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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罕见病注册系统架构和数据
质量控制及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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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国家罕见病注册系统（National Rare Diseases Registry System of China, NRDRS）是依托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医学专项“罕见病临床队列研究”项目，由北京协和医院负责牵头建设的
国家级罕见病在线注册平台（www.nrdrs.org.cn），为中国罕见病事业的基础建设。罕见病病种繁多，注册数
据来自真实世界复杂多样的临床场景，信息采集周期长，以存量数据为主，建立数据标准化规范难度很大。
NRDRS平台管理组从三个方面逐步提升平台功能，加强数据质量控制：优化注册系统底层框架及管理功能；
从多个环节加强数据质量控制并推进数据标准化；建立平台管理规范流程。迄今已有2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的85家协作单位的研究者基于NRDRS平台注册病例，涉及166种/类罕见病，已建立185个临床研究队列，登记
病例共计6万余例。NRDRS平台的建立与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国罕见病研究协作网络和罕见病临床队列研究技术
标准与管理规范的建立，同时为大型多中心、多病种临床研究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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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Rare Diseases Registry System of China (NRDRS), led by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PUMCH), is a national rare diseases registry, part of the nation's rare diseases infrastructure, funded under
the government's "13th Five-Year Plan" Key Research & Development Projects - 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
"Rare Diseases Cohort Study". NRDRS is an online rare diseases registry platform (www.nrdrs.org.cn), containing
mostly existing case data entered by the researchers from nation's 85 collaborating hospitals in 28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autonomous regions, covering 166 rare diseases, and forming 185 clinical cohorts. These case data
are versatile and complex, captured longitudinally from the real-world clinical setting, making data standardization
extremely challenging. The NRDRS project team has focused on optimizing system's architecture and administration;
strengthening data quality control and promoting data standardization; and establishing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s
on system management. The result is a much more robust and user-friendly rare diseases registration system with high
quality of data,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multi-center collaborations and clinical research on rare diseases and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目（编号：2016YFC0901500）
＊通信作者：
张抒扬：中国国家罕见病注册系统（NRDRS）平台管理组，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100730，北京市东城区帅府园1号，
E-mail：zhangsy@nrdrs.org
顾卫红：中国国家罕见病注册系统（NRDRS）平台管理组，100730，北京市东城区帅府园1号，E-mail：guweihong@nrdrs.org
①中国国家罕见病注册系统（NRDRS）平台管理组，100730，北京市东城区帅府园1号
②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100730，北京市东城区帅府园1号
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医学科学研究中心，100730，北京市东城区帅府园1号

《中国数字医学》2021 第 16 卷 第 1 期 ·17

专题策划——临床科研数据库建设
Special Planning

orphan drugs.
Keywords: rare diseases, cohort study, registry platform, database
Fund project: The 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China (No. 2016YFC0901500)
Corresponding authors:
ZHANG Shu-yang: The Administrative Group of National Rare Diseases Registry System of China,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ijing
100005, P.R.C. E-mail：zhangsy@nrdrs.org
GU Wei-hong: The Administrative Group of National Rare Diseases Registry System of China, Beijing 100005, P.R.C. E-mail：
guweihong@nrdrs.org

罕见病是发病率和患病率很

System of China，NRDRS）是依

低，但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一

托“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精

罕见病大多为疑难病，病种繁

大组疾病的统称[1]。国际知名学术

准医学专项“罕见病临床队列研

多，且疾病分类交叉重叠，临床

期刊Nature reviews 2020年发表述

究”项目，由北京协和医院负责建

诊疗和基础研究处于不同阶段。

评，通过整合多个罕见病相关知识

设的国家级罕见病在线注册平台，

罕见病涉及所有的临床科室，疾

库和数据库，评估罕见病种类已超

为中国罕见病临床与相关科研的重

病表型各异，同一种疾病可能存

过10 000种 [2]。中国人口基数大，

要基础建设，旨在确立统一的罕见

在临床变异，很多疾病累及多个

保守估计约有2 000万以上罕见病

病注册标准和规范，联合全国罕见

系统。中国罕见病专科医疗资源

患者，疾病负担十分沉重。为加强

病临床研究的优势单位，形成罕见

分布极不均衡，大多数罕见病患

我国罕见病管理，提高罕见病诊疗

病研究协作网络，在全国范围内开

者需要异地就医，相当一部分患

水平，在广泛征集国内罕见病医学

展患病率相对较高、疾病危害较大

者辗转多地就医，难以对患者进

专家和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国家

的罕见病注册研究，推动我国罕见

行持续跟踪随访。注册病例数据

[3-4]

1 罕见病临床数据整体特点

卫生健康委员会等5部门于2018年5

病临床诊疗能力提升

。NRDRS

来自真实世界临床场景，由专业

月联合发布《中国第一批罕见病目

工作涉及众多专业和环节，需要

医生/团队对原始临床资料（住院

录》，包括121种/类罕见病。

明确专业和责任边界，建立有序

病历和/或门诊病历）进行整理再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

连接的协作模式。经过近5年的建

注册到平台，信息采集周期长，

对罕见病的研究起步较晚，整体研

设，NRDRS平台已初具规模，截

路径复杂多样，大多为专业医生

究水平较低。虽然近年来相关临床

至2020年12月15日，来自全国28个

及团队长期积累的存量数据和逐

研究和人群研究逐渐增多，但多为

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85家协作单

步采集的增量数据，难以建立统

单中心或区域性研究，存在较大局

位的研究者基于NRDRS平台注册

一的采集标准，规范化表单设计

限性：研究规模和覆盖病种和人群

病例，涉及166种/类罕见病，已建

需要逐步实现。

范围有限；各研究采集数据的类型

立185个临床研究队列，登记病例

基于以上特征，NRDRS平

和标准不统一，缺乏规范质量控制

60 696例，其中13 617例注册了生

台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系统功

策略，难以共享融合；罕见病患者

物样本信息，16 114例注册了生存

能，加强数据质量控制：优化注

异地就医特点明显，单中心或区域

状态和/或随访信息。

册系统底层框架及管理功能；从

性研究难以对患者进行长期随访。

本研究将对NRDRS平台的系

多个环节加强数据质量控制并推

中国国家罕见病注册系统

统架构、数据质控策略和管理流程

进数据标准化；建立平台管理规

进行详细介绍。

范流程。

（National Rare Diseases Reg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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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队列研究的质量控制策略和研
究技术标准[5-7]。
数据质量控制分为“数据标准
化（前质控）”和“数据清洗与整
理（后质控）”两个部分（图2）。
3.1 基本原则 一致性，不同研究中
心、不同病种的数据采集方法和标
准保持一致；通用性，拟采集数据
的标准应与现行的卫生健康相关数
据集的标准保持一致；易用性，采
集的数据应清晰易懂，便于数据的
整合与分析。
3.2 NRDRS框架表单 ①基础信息
表（必填）：包括信息采集时间、
患者社会人口学信息、发病时间。

图1 NRDRS平台体系架构

②生物样本信息：包括样本存放
地、样本类型和数量、保存条件、

2 注册系统架构

样本编码、入库日期、管理人员

NRDRS不断升级优化底层架

联系信息等。③基因检测报告/数

构，以支撑各个队列数据库的平稳

据：致病基因名称、基因检测结

运行，与此同时不断推进疾病队列

果、基因检测报告文件上传、基

数据库结构的规范化，建立多环节

因测序数据文件上传。④生存状

管理规范流程，全面提升系统功能

态登记：生存状态、调查时间、

和数据质量。

是否失访等。⑤中文人类表型标

2.1 底层架构 NRDRS平台已构建

准用语（Chinese Human Phenotype
Ontology，CHPO）：人类表型术

“六横两纵”体系架构（图1），
“六横”即六个层级，自下而上分

图2 NRDRS平台质量控制策略

HPO）目前已成为连接表型与基因

别为基础设施层、信息资源层、应
用支撑层、应用层、渠道层和用户

语（Human Phenotype Ontology，

3 数据质量控制

数据的主要术语体系，CHPO工作

NRDRS平台的建立在广泛征

组联合相关专业人士翻译引进HPO

体系与平台运行安全体系。

求多学科临床专家、流行病与卫生

形成CHPO并跟进更新，建立了

2.2 平台实时监控统计功能 建立了

统计学专家、卫生经济学专家、医

CHPO搜索引擎和机构用户注册下

多维度实时监控和统计功能，包括

学伦理学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参考

载词库http://www.chinahpo.org/。

已注册疾病种类列表（按照实时注

中华预防医学会《大型人群队列

NRDRS表单页面加入CHPO检索和

册病例数排序）、登记病例分布地

研究数据安全技术规范（T/CPMA

新建表型词功能，将有助于建立中

图（实时更新）、病例统计、用户

002-2018）》和《大型人群队列现

国罕见病表型术语标准，开展注册

管理、医院管理、群组管理和表单

场调查管理技术规范（T_CPMA

队列疾病表型与基因相关性研究，

管理。

001-2019）》，制定了针对罕见病

建立NRDRS与国际相关知识库和

层；“两纵”即平台建设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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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的连接。

的采集进行统一规定，如计量单位

职称、工作单位、医师资格证书编

3.3 疾病表单设计

要一致，图像数据除上传原始结果

号、执业资格证书编号、联系方

3.3.1 规定信息采集表单逻辑结

外，还需进行必要的注释。

式、个人简介和团队工作基础），

构 NRDRS平台是临床队列研究平

3.4 数据清洗和整理 研究者将病例

方可进行后续操作。当研究者个人

台，信息采集表单的逻辑以研究为

数据采集后，通过终端设备上传至

信息发生变动时，应及时更新已录

导向，研究者在临床诊疗过程中采

NRDRS数据库。平台管理组在充

入的信息。

集数据之后，需要进行整理再录入

分尊重原始数据内容和形式的基础

4.1.3 用户层级和权限管理 NRDRS

系统。平台管理组要求研究者在整

上，对上传的数据进行清洗和整

平台设置“研究者”和“研究助

理过程中即对发生缺失或错误的数

理。数据清洗和整理工作包括：①

手”两级用户。研究者用户可启动

据进行填补或修正。

核查数据采集工作的规范性；②核

新病种的队列研究，加入已开展的

3.3.2 规定信息采集表单的必填项

查采集数据的完整性；③核实采集

队列研究，建立研究群组，或以组员

目及其比例 鉴于罕见病诊疗信息

数据的准确性；④核查采集数据的

身份加入研究群组；研究助手用户由

采集的长期性和病例构成的多样性

逻辑准确性；⑤保证录入病例的唯

研究者用户设立，只能在研究者用户

（既往病例和新增病例），管理组

一性。对存在错误或存疑的条目，

的管理下开展工作（图3B）。

将疾病表单的内容分为“必填项

将与研究者核实确认后进行修正。

4.2 表单管理

目”和“非必填项目”两部分。

平台管理组定期对已采集数据的质

4.2.1 新建表单 平台管理组规定只

“必填项目”是指研究者在录入

量进行评估，并基于前期工作、医

有研究者用户可以新建疾病表单，

一个病例时必须要完整填写的内

学和数据专业的发展不断优化数据

新表单建立采用“申请-审核制”

容，包括两个级别：①系统框架表

质量控制流程。

（图3C）。申请者需向管理组提

单“基础信息”中必填项完整填写
之后，方可打开疾病基线信息表单

供以下信息用于审核：①属于罕见

4 平台管理流程

病范畴的拟研究的疾病名称，相关

注册信息；②设置病例注册状态：

平台管理组逐步建立了用户、

知识库（OMIM编码或Orphanet编

疾病基线信息表单中必填项完整填

表单和群组三套管理流程，从各个

码）或者文献依据；②疾病简介；

写之后为“已注册”；反之为“待

环节提高科学性和规范性，进而提

③研究工作基础；④相关研究成

完成”，不计入队列注册病例数。

升平台管理效率，建立可持续发展

果；⑤如NRDRS已有该种/类疾病

“非必填项目”为必填项目以外的

的专业管理模式。

表单，申请者希望新建表单，需要

内容，允许研究者在病例注册之后

4.1 用户管理

阐明原因。新表单的设计需严格遵

逐步完善。

4.1.1 新增用户流程 NRDRS平台

守平台建立的表单设计规则，管理

3.3.3 规定采集数据类型和数据格

对新增用户实行“推荐-审核制”

组将提供必要的医学专业支持和统

式 研究者基于具体疾病队列数据

（图3A），即由平台已注册的研

计学支持。

需求设计表单，根据信息类型归入

究者推荐同一专业领域内有资质的

4.2.2 修改表单 罕见病相关知识处

统一的分类：①基本信息；②病

研究者，被推荐者需向平台管理组

于不断积累的阶段，NRDRS允许

史；③查体；④辅助检查；⑤治疗

提交相关申请材料，包括个人信

设计者在研究过程中对表单进行调

干预；⑥评估量表；⑦混合（同时

息、拟参与/建立注册队列、相关

整。设计者需提交表单修改申请，

属于上述2个及以上分类标签的信

工作基础和已有成果。

管理组将对调整内容的可行性和合

息）；⑧其他（不属于以上分类标

4.1.2 已注册用户管理流程 用户信

理性进行评估，确保不会影响已录

签的信息）。

息定期更新：用户登录时需完整

入数据（图3D）。

录入/确认用户信息（基本信息、

4.2.3 疾病基线信息表单升级 为了

管理组对不同表单中同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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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NRDRS平台标准化管理流程
注：A：NRDRS研究者用户的标准化管理流程；B：NRDRS平台用户权限；C：NRDRS新建疾病表单的标准化管理流程；
D：NRDRS疾病表单修改的标准化管理流程；E：NRDRS研究群组的标准化管理流程。

提高罕见病注册数据完整性，平台

为注册队列基本信息在系统中存档。

工作基础、成果产出、群组工作目

管理组组织开展了疾病基线信息表

4.3 群组管理 NRDRS研究群组（以

标和计划进行评估审核。

单升级工作。表单升级完成后，新

下简称“群组”）是指多家医疗、

4.3.2 群组管理 平台管理组制定了

注册病例的必填项如果没有完整填

研究机构为共同研究一种/类罕见

统一的群组协议，对组长和组员的

写，系统显示注册状态为“待完

病，在平台上建立的多中心研究团

权利和义务进行规范（图3E）。组

成”，不计入队列病例统计，既往

队。群组由一名群组组长和多名群

长和组员均须同意并接受协议，方

注册病例页面将对未填写的必填项

组组员构成。

可建立群组和加入群组。

进行提示。

4.3.1 新建群组 平台管理组只允许

群组组长在开展研究的同时，

4.2.4 表单档案更新 罕见病研究不

疾病表单设计者基于所研究的疾病

还需协助平台管理组对群组组员的

断取得新进展，研究者及其团队工

建立群组，并担任群组组长。平台

研究资质进行审核，对群组录入的

作基础逐步积累，在表单升级过程

管理组对申请建立群组的研究团队

数据进行质量控制，对群组工作进

中，平台同步收集更新表单档案，作

基于拟研究疾病的相关临床和科研

行定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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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Planning

流与合作的机会，吸引多渠道、更

[3] Song P,He J,Li F,et al.Innovative

为便于研究者开展工作，除注

大力度的罕见病科学研究投入大有

measures to combat rare diseases in

册疾病队列功能外，NRDRS平台还

裨益，进而推进罕见病相关科研产

China: The national rare diseases registry

建立了一系列辅助功能，包括：①第

出与成果转化，为我国罕见病防治

system,larger-scale clinical cohort

一批罕见病目录及疾病释义；②罕见

事业的发展和相关政策的制订提供

studies,and studies in combination with

病队列研究项目病例统计周报，截至

本土化可靠依据。

precision medicine research[J].Intractable

5 平台辅助功能

2020年12月15日，已发布107次统计

& rare diseases research,2017(6):1-5.

周报；③基于NRDRS队列发表的学

志谢 感谢杨佩蓉老师对本研究撰

[4] Feng S,Liu S,Zhu C,et al.National

术论文；④罕见病知识库链接。

写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所有参与

Rare Diseases Registry System of

中国国家罕见病注册系统建设的贡

China and Related Cohort Studies:

献者！

Vi s i o n a n d R o a d m a p [ J ] . H u m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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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therapy,2018,29:12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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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罕见病临床队列研究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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