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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型数字化医院集成平台集成测试的应用
周培斌① 陈代娇② 张军② 杨仟②
摘 要

大型数字化医院建设是一个纷繁复杂的过程，需要以HIS为业务主体，集成临床系统、医技系统、运营系统等，实

现来自不同供应商的信息系统的数据整合、信息共享、流程协同，为了保证信息系统全面稳定的运转，在信息系统建设过程
中，必须要逐步进行全面的集成测试，包括疏通测试、业务流测试、数据准确性测试及场景测试，从数据层级、业务层级为
医院信息化建设搭建起一个高可靠性、高扩展性、高安全性的平台架构。针对大型数字化医院建设的特点，结合医院的实战
经验论述集成测试在数据、业务流、最终验收等方面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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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on is a complicated process, which needs to use HIS system as the business body and integrate clinical
system, medical technology system, ERP system, etc. to implement data integration,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process coordination
from different vendors' information system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overall stability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 , we must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test in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step by step, including dredging test, traffic flow
test, data accuracy test and scene test. It build up a platform architecture of high reliability, high extensible, high security for hospital
information from the data level and business level. Aiming at characteristic of large digital hospital and combined with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hospital,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integration testing in data, business flow and final
accep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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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型数字化医院一般涉及临床、运营、区域卫生、集成平台、基础架构、患者服务等七大领域，涉及上百个系统，这
些系统又来自若干不同的供应商，异源异构信息系统的数据整合、信息共享、流程协同是医院信息化建设的战略性目标。
作为医院信息系统的总集成商，不仅要保证HIS的功能正确性，更要确保数据共享、业务协同作业、业务数据在各系统间
无障碍流转。因此，以单一系统为测试对象的功能性测试，已不能完全满足医院信息系统的质量需求，针对此种情况，必
须实施集成测试。

2 传统测试不足分析
传统的单体测试，是针对一个信息系统界面交互、业务逻辑、数据存储进行测试，以保证系统可以正确运行。然而随
着医院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医疗信息系统不再是一个个单独存在的个体，系统间的业务协同、患者就诊数据的全流程闭环
管理成为信息发展的方向。随着这一变化，传统的单体测试已无法满足信息系统的质量要求，质量控制在系统与系统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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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空白。基于此，在功能测试与系统上
线之间，增加了集成测试的环节，以不
同的测试重点和不同的颗粒度，验证医
院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

3 集成测试实践
医院引入的集成平台，主要遵循
了医疗行业国际最新的HL7 V3标准，
建立系统间交互的语法标准，基于
SOA的集成设计，通过引入集成引擎
产品，将原有的点对点互联方式，转
化为服务提供系统/集成平台/服务消
费系统，三点连接方式，降低系统互
联的复杂度，使服务（接口）通过集
成平台易于复用、管理和监控。平台
采用基于事件驱动的消息传输机制，
完成系统之间的解偶连接。提供基于
内容的智能路由功能，通过消息的发
布/订阅机制，完成消息的转换和数据
传输。
3.1 疏通测试 疏通测试包含两类，一
类是术语的疏通测试，一类是业务消
息的疏通测试。术语的测试包含提供
术语、消费术语的测试。所有厂商的
提供术语是放入一个公用的消息队
列，而消费术语是为每个厂商创建了
一个术语消息队列，所有的消费术语
均从这个消费队列中取走，所以术语
的疏通测试一般会以厂商为单位，每
个厂商抽测一个提供术语、消费术语
即可。业务消息同样也包含提供消息
的测试和消费消息的测试，提供消息
也是以服务为单位，所有厂商公用一
个消息队列，而消费消息是每个厂商
的每个服务有一个独立的消息队列，
所以疏通测试时，原则上建议每个厂

图1 门诊检验（LIS检验）业务场景交互图

商的每个服务都进行疏通，但实际上

3.2 业务流测试 以门诊检验为例，业

不仅包含正常的检验流程，还应包含

因有些服务依赖别的数据，在疏通

务流测试实施步骤如下：首先，需要

逆向流程，如报告召回、退检等，并

时，只验证消息是否被取走，解析是

对实际业务场景进行调研，绘制门诊

通过泳道图的方式，明确各业务环节

否正确会放在业务流测试阶段验证。

检验业务场景交互图（见图1），图中

涉及的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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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根据交互图的各分支，通

尽可能覆盖所有科室，尽可能覆盖所

卫生信息平台测试技术研究[J].中国数字医

过全路径覆盖法，梳理出门诊正常类

有信息系统、所有服务，达到验证信

学, 2011,6(7):74-77.

业务场景，包含：普通收费（非预付

息化系统的目的。

[4] Shahzada Zeeshan Waheed.Data Flow Based

费）场景、科研场景、预付费场景、

首先，进行场景测试整体设计，

Test Case Generation Algorithm for Object

记账场景、特种病场景、医保场景、

完成每一条场景测试用例的业务场

Oriented Integration Testing[C].IEEE Beijing

急诊流水场景、急诊留观场景、手工

景、涉及业务系统的整体规划，保证

Section,2015:5.

申请单（非预付费、记账、特种病、

场景测试用例在业务系统层面上的全

医保）场景；门诊异常类操作，包含

覆盖。其次，根据定义的场景，结合

检验执行状态为【未采集】的情况

患者病情在CDR（临床数据中心）查

下，取消检验/召回检验报告场景、标

找类似病例数据，作为测试用模拟数

本退检流程。

据。 然后根据业务场景细化业务流

3.3 数据准确性测试 针对业务流测试

程，明确业务流程中的每一步操作使

中完成的业务场景设计整理的每一个

用的系统、测试数据、预期结果以及

业务路径，带入不同的测试数据，即

涉及的服务，形成完整的系统测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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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数据准确性测试的测试用例。

例。最后，根据设计的测试用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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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准确性测试的测试数据主要

of Test Scenarios using Hybrid Genetic
Algorithm Based on UML Activity Diagram[J].
Proceedings of 2015 IEEE 6th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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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测试。

分为两大类：必填项的测试和所有项

通过场景测试，才可以真正检测

的测试（包含必填项、非必填项），

信息系统整体运转情况，检测到异源

主要是为了测试消息中的各个字段值

异构的信息系统之间的数据信息是否

是否正确。不同类的测试数据，提供

实现了顺畅流转及协同共享。

方是否能正确发出，消费方是否能正
确接入并正确解析。此外，用例中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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