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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区域医疗信息网络提供了区域下多种医学信息平台数据的有效互通。随着医疗机构每年产生愈加庞大的医疗信

息．互操作将在区域医疗信息网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介绍了面向区域医疗的图像互操作系统框架．由区域医
疗中心提供用户认证服务和存放用户的诊疗信息，用户通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登陆区域医疗中心进行访问，若想要查看详细的诊疗图
像信息，则由诊疗医院建立临时图像数据库将相应的内容向患者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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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现行的区域医疗信息系统一般是在中心数据交换平台的连接下，提供区域下多种医学信息平台的有效互通“Ｉｏ中，ｔ，４ＪＥ
务器在严格安全的环境中，向各大授权机构共享收集到的医疗信息。专家能集中查阅病人所有的病历和检查结果，同时，
病人也能登陆自己的病历，查看信息，输入病症情况。为了实现这一信息共享机制，需要建立区域医疗信息中心，并连接
到各个门诊、大型医疗机构及检查中心。
然而，各医疗机构每日产生的诊疗数据是相当庞大的，如果将所有的信息（包括电子病历、检查结果、检查人、出院
小结等）均存入区域医疗信息中，ｈａｇＵＥ务器，那么整个医疗信息系统将面临巨大负担，而互操作技术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
问题。由于在所有医疗信息中，医疗图像占用资源最多，因此主要介绍图像互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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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互操作

结果翻译模块则将数据库内查询到的结

为解决系统资源的合理分布和

果翻译成Ｍ Ｍ Ｌ格式进行发送。

有效共享，实现对已有投资的有效保

数据传输过程中，采用ＭＭＬ作为

持，支持日益广泛的协同工作的应

统一的数据交换标准进行数据接口设

用，需要各种互联技术控制应用软件
在网络计算机环境上运行，这就是互
操作性（ｉｎｔｅ ｒｏｐｅ ｒａｂｉｌｉｔｙ）的基本需

计：利用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技术实现系统平
图１图像互操作系统硬件构架图

中心的认证服务器提供患者的

台所提供的服务：建立患者主索引，对
所有患者信息进行统一管理；使用基于

求。互操作性是指分布式计算环境

主索引，并对访问者进行身份认证；

ＰＫＩ—ＣＡ体系的数字证书，实现系统的

下，两个或多个软件元素相互通信并

数据服务器存放患者就诊的最小量信

用户身份验证、数字签名等功能。

协同完成任务的能力。它包括基础层

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医院通常将

次和应用层次两个含义，基础层次是

其内部网络和数据中心的高速宽带网

指实现不同计算平台之间的互联和通

隔离开，然后在医院端放置一台接口

信及协同完成任务；应用层次是指实

服务器，作为系统之间的连接桥梁；

现各计算平台上的应用在网络基础上

即医院将需要上传至数据中心的信息

的互操作。

先存入接口服务器，由接口服务器将

ｎＭ∞＂ＨｎＩｅＩ皿ｏｐｒ…ｍ

要实现应用问的互操作性，必须解

其转换为ＭＭＬ格式后再上传”ｌ。若医

图２系统数据流程图

决位置透明、通信机制透明和激活机制

院或患者查看数据中心信息，只需通

４．１数据传输标准ＭＭＬ医学标记语言

的透明性等问题，为此必须提供相应的

过中心认证即可通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连接到数

ＭＭＬ（Ｍｅｄｉｃａｌ Ｍａ ｒｋｕｐ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实现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１。

据中心进行查询。如果要进一步查看

于１ ９９５年在日本开发实现，它是一

２．１自动定位和通信机制自动定位服务

详细的图像资料，可经数据中心向所

种利用ＸＭＬ语法记述的面向医疗数

方法在网络上的物理位置，并将客户

在诊疗医院提出申请，由医院接口服

据传输的语言，不同医疗机构间医学

的请求（包括服务器的名字、服务方

务器提供二次身份认证，以确保医院

信息交换的标；隹语言，本系统即采用

法的名字及参数等）传递给服务器；

内部数据安全。认证通过后，医院与

这种语言在医院端和区域医疗中心

服务方法执行完成后，将服务结果返

访问者可通过两种方式建立连接，一

之间进行数据传输。自２．２１版本后，

回给客户，并保证客户与服务器间的

是医院通过接口服务器将所需信息存

Ｍ Ｍ Ｌ使用可扩展标记语言（ＸＭ Ｌ

同步。

入数据中心，访问者从数据中心查看

ｅＸｔｅｎｓｉｂｌｅ

２．２抽象机制使互操作的软件元素相互

信息：二是医院将所需信息放入其接

为元语言。最新的３．０版本，遵循

独立，且与程序设计语言无关、与实

口服务器，直接建立临时数据库对访

ＨＬ７（ＨｅａＩｔｈ Ｌｅｖｅｌ Ｓｅｖｅｎ）及临床

现细节及实现平台也无关。

问者开放，访问结束后自动将临时数

文档结构（ＣＤＡ ＣＩｉｎｉｃ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２．３动态机制在客户事先不了解服务器

据库删除。考虑到速度方面的因素，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 ｒｅ），包含１ ４个模块及３６

提供什么服务的条件下，能够动态地搜

本系统采用第二种方式。

个数据定义表。目前，在中国基于

索可提供服务的软件元素，并构造参数
及服务请求，最终返回服务结果。

Ｍａ ｒｋＵＰ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作

ＸＭ Ｌ的完整医疗信息结构标准还不

４图像互操作系统软件设计

存在。文献《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ＭＬ

本系统的数据流程图见图２，用户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３图像互操作系统硬件构架

发出请求并通过验证后，由平台内的请

整个互操作系统的网络平台由

求管理模块进行处理，根据请求内容找

了ＭＭＬ语言的灵活性优势，在ＭＭＬ

区域医疗中心、各加盟医院及患者用

到相应的服务并将结果返回给用户，用

３．Ｏ版本的基础上创建了中国本地化版

户、小型诊所等组成，它们之间通过

户依据返回的结果绑定到实际服务上。

本，使中国医疗机构问的医学数据交

宽带网络相连，系统的主要硬件构架

服务绑定后，由请求翻译模块将请求

换成为可能‘圳。

见图１。

（ＭＭＬ格式）翻译成数据库语言，而

ａ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 ｒｓｉｏｎ》借鉴

４．２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Ｗｅｂ Ｓｅ ｒｖｉｃｅ是一种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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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被描述并通过网络发布、发现和

实例（Ｐａｔｉｅｎｔ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并保持其唯

调用的自包含、自描述、松散耦合的

一性的编码旧１。区域医疗网络包含着多

逐渐完善的医疗数据交换标准以

软构件，它描述了一组可以在网络上

个医疗机构和检验中心，通常每个医

及日益成熟的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技术都为互

通过标准化的ＸＭＬ消息传递访问的操

疗机构对患者都有不同的编号方式，

操作系统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支持。基

作。在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体系中，所有的应

区域医疗信息中心需通过患者主索引

于上述的互操作系统设计构架，目前

用实体都被抽象成服务，其中包括服

将众多数据源（每一个数据源都包含

已在ＮＥＴ平台上初步建立起图像互操

务提供者、服务请求者和服务代理三

有患者的重要信息）整合到一起，通

作系统的主要框架，患者可以登陆区

种实体。

过对患者的相关记录进行动态和智能

域医疗中心网站查看基本信息，也可

５总结

对系统的应用过程进行初步建

的匹配与链接，将分散的信息库集中

通过网页查看详细的诊断图像。该系

模后怕１（见图３）可以看出，在本系

到一个独立真实的记录系统。建立患

统既能保证医院之间信息的交换和共

统中，区域内各加盟医院的接口服务

者主索引有两个途径，即：被动型和

享，又能促进患者与医院间的沟通交

器都是提供服务的平台，因此均可作

主动型。

流，提高诊疗质量。利用互操作，可

为服务提供者，各加盟医院、患者用

４．３．１被动型患者首次访问完成后，查

大大减少数据中心交换平台的负担，

户和社区诊所都需要请求进行数据交

询、匹配患者相关信息并将其集中到一

从而降低对数据中心的投资以及日常

换，具备查找和调用服务的客户端应

个现有的或新建的ｌＤ上是一个自动过程。

维护所需的人力物力投入，对促进医

用程序，是系统中的服务请求者；区

４．３．２主动型患者首次访问中，在患者

疗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域医疗中心内存储着各医院可提供的

与医疗服务人员进行互动时，系统应

服务描述信息，是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体系中

用ＥＭＰｌ规则即时对患者身份信息进行

的服务代理。

匹配。然而，通过整合ＥＭＰＩ到工作流
中使用户快速获得信息的方法在技术
上仍然存在困难。
４．４安全认证目前，公钥认证体系己逐

一一

渐成为网络信息安全系统的主流，本
系统利用数字证书来验证访问者的身
份。数字证书由认证中心发放并经认
围３

Ｗｅｂ

Ｓｅ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服务模型

ｒｖｉｃｅ涉及的技术规范包

证中心数字签名，包含公开密钥拥有
者相关信息、颁发者（认证中心）相关信

括ＸＭＬ、ＷＳＤＬ、ＳＯＡＰ和ＵＤＤＩ。

息以及公开密钥相关信息等。使用数

ＷＳＤＬ是程序员描述Ｗｅｂ

Ｓｅ ｒｖｉｃｅ的

字证书，通过运用对称和非对称密码

编程接口，医院将描述好的服务信息

体制等技术建立起一套严密的身份认

发布至区域医疗中心的图像互操作系

证系统，从而保证信息除发送方和接

统；系统通过ＵＤＤｌ对服务的特性进行

收方外不被他人窃取、信息在传输过

注册，其他应用程序通过ＵＤＤｌ找到需

程中不被篡改、发送方能够通过数字

要的ＷｅｂｆｌＥ务：ＳＯＡＰＰ］ＩＪ提供了应用

证书确认接收方身份、发送方发出的

程序幂ｎＷｅｂＦＪＥ务之间的通信手段，以

信息不能抵赖。当前公认和广泛采用

便用户与实际提供的服务进行绑定。

的数字证书是Ｘ．５０９证书。

ＷＳＤＬ、ＳＯＡＰＹＦＢＵＤＤ睹Ｂ建立在ＸＭＬ

在本系统中，采用了基于ＬＤＡＰ（轻

基础之上。

量级目录访问协议）的目录服务系统来创

４。３患者主索引患者主索引是指在特定

建公托证书禾ｎＣＲＬ存储库；客户端和服

域范围内，用以标识该域内每个患者

务端的认证过程通过ＳＳＬ协议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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