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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阐述鼻咽癌专病科研数据库建设过程中关于数据标准建设、多源异构数据整合、深度数据治
理以及临床数据时序排列等的成效与经验。方法：鼻咽癌专病科研数据库建设过程中，通过梳理“肿瘤通用
集、瘤种专科集”两个层次的数据标准，建立数据集-业务活动-数据来源对应关系实现多源异构数据整合，同
步进行结构化数据的规范映射存储、文本数据的后结构化和归一化、多病例来源数据的逻辑运算三个级别的数
据治理过程，对患者临床数据进行时序排列，实现患者数据有效整合。结果：鼻咽癌专病科研数据库实现了本
中心2000年至今的6.6万余例鼻咽癌患者临床数据的有效整合，可实现智能病例检索、患者科研全景和诊疗时
间轴查看、科研项目管理和患者随访等功能，有效支撑医生的临床研究工作。结论：建设鼻咽癌专病科研数据
库，有助于提升医生的科研效率，挖掘真实世界医疗大数据背后潜在的临床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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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Database for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 SUN Ying, LI Chao-feng, LIN Li, et al.
Abstract: Objective: To elaborate the experience of establishment of clinical data standard, integration of heterogeneous
data from multi-source, deep data governance and orderly arrangement of clinical data in the process of database
construction for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NPC）. Method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atabase for NPC, both
of the standards of tumor-general data set and NPC-speciﬁc data set, and the mapping relations of data set-business
activities-data source were established. A data governance process at three diﬀerent levels, including standard mapping
storage of structured data, post-structure and normalization of text data and logical computation of multi-source data,
and an orderly arrangement of clinical data were carried out. Results: An eﬀective integration of clinical data of more
than 66,000 NPC patients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since 2000 were realized by the database for NPC，
which can realize intelligent case search, viewing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imeline, management of research projects
and patients follow-up. Conclus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atabase for NPC would help improve research eﬃciency of
investigators and discover clinical insights underlying real world data.
Keywords: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disease-speciﬁc database, big data, real world study
Corresponding author: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Guangzhou 510060, Guangdong Province, P.R.C.
鼻咽癌是我国高发肿瘤之一，

东最多[1]。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来，本中心多项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

占头颈部肿瘤发病率首位。据统

年收治鼻咽癌逾5 000例，在临床诊

研究（RCT）结果改写鼻咽癌国际诊

计全球超过40%的鼻咽癌发生在中

疗的同时开展大量临床研究，旨在

疗指南，成为全球治疗标准[2-4]。除

国，华南地区尤为高发，其中以广

提高患者生存率和生存质量。近年

外RCT，我们不断探索从真实世界

①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510060，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651号
②医渡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100191，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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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区域乃至全国性的肿瘤学科单

筛选出某个亚组。例如，想从近

。然而，基于

一病种的科研数据库，首先应将

10年本中心诊治的鼻咽癌患者中筛

真实世界大数据的研究仍然面临诸

采集数据标准和规范进行统一和

选出应用顺铂药物化疗的患者，

多困难和挑战，例如数据标准不统

完善。

由于临床填报/书写标准和方式不

医疗数据中发现潜在的临床规律，
指导鼻咽癌诊治

[5-8]

一、医院各个信息系统事实上存在

参考国内外行业标准（表1）

统一（如顺铂、DDP、顺铂-PDD

的“数据孤岛”、深度数据治理高

以及癌症统计数据库SEER

等），从病案首页、化疗小结和医

度依赖医生手工操作、复杂临床事

（Surveillance，Epidemiology，and

院信息系统收费模块中均无法实现

[11]

End Results）的建设经验 ，同时

该亚组患者的有效、统一筛选。而

为解决上述问题，提高真实世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本中心形成了

数据标准化之后，则能够在专病科

界大数据研究质量与效率，本中

“肿瘤通用集”和“瘤种专科集”

研数据库中通过“肿瘤药物治疗，药

心自2015年开始建设基于医院数

两个层次的相互补充的标准。“肿

物成分名，包含顺铂”的简单检索条

据平台的鼻咽癌单病种数据库，

瘤通用集、瘤种专科集”双层次的

件实现该亚组患者的迅速筛选。进一

截至2020年11月，全库已经纳入自

设置思路既有利于横向其他病种的

步开发基于条件树的多维度查询，可

2000年2月起在本中心就诊的患者

拓展，也有利于纵向单一病种数据

以实现更加精细化、特异性的患者筛

66 742名。在肿瘤个体化精准诊疗

维度的延伸。

选，极大提升专科医生的科研效率。

件难以有序组织排列等。

时代，建设鼻咽癌专病数据库一方

肿瘤通用数据集标准，包括18

面可以赋能临床研究、挖掘临床规

个模块、259个数据元，而鼻咽癌

律，另一方面能够帮助医生总结经

专病数据集标准包括18个模块（同

2 打破数据孤岛，多源异构
数据自动导入

验、提升疾病的诊治水平，为临床

肿瘤通用数据集标准，表2）、804

既往临床科研工作中，医疗数

实践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本研

个数据元，“瘤种专科集”在“肿

据散落在医疗机构内部的各个业务

究就鼻咽癌专病数据库标准化建设

瘤通用集”的基础上实现了瘤种特

信息系统中，因此应用时存在数据

经验、多源异构数据整合、通过数

色的数据维度延伸。每个数据元具

难以共享复用、人工录入过程繁

据治理提升数据可及性、临床数据

有9个属性描述，包括模块名称、

琐、错误率高等诸多问题，使得医

时序逻辑组织等方面的内容作简要

子模块、数据元编码、数据元名

疗数据无法有效地整合利用，从而

阐述和总结。

称、数据元英文名、数据元说明、

导致真实世界大数据研究无法开展

值域、参考标准以及是否可以为

或效率低下。在多来源、异构数据

1 数据标准先行，通用专用
标准相互补充

空。对于每个数据元的值域设置，

的集成方面，通过科研大数据平台

参考了相关的国际标准，同时也兼

的数据库同步技术和数据仓库技术

在医学标准术语体系方面，虽

顾了国内临床科研实践、医院信息

（Extract-Transform-Load，ETL）

化建设中的实用性和可行性。

等，对院内各个业务系统的数据进

然我国近年来已引入并形成了诸如
中文医学主题词表（CMeSH）、

通过数据标准，对大数据技术

行同步、抽取，实现针对医院多个

国际疾病分类（ICD）及其各个修

和管理等方面进行规范化和标准

信息系统的多源异构数据的采集和

订版等术语标准体系 ，并已在国

化，有助于形成强大的信息整合和

汇聚，同时支持信息孤岛及外部来

内发布了卫生健康信息行业标准、

数据挖掘能力，对于前瞻性研究可

源数据的导入（图1），确保符合

[10]

，但上述数据标

以实现数据在中心内部以及多中心

条件的病例自动、持续性入库，形

准体系仍然不足以覆盖临床医疗记

之间的互联互通共享，而对于回顾

成全量、连续、完整、可再利用的

录，尤其是特定疾病专科诊疗过程

性的真实世界大数据研究，则有助

数据资产。

中形成的所有临床信息。建设全中

于从单病种全样本中快速准确地

[9]

团体标准数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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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鼻咽癌专科数据集所参考行业标准（部分）
分类
国家卫生健康委
行业数据标准

要专科医生、技术人员的共同努
力，专科医生负责梳理产生数据可

标准名称

能涉及的业务活动，技术人员需要

中国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WS364.X-2011（X
从 1 到 17，共 17 部分）

理解专科医生对数据的需求并转化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WS445.X-2014（X 从 1 到
17，共 17 部分）
HL7 CDA 文档

HL7 China CDA 规范试行（2013 版）（共 5 个）

国际性肿瘤数据
库结构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SEER 计划编码和
分期手册（2015 版）

为对应的数据来源、拆解为具体的
数据项，在这个过程中跨学科的沟
通和努力尤为重要。

3 提升数据可及，医疗数据
三级智能治理

美国外科医生学院机构肿瘤注册数据标准 FORDS
（2015 版）

在基于专科知识的数据治理方

英国国家癌症智能网络国家癌症数据储存库数据
定义 NCDRR_V5.2

肿瘤学国际诊治
指南

面，根据数据性质、来源、质量的

美国肿瘤临床协会（ASCO）治疗计划最终版
（Online）

不同可分为3个级别：①第1级的数

英国国家临床分析与特定应用小组（NCASAT）
放疗数据集 RTDS 数据手册及实施指导 V4.0.8

点，例如性别、年龄等人口学信息

据以结构化存储、质量较高为特

AJCC/UICC 临床分期手册（第 7 版）

以及药品医嘱等，只需要建立规范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常见不良事件评价标准（第
4 版）CTCAE V4

的映射存储关系就可以抽取利用。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肿瘤放疗小组远期放疗反应
评估表

入为特点，例如影像检查报告、主

②第2级的数据以长文本、人工录
诉、现病史、既往史等，需要通过

实体肿瘤疗效评估标准（RECIST） V1.1（美国、
英国、加拿大、欧洲等）

相关术语标准

后结构化、归一化等数据技术进行

……

处理，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将大

国际疾病分类（第 9 版）临床修订第三卷：手术
与操作 ICD-9-CM-3

段自然语言转化为标准字段和阈
值，方可供专科医生、科研工作者

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 ICD-10

用于统计分析。③第3级的数据以

国际疾病分类肿瘤学专辑（第 3 版） ICD-O-3

多病历来源、跨文本、有逻辑关系

观测指标标识符逻辑命名与编码系统 LOINC
V2.42

为特点，是在1级和2级数据的基础
上增加逻辑计算得出的结果[12]，例

Karnofsky 功能状态评分标准（Online）
国家相关数据标准

如放疗和化疗的序贯关系是诱导、

GB/T 2261.1-2003 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码 第 1
部分 人的性别分类

同期还是辅助等，根据多份病历
（时间关系）、多次结果（不同来

……

源）、进行多种形式的关联和复杂

GB/T 4671-2008 家庭关系代码

逻辑计算，需要后台“标签”功能
赋予数据更多的内涵。

的是需要系统梳理鼻咽癌专病数

面，可以确保各个数据（业务系统、

据集-业务活动-数据来源的对应关

业务活动）的可溯源性（图2）。确

中文医疗文书作为一种复杂信

系，一方面确保鼻咽癌专病科研数

保数据的可溯源性有助于后期拓展

息，其表达具有重叠、嵌套以及非

据库全面覆盖了医院各信息系统，

分析维度，并为产出的科研成果提

连续要素较多的特点，存在大量的

保障数据的全面、有效采集；另一方

供丰富、坚实的支撑。这个过程需

专业词汇，而且医生个体的习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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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肿瘤通用数据集/鼻咽癌瘤种数据集标准所包含的18个模块
序号

模块名称

包含内容

备注

1

记录编号信息

记录编号、记录采用版本号、记录时间

信息系统

2

记录来源信息

本记录数据来源医疗机构与患者唯一识别信息

信息系统

3

患者人口学信息

患者人口学信息、包括姓名、民族、血型、住址等

基本人口学

4

患者病情基本信
息

患者主诉、既往史、现病史、家族史、体格检查、KPS 评分、ECOG 评
分等

基线资料

5

检验

检验方法名称、检验单项列表、检验结果、检验医生、所见描述和诊断等

检查检验、时间概念

6

检查

检查方法名称、检查单项列表、检查结果、检查医生、所见描述和诊断等

检查检验、时间概念

7

病理学

病理诊断、病理切片描述、淋巴结数量、淋巴结转移数量、报告医生等

检查检验、时间概念

8

疾病分期

分期标准、临床分期以及病理分期等

基线资料

9

计划治疗方案

治疗方案目的、计划周期、包含治疗方法数量等

治疗

10

手术治疗

手术时间、手术目的、麻醉方式、手术部位、手术名称、伴行手术、是
否出血、是否急救、主刀医生等

治疗

11

化疗

时间、药物、剂量、给药途径、周期、周期数、疗效、副作用等

治疗

12

放射治疗

时间、放疗部位、处方剂量、实际剂量、照射次数、疗效、副作用等

治疗

13

免疫治疗

时间、药物、剂量、给药途径、周期、周期数、疗效、副作用等

治疗

14

内分泌治疗

时间、药物、剂量、给药途径、周期、周期数、疗效、副作用等

治疗

15

靶向治疗

时间、药物、剂量、给药途径、周期、周期数、疗效、副作用等

治疗

16

患者出院小结

入院时间、出院时间、入院诊断、出院诊断、是否有非计划二次手术等

治疗

17

费用信息

门诊分类费用、住院分类费用、支付方式、总金额等

费用

18

随访信息

生存状态、复发情况、转移情况、第二原发情况、KPS 评分、ECOG 评分、 随访
远期不良反应等

法和表达不一，多种因素导致解析

改造，通过专科医生和技术人员的

缺失数据的针对性补齐，不断提升

难度较大。这个过程同样也需要专

共同讨论，听取临床工作者和技术

临床科研数据的质量、可及性和丰

科医生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例

人员的建议意见，在避免给临床工

富性。

如对于鼻咽癌患者的影像检查报

作造成额外负担的前提下，让更多

告，专科医生负责梳理医学术语、

的医疗行为能够在实际临床工作中

医生对于诊疗的判断标准和书写的

被作为高质量的科研数据记录下

4 建立时间序列，实现临床
数据有序排列

习惯；技术人员则根据和医生沟通

来，从而形成了“业务系统数据记

在数据如何支撑科学研究方

的情况，梳理症状词、位置词、程

录/医疗文书撰写—数据治理—通

面，以关键诊疗事件的发生时间为

度词、状态词、生理名词、趋势词

过具体科研项目应用分析发现数据

标志的“时间轴”，可以实现数据

和疾病词等；跨学科团队在这个过

维度缺失—专科医生和技术人员共

的逻辑有序排列，从而更好地支持

程中需要进行反复、多轮的沟通。

同确定改造方向—业务系统和流程

临床及科学研究。患者的病历数据

同时，在上述数据治理的过程

针对性改造—业务系统数据记录/

可以看作一条时间序列，记录着患

中，还重视业务系统和业务流程的

医疗文书撰写”的业务闭环，通过

者历次就诊的病史采集、病情分

10·China Digital Medicine. 2021,Vol.16,No.1

专题策划——临床科研数据库建设
Special Planning

析，直观了解患者重点诊疗事件和
结局，以及重点指标的时序进展情
况，例如重点诊疗事件（如：首
次诊断、主要症状、首诊病理分
型等）、重点诊疗事件的发生时间
（如：首诊时间、首次手术时间
等）、同一时间轴跨度下查看多个
重点指标的进展情况（如：患者全
生命周期中全量化疗用药情况、
全量靶向用药情况、全量检验检查
情况等）。对于真实世界大数据背
后隐含的丰富时序依赖关系的异构

图1 整合医院信息系统多数据源构建专病数据库
注：SCHEMA：医疗卫生活动记录数据模型；SOAR（State/Operator/Action/

时序事件进行挖掘分析，有助于研
究者快速形成支撑结论的统计学证

Result）：面向应用的数据层。

据。同时对于前瞻性研究，在鼻咽
癌专病数据库中还可设置基于时间
轴的各类随访问卷、不良事件和随
访任务提醒，并设置病例报告表
（CRF表单）的数据抽取规则，实
现前瞻性研究的表单自动、半自动
填写，提升随访效率。

5 应用总结
截至2020年11月，鼻咽癌专病
库已纳入66 742名患者的数据，有
39名专科医生/研究工作者应用本
数据库进行临床研究，研究项目数
图2 鼻咽癌专病数据集-业务活动-数据来源对应关系

逾400个，平均每月有超8 000人次

析、诊断、治疗的临床全过程。在

定患者重点临床事件的时序关系，

的使用量，目前已支撑了1项前瞻

这条时间序列轴上，除了死亡/不

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后续在真实世

性临床研究的CRF表单自动填写、

良事件发生等重要事件，症状、体

界数据分析过程中，通过特定指标

标本留取和随访任务提醒，以及

征、化验和检查指标、并发症/合

预测特定群体患者死亡/不良事件

10余项高水平回顾性真实世界研

并疾病、用药和手术等也可以视作

发生等硬终点、异常化验/检查结

究的发表，包括鼻咽癌患者预后

诊疗的关键节点，用于后续的数据

果变化等替代终点的发生，从而为

预测和风险分层、治疗决策、合

挖掘。由于不同数据源的时间跨度

优化疾病诊疗路径提供依据

[5,8]

。

并症管理、罕见放射损伤规律、随

不一致、不同事件之间有复杂的时

通过梳理患者重点事件数据的

访策略等。例如，脑干损伤是鼻咽

序依赖关系[13-14]，分层次整合细时

全周期时间轴，能够对患者诊疗事

癌放疗后罕见的放射损伤（发生率

间粒度的数据一方面有助于查看特

件按照时间进行可视化展示和分

＜0.5%），既往难以开展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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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策划——临床科研数据库建设
Special Planning

研究；基于鼻咽癌专病库，筛选出

carcinoma: A phas e 3 multicentre

impact of radiotherapy interruption

2009—2015年接受根治性调强放射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Lancet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in the

治疗的鼻咽癌患者10 126例，其中

Oncol,2012,13(2):163-171.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放疗后有规律核磁共振随访的患者

[ 3 ] S u n Y, L i W F, C h e n N Y, e t a l .

era: A big-data intelligence platform-

6 288例；基于核磁共振报告的后

Induction chemotherapy plus

based analysis[J].Radiother

结构化结果，发现24例发生放射性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versus

脑干损伤的患者，从而研究脑干损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伤的转归、危险因素和照射剂量限

alone in locoregionally advanced

制 [15]。预计在未来3年内继续完成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A

30～50项高水平真实世界研究。

phase 3,multicentre,randomised

综上所述，鼻咽癌专病数据库

controlled trial[J].Lancet

Oncol,2019,132:178-187.
[9] 侯丽,洪娜,李露琪,等.OHDSI通用数
据模型及医学术语标准国内应用现状分
析[J].医学信息学杂志,2020,41(2):2-10.
[10] 董方杰,李岳峰,杨龙频,等.我国卫生
健康信息标准工作进展与展望[J].中国

建设将高效推动科学研究和临床工

Oncol,2016,17(11):1509-1520.

作，建设规范化、标准化、规模化

[ 4 ] Z h a n g Y, C h e n L , H u G Q , e t a l .

的鼻咽癌专病科研数据库，可以进

Gemcitabine and cisplatin

一步提升鼻咽癌临床研究的能力，

induction chemotherapy in

症研究所SEER数据库概述及应用[J].微

加速成果转化。未来可望通过在区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J].N Engl J

型电脑应用,2015,31(12):26-28,32.

域乃至全国范围内推广专病数据库

Med,2019,381(12):1124-1135.

[12] 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医

标准、建设流程规范，将分散于不

[5] Tang XR,Li YQ,Liang SB,et al.

院数据治理框架、技术与实现[M].北

同医院、不同信息系统中的临床信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gene

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9:93-94.

息通过数据采集、清洗、重构、存

expression-based signature to predict

[13] 刘卢琛,沈剑豪,张铭,等.基于深度

储、整合和挖掘等步骤集成云端的

distant metastasis in locoregionally

学习的异构时序事件患者数据表示学

数据中心，对鼻咽癌等肿瘤疾病的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习框架[J].大数据,2019,5(1):25-38.

医疗数据进行规范集成、深度挖

A retrospective,multicentre,cohort

[14] Shickel B,Tighe PJ,Bihorac A,et al.

掘、综合利用，为后续开展多项真

s t u d y [ J ] . L a n c e t O n c o l o g y, 2 0 1 8 ,

Deep EHR: A survey of recent advances

实世界、干预性多中心研究筑基，

S1470204518300809.

in deep learning techniques for Electronic

利用真实世界数据反哺和促进学科

[6] Peng H,Tang LL,Chen BB,et al.

发展，共同构建中国肿瘤疾病的诊

Optimizing the induction chemotherapy

疗规范。

regimen for patients with locoregionally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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