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茂诚①田方①何及夫①龚绍荣①

摘要

医院信息系统（ＨＩＳ）的研究与开发是实现数字化医院的根本途径。基于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技术的决策支持系统是

对ＨＩＳ数据的高层次开发。首先介绍了数据仓库、数据挖掘以及决策支持系统的技术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数据
仓库和数据挖掘技术的医院决策支持系统体系结构．并研究和分析了这种体系结构的优越性。
关键词医院信息系统决策支持系统数据库数据仓库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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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目前，医院信息系统是面向联机事务处理（ＯｎＬ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简称ＯＬＴＰ）的，这种系统的快速综合分析能力

较弱。如何充分利用ＨＩＳ产生大量的过程信息和数据资源，使医院管理者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快速准确查询到相关内容，
是ＨＩＳ改进的方向之一。构造通用、方便的决策信息系统已成为医院信息系统开发的重要需求。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技术
的出现，以及决策支持系统…工具的充分利用，给医院决策支持系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２—４ｌ，从而拓展了决策支持系统的
应用领域和范围。

基于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技术，结合深圳宝安区人民医院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种医院决策支持系统体系结构。该结构
充分利用了数据仓库面向主题、适合分析的特点，以及数据挖掘在海量信息中的数据分析和搜索性能，能很好地帮助医院
进行辅助决策理论，实现医院的信息化管理。

２数据仓库ｌＤＷ）、数据挖掘ｌＤＭ）和决策支持系统（ＤＳＳ）
２．１数据仓库（ＤＷ）目前，数据仓库尚没有统一的定义，著名的数据仓库专家Ｗ．Ｈ．Ｉｎｍｏｎ在其著作＜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ｔａ

①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５１８１０１，深圳市宝安区宝城龙井二路１１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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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一书中描述如下：数据仓库是一个面向主题

结果表达和解释阶段根据最终用户的决策目的把提取的有

的、集成的、相对稳定的、反映历史变化的数据集合，用

用信息正确地表达出来。但从应用上看，基本过程为：信

于支持管理决策。对于数据仓库的概念我们可以从两个层

息——知识——决策——行动——效益（见图２）。

次予以理解：首先，数据仓库用于支持决策，面向分析型
数据处理，它不同于企业现有的操作型数据库：其次，数
据仓库是对多个异构的数据源有效集成，集成后按照主题
进行了重组，并包含历史数据，而且存放在数据仓库中的
数据一般不再修改。与传统的数据库相比，数据仓库主要
是用于ＯＬＡＰ应用，提供决策支持，见表１。
表１传统数据库技术与数据仓库技术比较
围２数据挖掘体糸结＝｜勾围

２．３决策支持系统（ＤＳＳ）以管理科学、运筹学、控制论和行
数据内容

当前值

历史的、归档的、计算的数据

数据目标

面向业务操作程序、重复掸作

面向主体域、分析应用

数据特性

动态变化、更新

静恋、不能直接更新

数据结构

高度结｛匈化、复杂、适用拇作计算

简革、适台分析

使用频率

高

低

数据访问■

每个事务只访问少量数据

每个事务常访问大■数据

响应时间要求

高、通常以秒计算

低、可以以分钟、小时计算

为科学为基础，以计算机技术、仿真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手
段，针对半结构化的决策问题，辅助支持中、高层决策者
的决策活动的、具有智能作用的人一机计算机网络系统，
其目标是支持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决策过程，使高层管理者
相当容易地根据已获得的数据，运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

从数据仓库的概念结构的角度，数据仓库通常包含：
数据源、数据准备区、数据仓库、数据库、数据集市／知识
挖掘库，以及各种管理工具和应用工具等部分，数据仓库

相结合的技术，从多个侧面对企业内部运行过程进行分
析、评价和判断。
体系结构见图１。

３

基于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篚ＪＤＳＳ体系

结构‘６】
基于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的决策支持系统既可以弥
补ＤＳＳ中数据组织的不足和数据不一致的问题，又可以充

分发挥数据仓库面向主题、适于分析的特点（见图３）。
ＤＳＳ应用

关系犁分析丁具
圉１数据仓库体系结构圈

２．２数据挖掘（ＤＭ）数据挖掘晦１技术是指从大型数据库和数
据仓库中提取人们感兴趣的知识，这些知识是隐含的、事
先未知的潜在有用信息，是数据库技术、人工智能、机器

Ｉ数据挖掘／ｏＬ＾Ｐ工肄

Ｄｓｓ分析工具

万一）ｒｒ：：’之立乏矽ｒ７广——］

翼阐同同阖

学习、统计分析、模糊逻辑、人工神经网络等学科相结合
的产物。数据挖掘的对象不仅是结构化的数据库，也可以
是半结构化的超文本文件，甚至是非结构化的多媒体数据

数据仓库

数据抽取，净化、转换

等形式，而数据仓库上的数据挖掘将是数据挖掘技术的
主流。数据挖掘从技术上看，基本过程分为：数据准备、
挖掘操作、结果表达和解释三个主要阶段。在数据准备阶

嚣Ｉ ｆ攀Ｉ ｌ磊势

段应集成多个运作数据源中的数据，解决语义模糊性、处
固３基于救据仓库和数据挖掘的Ｄｓｓ体幕结构

理遗漏数据、清洗脏数据。挖掘阶段是一个假设产生、合
成、修正和验证传播的过程，也是上述三个阶段的核心。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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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
据

基于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的医院决策
支持系统架构

４

整个决策支持系统基于三层结构¨１’设计方案：前端
为用户层，主要通过浏览器工作；中间层为业务逻辑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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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挖掘分析模块；后端数据服务层，通过构建数据仓库

【３】Ｍａｌｈｃｈ

对原始数据进行整合，挖掘分析工作在数据仓库基础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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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该设计方案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当新业务增加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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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增加相应的模块即可，系统的可扩展行强。系统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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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决策管理系统是供医院高层管理人员使用的模块，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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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信息查询、统计分析，随时监督医院各项工作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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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辅助各项决策，帮助院长全面了解各部门的工作情

【６１赵尔丹，张照枫．基于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的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

况，制定正确的决策（见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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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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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医疗服务监管要点印发
卫生部近日印发２００９年医疗服务监管工作要点，以指导各
地做好医疗机构医疗服务监管工作，开展医院管理体制改革试
点．维护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

囝４基于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的医院决策支持系统架构图

工作要点提出，要加强医疗服务监管机构和队伍建设；
研究建立医院评价体系；加强医疗质量安全监管，推动建立国

５结语
在深入研究数据仓库、数据挖掘技术以及决策支持系

家、省、市（地）三级医疗质量安全控制评价体系，研究建立
国家医疗风险预譬系统，完善药品、医疗器械不良事件信息收
集、分析和警戒、应急处理机制和制度，加大对医疗广告的监

统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基于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技术的

管力度，加强对医疗机构的校验管理和执业行为监管，系统总

医院决策支持系统结构，该结构将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技

结医疗事故处理工作的有益经验，探索医患纠纷的第三方调处

术相结合，充分利用了各自的优势，帮助医院决策管理者

机制；开展医院运行监管；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推动

在变化中提高决策的正确性和快速性，减少了病人诊疗程
序，提高办事效率，能够给医院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ＨＩＳ信息系统目前还需要逐步完善，应结合宝安人
民医院应用中遇到的实际情况不断的加以改进，以促进医

医疗服务信息监管；组织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
和卫生支农工作；继续做好人体器官移植管理工作。研究制定
《人体器官移植监管办法》、《活体器官移植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规。建立人体器官移植登记体系，组建肝脏移植数据中
心、肾脏移植数据中心。

院业务流程实现更高效率运行。‘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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