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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策划顾问：薛万国，高级工程师，现任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
医疗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副主任，中国医院协会信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医院
信息化研究开发与应用工作，作为主要人员承担“军字一号”医院信息系统的研发工
作，在国内较早系统化地开展电子病历研究，参与多项卫生信息标准规范的制订，现
主要从事医疗大数据利用研究。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项。

编者按
运用信息化手段支撑开展临床科研创新是医院信息化的重要内容。在临床科研病例数据的收集管理方面，
多年前已开始电子数据采集系统（EDC）的应用，许多医院的临床科室陆续建立了不同类型、多种形态的科
研数据库。近年来，随着医疗信息化和电子病历应用的发展完善，临床研究进入了大数据、真实世界研究的新
阶段。在临床科研数据库建设过程中，对于如何构建通用化的科研数据平台、如何便捷利用真实世界数据、如
何提高数据质量、如何提升科研数据处理效率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本期专题聚焦于临床科研数
据库及平台建设，选取了6篇不同侧面的文章，其中既有对临床科研数据库及系统发展轨迹的总体介绍，也包
括了对于临床科研数据平台关键技术和标准化等共性问题的阐述，还包含3个不同类型特点的科研数据库的建
设案例分享。这组文章总体反映了临床科研数据库建设和系统技术的新发展，对于系统了解临床科研数据库的
全貌和开展相关建设提供了参考。

临床科研数据库系统的现状与未来
薛万国① 乔屾① 车贺宾① 孙晓春①

【摘要】 临床科研数据库是开展临床研究的重要支撑平台，在临床真实世界研究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引发了更
多关注。本文总结了当前临床科研数据库的三种常见类型及特点，阐述了临床科研数据库系统从孤立系统向平
台化发展的需求及技术架构演变，并从系统实现角度分析了主要的技术问题，提出与随访系统以及医疗业务信
息系统的整合、围绕研究问题从原始数据直接提取科研数据的能力是未来临床科研数据库系统发展的重点。
【关键词】 临床科研数据库 病例数据采集 真实世界数据 医疗大数据
Doi:10.3969/j.issn.1673-7571.2021.01.001
【中图分类号】 R319

【文献标识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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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inical research database was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platform for clinical research and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real world stud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hree 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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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current clinical research database. The requirement and architecture
evolution of clinical research database system from isolated system to platform are expounded. The main technical
problems ar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integrating
with the follow-up system and the clinical information system, and the ability to extract the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data
directly from the original research data repository around the research problems are the key poi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linical research database system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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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数据的收集和管理是各类

态势，以电子病历为数据源建立临
[2]

床试验研究，可为单中心或多中心

临床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基础性活

床研究数据库的需求越来越多 ，

数据库。研究设计者围绕临床试验

动。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早期依靠

临床科研数据库系统的功能需求及

目的，提出病例分组和入组条件，

纸质病例报告表（CRF）人工收集

支撑技术也在不断发展演变。在传

设计病例数据采集表单，按严格的

和管理病例数据转变为依托电子化

统的病例数据收集和利用模式发生

临床试验和数据质量控制要求采集

数据采集（EDC）和数据库系统管

变化的背景下，总结分析临床科研

病例数据。

[1]

理病例数据 。贯穿病例数据采集

数据库系统的发展对于完善临床科

此类数据库的特点是：病例按

和管理过程的是各具特点的临床科

研数据库建设、提升临床科研支撑

干预措施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管

研数据管理系统，包括临床数据

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理，病例有严格的入组条件；按照

采集系统、临床科研专病数据库系

临床试验要求，对数据的质量和录
入管理有严格的规范，对数据的修

简称“临床科研数据库系统”）的

1 临床科研数据库的分类及
特点

开发与应用。在一些大型医院中，

不同目的、不同类型和不同病

成后数据库的锁定等功能有较高要

相当多的临床科室建立了各种类型

例收集范围的临床研究，对临床科研

求 [3]；除手工数据录入外，可以通

的科研数据库，其中既有专门开发

数据库的数据内容和系统功能需求不

过与医院信息系统接口，进行数据

的专病数据库系统，也有大量基于

同。归纳起来，临床科研数据库大体

导入。

Excel电子表格的病例数据收集系

上可以分为三种常见类型，其分类及

1.2 病例注册数据库 主要用于支持

统。近几年，随着临床信息化建设

特点如表1所示。

疾病或治疗措施的观察性研究，通

的进步，基于大规模医疗数据的临

1.1 临床试验数据库 主要用于支持

常为多中心数据库。研究设计者围

床真实世界研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

药物、器械或治疗方法的前瞻性临

绕研究主题和特定的研究问题，设

统、临床科研数据库平台等（以下

改追踪、源数据核查、临床试验完

表1 临床科研数据库的分类及特点
单 / 多中心

数据项及表单
复杂度

数据标准化及
质量控制要求

权限与追溯
控制要求

接口需求及
可实现程度

临床试验数据库

单 / 多中心

低

高

高

一般

病例注册数据库

多中心

中等

中等

中等

低

专科专病数据库

单中心

高

低

低

高

数据库类型

《中国数字医学》2021 第 16 卷 第 1 期 ·3

专题策划——临床科研数据库建设
Special Planning

2 临床科研数据库系统的发
展演变

准规范。②病例表单定义。由研究

。

上述几类临床科研数据库虽然

包含的数据项、表现形式和数据校

现实中，一些队列研究数据库具有

各有特点和侧重，但对系统功能有

验规则。视回顾性研究或前瞻性研

与病例注册数据库相似的特点，亦

共性的需求，包括：数据的录入采

究需要，定义数据录入表单或表单

可归入此类。

集、质量控制、电子病历数据抽取

序列。当数据来源于电子病历数据

病例注册数据库具有以下特

等。随着医疗信息化的发展和电子

时，可以定义数据的自动抽取映射

点：通常为多中心数据库，对数据

病历应用的普及，真实世界数据研

规则。③病例录入。基于病例表单

标准化定义要求较高 ；各个医疗

究兴起，临床科研数据库系统从早

定义为录入者提供数据采集录入界

机构的信息系统并不相同，病例注

期的单机、定制化系统发展到平台

面，并提供数据校验和质量审核。

册系统与各医疗机构信息系统建立

化系统，系统结构也在发生演变。

④病例检索。可为科研人员提供数

接口的可能性较低，数据采集主

2.1 临床科研数据库系统的平台化

据库中病例数据的灵活检索手段。

要依靠人工录入，因而病例登记

由于临床研究的类型、目的以及科

⑤病例数据统计。可为科研人员提

表所涉及的变量数通常不宜设计

研问题的不同，每个研究项目或病

供基本的病例分布统计以及变量间

过多；多中心采集场景下，对病

种数据库所需的数据内容、录入表

的相关性分析。

例注册系统的数据录入和共享权

单、校验规则、存储结构等均不相

国际上近年流行的REDCap临

限有特定要求。

同，临床科研数据库和数据管理系

床数据采集系统[12]，以及国内一些

1.3 科室专科或专病数据库 主要用

统完全定制化开发的方式面临着工

医院新建立的临床科研数据库平台

于支持临床科室按专科或病种收集

作量大、变更维护不便等问题。平

都属于此类平台化系统[11，13]。

病例数据和开展观察性研究。在实

台化是临床科研数据库系统近年来

2.2 体系结构的演变 临床科研数据

际工作中，科室建立专科或专病数

的发展趋势，即针对临床科研数据

库系统发展的前期，基本都为相对

据库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有研

库建设的共性需求提供通用化、平

孤立的系统[14]，与医疗机构的信息

究目的但研究问题尚不明确，建库

台化的服务，在平台基础上再由研

系统没有集成，此时的系统结构如

是为未来的科研问题积累数据，其

究者根据科研项目需要自行定义数

图1a所示，目前仍有大量的科室级

所收集的病例数据项较广，病例表

据内容及相关功能，由此实现通用

科研数据库系统属于此类系统。随

单构成较复杂；另一种是围绕特定

化和定制化的结合。此类平台的主

着电子病历系统应用的普及，临床

科研问题的病例数据收集，数据项

要功能包括：①数据项定义。由研

真实世界研究越来越多，从电子病

相对较少，病例表单相对简单。随

究者定义所采集的数据项格式及标

历中抽取并生成科研数据的需求愈

计统一的病例数据采集表单，组织
真实世界病例数据录入汇集，形成
大规模的观察性病例数据库

[4-6]

[7]

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定义病例表单所

着医疗信息化的发展所提供的便利
性增加，近年来此类数据库的建设
需求越来越多[8-11]。
此类数据库与注册数据库的特
点有类似之处，但由于属于单中心
数据库以及考虑未来研究问题的可
用性，所以多数数据库设计包含数据
项较多，数据标准化定义要求相对宽
松；对从医院电子病历数据资源库
（CDR）获取数据的要求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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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临床科研数据库系统体系结构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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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烈，临床科研数据库系统需要

（电子病历）数据或其他来源数据

对数据校验的定义能力很大程度上

建立与电子病历数据的集成接口，

中采集加工的病例特征数据。如：

影响到数据的录入质量，除了常规

此时的系统结构如图1b所示，目前

从医疗记录中提取“术前血红蛋

的类型一致性、非空值、值域校验

有少量的科研数据库实现了电子病

白”和“术后血红蛋白”，从病历

外，数据项之间的校验可采用表达

历数据的抽取。然而，由于每个临

文本中提取“是否吸烟”和“是否

式、函数以提高校验表达能力。以

床科研数据库的数据内容不同，医

有糖尿病”等。针对原始观察性医

REDCap为例，其提供了函数和脚

疗机构电子病历数据结构也不相

疗数据，可采用类似于电子病历的

本编程的处理和校验能力。当然，

同，由病例表单直接与异构的电子

数据模型表示，这方面有标准化的

在表单定义的灵活性和复杂性之间

病历数据对接所导致的接口开发工

数据模型可供借鉴，如观测性医

需要取得一个平衡。

作量大、不同专科专病数据库的接

疗结果合作组织（OMOP）的通用

3.3 医疗数据的自动关联与提取 根

[15]

口可重用性低，因此，临床科研数

数据模型（CDM）

。而对于特

据临床科研数据库所定义的数据

据库系统从体系结构上进一步增加

征化的数据，则每个研究都有所不

项，最大程度地从原始医疗数据中

了病例原始数据库构件。病例原始

同，需要结合病例表单进行定义。

自动关联和提取病例数据，是减轻

数据库通过与异构的电子病历数据

作为平台化的临床科研数据库

临床科研人员数据整理工作量的关

进行映射对接，抽取形成完整的原

系统，要能够根据临床科研的数据

键，也是当前临床科研数据库系统

始医疗记录。临床科研数据库系统

需求和科研设计者的需要，动态建

的关键技术。要较好地实现这一目

基于这一自身固定结构的病例原始

立和表达每一研究项目对应的数据

的，除了提供数据项映射外，要实

数据库，在开发病例表单时，可以

模型。解决数据模型动态定义的问

现对时间点、医疗事件的自动识

更为直接地从底层原始数据库中抽

题，当前有三种技术路线：①基于

别，以及数据项的计算处理和自动

取和加工数据，此时的系统结构如

传统的关系数据库表达和动态建立

判断。更进一步，针对原始医疗记

图1c所示。在此结构下，系统内含

所定义的模型；②基于XML或对

录中大量的自由文本，需要采用

病例原始数据模型与外部电子病历

象数据库表达和建立所定义的模

规则定义、机器学习等方法，实现

数据模型之间需要进行一次性映射，

型；③基于底层的Key-Value通用

从自由文本中自动提取结构化数据

而后，专科专病科研数据库与病例原

模型，在其上进一步建模构建所定

项。由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进展

始数据的关联成为系统内部的定义工

义的模型。三种方式各有特点，但

和局限性，把这一技术集成到临床

作，在多个专科专病数据库的情况下

后两种方式更便于数据平台的统一

科研数据库平台还处于发展之中[9]。

开发和接口定制工作量可以大大减

管理和处理实现。RedCap系统采

少，因而适合于作为全院级统一的临

用了关系数据库MySQL基础上的

[11，13]

4 未来发展

Key-Value表示方法。临床数据交

随着需求、技术和应用的发

换标准协会（CDISC）制定的临床

展，未来的临床科研数据库系统还

研究数据交换标准，采用了基于

将进一步发展。其中，有以下几点

XML文档和类似于“Key-Value”

值得关注。

的数据元素，有很好的适应性。

4.1 与院后随访系统的整合 院后随

求，构建一个完整、高效、灵活的

3.2 病例表单的灵活定义 病例采集

访数据作为患者临床结局的反映，

临床科研数据库平台需要解决以下

表单由临床科研数据库平台所提供

是多数临床研究中必须收集的数

关键技术问题。

的界面元素类型、属性、组合、布

据。传统的院后随访除了患者到门

3.1 病例数据模型的表达 临床科研

局等进行定义，其灵活性决定了数

诊随访外，主要依靠临床研究人员

数据是围绕科研问题从原始的医疗

据录入采集界面的美观和易用性。

电话随访，存在工作量大、失访率

床科研数据库平台

。

3 临床科研数据库系统的主
要技术问题
根据临床科研数据库的发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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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数据质量受限等普遍性问题。

回顾性研究而建设。一方面，在研

[5] 顾大川,赵艳,张颖,等.中国成人心血

随着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的发

究问题不确定的情况下，建设和维

管外科注册登记数据库的构建[J].中国

展，通过网页、微信、App等多种

持科研数据库需要投入专门力量，

循证医学杂志,2017,32(1):1010-1014.

形式的患者院后随访服务以及患者

长期持续难度大；另一方面，随着

[6] 李丹玲,张志强,潘辉,等.多中心临床

自报告结局（PRO）成为可能，随

电子病历数据的完善和数据处理分

数据库在科研中的应用[J].中国数字医

访问卷、查体原始报告等都可以由

析技术能力的提升，当提出研究问

学,2018,13(12):37-39.

患者直接录入或上传。未来的临床

题时，能够针对研究问题直接从原

科研数据库应能与新型的院后随访

始数据中提取所需特征变量开展研

系统相集成[13]，实现临床数据与随

究。在专业化的数据服务能力支持

访数据的一体化整合，从而有效提

下，即席直接提取科研数据有更高

升科研数据完整度。

的效率，能最大程度地减轻临床科

4.2 与医疗业务信息系统的协同 从

室工作量，这一趋势在医院的大数

医疗记录中回顾性提取科研数据是

据中心工作实践中已经开始显现。

科研数据采集的难点，实践中始终

在这种模式下，临床研究所需要的

存在着原始记录不全、结构化技术

数据特征更为精准、数目缩小，对

中心的专病研究系统建设与实践[J].中

要求高的困扰。建立“临床科研一

病例录入表单的定义需求降低，对

国医院,2017,21(8):16-18.

体化”的电子病历系统，由医护人

从原始数据到科研特征数据的加工

[10] 李慧杰,张晴晴,刘瑞红,等.大

员在诊疗现场电子病历系统中直接

能力要求提高。未来，临床科研数

数据背景下临床专病数据库建设

以结构化方式录入各类医疗记录

据库系统的数据加工功能会进一步

实践与思考[J].中国卫生事业管

（即“前结构化”）也有诸多探

加强，预先建库的模式将更多地转

理,2020,37(8):574-591.

索，但实现全结构化的电子病历无

为有研究问题时的即时建库和数据

[11] 罗辉,薛万国,乔屾,等.大数据环境

论是从技术上还是应用上目前都不

加工，整个过程将进一步简化。

下医院科研专病数据库建设[J].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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