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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子病历正在全国普及和发展，电子病历的信息量也在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增长，对其半结构化病历文档进行信息

抽取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研究目的是加强非结构化病历文档理解，针对半结构化病历文档的特点，介绍一种信息抽取工具
及其信息抽取流程，最后，以肿瘤病人信息抽取为案例进行实证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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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背景
电子病历内容描述和存储主要包括结构化（表格化）、半结构化（自由文本）和无结构化（如图片、视频文件）三种
信息模式，结构化病历具有书写方便、数据标准化、方便数据检索的优点，能为循证医学、科研、教学提供便捷的信息支
持，但对病历书写者的编辑操作有较大的约束作用，半结构化病历接近多样化的词语的自然语言结构，符合医生临床思维
习惯和病历内容描述，但其存储和查询不便，特别是为后期临床知识发现带来了诸多不便。
虽然许多研究机构尝试通过结构化病历记录病历，但是由于存在对完全的结构化病历能否完整和真实的表达临床意思
的质疑，以及结构化粒度的增加会降低临床人员阅读效率等原因，目前多数病历仍以结构化与半结构化并用方式表达和存

储病历％
中山市人民医院自２００５年开始启用电子病历，至今产生约３３万份电子病历，这些电子病历主要包含结构化和半结构化
病历文档两部分，随着现代医学快速发展和医院信息化纵深发展，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海量并不断增长的半结构化病历文档
信息，已成为我院面临的重要挑战之～。

２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病历文档
结构化病历文档是指从医学信息学的角度将以自然语言方式录入的医疗文书按照医学术语的要求进行结构化分析，并
将这些语义结构最终以关系型（面向对象）结构的方式保存到数据库中，常见的结构化病历有医嘱单、体格检查表、病案
①广东省中山市人民医院，５２８４０３，广东省中山市孙文东路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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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化病历文档，它一般是自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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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内容和结构混合在一起，没有

具通过数据接口，访问电子病历数据

看病人的诊断记录，将符合条件的病

明显区分，如颅脑ＣＴ影像描述，结构

库，从电子病历数据库中将半结构化

人记录在Ｅｘｃｅｌ表中，这个过程耗费科

和内容没有明显区分：例一：颅脑ＣＴ

病历数据载入到信息抽取工具。

研人员大量工作量，按一天１ ６００条记

首页等。

半结构化病历文档，就是介于结
构化病历文档和无结构数据文档（如
手术录像视频、知情同意书扫描图片
等）之间的数据，如病程记录、病
史、影像报告单诊断描述等属于半结

平扫未见明显异常。例二：１．后枕部

鬻 暑

第二步：关键宇提取（分词），

虱

录，一个月近５００００条记录，为开发海

头皮血肿，余颅脑ＣＴ平扫未见明显异

要识别半结构化病历，需要把句子切

量半结构化病历文档数据资源，提高

常：２．较低层面可见双侧上颌窦及筛

分为一个个的词，为提高分词效率，

肿瘤登记信息查全率和准确率，提高

窦炎。

信息抽取工具可以随取抽取一部分数

工作效率，运用信息抽取工具进行半

据（比如５００条记录）作为样本数据进

结构化病历文档中抽取信息尝试，具

行分词，然后再统计各分词的出现频

体方法如下。

３信息抽取工具
信息抽取是一种面向具体任务的

率，以辅助下一步定义关键字。

第一步：建立与电子病历数据库

实用的文档理解技术，它直接从自然

第三步：关键宇定义，在关键字

数据交换接口，选择一批影像检查报

语言文本中抽取事实信息，并以结构

定义页面维护进关键字和语义。结合

告“影像描述”和病人基本信息等文

化的形式描述信息．供信息查询、文本

用户信息抽取需求，关键字和语义可

本数据，将文本数据载入到信息抽取

深层挖掘、自动回答问题等之用“。。。

以由用户在分词结果（如出现１０次以

工具中。

信息抽取工具对于从大量的非结构化

上的词）里筛选或者自定义输入。

第二步：信息抽取工具随机选择

病历文档中抽取需要的自由文本信息

第四步：规则库定义，在规则

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信息以统一的形

维护页面维护判断规则和目的表字

式集成在一起有两个主要优势，一是

段，首先用户用关键字和语义定义判

方便检查和比较，二是能对数据作自

断规则，标识感兴趣的数据项，如条

和单词出现频率定义关键词和语义，

动化处理，例如用数据挖掘方法发现

件＝“包含”，值＝“骨折”，关系

定义关键词、语义包括：癌（除未见

和解释数据模型”１。

＝“与”；其次，把数据项映射到目的

癌）、恶性（排除无恶性病变）、恶

表字段作为信息抽取输出结果，这个

变、癌变、淋巴瘤、间质瘤、骨髓

过程也称为模式映射。

瘤、肉瘤、白血病、ＣＩＮ ＩＩ一川、ＣＩＮ

信息抽取工具通过数据接口，访
问电子病历数据库，从电子病历数据
库中将半结构化病历文档载入到信息

第五步：规则执行，根据上一步定

抽取工具中。在信息抽取工具中定义

义的规则库，在数据抽取页面查询出要

关键宇和规则库，再针对这些半结构

抽取的数据，点击抽取后导出抽取结果

化数据，进行结构化数据的抽取，然

或者把数据导入到目的数据库中。

后把抽取结果转换成结构化的数据进
行存储，最后再把结果导出或者传输
到关系数据库中，流程图见图１。

第一步：数据载入，信息抽取工

现频率。
第三步：根据肿瘤信息登记需求

…、转移瘤、化疗后、放疗后、切除
后等。

第四步：在判断规则库下新建
数个节点，节点下可再建节点和规
则。在右边的列表中新建判断规则

５信息抽取工具在肿瘤病
人信息抽取中的应用案例
目前肿瘤病人信息的登记工作，

４信息抽取流程

５００条记录进行分词处理，统计单词出

的条件，其中条件值的选项来自关
键字和语义，如条件＝“包含”，值
＝“癌”，关系＝“与”，条件＝“不

多数是由手工完成，需要在大量的病

包含”，值＝“未见癌“：最后，定义

历检查报告中（Ｂ超、ＣＴ等）逐条查

模式映射，定义抽取结果与目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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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关系。

第五步根据规则库抽取信息，并
把抽取信息结果输出到ＥＸＥＣＬ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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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成果，关键字定义的；隹确性与查

询接口中的应用与研究Ｕ】计算机与数字工

准率、查全率密切相关，在以后的工

程，２００８，３６（４）：１６３—１６４．

作中，将进步一完善关键字字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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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李昊曼，李莹，段会龙，等．中文病历文档术

【４】李毅．半结构化文档中语义信息抽取方法

文档转换成结构化数据提供有效的技

语提取和否定检出方法【Ｉ】．中国生物医学工

的研究［Ｄ】．北京：清华大学。２００４．

术手段，本文中以肿瘤病人信息抽取

程学报，２００８，２７（０５）：７１６－７２１

为案例进行实证应用研究，并取得了

（２】陈玉华，林来宾．信息抽取在自然语言查

电子病历信息资源开发的重要研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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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色彩”勾勒影像商业版图——佳能博览会２０１２缤纷开幕
本刊记者李海阳报道９月６日至９日，佳能博览会２０１２在

北亨竺？蔓。．考？：四三竺？戮警以ｊ妻？耄÷手
＇；－Ｚ－突出色彩与科技元素，透过主舞台和多达２１个特色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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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Ｉ）１１牟是佳能（中国）成立１ ５周年，佳能希望在中国影
像市场引发一场“色彩”革命．同时将深化多元化的布局．
强化佳能综合色彩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形象

１ｊ年采，佳能凭

ｌ
１

ｉ
｝
，

裂娃ｉ

？旦

Ｉ

ｊ

ｌ
■‘

ｒ

Ｉ ｒｊ‘１ Ｉ

誓。 ‘

－

匕

ｔ一一 阻．、ｒ…７

ｌ

｛

、。
７。

『

ｊ

！．ｊ，

‘ｔ了

靠着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书写了中国市场营业额年增长３０％的

动人心的力量本次展会上佳能全面展示了医疗解决方案，分别

商业神话．在中国，提到佳能，大部分人会想到发烧友手中

开设了数字Ｘ射线解决方案展示区、眼科设备体验区、数字ｘ射

长枪短炮式的单反；办公室里白领的忠实伙伴打印机、复印

线平板探测器历史展示区，参观者可详细了解和亲身体验，

机；随时记录家庭温馨画面的摄像机；还有专业的影视拍摄

作为佳能（中国）成立ｌ ５周年的盛会．佳能博览会２０１２对

设备；以及那些精密的医疗设备和安防产品．在未来，佳能

于佳能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前国务委员、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唐

最愿意让当中国用户想到的一个词是“色彩”；而谈及“色

家璇、常务副会长井顿泉及佳能（中国）合作伙伴成龙．作为曾

彩”时．希望人们脑海中能立刻联想到佳能的品牌

佳能

为佳能（中国）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各界代表．应邀出席了开幕

【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小泽秀树希望．全新的

式，并与佳能股份有Ｆ｝Ｌ＆－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御手洗酉士

”色彩战略”能够为佳能在中国带来一个色彩绚烂的未采

夫、佳能（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小泽秀树共同出席

小泽秀树表示．佳能全球领先的色彩技术平台，将广泛应用

了剪彩仪式

在结柬北京站的展览后．以“色彩佳能、精彩人

于办公、摄像摄影、医疗和安防监控等领域，带领人们走出

生”为主题的佳能！１１１ １博览会还将在１１月１日至４日、ｔ２月＾日至９

完全黑白的世界，逼真呈现真实色彩，并利用健康明亮的色

日分别在成都、广州两地展出

彩，为人们传递更清晰、生动、丰富的信息，让色彩成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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