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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在医院信息共享中的应用研究
①

陈南
摘 要

罗铁清

②

目的：在分析卫生信息领域的“信息孤岛”问题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实现医院信息共享。方法：结合元数据的特

性、设计原则及其数据模型，设计了基于电子病历的元数据元素，构建了基于元数据的医院信息资源共享系统架构。结
果：通过医院信息资源共享系统，实现了用户从统一的入口访问元数据库和源数据源，同时分布的数据通过统一的接口实
现数据传输和交换。结论：基于元数据的医院信息共享系统，打破各异构系统之间的隔阂，为医院管理者进行决策支持提
供了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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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Based on the analyzing the "information island" of the health information field, to discuss how to implement
hospital information sharing.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 design principles and data model of metadata, the metadata
elements based on electric medical record is designed, and the hospital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system architecture based on
metadata is built. Results: Through the hospital information sharing system, a unified entrance is designed for the access of the metadata
repository and the data source, and a unified interface is realized for the transfer and exchange of distribution data. Conclusion: The
hospital information sharing system based on metadata has broken the barriers among the various heterogeneous systems, and providing
analytical data for decision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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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医院信息化建设不断推进，财务、管理、医疗等部门陆续建立了各自的信息系统，软件系统规模不断扩大。但
是由于缺乏统一规划，这些系统大多数为分散建设，信息不能充分共享和交换，形成了大量“信息孤岛”。新医改方案提
出了“四梁八柱”的概念，以建立实用共享的医药卫生信息系统为目标。医院信息系统十分庞大，且积累了大量的数据，
如果重新设计实现一个互联互通、实用高效的医院信息系统平台将付出巨大的成本。本着资源整合、尽量减少重复性建设
的基本原则，使用元数据技术将医院原有的各业务系统和信息系统的数据资源进行集成整合，能更好地描述和共享信息资
源，以满足医院信息共享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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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元数据概述
元数据（metadata）即描述数据
[1]

的数据 ，是用来描述数据本身的内容
[2]

3.1.1 模块化原则 元数据模块化是一

存在。底层为业务术语，是业务实体的

项关键性的组成原则，避免了繁重的

具体实现，如患者ID、患者姓名及医嘱

新元素的重建工作。在模块化元数据

编号等，在技术层面则体现为字段。

特征和其他特征的数据 。元数据有两

中，能够用句法上和语义上可互操作

数据源元数据、技术元数据与

个主要目标：一是简单高效地描述、

性的方式，将不同来源的各种模式、

业务元数据三部分的各层次之间存在

保存、组织和管理大量信息资源；二

词汇以及其他模块的数据元素组合起

一种一一对应关系。在模型的底层，

是更加方便和高效地检索、发现、定

来。这样就能够组合已有的元数据模

数据源中的字段经过ETL（Extract-

块，将这些模块汇聚成更大的结构。

Transform-Load）过程加载到元数据

3.1.2 可扩展性原则 由于医院信息系统

库中，元数据库中的维度信息与业务

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组成 。内容结

所需处理的信息资源非常庞大，且其处

术语相关联，通过报表等形式展现出

构用于定义元数据的构成元素，一般

理流程和逻辑也甚为复杂，元数据标准

来提供给最终用户。

分为三层：元数据子集、实体和元

只能提供最广泛意义上的描述，因此元

素；句法结构用于定义和描述元数据

数据必须允许扩展，可以方便添加元素

的格式结构，采用的是开放结构，如

以适应医院系统应用的需要。

XML、HTML等标记语言；语义结构

3.1.3 简单化与准确性原则 在元数据的

用于定义元素的具体描述方法。根据

设计中应尽可能简单，但在追求简单

元数据的功能将元数据划分为描述性

的同时应保证准确度，因此，在简单

元数据、管理性元数据、结构性元数

化设计的同时需考虑其对准确度的影

[5]

据、保存性元数据 。其中，结构性元

响，也就是在简单化与准确度之间进

数据通常使用标记语言（例如XML）

行权衡。

来描述数字信息资源的内部结构。

3.1.4 深度与广度原则 在医院信息系

图1 三层元数据模型

1995年3月由美国俄亥俄大学图

统中所涉及的信息资源不仅包括临床

3.3 电子病历元数据设计方案 医院信

书馆中心与美国超级计算机应用中心

信息资源，还包含有财务、医院管理

息系统中所涉及的信息资源种类繁

联合图书馆界和电脑网络界的专家共

等信息资源，其特性不尽相同，其所

多，且数据量非常庞大。围绕医疗业

同研究制定了都柏林核心元数据规范

需挖掘的深度和扩展的广度也不尽相

务可将所有系统分为两大类：临床服

（DC，Dublin Core） ，从而成为了

同，需根据具体的资源实体来确定相

务和医疗管理，临床服务包括医护工

多个学科领域元数据制定的基础。国

应的子标准。

作站、电子病历等，医疗管理包括办

外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几种医学元数据，

3.2 三层元数据模型 医院医疗与管理

公自动化、财务管理等。综合DC、

包括OhioLINK医学元数据、医学核心

业务和IT技术尽管相互独立，但彼此又

OhioLINK医学元数据、医学核心元数

元数据、法语健康资源目录和索引等。

不可分割，两者相辅相成。IT技术是提

据、健康资源目录和索引等元数据标

在我国，一些研究机构已经开发出元数

供医疗业务运营所需的信息化基础与

准，针对电子病历设计其主要的元数

据的应用系统，但在医院信息化方面，

必要实施工具，同时没有业务这个需

据元素，如表1所示。除了包含DC中

元数据还停留在研究阶段。

求，IT技术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部分元素，还添加了电子病历中主要

[3]

位和共享信息资源 。
元数据的基本结构由内容结构、
[4]

[6]

[7]

三层元数据模型 如图1所示，该

的字段作为新的元素。

3 医院信息系统的元数据
设计

模型包括三个部分、分成三个层次。

3.1 元数据的设计原则 充分考虑医院

理、预约挂号等主题域。中层为实体

信息系统的复杂性和数据用户的需求

层，该层将主题分解成业务实体，如

医院信息资源共享系统要实现对

以达到最佳效果，进行元数据的设计

医护人员、管理人员、患者使用的应

海量信息的存储和整合 ，医院信息资

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用等，每个应用实体以数据表的形式

源不仅包括系统数据库，还有表格、

顶层为主题层，如电子病历、医患管

4 基于元数据的医院信息
资源共享系统架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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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基于电子病历的主要元数据元素

文件等其它形式存在的信息资源。移
动医疗已成为医院信息化发展的一个
热点，将医院系统数据库资源分为四
图2 基于元数据的医院信息资源共享系统架构

大类：基础信息数据库、临床服务数
据库、医院管理数据库和线上系统数
据库。根据元数据设计原则，设计与
资源类别相对应的元数据库。元数据
库中的数据通过ETL工具从源数据源中
抽取过来，针对每个元数据库设计独
立的ETL过程，对于非数据库信息资源
根据其资源属性抽取到相对应的元数
据库中。元数据库与源数据源存在着
对应关系，当用户通过统一入口提交
查询服务时，根据元数据库提供的特
征找到对应的信息资源，重组之后呈

图3 查询过程

现给用户。依据以上分析，基于元数
据的医院信息资源共享系统架构设计

享架构，旨在打破各异构系统之间的

and Organization,2013(23):81-106.

如图2所示，实现了对元数据的创建、

隔阂，实现统一入口访问不同的信息

[5] 周莲茹,王坤,程颖.元数据及其在医疗

分类、控制、访问，并对元数据库进

资源。但没有考虑安全和复杂度方面

学科数据共享中的应用[J].系统实践,2009,

行分布式管理。

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

12(8):46-49.

当用户需要访问信息资源时，通
过用户界面提交查询请求，查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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