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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科研数据库建设中的数据标准化
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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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临床科研数据库的应用可以使积累的诊疗数据转变成丰富的临床研究资源。介绍了国内临床科研数
据库的现状，并对其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总结了临床科研数据库建设面临的困难，提出引入数据标准是解决
临床科研数据库数据整合、交换和共享从而挖掘数据潜在价值的根本方法。以OHDSI作为建立并推广数据标准
的成功案例，介绍了其医学标准术语集和通用数据模型的构建方式及本地源数据转化到通用数据模型的过程，
分析了国内临床数据标准化中的常见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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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clinical research database can transform the accumulated clinical data into research
resource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clinical research databases have been investigat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construction were also introduced in details. To remove the obstacles that exist in the
process of data integration, exchange and sharing, it's high time that data standardiz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du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clinical research database. We analyzed the OHDSI (Observational Health Data Sciences and
Informatics) patterns in standard vocabularies establishment and common data model (CDM) construction, and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local data to CDM, which are well accepted all over the world. We also analyzed common
problems in standardization and proposed the possible direc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s.
Keywords: clinical research database, data standardization, standard vocabularies, common data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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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深入和广泛

必须经过抽取-转换-加载（Extract-

系统跨部门的医疗数据共享和业务

开展，医院信息系统中积累了大量

Transform-Load，ETL）流程，进

协同[2]。临床科研数据库的建设也

宝贵的临床诊疗数据。相应地，临

行形式和内容上的二次加工，使其

呈现出两方面的趋势：①临床科研

床科研数据的管理也从手工管理、

符合科研数据库预设的数据模型。

数据库与临床信息系统建立直接连

文件系统管理过渡到专业化的数据

然而由于医疗机构众多信息系统中

接，打破割裂状态，全维度、全生

库管理阶段。临床科研数据库的应

存在操作系统、存储方式不兼容，

命周期采集院内患者信息，并对数

用，使得诊疗数据转变成丰富的临

概念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我国诊疗

据进行自动化在线更新；②突破地

床研究资源。近些年，国内外涌现

数据大多成为了“数据孤岛”，严

域性限制，单中心科研数据库向多

了一大批借助流行病学、医学信息

重影响了临床数据向科研数据的转

中心、全国性的数据库发展，以满

学、统计机器学习技术对临床数据

化。也因此，我国的临床科研数据

足临床研究“多中心、大数据”的

进行分析挖掘的成果，在疾病风险

库虽然数量众多，但主要是因课题

迫切需求，进行高质量、高水准、

评估、疾病发展预测、临床决策支

需要而建设的小型数据集或者专科

高效能的临床科研[3]。

持、合理用药指导、医疗管理和循

数据库，数据来源较单一，质量良

[1]

证医学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

莠不齐，严重依赖人工录入，难以

这些成果又进一步激发了临床科研

长期维护更新和共享利用，无法支

数据库的建设需求，从单中心到多

持大规模科研任务。

中心、不同病种的临床科研数据库

2 临床科研数据库的标准化
需求
为提高临床数据质量，需要对

近年来，电子病历系统评级和

临床数据中的非结构化和不标准、

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

低质量的数据进行整合治理。目前

评工作的迅速推进，在提升医院信

国内现有的全院级CDR大部分完成

1 临床科研数据库的发展趋势

息化水平的同时，客观上也促进

了医院各业务数据的物理汇聚，但

临床诊疗数据伴随治愈患者的

临床科研数据库的发展。部分医

数据质量仍处于原始状态，对数据

目的产生，而研究数据旨在发现疾

疗机构已在医院层面建立了统一

的深层架构与逻辑关系尚未进行梳

病的一般规律。不同的目的，使

的数据接口，将不同业务系统和

理，针对现有CDR开展临床相关的

得分散在多个业务系统（如HIS、

仪器设备中的数据进行整合汇总，

数据分析挖掘仍具有极大困难。另

LIS、PACS、EMR等）中的诊疗数

存储在临床数据仓库（clinical data

外，由于不同科研数据库一般采用

据无法直接进入临床科研数据库，

repository，CDR）中，以实行跨

自定义的数据模型，在建立多中心

不断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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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池、数据共享或数据合并时需

准的数据模型进行重新建模。当前

语集已经被应用于观察性数据的交

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资源进行数据映

国际上为提高临床数据质量与交流

换共享中，OHDSI并未开发新的

射和重新编码，一旦出错很容易导

共享开发了多个数据标准。例如，

术语集，而是对已有术语集进行整

致计算机数据调用、分析过程和结

对临床试验数据标准化作用较为直

合，在内部只生成了管理术语集。

果出现混乱。

接和突出的是CDISC系列标准（包

OHDSI标准化术语集以概念为

为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以

括核心标准、数据交换标准、治疗

核心进行临床事件的语义内容描

统一的形式表达医学概念。这就需

领域标准及术语集），它与其他数

述，每个概念都被赋予唯一ID作为

要通过构建和应用标准化的临床数

据标准内容保持兼容和一致性，如

主键，并对应一个标准术语，其余

据模型、医学术语、编码系统等工

用于医院医疗系统信息与临床试验

表达相同含义的术语作为同义词存

作，形成计算机可识别可处理的结

数据交换的HL7标准、国际标准化

储在同一概念ID下。存在多个概念

构化、代码化数据，从而为计算机

组织（ISO）标准、用于实验室信

时，OHDSI会指定“标准概念”来

对数据进行规范化表示、解释和处

息语义标准化的LONIC及ICH开发

代表临床事件的具体含义并用于在

的医学标准术语MedDRA等。

CDM字段中记录数据。每个术语

[4]

理创造条件 。在临床科研数据库
建设中引入数据标准，库内字段信

在临床观察性研究领域，观

集分配一个唯一标识符进行标记，

息等属性相对固定，可重复利用，

察性健康医疗数据科学与信息学

在新的数据加入时，会将该数据映

缩短了人力投入和时间。通过数据

组织（Observational Health Data

射到与其最为接近的一个术语集，

标准指导收集、记录数据，规范了

Sciences and Informatics，OHDSI）

再通过术语集之间的映射，完成数

数据采集和管理过程，提高了数据

采用一致的和标准化的方法进行

据中概念向标准概念转化的过程[6]。

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保证了研究数

高通量观察性研究，在建立数据

OHDSI术语集还考虑到纵向长

据的质量，从而提高数据利用水平

开放科学社区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

期数据的规范化，对曾经使用但可能

和临床研究的效率。另外，依照标

就。其数据网络包含来自20多个国

不再有效的概念会有相应的标注，同

准建立的单中心科研数据库可以通

家的100多个不同的医疗数据库，

时定期更新，支持新增概念的使用。

过数据集成，实现多中心数据库系

通过使用其维护的通用数据模型

OHDSI术语集“兼容并包”的

统的数据交换和数据共享，使单中

（common data model，CDM）和

构建模式及可持续更新的特点解决

心数据库向多中心数据库发展，进

标准术语集，采用分布式网络方

了大规模数据交流时各数据源术语

一步实现向大数据平台的转变。

法，收集并整合了10亿多名患者的

集不统一的问题，其成熟的设计理

因此，在当前这个数据透明度

记录。借助该网络，每个数据合作

念值得借鉴。

和综合性分析需求不断提高的时

伙伴在使用其患者层面的数据时都

3.2 OHDSI通用数据模型CDM

代，临床研究数据的标准化是保证

拥有完全的自主控制权，并且可以

OHDSI设计的CDM是通用数据标

研究准确性、再现性和完整性的基

获得相关的海量数据，极大程度上

准应用取得成功的优秀案例，它包

础，可以有效地聚合患者水平数

消除了传统研究带来的偏倚，从而

含16个临床事件表、标准术语集的

据，得到更可靠的统计分析结果和

获得更加科学客观的研究结论。

10个词汇表、2个元数据表、4个卫

[5]

更准确的临床决策 。

本研究中的临床科研数据库，

生系统数据表、2个卫生经济学数

更多的是指面向临床业务系统构建

据表、3个标准化派生表和2个结果

3 临床数据标准化技术与过程

的观察性临床研究，因此接下来以

模式表，其中采用了大量隐含的和

临床科研数据的标准化过程，

OHDSI为例来介绍数据标准化的技

明确的约定（图1）。
OHDSI的CDM是一种“以人

就是将原有系统的数据进行分析和

术与过程。

梳理，在物理汇聚的基础上遵循标

3.1 OHDSI标准术语集 由于许多术

为中心”的模型，其所有临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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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都与患者表相连接。CDM还设

的参与，ETL的设计和实施仍然是

码映射后，就可在软件中实现ETL

置了包括疾病状况、药物、医疗费

一项不小的挑战。OHDSI开发了

过程，实施过程中应多次审核ETL

用等共30个特定域。患者与事件日

White Rabbit和Rabbit in a Hat等两

设计文档、计算机代码和代码映

期或开始日期关联，形成患者诊疗

个紧密集成的工具来支持ETL设计

射。仔细检查所有完成映射的区

相关事件的纵视图。这些事件被存

过程。在连接到源数据库或CSV文

域，通过手动比较源数据和目标数

储在特定域的表和字段中，并由标

本研究件后，White Rabbit可以选

据中有关样本人员的总计数及其他

准概念来表示。每个标准化概念对

择性扫描本地数据库中需要的表，

信息，反复检查，做好质量控制。

应唯一的特定域，通过严格的“域-

并创建一个包含数据库中表、字段

ETL过程在建立之后仍需要进

数据表-字段”的规则确定了概念在

和字段值等所有必要信息的报告，

行周期性维护。当出现源数据更

CDM中明确的记录及储存位置。

帮助专家掌握源数据的结构。应用

改、ETL错误或CDM自身的更改

在OHDSI的CDM中，内容由

Rabbit in a Hat软件可以辅助定义从

或更新等情况时，则需要修改或

概念来表示，通过使用相同的概念

本地的源数据到CDM的逻辑，其

更新相应的内容从而保持其可持

表作为唯一标准，每个事件的记录

界面可以显示源表和CDM表，根

续性使用。

都是完全规范化的。概念表中记录

据每个源表到CDM表的连接，数

OHDSI通过CDM定义了统一

了每一个概念的详细信息（包括名

据专家和CDM专家进一步定义源

的标准，将非标准结构的医疗健康

称、域、分类等）。与其紧密相关

列到CDM列详细信息的连接，共

数据通过可重复使用的ETL过程转

标准化术语表包含了概念、概念关

同决定表到表、字段到字段的映射

换成通用格式和表示方法。在对数

系、概念层级及其他概念有关的详细

及数值转换的逻辑。

据结构进行标准化后，进一步通过

信息。二者共同构成了OHDSI的互操

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源的

标准术语集映射将数据内容标准

作性的基础，为研究者产生可重复

代码表被持续添加到OHDSI词

化，以便在不同数据源之间进行

性、可多方比较结果提供了保障。

汇表中，通过浏览词汇表中的

比较分析，具有连续可观测性[7]。

3.3 从源数据到CDM 为了从原始

VOCABULARY表可以检查源数据

CDM的应用解决了多源异质数据

数据转换到CDM，OHDSI创建了

编码系统是否已经被包含和映射。

库带来的无统一标准、隐私安全及

一个ETL过程将数据重组成CDM

如果本地数据编码系统尚未包含，

源数据安全等大部分问题，促进

结构，并向OHDSI的标准术语集添

则需要创建源数据编码系统创建到

了数据的交流共享，生成了一个

加映射，确保数据结构和语义上的

标准概念的映射。在完成设计和代

更为可靠和完整的证据库，对临

双重统一。该过程通常以一组自动
化、可重复的脚本形式实现，以便
源数据被更新时可以重新运行获取
更新后的相应数据，解决数据上传
的滞后问题。ETL任务通常由数据
专家和CDM专家共同设计，通过
具有医学知识的人创建代码映射，
由技术人员进行实施，最后由上述
人员共同参与完成质量控制，确保
该任务可以正常运行。
源数据来源各异，无法创建普
适性的解决方案，尽管有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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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数据应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为种子字典，通过自动迭代的新术语

数据库间概念对齐与内容互译技

发现算法，从临床语料库中自动迭代

术，实现在数据异构以及数据字典

发现新的同类语义术语，实现中西医

未知、不完全、不可靠或相互矛盾

4 国内临床数据标准化面临的
挑战和机遇

描述规范化临床术语集的自动化动态

的情况下，高效、准确、鲁棒地智

更新和补充。

能发现概念和内容间的双向映射关

4.1 中文术语集的挑战和机遇 当前

4.2 术语映射的挑战与机遇 目前，

系。相关研究内容已经获得了国家

世界上的医学术语集主要是面向英

不同医院信息系统的数据结构、疾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学天元基金

文的，并不适用于中文环境。现有

病、检验、症状、用药、手术操作

的支持。该研究的实现可以在不破坏

可用于中文医学语言处理的临床医

的名称差异较大且命名不规范。原

医院现有各类数据系统的前提下，支

学术语主要有借鉴ICD-10中文版、

始临床数据对照字典转码的过程缺

持面向语义内容的多数据库间互操作

中文版医学主题词（CMeSh） 、

乏自动化工具，仍需人工转录，这

功能，实现多系统间高效、安全与公

UMLS创建的CUMLS（中文一体化

种人工输入不仅繁琐费时，还易出

平的数据获取和互操作。

和借鉴作用

[8-9]

。

[10]

[11]

[13]

。整个映射工作严重依赖于分

4.3 多中心研究的挑战与机遇 多中

，多

析人员进行数据梳理，数据分析人

心临床科研数据库包含的患者就诊

以医学词表为主体，语义和关联关

员通过工具分析表结构、抽取概要

数据在横向和纵向上更完整，也更

系较弱，且缺乏动态更新机制；同

数据、与业务专家交谈等方式，完

具有临床研究的价值，但是传统的

时已有开源的中文医学术语资源非

成对数据库数据的情况分析，系统

多中心研究中的数据交换面临着两

常稀少，缺乏像UMLS这样覆盖面

实施周期较长，映射成本高。为了

大挑战：①考虑到患者隐私的安

广、数量庞大的开源术语集，无法

能够更直观地构建本地数据库与标

全，多中心研究通常以严格的数据

满足日益增长的临床研究对于术语

准术语之间的映射，许多项目开发

使用协议和复杂的访问控制为前

资源的需求，已成为阻碍中文临床

了图形化的映射工具如OHDSI的

提，极大地限制了大规模数据交换

科研数据库发展的首要障碍。

Rabbit in a Hat，可以让用户以交互

的效率；②目前的多中心研究数

海量临床医学数据的迅速积累

方式构建映射关系。但这种半自动

据交换大多仅完成了数据的物理汇

为建立有语义支撑的规范化临床术

工具对于降低人力成本作用有限。

聚，尚未做到数据字语义和结构的

语集开辟了一条捷径。本课题组提

目前国内学者对中文医学术语集成

统一，也因此并不能直接支持后续

出以多方协同的方式构架规范术语

工具和方法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具

临床研究的开展。

医学语言系统）

和TCMLS（中

医药一体化医学语言系统）

[12]

错

[14]

集：①借鉴成熟的SNOMED CT概

体，构建的术语集成工具过少 。

2016年谷歌提出的人工智能基

念体系设计和UMLS语义框架，从

在对术语集成方法的研究方面，仅

础技术联邦学习可能成为挑战①的

顶层设计开始搭建临床文本描述的

停留在概念、系统、框架和模型方

突破口。作为一种新型的分布式机

规范化术语架构；②以精标注高质

面，没有深入到实现层面。

器学习技术，联邦学习的目标是在

量电子病历数据为基础，通过自然

同样地，充分利用已有精标数

众多参与节点之间进行高效率的机

语言处理算法辅助，构建持续动态

据，结合先进算法，可能会有效改

器学习，实现协同训练，最终得到

更新的临床文本数据标准化处理基

善这一现状。通过不确定性函数映

全局模型[15]。它可以利用基于加密

础算法研究数据库和语料库，为标

射关系挖掘、对抗学习、互注意力

的患者样本对齐技术，在不暴露非

准术语集充实内容；③通过分类聚

机制、弱监督、无监督、远程监

共有患者的同时确认双方的共有患

类和关联分析算法，构建中西医描

督、图神经网络、知识图谱等一系

者，并联合这些患者的特征进行建

述规范化临床术语集的分类聚类体系

列算法技术的研究，可以探索基于

模及训练。腾讯天衍实验室基于联

和关联组类体系。以现有词表类体系

数据与本体双驱动的多源异质医疗

邦学习模式成功构建的“脑卒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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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Planning

病风险预测模型”证明了联邦学习

上起步较晚，而从源数据到可应用

Observational Medical Outcomes

技术显著提升了不同医院的独立模

于科研的数据，是一个巨大的挑

Partnership-Common Data Model

型效果。对于两家脑卒中确诊病例

战，通常需要多个个人和组织之间

(OMOP-CDM)[J].Stud Health Technol

数量较少的医院而言，联邦学习分

在临床、科学和技术多方面协作。

Inform,2017,245:467-470.

别提升准确率10%和20%以上，这

从底层治理数据，医院自身建立规

[7] Makadia R,Ryan PB.Transforming the

表明联邦学习在攻克隐私保护难题

范化的临床科研数据平台作为数据源

premier perspective® hospital database

的同时并未降低模型效果，还可以

的“点”；从顶层设计架构，由相关

to the OMOP common data model[J].

解决部分医院训练模型样本量不足

部门建立通用的数据标准，形成链接

的问题，在多中心研究中或可发挥

数据源的“线”，方能形成一个可持

重要的作用。然而，联邦学习虽然

续发展的数据网络，从而实现科学数

加强了数据隐私和安全性，其依然

据共享，从已有的数据中发掘新的

面临多中心研究的另一个挑战：参

规律，为健康政策和临床实践提供参

与方在完成对所需数据库的信息抽

考，发挥数据更大的价值。

取和关联后，需要构建统一的数据

Egems,2014,2(1):1110.
[8] 何家双,肖晓旦.OMOP CDM 在临
床科研中的应用思考[J].中国数字医
学,2016,11(3):72-74.
[9] Hripcsak G,Ryan PB,Duke JD,et al.
Characterizing treatment pathways at
scale using the OHDSI network[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标准，确保所抽取的信息及标签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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