应用 1

李森 [1]  吴晓英 [2]  王泠 [2]  孙敏 [3]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科，100044

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护理部，100044

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产科，100044

【摘要】目的 为解决传统住院病人一览表信息局限，需护士手工填写的现状，探讨智能化

病人一览表系统的应用效果。方法 智能化病人一览表系统与医院 HIS 系统、移动护理信息系

统实时连接，通过无线网络实时、动态显示病人的基本信息、医嘱信息等。结果 智能化病人

一览表系统在妇产科应用后，护士每天可节约用于填写、修改每个病人一览表的时间大约为

30s ～ 1min；能实时更新病人的医疗信息，保证数据准确。结论 智能化病人一览表系统的应用，

提高了护士工作效率，有利于对高危病人的管理，可以为护理管理者提供基础数据。

【关键词】 智能化，病人一览表，信息系统

Design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Patient List System

LI Sen,WU Xiao-ying ,WANG Ling,SUN Min

【Abstract】Objective To solve the information limit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patient list 
which need nurses fill out by hand, and to explore the intelligent patient list 

system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to evaluate its validity. Method Intelligent patient 
list system connect with HIS,mobile nursing information system in real-time,give a 

real time,dynamic display of the patient’s basic and doctor infomation through a wireless 
network . Results Since intelligent patient list system is used in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department,nurses can save 30 seconds to 1 minute to fill and modify the list of patients.
patient medical information can be updated in real time to ensure data accuracy. Conclusions 
Intelligent patient list system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are and help the management of 
high-risk patients , and it also can provide basic data for nursing managers.

【Key words】Intelligent，patient list，information system

11　 作者简介：李森，硕士，主管护师，E-mail：lisen0720@126.com，Tel：13811351046

基讯作者：孙敏

住院病人一览表用来显示住院病人的基

本情况、等级护理标记、过敏史等信息。其中

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住院号、

入院日期及诊断等。临床医疗护理工作需要对

病人目前不同身份类别、费用类别等信息方便

浏览。传统的病人一览表是悬挂在墙上的方形

架子，包括有许多小格子用于放置每个病人的

信息卡片。在病人入院时，由护士手工填写卡

片，然后插在病人一览表中的相应小格子内，

其中有的信息需随医嘱的变动而不断修改，这

样势必会出现护士忘记修改标记或填写错误

等情况 [1]，且卡片尺寸较小，信息局限，很多

内容不能同时区别显示。随着医院信息化的发

展，我院已经推广应用了 HIS 系统、电子病历

系统、移动护理信息系统等系统，病人一览表

的所有信息均可从信息系统中自动提取，我院

于 2015 年 1 月设计并应用了智能化的病人一

览表系统，实现了病人一览表的电子化、信息

化，以便于护士对管辖病区内病人情况能有快

速、准确的了解，提高了病区护理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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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介绍

1.1 自动形成住院病人一览表

根据住院处新入院病人基本信息及医嘱

系统中病人的医嘱，病人一览表中自动显示每

位病人的姓名、性别、年龄、住院号、入院诊

断、入院日期、等级护理标识等信息，并以住

院病人一览表的形式显示在护士站的液晶屏幕

上，每行显示的病人数可以自行调节。

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护理标识，每个病人

信息的左上角为病人护理级别标识，一级护理

用红色表示，二级护理用绿色表示，三级护理

用白色表示，特级护理用橙色表示；分别在护

理级别的位置以自 / 医 / 共表示不同付费方式

的病人；欠费标识：已欠费病人其上方用粉红

色圆点标识 ，未欠费病人用白色镂空圆点标

识 ；新入院病人：在床位号左侧，绿色填满

矩形表示；今日出院病人：在床位号右侧，蓝

色填满矩形表示。

1.2　特殊病人提醒

智能化病人一览表系统与移动护理信息

系统连接，在移动护理信息系统中进行评估

后，相应病人的状态中会提醒高热病人、当日

手术病人、跌倒、压疮高危病人、有过敏史的

病人。当病人体温≥ 37.5℃，状态栏中会有红

色“↑”标识，当病人体温≥ 38.5℃，状态栏

中会有红色“↑↑”标识，跌倒或压疮高危的

病人会自动显示为不同的小人标识。在每个病

人的详细信息查看中，对于特殊标识病人，会

具体显示该病人的信息，如压疮高危的病人会

显示压疮评估的分数及具体的预防措施。

1.3　医嘱查看及筛选

责任护士可以随时在一览表系统中查看

每个病人的当前医嘱，可以根据医嘱的类别进

行分类查看。如在医嘱名称处输入测血压，则

可以查询到所有当前需要测血压病人的姓名、

床号、病历号、执行频率、医嘱开始时间。

1.4　自动显示责任护士姓名

智能化病人一览表系统与护理管理系统

中的人员档案连接，在护理管理系统中进行护

理人员的维护，病人一览表责任护士中可以自

动提取病区的所有责任护士，护士长可根据排

班选择每个病人的责任护士。

1.5　特殊信息添加维护

对于一些在其他信息系统中无法自动提

取的特殊需要标记的信息，输入用户名、密码

后可以进行手动添加，添加特殊信息后在病人

状态栏中显示两字的名称简写。如产科病人可

以添加分娩方式为顺产或剖宫产。

1.6　产科个性化需求

产科由于其特殊性，传统的病人一览表分

为母亲和婴儿两个独立的一览表，应用智能化

病人一览表系统后，整合了母亲和婴儿中的病

人一览表信息，同时将母亲和婴儿一一对应，

方便医护人员随时查看；一览表中的婴儿性

别、体重、分娩时间与电子病历系统连接，实

时提取电子病历中的信息。

1.7　统计分析

根据病人护理等级显示不同护理级别及

入院、出院、转入、手术、陪住、分娩等人数，

同时可以点击合计、特级护理、一级护理、二

级护理、三级护理等进行筛选并显示病人，有

利于护士了解病区的整体情况。

2.　应用效果

2.1　实时更新，保证数据准确

由于病人住院期间护理级别、高危因素评

分等内容会随着病人病情变化而发生变化，传

统纸质病人一览表需要护士随时根据医嘱修改

卡片内容。护士在工作量大的情况下有可能会

忘记修改，从而造成医嘱内容与病人一览表不

一致的现象。我院自智能化病人一览表系统应

用后，病人的各项信息可以自动更新，有利于

对病人进行动态管理，避免了人为因素可能带

来的书写错误，也避免了纸质卡片丢失或信息

不一致等情况的发生，保证了数据准确。

2.2　信息全面、规范

智能化病人一览表系统显示的病人信息

丰富多样，除了传统纸质一览表所包括的病人

姓名、性别、床号、入院时间、入院诊断、护

理级别之外，还将病人的付费方式、主管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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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护士、高危因素评分等信息用不同的标识

进行标记，从而使各项标识更加细化、清晰、

规范，可使临床医生、护士随时了解多种信息，

方便临床医疗、护理工作。

2.3　利于高危病人管理

由于智能化病人一览表系统自动标识高

热、压疮、跌倒高危病人，护士可随时查看，

同时对于压疮、跌倒高危的病人，可在系统中

查询相应的预防措施，提高了护士对于高危病

人进行管理的意识，有利于护士及时对高危病

人进行预防和干预，起到降低跌倒或压疮发生

率的目的。且系统实现了对病人进行特殊信息

的添加，若病人出现信息系统无法自动提取的

信息时，护士可以手动添加相关内容并可以在

病人的状态中显示，避免了遗漏任何特殊病人

的信息。

2.4　提高了护士工作效率

传统的病人一览表需要护士在病人入院

时一一填写卡片，还需要对等级护理、特殊病

人等信息进行标识。有研究显示，一些医院采

用剪制各色条状标记插入一览表标志卡以示区

别的方法，但带来了一览表整体凌乱和使用不

便的问题 [2]。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医院把标

记卡做成多种颜色的方法来提高区分度，但这

种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工作量、工作效

率问题 [1]。因此，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病人

一览表系统的管理中，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

径。智能化病人一览表系统的应用，减少了护

士手动放置标识卡的环节；当病人病情发生变

化时，病人一览表信息能够实时更新，减少护

士手写改动纸质卡片的环节。妇科病人住院

时间短，周转快，手术量大，病人一览表中

等级护理更换频繁。病人入院后无特殊情况一

般为二级护理，大手术后病人为一级护理，病

情稳定后改为二级护理，频繁更换等级护理标

识，加大了护理的工作量。智能化病人一览表

系统在妇产科运行以来，每天可节约护士用

于书写、修改每个病人一览表的时间大约为

30s ～ 1min ，减轻了护士的工作负荷，节省

了护士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2.5 提高了护理管理水平

智能化病人一览表系统的统计功能为护

理管理者提供基础数据，各层级护理管理人员

通过本系统可随时查阅全院或指定护理单元每

日特一级护理人数、出入院人数等数据，能随

时掌握全院或大科护理工作动态，合理调配护

理人力资源。

2.6　实现了系统之间的资源共享

为实现医院各个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解

决“信息孤岛”问题，我院于 2012 年建立了

信息集成平台，实现了电子病历、医嘱、检验、

移动护理、手术麻醉、物资申领等系统的数据

交互与共享，规避了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点对

点”式的信息交换，有利于医院基于信息平台

整体上进行业务流程的优化与管理，实现数据

在信息集成平台范围内自由、可靠的交换，提

高医院管理水平。智能化病人一览表系统中实

现了通过临床数据中心调取移动护理信息系统

中病人的跌倒、压疮评分结果及预防措施等，

从而保证了医院各系统的资源共享，提高了医

院整体工作效率。

3　小结

基于临床的需求，我院通过信息化的手段

创新性地实现了病人一览表的智能化管理。通

过与医院 HIS 系统、移动护理信息系统、电子

病历系统的连接，可充分共享资源，自动生成

各种相关信息，实时更新病人的护理级别、高

危预警标识等信息，减轻了护士的工作量、提

高了工作效率，同时达到了病人一览表系统的

智能化要求，提高了护理管理水平，有利于医

院整体信息化水平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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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et has been the important medium 
for working, studying and doing social life. 
However, as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becomes 
excessively overused,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is an important social problem 
that increases social expenditures for both 
individuals and nations. Our study proposes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smart healthcare 
system platform for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patients.   

1. Introduction

Internet has been the important medium 
for working, studying and doing social life. 
However, as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becomes 
excessively overused,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is an important social problem 
that increases social expenditures for both 
indiv iduals  and  na t ions .  This  presents 
addiction like symptoms including tolerance, 
withdrawal, and conflict [1]. The excessive 
use of internet and smartphone has emerged 
as an addiction. Griffiths suggested that 
technological addictions are operationally 
defined as behavioral  addict ions which 

involve  human-machine  in terac t ion  [2]. 
That behavioral addictions feature all the 
core component of addiction (e.g. salience, 
euphoria, tolerance, withdrawal, conflict and 
relapse).[2]  On the other hand, the number of 
smartphone users is increasing in worldwide 
and about 40 million people (78.6% of the 
populat ion) have smartphones in South 
Korea. As smartphones are becoming popular, 
concerns about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the overuse are also increasing. In South 
Korea, among smartphone users between 10 
and 59 years, the rate of high-risk and at-
risk groups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is 14.2% 
using smartphone addiction proneness scale. 
Considering the rate of increase compared to 
11.8% in 2013, smartphones seem to have a 
greater risk factor of addiction (2014 Survey 
on the Smartphone Addiction, Ministry of 
Science, ICT and Futrue Planning). 

Given the prevalence of this phenomenon, 
the concept of Internet addiction was included 
in the fifth edition of the America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for Mental Disorders 
(DSM-V). While much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the detection of Internet addict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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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or prevention techniques is not well 
conducted. 

Therefore, we propose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rchitecture 
to prevent excessive internet use, and the 
treatment of resultant excessive use, which 
is called as "Mental health and Internet 
Detoxification Smart CARE(MINDSCARE)” 
platform. Our platform aims to provide 
functions for data collection, prevention, 
t r ea tmen t ,  and  pos t - t r ea tmen t  r e l apse 
prevention for  internet  and smartphone 
addiction.

2. Materials and Methods

2.1. Smartphone Usage Pattern Analysis 
System

MINSCARE platform includes several 
features; monitoring, prevention, treatment, 
and post-treatment relapse prevention. As 
the first system of MINSCARE platform, 
we developed Smartphone Usage Pattern 
Analysis(SUPA) system. This system is 
developed using Powertutor open source 
software and calculates smartphone usage 
time using power usage data including CPU, 
Wifi /Cellular data, and LCD. And, this system 
is applied to explore different usage types of 
addic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3. Result

This system provides th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duration and frequency of the 
smartphone application. (Table 1).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prevention system will 

provide visualized information to understand 
u s a g e  p a t t e r n  a n d  h e l p  t o  r e d u c e  t h e 
excessively used time.

Figure 1. Duration and frequency of smartphone 

app usage.

4. DISCUSSION 

This study provides the technology-
based approach to improve self-regulation 
in limiting addictive use of internet and 
smar tphone .  Fur the r  deve lopment  and 
research will  be conducted to study the 
effectiveness of key elements of the platform.

5. REFERENCES

[1]  Chou,  C. ,  and M. Hsiao.  2000. 
Internet Addiction, Usage, Gratification, and 
Pleasure Experience: The Taiwan College 
Students’ Case. Computers & Education. 
2000:35 (1): 65–80.

[2]   Gr i ff i ths  M.  Gambl ing  on  the 
i n t e r n e t :  A b r i e f  n o t e .  J  G a m b l  S t u d 
1996;12: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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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M Healthy Big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Guo-Zheng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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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100700 Beijing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has 
been widely practiced for tens of centuries 
in China. At pres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developed dramatically,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different scientific fields. It 
has been and be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CM, in the various aspects 
of theory discovery, therapy methodology 
analysis, symptom detection, medical record 
collection and storage, prescription analysis, 
herbal drug design, and intelligent diagnosis. 
During the marriage of TCM with big data, 
there arise a lot of challenges, e.g. tongue 
segmentation,  face gloss classif ication, 

clinical records data mining, as well as an 
intelligent computer aided system for TCM 
diagnosis and prescription. In this tutorial, we 
will present the above challenges and give an 
overview of the TCM informatics.

This talk aims to provide an introduction 
to TCM and TCM Informatics, present the 
advances of big data research in TCM and 
show the future directions. Anyone who is 
interested with TCM and medical image 
processing, medical records mining, computer 
aided diagnosis will be the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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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integrated database for unifying 
15 regional biobanks that provide sizable 
high-quality biospecimen data for clinical 
researchers to facilitate prevention of diseases, 
personalized medicine and many genetics 
s tudies.  Biospecif ic raw data,  managed 
respectively by regional biobanks,  have 
been collected for modeling and  analysis.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is used  to promote 
database performance as well as  efficient 
search. As a result of subdividing 7,197,252 
raw data, we classified the raw data into 1,796 
clinical items and 1,792 specimen items. The 
MySQL based biospecimen database has been 
running for validation as of now. 

1. Introduction

Biobanks use clinical items to build 
databases to handle quality inspection as 
well as other information and to store human 
samples and data obtained from donors with 
various conditions [1]. Biobanks that provide 
specimens and information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research for the prevention of diseases 
a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drugs and 
personalized therapy approaches [2-3].

Such biobanks cover a  wide range, 
from broad population-based collections 
to specimen items for particular diseases. 
T h e  r a n g e s  o f  d i s e a s e s  a n d  s p e c i m e n 
collections differ depending on the purpose 
of the institution (the main clinical service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4]. That is, current 

biobanks are collecting different types of bio-
data [5, 6].

The data stored in biobanks are managed 
using biobank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s (BIMS). A BIMS is an object-oriented 
software architecture consisting of a multi-
layered, large bio-dataset, including text and 
visual information [7]. It not only stores patient 
clinical information but also information 
relevant to human samples (sample handling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5].

However, cooperating biobanks cannot 
easily share information due to problems 
with the existing systems and fundamental 
problems with the databases [6], which often 
limit the scope and scale of collaborative 
studies performed [8, 9]. This situation arises 
because most BIMS are inadequate in terms 
of exchanging 

i n f o r m a t i o n  i n  a  c o m m o n  f o r m a t 
( s y n t a c t i c  i n t e r o p e r a b i l i t y )  a n d 
comprehending information received from 
another system (semantic interoperability) [10].

These concepts have been highlighted 
by various practitioner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in addition to biobanks, but the biobanks in 
Korea are no exception. The Korean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KNIH) organized a team 
of experts to envision the construction of 
biobanks in 2007, which has since suppor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biobanks at university 
hospitals and undertaken the Korean Biobank 
Project (KBP) to build the National Biobank 
of Korea (NBK) and network i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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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result, the KNIH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biobanks of 17 university hospitals, 
with NBK as the center [11]. KBP secured 
a  t o t a l  o f  525 ,416  i t ems  o f  spec imen 
information in December 2012. Of these, 
325,952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public 
through a cohort study; the other 199,464 
represented patient information stored in the 
biobanks.

Each biobank can enter and manage 
human bio-data using the BIMS operated by 
the NBK. However, the BIMS manages the 
bio-data information by using a form limited 
to 18 items [12]. Since each human resource 
bank was designed to gather information 
independently for a prolonged period after 
i t s  es tabl i shment ,  the  b iobanks  shared 
information with each other in Excel format. 
However, an Excel spreadsheet is different 
from a database system. A researcher might 
make a simple mistake and not correct it. 
Therefore, over time, the uncertainty of the 
collected human resources information will 
inevitably increase. In addition, a spreadsheet 
cannot be accessed simultaneously by many 
researchers searching for bio-data information 
to match with various patient conditions.

The methodology of existing studies 
( m a n a g i n g  b i o - d a t a  i n f o r m a t i o n  i n  a 
distributed environment with no common 
standard) cannot provide a large amount of 
high-quality bio-data, and researchers cannot 
ensure the interoperability of the bio-data 
information.

This study developed an integrated bio-
data information database for analyzing the 
raw data managed by 15 biobanks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to ensur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interoperability.

2. Materials and Methods

2.1. Data Mining Process

The research team held a briefing session 
to examine the holdings of the bio-data 
collected from the 17 biobanks. The data 
collection was performed by describing the 
purposes, timelines, and methods of this 
study, with practitioners from each biobank 
in attendance. The method of data collection 
involved providing a USB drive to each 
biobank practitioner; these were delivered 
directly by mail with passwords to allow 
access only to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after storing the data on the USB drives.

We selected this ‘primitive’ way, because 
there was the possibility of information 
leakage through hacking when collecting large 
amounts of patient information via a web 
server. The types of data collected included 
quest ionnaires,  case reports ,  col lect ion 
methods, patient scenarios, and detailed items 
related to bio-data to be managed from each 
biobank independently.

Items of the collected data included data 
name, data type, value type, and specimen 
name, specimen type, specimen tube, units, 
reference values relevant to specimens, 
and additional explanations, which were 
the criteria that this research team used for 
the semantic definition of items to be used 
at the biobanks.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refined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specific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for database 
modeling .

2.2. Database Modeling
T h e  r e s e a r c h e r  c a n  r e f e r  t o  t h e 

classif icat ion system, the internat ional 
standard code focusing on the database item, 
design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raw data 
to allow access to the metadata of a specific 
item. The table is divided into five fields, 
depending on the role.

The classification field has five 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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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store the document information, regional 
name of the biobank,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items. Bank and document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1:N. That is, all documents 
reflecting the uniqueness of each regional 
biobank were divided into distinct documents.

HighClass, MiddleClass, and LowClass 
have relationships with each 1:N; if the 
upper concept is different, they ar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concepts even with the same 
classification name. In addition, Document 
and LowClass generate relationships of 
ClinicalItem and SpecimenItem to refer 
to the document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formation of a certain item.

The “Item” field has two tables to store 
the metadata for the item. Each table includes 
the name of the item, the data type, and the 
value type, a descriptio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odes, and a column for storing the 
classification information. Thus, at the center 
of all tables, ClinicalItem and SpecimenItem 
have relationships with various fields of the 
table to provide the metadata for an item 
in the particular raw data. Also, they hav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table to store the raw 
data in the field RawData. The raw data table 
is composed of a large number of columns 
and the item table and primary key (PK) 
of a pair. This structure is designed for the 
purpose of refining data, which differs by the 
documents of each biobank, distinctive data 
types, value types of the same item, and errors 
in the entered data.

The Terminology field has four tables to 
store the standard code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y system. SNOMED 
CT has a connection between Relationships 
to store the relationship of concepts and 
Descriptions to store synonyms, preferred 
terms, and Fully Specified Name (FSN) in the 
center of Concepts.

LOINC stores information about test 
names, units, times, samples, types, measures, 
and a Hangul translation, adding the full-
name column and translation of the core 
columns. Concepts include ClinicalItem, and 
LOINC has SpecimenItem and relationships 
to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item 
linked to the standard code.

The Synonym field has two tables to store 
the synonym group and preferred term for the 
item. Each table stores items referring to the 
same code for two or more items associated 
with the standard code as synonyms

3. Result

3.1. Data Mining Results
Data collection was accepted by 15 of the 

17 biobanks; the remaining two rejected the 
data provided, because they were written by 
hand or were already managed bio-data using 
a database. In total, we collected 7,197,252 
raw data points (146,403 patient cases and 
104 documents). Considering the patient cases 
from the two biobanks that refused, we almost 
reached a total of 199,464 cases/patient 
information of the 17 biobanks, which was 
obtained by KBP in December 2012.

Extracting items from the collected 
data resulted in a total of 3,588 items (1,796 
clinical items and 1,792 specimen items).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consisted of 17 high 
class, 163 middle class, and 3,588 low class 
terms. Although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was defined based on 14 high class items, 
we added maternal history and past history 
/ present history to the high-class items to 
specifically identify the disease time and 
whether the patient was a pregnant woman.

This classification system was structured 
based on entr ies from the 15 biobanks. 
Researchers can easily access items that 
are classified by concept, and the syntac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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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operability by leveraging the information 
upon  en t ry  a l l owed  exchanges  among 
biobanks.

In  the  internat ional  s tandard code, 
1,254 clinical items and 1,224 specimen 
i tems were l inked to SNOMED CT and 
LOINC, respectively. The clinical items were 
composed of 1,164 pre-coordinated mappings 
and 118 post-coordinated mappings; the 
specimen items were composed of 1,222 
single codes and two multiple codes.

3.2. Database Development
In this study, we developed an integrated 

bio-data database using data mining results, 
based on database modeling. The database 
developed using MySQL Server 5.6 was made 
up of 18 tables (Figure 1). Depending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table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Specimen, Classification, and 
Clinical sections.

Unl ike  ‘ t rad i t iona l ’ mode l ing ,  the 
database allowed visualizing the primary key 
(PK) of all taxonomy tables in t_clinical_
item and t_specimen_item to store metadata 
for each item. Thus, the raw data were readily 
accessible.

Figure 1 Entity relationship diagram for the integrated biospecimen database.

3.3. Web Site Construction
The database developed was accessed 

through a website constructed using Java 
Server Page, based on the Apache Tomcat 7. 
The website outputs basic clinical information 
and specimen information of the anonymized 
patients via two screens (Figure 2).

The basic clinical information screen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it will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of a particular university hospital. 
The left side provides operation information, 
nursing information, and outputting any data. 

The data are developed such that the output is 
at the right of t_clinical_raw_data. The data of 
t_specimen_raw_data is output in a table with 
a units column, the sample items, item name, 
specimen code, the test result, and the middle 
class of the specimen item in the screen of 
specimen information.

4.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This study developed an integrated 
b i o - d a t a b a s e  t o  p r o v i d e  h i g h  q u a l i t y 
bio-data to researchers, by the specification, 
c l a s s i f i ca t i on ,  and  s t anda rd i za t ion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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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7,252 raw datasets from 15 biobanks. 
The database comprises entries separated via 
a classification concept consisting of unit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ode for each item, and it stores large amounts 
of bio-data and metadata for the items to 
ensure interoperability.

Thus, researchers will  contribute to 
biomedical advances by maximizing the 
utilization of bio-data information gathered 
in the biobanks. Here, the researchers were 
able to confirm the need for construction of 
an infrastructure to ensure the interoperability 
of bio-data, due to the problems found in 
research-phase processes.

The  da ta  co l lec ted  were  most ly  in 
the form of Excel spreadsheets, and even 
practitioners within the same institution or 
the same biobank were managing patient bio-
data in different ways. Unlike with such a 
database, the uncertainty of such information 
will increase over time, depending on what 
information they do or do not manage within 
Excel, because of its constrained capabilities.

In particular, if the practitioner in charge 
or the supervisor changes, the uncertainty 
of the data may increase, because new rules 
and data management methods are used. 
This phenomenon was confirmed by a case 
requesting the deletion of certain i tems 
because of the uncertainty of certain human 
resource information that was collected by 
practitioners at biobanks during the detailed 
verification of this study.

The most efficient way to solve this 
problem is by using a database, rather than 
Excel. Thus, in this study, we developed 
an integrated database that can ‘purify’ the 
bio-data collected from each bank via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y system.

Figure 2 Screen of basic clinical information and specimen 

information.

The database developed was used to 
collect and analyze 146,403 cases from 
external researchers for the first time, in 
comparison with patient information from the 
17 biobanks (199,464 cases) obtained from 
KBP in December 2012.

Unlike previous studies, this study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at we used a standard 
international code to address interoperability 
issues that must be resolved in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mong biobanks. Also, keeping 
in mind the synonym problem in biobanks 
of other countries, we used the concept of 
SNOMED CT and compressed the number 
of duplicate items semantically. The system 
developed to date was designed to keep all 
data in one place, without modifying the data 
kept in different types at each bio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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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ll is one of great threats affecting 
people with old age. Because of the weak 
body function and some diseases, the aged 
get more likely to be hurt by accidental falls.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90% hip bone fracture 
incidents are caused by fall. Related data 
show that plenty of deaths resulting from 
fall are not directly associated with the fall 
itself, but with the delayed medical aid after 
falling. For the group with high risk of falling, 
precaution is necessary, but what's more 
important is to reduce the damage of falling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inform the family or 
the monitoring centre immediately to win the 
aiding time.

I n  r e c e n t  y e a r s ,  m o r e  a n d  m o r e 
researchers have dedicated to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early fall warning and fall 
detection. There are three common methods: 
video-based sensing, ambient sensing and 
wearable sensing. The video-based usually 
invades people’s privacy, and the ambient 
sensing often has complex equipment to 
install making it not so convenient. Thus, 
the wearable sensing technique appears to be 
the best choice owing to its relatively high 
accuracy, low cost, user friendliness and high 
extensibility.

The wearable  equipment  re la ted to 
falling used to simply have helping alarm or 
protection function. This paper designed a 
pre-impact fall early warning and protection 
system aimed at comprehensively solving 

the aged falling problems. It can alarm when 
the old man’s movement approaches falling 
movement. When the aged fall, the airbags 
expand to largest and protect the old man’s 
vulnerable hip bone. Meanwhile, the system 
gives alarm on the scenes and send message 
to the guardian for help.

The whole pre-impact fall early warning 
and protection system consists of an early 
fall alarm, a protection airbag system, a 
remote monitoring platform and a guardian’s 
cellphone APP.

The early fall alarm and airbags are 
integrated in a belt, convenient for wearing 
and hip-protection. The inner of early fall 
alarm has a MEMS sensor, which collects 
3-ax is  acce lera ted  ve loc i ty  and  3-axis 
angular velocity. A fall detection algorithm 
is applied to recognize falls from activities 
of  daily l iving (ADL).  When there is  a 
dangerous movement approaching fall, the 
early fall alarm will warn the aged to stop the 
movement. When the fall happens, the early 
fall alarm will trigger the airbag system, then 
the airbags in the belt will inflate as soon as 
possible to reduce the damage to the aged. 
In addition, the early fall alarm will ring and 
send message to the guardian's cellphone for 
help. Meanwhile, the kinematics of the human 
body during falling time will be stored in TF 
card and sent to remote monitoring platform 
for storage. Then the monitoring platform can 
show the fall location where the fall incident 
happens in the electronic map. This is how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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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works.
In order to test the reliability of this early 

fall alarm and protection system,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have been designed. To falls 
from ADLs, we select 9 youths aged 23 to 
26 years old to imitate the old man’s motions 
in laboratory. We required the subjects wear 
the belt to execute different kinds of ADLs 
and falls, then captured the kinematics for 
analysis.

The  re su l t s  show tha t  th i s  sys t em 
can be relatively accurate to detect falls, 
accomplishing functions including early fall 
warning and alarming, airbag inflation, statics 
transferring and storage, real-time location, 
which has significant benefit for reducing the 
direct damage and shortening the aiding time.

The paper provides a wearable pre-

impact fall early warning and protection 
system mainly made up of an early fall 
alarm, a protection airbag system, a remote 
monitoring platform and guardian's cellphone 
APP. This system can do early fall warning  
by capturing kinematics before fall happens, 
open protection airbags to protect people's hip 
when falling, alarm at scenes, send location 
information and kinematics about fall to 
platform server, send message to guardian's 
cellphone for help after fall happens. That 
is, warn before fall happens, protect when 
fall happens, call for help after fall happens. 
And the data stored for analysis are used to 
optimalize the fall detection algorithm and 
monitor user's health condition. Thus, this 
system provides an all-around fall alarm and 
salvation service for aged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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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 H R  s y s t e m  a r c h i t e c t u r e  i s  o n e 
o f  the  core  t echno logy  i s sues  in  EHR 
implementation. It describes the general 
technology cont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various technology facto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architecture of EHR is also on its way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we 
generalize t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EHR as 
Client/Server（C/S）mode,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SOA) mode and Big Data/Cloud 
Computing  mode.

The earliest  EHR architecture is C/
S  mode .  The  represen ta t ive  sys tem of 
th is  a rch i tec ture  i s  Amer ican  ve terans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 and technology 
architecture(Vista) featured as the coexistence 
of medical system and EHR system. The 
infrastructure layer uses Alpha processor and 
OpenVMS operating system. The data storage 
layer uses MUMPS, a special database used in 
medical field. The data service layer provides 
Remote Procedure Call(RPC) interface for 
client computer. The presentation layer is 
comprised of Computerized Patient Record 
System (CPRS) which has 168 modules 
programmed by Delphi.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architecture is based on user-role-
authority mode. For its disadvantage in tight-
coupling, lacking of flexibility and scalability, 
i t  cannot  in tegra te  sys tems  of  var ious 
technology stacks. 

SOA based architecture is the main 
solution of present EHR systems. The example 

of this architecture includes Canadian Health 
Infoway, China Regional Health Information 
Platform and Chinese Military EHR, etc. With 
the deployment of intel-based blade server and 
minimal machine, the performance has been 
greatly promoted. The structured EHR data 
is stored in relational database like Oracle. 
Meanwhile, the unstructured EHR data is 
stored in XML files. The EHR data sharing 
and exchange is relied on Health Information 
Access Layer（HIAL）. Data service layer 
can be classified as whole-process EHR 
service, registeration service, data sharing 
and business collaboration service and data 
interface service. In the presentation layer, 
the user can access EHR data via Browser.  
The prominent advancement in information 
security is privacy protection. Besides, the 
security architecture is layered as physical 
security, network security, data security, 
system security, application security. Other 
secur i ty  measures  includes  s ingle  s ign 
on(SSO)，multi-dimension authorization, 
anonymization, identity identification, digital 
signature and application authentication. It is 
featured by loose-coupling, which use XML 
for data exchange, and standardization, which 
use HL7 V3 as reference information model. 

With the advent of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many new EHR systems appeared, 
such as Google Health, Microsoft HealthVault, 
myHeal th  Avatar,  Explorys’s  DataGrid 
etc. The cloud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s 
technology architecture (CHISTAR) proposed 
by Arshdeep Bahga and V.K. Madisetti is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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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typical cloud-based EHR solutions. 
The infrastructure layer of CHISTAR is based 
on amazon elastic computer cloud（EC2）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web servers, load 
balancers, application servers and  Hadoop 
master/slave nodes. The data storage layer is 
HBase, a column-oriented database. The data 
service layer includes basic data services as 
Pig, Hive, hQuery, hCatalog and middleware 
as information service, application service 
and presentation service. The presentation 
layer includes web applications and mobile 
applications. CHISTAR data integration 
engine is composed of source connector 
and semantic matching mechanic. In the 
area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CHISTAR 
applied the Trusted Cloud Initiative(TCI) 
r e f e r ence  a r ch i t e c tu r e  i nc lud ing  S S O 
and user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Security 
Assertion Markup Language(SAML), role-
based authorize based on OAuth, identity 
management based on Federated Identity 
Management(FidM), data storage encryption 

base  on  256-b i t  Advanced  Encryp t ion 
Standard(AES-256), data transfer encryption 
based on Secure Socket Layer(SSL) over 
HTTP, key management technologies as 
separate storage of  key value, key rotation, 
key value encrypting, data integrity based 
on 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 (MAC) 
and information auditing based on log data. 
The Big Data/Cloud Computing mode has 
features of distribution and parallelization. It 
can realize on-demand allocation of compute 
resources. 

From the discussion above, we can draw 
the conclusions that  EHR architecture is 
evolving in every aspects as infrastructure, 
data storage, data exchange, data service,  
data pres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The developing trend can be generalized as 
distributed, loose-coupling, interoperable, 
scalable, cross platform and high security. 
It can predict that EHR architecture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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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or t i c  pu l se  wave  can  re f l ec t 
ca rd iovascu la r  s t a tu s ,  bu t ,  un l ike  the 
peripheral pulse wave, is not non-invasively 
available. This study validated a transfer 
function method to estimate the aortic pulse 
wave from the brachial pulse wave. Aortic 
and brachial pulse wave signals were derived 
from twenty-six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ardiac catheterization. Averaged transfer 
functions were derived based on the data. The 
error of th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BP) 
and PP are -0.1±3.1 mmHg and -1.2±2.5 
mmHg, respectively. The percentage error of 
augmentation index (AI), notch amplitude 
and ejection duration (ED) were 25±22%, 
12±10% and 2.5±2.2%, respectively. Using 
this  method,  the aort ic  pulse wave can 
reliably and accurately be estimated. Accurate 
blood pressures (SBP and PP) and ED were 
obtained, while the lack of precision in the 
details of the pulse wave leads to inaccuracies 
in the estimation of parameters depending of 
waveform features such as AI.

1. Introduction

The central aortic pulse wave conveys 
important information on the cardiovascular 
system [4, 11, 13-16].  However,  i t  cannot be 
obtained non-invasively, thus its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is limited. On the other 

hand, pulse waveforms at peripheral sites are 
non-invasively available. Thus, it is natural 
to consider predicting the central aortic pulse 
wave using one or more peripheral pulse 
waves.

Many approaches have been proposed to 
estimate the aortic pulse wave non-invasively 
[1-3, 6-8, 10, 12, 17-19]. One way is to use the carotid 
pulse wave as a surrogate. However, its 
application is limited by the inconvenient 
measurement  of  carot id pulse wave.  In 
addition, the amplitude of the augmented 
pressure wave in the ascending aorta is much 
higher than in the carotid 

a r t e ry  [8 ,  20 ] ,  wh ich  w i l l  a f f ec t  t he 
calculation precision of some parameters like 
the augmentation index (AI). 

Another way is to predict the aortic pulse 
wave using a peripheral pulse wave. Among 
the many peripheral sites, radial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one for non-invasive central 
aortic pulse wave measurement both in the 
laboratory [1-2,17] and among the existing 
products like the SphygmoCor Technology 
(AtCor Medical) and the Omron central 
arterial system (Omron Healthcare). Chen 
[1] studied the feasibility of predicting the 
aortic pulse wave from the radial pulse wave 
using a inversed transfer function method; 
Fetics [2] detailed Chen’s study by presenting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direct rad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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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rtic model and the inversed model; and 
Pauca [17] evaluated the approach of using a 
finite impulse response (FIR) model to obtain 
the aortic pulse wave. Radial pulse wave is 
mostly obtained by a high fidelity applanation 
tonometry. And its accuracy is sensitive to 
many factors like the location of the sensor 
and the pressure applied by the sensor to 
the blood vessel. The finger site is also used 
by Gratz et al. [5] and by the Finometer Pro 
(Finapres Medical Systems). For methods 
based on these two sites, a cuff-method is 
always used for calibration and for which 
reason, those methods is not appropriate for 
real-time monitoring. 

While brachial pulse wave is usually 
measured using a cuff-based method, from 

which blood pressure can be derived directly 
and utilized to calibrate the aortic pulse 
wave. Though this method is not appropriate 
for real-time monitoring either, it is more 
convenient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home 
use. In addition, the cuff-based method is 
appropriate for automatic measurement of 
the brachial pulse wave by controlling an air 
pump just as a digital sphygmomanometer 
does. Whereas, the measurements of the 
brachial  pulse wave at  other peripheral 
sites, like the radial and carotid, all require 
handheld or manual adjustments of the data 
acquisition equipment. 

This paper validated a transfer function 
method to predict the aortic pulse wave from 
the brachial pulse wave.

Table.1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and Aortic and Brachial Blood Pressures1

No. Sex Age, y Height, cm Weight, kg SBPao SBPbr △ SBP DBPao DBPbr △ DBP
1 M 63 173 79 132 141 9 66 68 2
2 F 45 167 65 149 155 6 89 91 2
3 M 52 180 65 150 155 5 84 85 1
4 F 60 160 69 165 175 10 90 95 5
5 M 59 169 72 136 137 1 78 78 0
6 F 72 165 80 178 188 10 76 82 6
7 F 50 155 51 128 128 0 74 76 2
8 F 57 165 65 123 148 25 65 68 3
9 F 58 159 53 141 148 7 75 75 0

10 F 61 150 57 181 190 9 75 75 0
11 F 36 168 70 105 111 6 69 69 0
12 F 69 160 72 178 182 4 75 81 6
13 M 78 170 78 149 158 9 71 75 4
14 F 47 171 69 123 132 9 77 74 -3
15 F 64 160 61 134 136 2 66 68 2
16 F 59 158 60 145 146 1 76 75 -1
17 M 60 170 75 123 129 6 64 64 0
18 F 56 160 60 130 143 13 74 72 -2
19 F 61 156 49 138 140 2 73 69 -4

1　 SBPao indicates aortic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BPbr, brachial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DBPao, aortic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DBPbr, brachial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 , difference between two pressures; SBP,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DBP,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SD, standard der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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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F 60 164 75 184 194 10 93 98 5
21 M 35 173 65 111 124 13 78 79 1
22 F 63 158 64 149 159 10 73 77 4
23 M 66 169 66 143 158 15 69 70 1
24 M 76 170 55 160 168 8 85 83 -2
25 M 44 173 85 141 143 2 84 82 -2
26 M 29 174 100 182 185 3 118 121 3

Mean 57 165 68 145 153 8 78 79 1
SD 12 7 11 22 22 5 11 12 3 

this study. There were 10 men and 16 women 
with a mean age of 57 years (range, 29 to 
78 years).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in 
all subjects.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s were detailed in Table. 1. To better 
test the existence of a stable aorta-brachial 
relationship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model-
based approach, invasive data were chosen. 
The aortic and brachial pulse waves were 
recorded by two micro-manometers, which 
placed in the ascending aorta and brachial 
artery, respectively, and then digitized at 
100Hz.

2.2 Data Pre-processing
In this part, the pre-filtering and data 

segmentation procedures were employed for 
the derivation of both Hi1 and Hi2. And the 
de-trending and normalization procedures 
were only used for the derivation of Hi2.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high frequency 
noise, the data were smoothed by a 4th order 
Butterworth low-pass filter. As the frequency 
band of the pulse wave is mainly under 10Hz, 
the cut-off frequency of the filter was set 
15Hz.

As blood pressure of an individual is 
time-varying, low-frequency trend of the 
pulse wave signal is inevitable. Body motion 
architect and breathing are also causes of 
the trend. This low-frequency trend can 
influence the modeling accuracy by reducing 
the weight of other frequency components 

De-noising

De-trending

Normalization

Hi2Hi1

Calibrate

Start

End

Raw Data

Figure.1. Flow chart of the data pre-processing 

procedure

2. Formatting your paper

In this study, for each individual, two 
models referred to as Hi1 and Hi2 were 
created. As shown in Figure. 1., Hi1 was 
derived directly from the measured aortic 
pulse wave and brachial pulse wave after 
de-noising, and Hi2 is derived using the de-
trended and normalized aortic and brachial 
pulse wave.  The aort ic  pulse wave was 
reconstructed by Hi2 and calibrated by the 
Hi1-reconstructed aortic pulse wave. Then, 
all the Hi1 and Hi2 were averaged to create 
generalized transfer functions Hg1 and Hg2, 
respectively.

2.1 Data Collection
Twenty-six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ardiac catheterization at the First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enrolle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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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parameter calculation using least 
squares method. The low-frequency trend 
was removed by applying a 7th order wavelet 
decomposi t ion  to  the  pulse  s ignal  and 
removing the approximation coefficients and 
reconstructing the detail coefficients. 

To further elimin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e of pulse wave on the model parameter 
calculation procedure, every cardiac cycle 
of the pulse wave was normalized by the 
following steps:

a) Produce a line between the onset and 
end (or onset of the next) of a cardiac cycle 
using linear interpolation. Reduce the pulse 
wave by the line to set the foot (onset and 
end) of the pulse wave to zero.

b) Setting the mean of this pulse wave to 
one by dividing the mean of the pulse wave;

c) Reducing by one to set the mean of the 
pulse wave to zero.

The calibration procedure using the Hg1-
predicted aortic pulse wave is simply the 
inverse of the normalization procedure.

Too long a series of data may cause 
information-saturation, leading to modeling 
deviation, while too short a series of data 
may not enough to describe system dynamics, 
leading to the same problem. Thus, each data 
set were divided into 2-5 groups of 2000 
points each. Several transfer functions were 
derived from the data segments and then 
averaged.

2.3 Model derivation
The model  used in this  paper is  an 

autoregressive exogenous (ARX) model [9], 
which can be expressed as

( ) ( ) ( )
( ) ( ) ( )

1

1

1

1
a

b

n a

n b

y t a y t a y t n

b u t k b u t k n t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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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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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k  is  the  t ime delay between 
input u and output y, ε  is the residual error 

between the estimated output and the actual 
output. na and nb are the number of ai and bi, 
respectively, where i=1,2, …. In this paper, 
they were both set equal to the model order. 
Time delay k was set to zero and the aortic 
and brachial pulse wave were shifted together 
for the convenience of modeling.

The parameters ai and bi were determined 
by minimizing the ε(t) using the least-squares 
estimation (LSE) method [9]. As mentioned 
above, each data series recorded was divided 
into several groups, thus the parameters were 
calculated from all the data segments and then 
averaged.

2.4 Model order determination
Too high a model order may bring in 

extra interference, while too low an order may 
be not enough for describing the system. 

Akaike’s final prediction estimate (FPE) 
[9] was used as a criteria in this paper to tell 
how well a model can describe the system and 
to help make choices of the most appropriate 
model order. The FPE can be calculat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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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which the loss function L is defined as 
the average per-point square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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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2 The change of FPE variance among subjects 

with the change of model order.

The FPE derived from the Hi1 based 
on different orders of 26 subjects are shown 
in Figure.2. For some subjects, the F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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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ing of model order, 
while for most of the subjects, the FPE shows 
no evident change with the increase of model 
order. Thus, considering the comparatively 
larger FPE with a very low model order i.e. 
4-6, the order was thus set to 10.

2.5 Prediction evaluation
For each subject, two predicted aortic 

pulse waves were derived by applying the 
two-TF method to the brachial pulse wave. 
Systolic (SBP) and diastolic (DBP) blood 
pressure and pulse pressures (PP); ejection 
duration (ED) and augmentation index (AI) 
were calculated from each of the two-TF 
method predicted aortic pulse wave and the 
measured aortic pulse wave. In order to obtain 
a comparatively more accurate parameter, the 
measured and predicted aortic pulse waves 
were both interpolated by a factor of 10. 
Differences of these parameters between the 
predicted aortic pulse wave and the measured 
aortic pulse wave were calculated for every 
cardiac cycle and statistically analyzed. 

3. results

3.1 Characteristics of TF’s
The spectral plots of Hg1 and Hg2 were 

shown in Figure 3. The variation of Hg1 and 
Hg2 both increase with frequency ranging 
from 0 to 10 Hz. The spectra of Hg1 and Hg2 
show no obvious difference from 0 to 6 Hz 
except the amplitude at 0 Hz. The amplitude 
of Hg1 at 0Hz is below 1, while the amplitude 
of Hg2 is greater than 1. The location and the 
amplitude of the spectra troughs are similar, 
with the amplitude of the Hg1 0.51 at 4.7Hz 
and Hg2 0.49 at 4.4 Hz. Anothe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g1 and Hg2 is that obvious 
inflection points are shown at 6-8 Hz in the 
spectral plot of H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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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3 Spectral plots of Hg1 (a) and Hg2 (b) (the area 

between the dash-dot lines is th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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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4 Bland-Altman comparisons of the predicted 

aortic pressures using ARX model and the measured 

aortic pressures: (a), SBP; (b), DBP; (c), PP. The 

dashed line shows the mean difference; the dotted 

lines show the extent of 2 standard derivations (SD) 

from the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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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5 Bland-Altman comparisons of the predicted 

AI using ARX model and the measured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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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6 Bland-Altman comparisons of the predicted 

notch amplitude using ARX model and the measured 

notch ampl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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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7 Bland-Altman comparisons of the predicted 

ED using ARX model and the measured ED

3.2 Evaluation of the reconstructed aortic 
pressure wave

F igu re .4  shows  the  B land  Al tman 
analysis of the predicted SBP, DBP and PP 
with the measured. The SBP, DBP and PP 
error is within the range of [-8, 6], [-4, 6] 
and [-8, 8], respectively, all with a very small 
variation. The error of SBP and PP are 0.3±3.1 
mmHg and -0.7±2.9 mmHg, respectively.

The Bland-Altman analysis in Figure.5 
shows that the error of AI ranges from -40% 
to 15%, while AI ranges from 25% to 55%, 
nearly emerged by the error. The percentage 
error of AI is -1.3±19.8%. (mean±SD).

F igu re .6  shows  the  B land-Al tman 
analysis of the predicted notch amplitude with 
the measured notch amplitude. The percentage 
error of the notch amplitude is 11.6±9.3%. 

The Bland-Altman analysis in Figure.7 
shows a comparatively better predictive 
performance of ED, with a percentage error of 
-2.4±2.1%.

Table.2 show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wo-TF method comparing with previous 
studies. To improve the persuasive of the 
study,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13 subjects each) to create and 
evaluate the transfer function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were also shown in Table.2.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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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P and PP estimation performance is similar 
with Chen’s [1] and Fetics’ [2], and better than 
Im’s [7]. The performance of AI calculation is 
better than Chen’s [1] and Fetics’ [2] but not as 
well as Im’s [7]. And the performance of ED 
calculation is better than Fetic’s [2].

4.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This study assessed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averaged transfer functions to predict 
the aortic pulse wave from the brachial pulse 
wave. Individual transfer functions. Hi1 and 
Hi2 were derived from each of the 26 patients, 
and then averaged to obtain generalized 
transfer functions Hg1 and Hg2, respectively. 
This method was evaluated by Bland-Altman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with previous 
studies.

Table.2 Performanc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odel created by this paper and others’

Diagnostic Measure Chen[1] Fetics [2] Im [7] This paper 
(n=26)

This paper 
 (n=13)

SBP error, mmHg 0.0±3.7 0.4±2.9 -4.8±3.9 0.3±3.1 -0.27±3.2
PP error, mmHg 0.2±3.8 —— 5.3±3.2 -0.7±2.9 -0.5±2.6

AI percentage error, % -30±45 -54±232 13±27 -1.3±19.8 1.1±19.2
Percentage error of notch amplitude, % —— —— —— 11.6±9.3 12.7±11.2

ED percentage error, % —— —— —— -2.4±2.1 -2.8±2.1

For both Hg1 and Hg2, inter-patient 
variability is low in lower frequency band 
(1-4 Hz), but greater in higher frequency 
band (4-10 Hz). This might be because that 
the stiffness of the blood vessel varies a 
lot among subjects, and the forward wave 
meets the reflected wave at different time in 
a cardiac cycle, lea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inflection point and notch point in both time 
axis and amplitude axis.

The amplitudes of Hg1 and Hg2 at 0 Hz 
show obvious difference (Hg1, over 1, Hg2, 
less than 1). This corresponds to the fact that 
the mean peripheral blood pressure is larger 
than the central aortic blood pressure. And 
the reason why amplitudes of Hg2 at 0 Hz is 
less than 1 might b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hapes of the aortic and brachial pulse 
waveforms. 

T h e  e r r o r  o f  b l o o d  p r e s s u r e s  a r e 
acceptable (SBP error, 0.3±3.1 mmHg; PP 
error, -0.7±2.9 mmHg). For some subjects 
(like subjects 6 and 18), the SBP and DBP 
error is comparatively larger, with very small 

PP error. Thi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little 
variance of Hg1 at 0 Hz which results in the 
rise of pulse waveform. While a large PP 
error (subjects 8, 11 and 13) may be caused 
the inter-patient variance of other frequency 
bands.

The predictions of AI and amplitude of 
notch point show poor performance.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might be that both the Hg1 
and Hg2 have large inter-patient variability. 
And another  reason  for  the  inaccura te 
prediction of AI is that the inflection point 
for the aortic pulse wave of some subjects is 
nearly invisible, which leads to AI calculation 
error in both predicted and measured aortic 
pulse wave. Whereas, the prediction of ED is 
acceptable, which means that the predicted 
aortic pulse wave has good accuracy at the 
time axis.

The two-TF method can reliably predict 
the aortic pulse wave using the brachial pulse 
wave and some parameters like SBP, DBP, 
PP and ED can be accurately calculated. 
However, more future work should be don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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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the accuracy of high-frequency part 
or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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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ffective Geometrical Calibration Method for Computed 
Tomography System

Zhi Yang, Hongli Shi, and Shuqian 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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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ray computed tomography (CT) can 
provide anatomic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human body. One of the key factors to assure 
image quality is the geometric accuracy of 
the CT gantry. Generally, using a phantom 
with attenuation markers can create a set 
of projection mapping matrix, which can 
be used to reconstruct volume images from 
projections. However, when the image is 
used in interventional settings or in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s where reprojections are 
required, the errors in gantry rotation axis 

can cause mismatched overlays between 
acquired preojections and reprojections. It 
results in misinterpretation and erroneous 
reconstruction result. This paper suggests an 
effective calibration approach based on total 
variation (TV) minimization and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 to find the true 
gantry rotation orientation to correct the 
errors according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ximum spatial error is less than 1mm in 
projection/reprojection domain. 

Key Words:  Computed tomography, 
geometric calibration,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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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obile Medical Application

Luo Jing, Huang Li-li,Li Nai
Computer Management Center of Navy General Hospital / 100085 / No.6,Fucheng Road,Haidian 

District,Beijing City

ABSTRACT

Describes the application on the Internet 
and local wireless network, the bar code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o build mobile medical 
informat ion  sys tem,  improve  the  work 
efficiency, medical quality,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hospital.

Key words: digital hospital;  mobile 
medical service; wireless network;PDA; 

1 Introduction

2015, at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Twelfth 
National People 's  Congress,  Premier Li 
Keqiang proposed in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 
action plan to promote mobile Internet, cloud 
computing, big data, networking and other 
moder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ndustrial Internet and Internet banking, 
Internet companies to expand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Mobile  heal th  care  is  essent ia l ly  a 
service, is a new service model of the Internet 
+, the object of which is to serve the patient, 
to  help  improve the  hospi ta l ' s  medical 
experience in patients.

Whether at home or on the road, patients 
are able to listen to the doctor's advice, or to 
obtain a variety of health-related information, 
not only to save a lot of time for registration, 
waiting in line, and even take the time to 
travel to travel, to effectively guide people to 
develop a good living habits, change cure for 
disease prevention.

2 Mobile Medical Application

At present, the application of mobile 
application solutions, mainly including: 
Pocket Medical, mobile, mobile nursing, 
mobile medical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2.1 Palm Hospital
December 2014, our hospital officially 

launched on mobile health app palm, pushing 
the main mobile phone terminal appointment 
registration function, cover a wide range of 
common, experts and the special requirement 
outpatient appointment registration, mobile 
payment and for patients provide booking, 
registration, treatment, examination and 
inspection report etc.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formation query, check-up appointment, 
satisfaction survey, look at the patient in 
hospital medical expenses records and other 
medical services. The use flow chart of the 
palm hospital is shown in figure 1.

Patients at any time by mobile phone at 
anytime and anywhere through the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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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e booking and registration, in the mobile 
terminal to achieve payment, with the success 
of direct mail registration, so the patient away 
from the line to pay the registration fee. In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 schedule information 
and the remaining number of patients can also 
query the source information departments or 
experts. When patients without treatment, 
at any time in the mobile client to cancel an 
appointment.

In the palm, we have improved our 
hospital outpatient service process, but also 
provides the decision support for our hospital 
ou tpa t i en t  management .  Us ing  mobi le 
client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of outpatient service for medical 
evaluation. Then, man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tient's feedback to collate statistics, 
and form an assessment report. The hospital 
management department according to the 
assessment report can find out the problem in 
the out-patient process or service, faster and 
more clear to improve.

On palm the  upgrading of  medical 
follow-up, we plan to join mobile phone 
waiting, settlement of medical insurance, 
h e a l t h  c o n s u l t a t i o n ,  m a n a g e m e n t  a n d 
follow-up, self-help delivery etc. function. 
Patients can anytime, anywhere in real time 
query department doctor station situation, 
reasonable arrangements for the time to reach 
the hospital, so as to relieve the congestion in 
hospital peak. In medical insurance settlement, 
the design of our hospital to establish a 
user credit mechanism, allowing Medicare 
patients first registered medical treatment, 
in front of the hospital to complete the cost 
of payment.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design: 
first, the hospital will transform the doctor's 
workstation business system, in the system 
to join Medicare cost breakdown function, 
the patient visits by the doctor to complete 

the cost breakdown, the cost information 
pushed to the patient's mobile phone by the 
department doctors to complete the payment 
on the phone, Medicare users only pay part 
of the cost of the user to complete the full 
payment. Two is the introduction of self-
service equipment in the hospital, the patients 
themselves in the self-service equipment to 
complete the cost breakdown and by the help 
of the device to send message to the payment 
platform to complete  the user 's  mobile 
payment. Third, users full fee paying after, to 
the hospital window or self-help machine for 
medical insurance settlement and to advance 
health care costs is returned to the user 
account.

In  add i t ion  to  the  pa t ien t s  fo r  the 
handheld medical, handheld medical software 
for  hosp i ta l  s ta ff ,  covers  appoin tment 
i n f o r m a t i o n  q u e r y,  p l u s ,  s c h e d u l i n g , 
management of patients, patients, patient 
interaction, personal information maintenance 
function.

2.2 Mobile Doctor Works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to the clinical 
information system, the mobile clinical 
information system was developed.

The construction of Mobile Medical 
A p p l i c a t i o n  i s  b a s e d  o n  t h e  e x i s t i n 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it uses 
wireless network environment and wireless 
terminal equipment without changing the 
business process of hospital. It is used in the 
system to realiz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obile 
terminal, and to establish a universal data 
exchange platform based on the middleware 
technology.

In particular, the components of the 
mobile station include the wireless network 
environment, mobile doctor work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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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mobile application terminal. 
The whole system architecture is based on the 
original local area network in the data center, 
the mobile workstation application server, 
the system application services; in the floor 
channel according to the length of the channel 
to configure the number of AP; according to 
the AP number and the cable length limit, the 
POE switch in the corresponding floor layer; 
the medical personnel in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tablet PC and other mobile applications. 
Thus forming a complete mobile station 
system. The overall architecture based on 
Web services loosely coupled deployment, 
business module based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bus iness  process  of  abs t rac t ion and 
reconstruction, component and component 
b a s e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m o d e l  i s  e a s y  t o 
extend, also greatly improve the business 
performance; through portal integration to 
achieve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integration of 
medical hospital existing doctor workstation, 
nurse workstation and clinical information 
system;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service-
oriented system architecture, for the hospital 
other application system provides unified, 
standard interface,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wi th  IHE,  HL7 and other  in ternat ional 
standards, so as to expand to more systems 
and regions.

HIS, PACS, LIS,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and so on to the mobile terminal, 
the system can be used to input, call and 
inquire all the information which is needed 
by medical personnel in the hospital. In this 
way, the hospital's information data as a 
result of the integr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direct display in front of the medical staff,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services 
by mobile terminals to achieve real-time and 
information mobile.

The clinical medical personnel through 

the electronic data sharing characteristics, 
improve their  c l inical  decis ion-making 
ability,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work 
efficiency. So it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stop the clinical error, improve the monitoring 
ability of the medical treatment to the patient's 
clinical status, and provide reasonable basis 
for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hospital 
staff.

2 .3  Mob i l e  Nurs ing  In fo rma t ion 
Application

Mobile nursing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is established on hospital information data 
center based on the integrated platform, 
the application in a wireless network for 
relying on, using a PDA, connect the all 
kinds of hospit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through the wireless network and 
PDA, nursing personnel  in  the bedside 
real-time input, inquiry, modification of a 
patient's information, copied and perform the 
vital signs of the doctor's advice and input 
information, and fast retrieval of patient care, 
nutrition, inspection, testing and other clinical 
examination report information.

Pat ient  wr is tbands  i s  an  impor tant 
part of the mobile nursing complete patient 
identification system, which implements the 
patient from hospital admission, treatment, 
to discharge the identity of the whole process 
determined and nursing personnel at the 
bedside patient treatment, using PDA to 
patient wristbands confirmation, can put 
an end to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medical errors, provide auxiliary means for 
clinical path management mode, to ensure the 
accuracy of treatment patients, tim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behavior.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in our hospital 
use mobile care system, nurses saved drawing 
form 70% time, saves the doctor and n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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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20% of the time (VoIP), save signs data 
collection time is 5%, daily savings of nurse 
workstation login billing information for 
40 minutes back in the, wristbands after 
medication error rate dropped to 0.2%.

2.4 Mobile Medical Information System
Mobile medical information system is 

designed for the clinician's daily work and 
design of the full information reading tool, 
which is applied to the med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latform, through heterogeneous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technology will be 
scattered in different business systems in the 
collec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diagnostic 
data, through the special consultation, mobile 
terminal, multi point real-time interaction, 
etc., to provide clinicians with a convenient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

M e d i c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a u t o m a t i c 
p r o c e s s i n g  p l a t f o r m  u s e s  t h e  a c t i v e 
heterogeneous system data capture technology, 
in the premise of no harm to the hospital any 
existing investment, access to clinical data 
and image files of the patient. Using WLAN/
WIFI and other mobile networks, any terminal 
can be launched immediately consultation. 
In consultation, the method of using the 
same screen, synchronous control, audio 
and video interaction, so that the medical 
personnel to complete the objective and 
complete information,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medical diagnosis. Patients im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 through the cloud computing, 
no need to download, in the 3840*2160 
resolution of ultra high definition professional 
level screen, the screen can be full touch 
operation, easy to learn touch sensitive, 
experience smooth.

3 mobile medical future development 
prospects

Through mobile medical in our hospital 
preliminary attempt, greatly reduces the labor 
intensity of the medical staff, to simplify the 
work flow,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improve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and service quality 
of the hospital, hospital competitiveness and 
reputation has also been greatly improved. In 
the future, the hospital with wireless network 
can better develop wearable device application 
services, can be combined with the bar code 
and wireless RF technology to patients, drugs 
for safe, efficient management.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management: medical quality 
management, quality management, quality 
management, and can effectively monitor the 
complete medical process.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f 
medical system, th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the hospital will be further improved, and 
how to use the wireless network platform 
to achieve the information of the hospital,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between hospitals and hospitals, 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hospital and 
the community can be achieved. Actively 
promote the entry of urban services based 
on mobile Internet, the promotion of new 
models of online health care,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health pension industry,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commerce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the internet. So that mobile 
medical  t reatment  to  bet ter  play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for the continuous 
realiz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gital 
hospital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s that we 
should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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