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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科围术期专科数据库的建设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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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基于大数据平台的麻醉科围术期专科数据库辅助临床决策的技术方案和实践经验。阐述基于大
数据平台的麻醉科围术期专科数据库的应用形式，介绍如何构建高质量、可计算的围术期大数据知识架构和实
践流程，并在围术期并发症的提取场景中得以应用。大数据技术在围术期专科数据库的开发和应用，可以为手
术科医师提供精准、高效、便捷的围术期并发症提取、危险因素分析和预测模型。对于提高患者围术期的安全
性、改善患者的预后以及建立危险因素预测模型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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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technical solution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perioperative database of special diseases in
anesthesiology department in assisting decision-making based on big data platform. We described the application of
perioperative database of special diseases in anesthesiology department based on big data platform, introduced how to
construct high quality and calculable perioperative big data knowledge framework and practice ﬂow, and applied in the
extraction scene of perioperative complications.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ique in perioperative
database of specific diseases provides surgeons with accurate,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extraction of periop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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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于医疗信息化和人工

年的手术量近3亿台，我国报道数

的围术期专科数据库的建设和应用

智能发展时期，医疗信息化行业也

据，2019年全国手术量近5 883万

起步较晚。目前麻醉相关的围术期

进入大数据时代。2013年全球每

台。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

专科数据库的建设和应用也是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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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的热点问题之一，但能否做到

院的围术期专科数据库已经初具规

信息、检查信息、手术信息、护理

真正利用院内的电子病历、检验检

模。截至2020年7月，已经完成近7

信息和病例信息等围术期海量信

查系统、影像系统和围术期手术麻

年的13万患者围术期资料入库和50

息。麻醉科专科数据库数据覆盖的

醉系统等各大系统的庞大数据，开

个并发症的定义。开展超过20项临

时间轴线从患者入院到行麻醉手术

发出可以真正用于临床以及可以复

床研究队列，纳入患者近7万例。

治疗，再转回病房康复出院的整个

制到其他医院的麻醉专科数据库，

过程。

规范和提高数据采集的行业标准、

1 围术期数据内容及数据来源

推进单病种或者多中心临床研究意

麻醉科专科数据库覆盖了医

义重大。目前在全国范围内麻醉专

院各个业务系统，包括：①医院

2 麻醉科专科数据库平台的
建设

科数据库的建设仍然是凤毛麟角，

信息系统（hospital information

2.1 平台架构 我院在2018年与科技

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就走在

system，HIS）；②医学影像存档

公司进行合作，并联合医院信息科

与通讯系统（picture archiving and

及人工智能和临床数据中心共同建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麻醉手

communication system，PACS）

立麻醉科围术期专科数据库大数据

术中心的围术期专科数据库，是中

和影像信息系统（radiology

平台。平台部署在我院内网，包括

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首批通过立项

information system，RIS）；③

数据采集层、数据治理层和数据应

建设的专病库，并由中山大学精准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aboratory

用层。平台建设基于分布式技术架

医学中心按照行业高标准指导建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构，从不同数据源（ORACLE、

设。专病库由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

LIS）；④手术麻醉信息系统；⑤

SQLSERVER、MySQL、VIEW、

院手术麻醉中心联合医院信息科、

护理重症等核心系统的数据整合。

消息等）中进行指定规范的数据

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及科技公司共

麻醉与围术期数据涉及整个围

提取作业，将HIS、EMR、LIS和

同完成，参考其他专科、其他类型

术期，包括术前、术中、术后资

PACS在内的多个系统数据整合到

，四方形成

料。术前关注患者的入院诊断、各

标准数据库模型，经过数据转换，

强大的联动效应，开发并应用围术

大系统合并症和功能状态、实验相

包括数据过滤、类型转换和维度转

期专科数据库，旨在规范围术期

关的检验结果、医学影像和超声检

换等形成以围术期患者为中心的全

标准数据元的定义和并发症的诊断

查结果、围术期的手术治疗方法

结构化数据，通过EMPI核心技术

标准，提高危险因素的分析能力

等。该部分数据主要通过结构化或

融合到大数据处理流程中，做唯一

甚至建立预测模型和进行相关的

者非结构化进行数据提取和分析。

关联；在此基础上，针对原始的医

临床研究，为医院领导和管理部

术中资料主要通过手术麻醉信息系

疗文本数据，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

门、手术科相关医务人员、麻醉

统提取，并整合监护仪、麻醉机、

术进行结构化的抽取，从而形成高

医师等提前做出基于数据的临床

血气分析仪和出凝血监测仪等实时

质量的可用的医疗数据。详见图1

决策，进行围术期相关并发症的

采集得到的数据。术后数据资料覆

平台架构。

[4]

预防，意义重大 。同时展望下一

盖病房医生开启医嘱、病程记录和

2.2 数据库建设过程 围术期专科数

步更加智能的围术期专科数据库的

护理相关记录、重症监护室的医护

据库以患者手术名称作为索引，对

发展方向，为促进业界的围术期专

医嘱和病程记录资料及评分表格

围术期患者的术前、术中和术后资

科数据库形成智能化和数字化的医

等。因此，麻醉科的围术期专科数

料进行提取，建立完整的围术期诊

疗管理模式提供经验。

据库构建主要基于以上系统进行设

疗过程和麻醉过程的信息模型，整

围术期专科数据库的工作涉及

计和实现。整个专病库覆盖了患者

合全院多业务系统与集成后的CDR

众多环节。经过近2年的建设，我

人口学信息、诊疗过程信息、检验

系统，从而获取手术患者的全量医

[1]

了前列 。

数据库的建库经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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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下载需要进行申请，由管
理员用户审批通过后才可进行下载
CRF表单数据。
2.3.2 入组病例检索 新建科研队列
后，从入组的病例数中选择满足科

数据元
日志

病历管理
数据
导出

数据项视图

分词

知识库

检索入组

病例管理

患者展示管理

条件树检索

即设置普通用户。普通用户对科研

文档管理

医学自然语言处理

检索服务

检索历史

项目管理

权限

检索收藏

高级检索

时间轴视图

科研项目 队列管理

原文检索

目，纳入该科研项目的研究组员，

系统管理

人工智能

患
者
日
志

项
目
日
志

研条件的病例数据的过程，主要分
为病例检索、病例明细、病例导
出、历史检索四大功能。

应用服务

病例检索：分为原文检索、高
搜索管理

患者全息

录入管理

科研管理

数据同步

BI分析

权限管理

医学NLP

级检索、条件树检索。原文检索、

数据管理

高级检索是对源数据的检索，其中
搜索库
ElasticSearch

全院库RDB
mssql

专病库RDR

应用业务库

缓存数据库

文件管理

mssql

mysql

redis

fastdfs

高级检索是对原文检索的补充，而
条件树检索是对核心数据元的检

图1 麻醉科专科数据库平台架构图

索，详见图2。

疗数据。采用ETL技术，将数据格

例检索、科研项目管理、数据下载

式统一清洗后存储到SQL Server形

等四个环节的流程管理。

类对源数据展示，结构化数据项为

成贴源数据层，再经NLP技术进行

2.3.1 用户管理 专病库平台设置

与病种高度相关的最细颗粒度指标

语义化处理，最终利用科研数据采

“管理员”和“普通用户”两级用

项，指标项的值取自结构化的数

集引擎将数据填充形成麻醉科围术

户，管理员用户可新建一个科研项

据和病历文书中通过自然语言处

病例明细：按照九大业务域分

期专科数据库。该过程对海量数据
进行采集与处理，抽取映射结构化
数据，对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后结构
化加工。通过规范流程对手术患者
多源异构离散数据进行加工处理，
生成易于分析利用的、可共享的数
据。由麻醉专家提出判断标准，
医学专员与ETL工程师进行指标解
析，后进行提取判定可行性，再由
数据挖掘团队进行大数据验证可
行性及数据抽取准确性。最终将数
据写入基于Redis缓存技术实现的
数据集市，运用多种数据挖掘技
术，为临床科研提供多样化信息
支持服务。
2.3 平台的主要功能 专病库的平台
管理主要功能：用户管理、入组病

图2 麻醉科专科数据库检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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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能通过真实数据分析相关并发
症的危险因素，还可以建立机器学
习预测模型。机器学习预测模型不
仅提供全面的证据和决策系统，还
能帮助开发拓展到面向管理层面的
手术统计，见图4。

3 应用总结
目前，围术期专科数据库已经
在我院麻醉手术中心进行推广应
用，服务围术期科研课题近20项，
累计抽取病人近7万例次。且专科
图3 围术期专科病例数据收录统计

数据库一直在持续改进和完善中，

理进行后结构化的数据。如对结

射是从现有数据项中选择研究变

本专科数据库包含围术期近50项并

果有疑惑，可在中间的明细记录

量，衍生变量是目前专病库中已有

发症，其开发和建库经验也已向同

中进行校验。

的数据项无法满足科研需求，用户

行医院推广。

病例导出：对入组病例的原始

可以自定义衍生变量，设置相关的

未来，我们将以专科多模态大

数据的导出。

计算规则。

数据为基础，利用特征融合和机器

2.3.3 科研项目管理 检索出满足科

2.3.4 数据下载 满足科研的数据需

学习两大核心技术，开发围手术期

研条件的病例后，纳入科研队列。

要下载进一步建模分析，包含审批

并发症预测模型，建立临床决策支

主要包括：病例视图、数据项视

和数据下载功能，普通用户下载科

持系统[5-7]。但目前亦存在着一些不

图、自定义CRF三个模块。①病例

研数据时需要管理员审批后才可进

足之处，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

视图：展示了科研队列里的所有病

行数据的下载。

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包

例。②数据项视图：展示了通过

2.4 平台的应用 经过上述围术期专

括：HIS的病历质量有待提升，以提高

“自定义CRF数据项”选择针对该

科数据库的建设，目前共纳入近13

计算机的文本读取和识别率；除超声

科研队列想要研究的变量。③自定

万例实体患者，跨越年度为2013—

影像系统和检验检查系统等重要组成

义CRF：提供两种方式设定需要研

2020年，病例收录情况见图3。该

部分数据外，还需加快专科数据库对

究的变量，分为从病例数据项映射

专科数据库可以精准提取围术期全

接到个别专科的特殊检查项目，如肺

和衍生变量。其中从病例数据项映

病种各大系统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下转第22页）

图4 面向管理层面的手术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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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合作的机会，吸引多渠道、更

[3] Song P,He J,Li F,et al.Innovative

为便于研究者开展工作，除注

大力度的罕见病科学研究投入大有

measures to combat rare diseases in

册疾病队列功能外，NRDRS平台还

裨益，进而推进罕见病相关科研产

China: The national rare diseases registry

建立了一系列辅助功能，包括：①第

出与成果转化，为我国罕见病防治

system,larger-scale clinical cohort

一批罕见病目录及疾病释义；②罕见

事业的发展和相关政策的制订提供

studies,and studies in combination with

病队列研究项目病例统计周报，截至

本土化可靠依据。

precision medicine research[J].Intractable

5 平台辅助功能

2020年12月15日，已发布107次统计

& rare diseases research,2017(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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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者！

Vi s i o n a n d R o a d m a p [ J ] . H u m a n

6 结语

genetherapy,2018,29:128-135.

基于NRDRS平台初步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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