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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电子病历对书写灵便性、结构性、规范性的要求，分析电子签名的需求、动因、解决方案、实施效果等现状，

并整合信息，提出具有丰富知识发现潜在价值的新～代电子病历系统研发模型——富知识发现型电子病历。该模型有利于
从临床实践采集海量医疗信息，有利于分析、总结、挖掘和发现其中的诊疗规律与知识，进而推动临床科研一体化尤其是
中医药临床研究与方法的现代化；并在提高卫生医疗保健管理与服务质量方面具有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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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此外，参考国家已颁布的与医院信息管理相关法律法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医院信息化建设，医院信息系

规、ＣＩＳ行业学会与协会的学术动向和ＣＩＳ产品市场情况等

统在行政、计财、物资、人力资源等业务方面取得了良好

资料，对检出的代表性文献摘要或全文和所收集资料的进行

效益，当前开始转向“以病人为中心”服务理念，重视加

分析论述。着重探讨电子病历结构化、标准与规范化、辅助

强临床医疗信息化工作。管理信息和临床信息双线并重的

决策的研发应用动向、需求、解决方案、实施效果等方面内

新型医院信息管理模式悄然崛起。医院临床信息如何才能

容，结合国内医院信息管理和技术的实际情况，通过优势整

高效利用，如何在保障诊疗记录来源的真实和患者私隐基

合，提出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可行性、效益性、以“病人

础上，加强临床信息规范与标准化来促进医疗“信息孤岛”

为中心”为服务理念，以“知识系统多维存储”为技术基础

的交流利用、提取加工信息、发现新知和规律，已逐渐成

的新一代电子病历系统研发模型。

为当前我国医院信息系统（ＨｏｓｐｔｉｔａＩ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结果

ＨｌＳ）建设的新热点ｆ埘。

本文探讨分析了电子病历在结构化、标准与规范化、辅

检索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ＰｕｂＭｅｄ文献，并利用检出结果

助决策、电子签名与加密等方面研发与应用的现状，旨在阐

数据作图分析，先将过去９年的文献数按不同主题组列出条

明具有丰富知识发现潜在价值的电子病历发展方向，预期适

图。再对每一主题组分别以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宜并可行的研发模型。

年、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共三个时段加以列图比较（图１）。
从图中可见，ＤＳＳＣ及ＤＭＣＡ主题组检出文献数（检

２方法

出数）最多，而且保持有较高的增长速率，第三段检出数分

电子病历（ＥＩ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ｅｄｉｃａＩ Ｒｅｃｏｒｄｓ，ＥＭＲ）是医院临

别达３３１条和２７１条。ＨＬ７、ＸＭＬ、ＩＣＤ主题组在各段的检

床信息系统（Ｃ¨ｎｉｃ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ＣｌＳ）中起重要作

出数近５０篇或以上，ＳＤ、ＵＭＬＳ、ＳＮＯＭＥＤ、ＤＭ、ＤＳ主

用的临床信息采集工具。为回顾电子病历结构化、规范化和

题组检出数接近１０篇或以上，与ＳＤ主题组检出数较少并

标准化的、决策支持、数字签名与加密的研发历程，检索了

接近，而其余主题组ＭｅＳＨ、ＣＰ丁、ＬＯｌＮＣ、ＲＣＬ、ＫＤＤ、

国内的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ｃｓＴＪ）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

仪ＭＬ的检出数很少。从它们的时间段增幅来看，ＵＭＬＳ稳

中有降、ＨＬ７、ＤＭ、ＤＳ、以及检出数很少的各组基本持平，

和国外ＰｕｂＭｅｄ检索系统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的文献。
针对与标准有关的方面，先按主题分为若干个主题组，

分别选择了部分目前国内外有所关注的标准，包括ＭｅｄｉｃａＩ

ｘＭＬ、ＳＤ中段增幅大而后段也有所回落，ＳＮＯＭＥＤ、ＩＣＤ

主题组检出数前段低而后段持续增幅（表１）。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ｅａｄｉｎｇｓ（ＭｅＳＨ）、Ｕｎｉｆｉｅｄ ＭｅｄｉｃａＩ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ＵＭＬ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ｚｅｄ

ＮｏｍｅｎｃＩ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ＮＯＭＥＤ）、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Ｉ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ＣＰＴ）、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Ｉ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１ＣＤ）、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ｌ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ｓ Ｎ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ｄｅｓ（ＬＯｌＮＣ）、ＨｅａＩｔｈ
ＬｅｖｅＩ ７（ＨＬ７）、Ｒｅａｄ ＣＩｉｎｉｃａｌ ＣＩ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ＣＣ）、Ｅｘｔｅｎ－

图１

与ＨＩｓ和ＥＲＭ相关各主题组在３个时段文献检出数比较

ｓ－ｂｌｅ Ｍａｒｋｕｐ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ｘＭＬ）等，并取后两者的词作为

ＰｕｂＭｅｄ的文本词（Ｔｅｘｔ Ｗｏｒｄ）而其它在前面的词作为检索

从有关ＨＩＳ和ＥＭＲ文献中，将ＤＳＳＣ合并ＤＭＣＡ为一

的ＭｅＳＨ主题词（ＭｅＳＨ Ｔｅｒｍｓ，主题词），同时取主题词为

组与ＩＣＤ组曾作进一步的交集可检索出６篇；另外也将

标准化（Ｓｔａｎ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Ｄ）检索提及标准化的文献；针对与

ＤＳＳＣ合并ＤＭＣＡ为一组再与ＸＭＬ组作了同法处理，检出

辅助决策有关的方面，也按主题分为若干个主题组，中文取

数有１３篇，３时段分别为２、６、５篇。国外有关ＨＩＳ和ＥＭＲ

“决策支持”、英文取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ｎＩｃａＩ

的研究中涉及临床决策（包括临床诊断与治疗）或计算机辅助

（ＤＳＳＣ）合并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ｓｓｊｓｔｅｄ（ＤＭＣＡ）

决策方面的研究共检出１１８９篇，而国内相关中文文献仅有

作为ＭｅＳＨ主题词、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ＤＭ）合并ＫｎｏｗＩｅｄｇｅ

几篇。

ｃｏｖｅｒ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ＫＤＤ）作为文本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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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

２００２年卫生部颁布了《医院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

鬻■醺鬻缀黼—麓麟豢纛
与ＨＩＳ和ＥＭＲ相关各主题组数量与变化分类及其分布情况

表１

范标准、带有大量可供引用的临床知识库和术语库以用于构
成病历显在或潜在临床信息、具有支持ＸＭＬ标准的数字签

”＋

数量很多、增长快

ＤＳＳＣ、ＤＭＣＡ

数量较多、增长快

ＩＣＤ

数量较多

ＨＬ７、ＸＭＬ

户界面既可以表现为即见所得，又可以同时表现ＸＭＬ文档

数量较少、增长快

ＳＮＯＭＥＤ

结构或树结构图，很显然，这将是一种富知识发现（Ｒｉｃｈ

增长快后回落

ｘＭＬ、Ｓ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ｏｒ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ＲＫＤ）型的电子病历模型（图２）。

数基较少

ＳＮＯＭＥＤ、ＵＭＬＳ、ＤＭ、ＤＳ、ＳＤ

增长慢或负增长

ＨＬ７、ＤＭ、ＤＳ；ＵＭＬＳ

４讨论

数景很少

ＭｅＳＨ、ＣＰＴ、ＬＯＩＮＣ、

４．１

名与Ｉ临床敏感信息安全保密功能、基于ＨＩＳ中患者注册信息
“

ＲＣＬ、ＫＤＤ、ｆ）（ＭＬ

注：★号提示关注程度：★★★高度；★★高中度；★中度

和ＣｌＳ信息汇总延伸而自动完成财务等方面信息的处理，用

ＸＭＬ技术的诞生引导电子病历数据存储与交换及其信

息利用的技术变革卫生医疗数据长期以来对卫生事业决策
不可置疑地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仍存在的一些不乐观因
素。尽管业界有所共识并一直在寻找有效摆脱这些困境的良

２００３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了《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基

方。主要表现在：信息分散不利于信息的收集分析，数据管

本规范【试行）》，为医院信息采集，包括临床信息采集，提

理系统众多且信息存储结构定维标识不一使数据可识别度差

供了指导性的规范文件。大大改善了我国各医院信息管理系

和易读性低，临床信息结构维度较低进一步加剧临床信息统

统的现状，在内容上更趋于完备性，有利于医疗信息在必要

计分析不利性。这些不利因素一方面导致了整个卫生医疗资

的时候能够汇总分类。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ＧＢ厂ｒ

源利用不足甚至是投入的浪费，其影响包括卫生医疗信息化

１６７５１．１９９５）、《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症候部分、

建设资源投入和社会卫生医疗基本保障资源分配等多个方

治法部分）》（ＧＢ厂ｒ １６７５１．１．１９９７）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

面．另一方面可供统计分析和辅助决策的信息由于利用率不

发的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ｚＹ，Ｔ００１—９４），促

高。难以为改善卫生医疗资源合理分配、提高医疗水平方面

进了中医临床用语的规范和中医证候与疾病用词及其编码的

从技术上发挥应有辅助作用。计算机互联网络广泛普及为信

统一。

息传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对如何解决信息有效共

本世纪初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同中医院疾病监控信

享、交换、整合利用难题提出了更迫切的需求。

息中心采用ｘＭＬ交换规范试点推行了中医院病案信息汇总
上报系统，而广东省卫生厅采用ＩＣＤ－１０标准推出了适用于

广东省医疗机构的病案首页并收集汇总信息。两者都对重要
部分的临床信息用数据库加以较高维度结构化。２００２年广
东省中医院ＨＩＳ联合广州怡捷科技开发公司开发的临床检验
信息系统（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ｌ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ＬＩＳ）成为国内最
早一批采用了ＨＬ７交换标准并实现自动生化分析仪条码采
样与控制双向交换功能、并可配备电子签名与认证技术，收
效良好。
目前国内大多数医院采集和保存的是纸质病历信息、或
维度较低甚至是平面文本文档的病历信息。保存有几年高维
非弹性结构数字化病历信息的医院为数尚少但有渐增趋势。
其中，北京和广东地区一些单位也开始使用具有高度结构和
即见所得界面的电子病历，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从上可以前瞻这样一种先进的电子病历系统架构模型
以病人信息为中心、具有数据结构维度高且不受限、信息规

图２

富知识型电子病历系统的统一建模语言（ｕＭＬ）之组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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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ｘＭＬ于１９９６启动研究，至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０日Ｗ３Ｃ

和文本信息的效果尚不理想，但这项内容已被列为数据挖掘

首次颁布ｘＭＬ Ｖｅｒｌ．０，旋即引起业界的关注。国际标准组

技术未来研究方向和热点之一【８】，吕氏等利用自选设计的平

织（１ＳＯ）的标准通用标记语言（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ＧｅｎｅｒａＩ Ｍａｒｋｕｐ

面文本分析的技术、建立数据挖掘模型和软件包，对低维度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ＧＭＬ，ＸＭＬ是ＳＧＭＬ子集）亦于当日声明

的半结构化的电子病历进行了分析，发现被抽样病历中绝大

ＨｅａＩｌｈ ＬｅｖｅＩ ７（ＨＬ７）将被开发为支持ＸＭＬ的医疗标记语言【３】。

部分的中医临床用词和术语均符合ＧＢ／Ｔ １６７５１．１－１９９７，提

在欧洲德国Ｄｕｄｅｃｋ Ｊ同期指出应用ＸＭＬ比当时的卫生保健

示了这套规范对中医院临床实践的影响力，同时还可以通过

通讯标准交换格式更能带给用户巨大的灵便性和适用性【４］。

临床的用语，结合运用ｌＣＤ标准，发现临床的诊疗规律［９】。

ＭａｒｉｅｔｌＩ Ｃ紧接提出ＸＭＬ作为电子病历数据交换解决方案可

更有不少学者认识到结构化信息存储的重要性，而弹性结构

能性，并认为ｘＭＬ是解决整个业界信息松散的关键［５】。日本

与灵便自由录入法这个重要而实际的应用因素在技术上往往

大约从１ ９９６年起研究医学标记语言（ＭｅｄｉｃａＩ

Ｍａｒｋｕｐ Ｌａｎ—

同时又是一对予盾，并且长期试图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法。梁

ｇｕａｇｅ ＭＭＬ），ＭＭＬ Ｖ２．２１亦于１９９９年宣布采用ＸＭＬ作

氏提出了电子病历的结构可分为平面文档无结构化、半结构

为元数据语言，并于２００４年以ＨＬ７ ＣＤＡ（Ｃ¨ｎｉｃａＩ Ｄｏｃｕ－

化、高度结构化、自由（弹性）结构化，以及难于实现的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ｌｕｒｅ）为基础完成了ＭＭＬ Ｖ３．０【６］ｏ我国刘氏于

全结构化几个层次【１０１。肖氏等开发了支持ｘＭＬ和即见所得

２００１年从文献角度较早介绍以ＸＭＬ构建电子病历的方法【７】。

和自由结构录入功能、具有高维结构电子病历…】。利用

ＸＭＬ自问世后的头６年在ＨｌＳ和ＥＭＲ发展很快，近３年有

ＸＭＬ、临床信息标准与规范、电子签名技术，设计可弹性结

所回落，同时有关ＨＬ７的研究相继遵循ＸＭＬ标准并平稳发

构化、具有自由文本录入的“即见所得”编辑界面、多层临

展至３．０版本。可见，ＸＭＬ出现及其相关技术完善是推动新

床知识联想输入法的电子病历及其相关系统方案，将会逐步

一轮ＥＲＭ发展的重要动因。

受到ＨｌＳ／ＣｌＳ界的关注与重视。这种ＲＫＤ型病历在北京和

ｍｅｎｔ

国外有关ＨｌＳ和ＥＭＲ的研究中涉及ＤＳＳＣ合并ＤＭＣＡ，
比其他主题组检出数明显高出很多，而再进一步涉及ｌＣＤ或

广东发展较早，目前相关产品已具雏型，并开始进入临床推
广试用阶段。

ＸＭＬ的研发有一些但占总数比例很小，显得与ＩＣＤ和ＸＭＬ

卫生保健医疗决策管理需求将会拉动富知识发现型电子

所历经过的快速发展不太相称。有待拓展更广阔的交叉研发

病历产品广泛而深入的研发，其基础依赖于足够的临床信息

空间，通过标准规范措施丰富区域合作开展计算机辅助临床

标准化和数据的高维结构化。需求一产品一技术互动将推动

决策研究。

富知识发现电子病历的发展，临床信息高度结构化与文本书

应当注意到，由于各国医疗制度、流程、病历内容与表

写灵便自由化将在对立中趋于统一。

达形式、以及相关业务仍存在较大差异，近期内各国各家

４．３富知识发现型电子病历是临床实践与科研一体化和中医

医院的细分标准或规范不易统一，因而出现除ｌＣＤ外，有

药现代化的有力工具利用临床信息进行知识发现、辅助决

关标准的文献总量偏少或增幅不明显。我国要趁此把握好

策时，必须在保障隐私权不受侵犯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

机遇，加强行政、财政、协会、学会的支持力度，战术上发

跨区域、海量数据地开展医学研究。这种工具既可以采用回

展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可与国际先进标准接轨的中国标准，

顾性研究和归纳法从临床信息挖掘诊疗规律，也可以按照前

战略上构筑更有利于我国主导的技术壁垒，体现对外可出

瞻性研究思路与要求、设计出随机分组方案及其病历报告表

而对内可进可守优势。国家科技部十一五科技规划已将建

格（Ｃａｓｅ

立中医药标准体系纳为重点项目。国家卫生部统计信息中

偏倚地从病案自动检索信息填充ＣＲＦ，然后进行相应的统

心签署了有关标准化建设的国际合作备忘录…。可以预见，

计分析。这种研究方法和工具所获取的数据自然朴实地来自

随着ＨｌＳ结构趋于以ＸＭＬ为格式进行存储和交换整合，海

于日常临床诊疗实践，科研数据的采集快捷方便、客观自

量临床信息有效利用、临床规律和知识发现、以及医疗卫

然。可用于临床随机对照试验（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ｌｒｏｆ ＴｒａｉｌｓＩ

生保健事业的决策支持，近期在国际区域内的医疗业务中

ＲＣＴ）样本估计、ＲＣＴ模拟、发现潜在诊疗知识、总结诊疗

更易于成为可能和现实。

规律。临床科研ＣＲＦ对ＨｌＳ的依赖开始受到重视【１２，伯一¨１。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ｒｍ，ＣＲＦ），确定后可由第三方或客观无

４．２电子病历信息采集存储标准规范和高度结构化与文本书

传统中医药学与现代西方医药学治疗病患的目标一致但

写自由化对立中趋于统一当前数据挖掘技术处理非结构化

所运用的理论与技术迥异。一是诊断与论治的思维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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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ｓｓａｇｅｓ［Ｊ］．Ｊ Ｍｅｄ Ｓｙｓｔ．２００４ Ｄｅｃ；２８（６）：５２３—５３３

不同：二是治疗手段的物质基础不同。现代中医药的发展应

ｆｏｎｎａｔ ｆｏｒ ＨＬ７

当吸纳各种科技成果。及时把握当今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

［７］刘志文，吴一民．基于ｘＭＬ标准的电子病历实现技术［Ｊ］微型机

机遇，诊断依据重视合参理化诊断信息、诊断结果重视整合

与应用．２００ｌ，２０（５）：３７—３９

中证西病、疾病防治合用中西手段，宜酌情使用纯中药或中

［８］佚名．数据挖掘资料汇编【ＥＢ／０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８ｓｔａ．ｃｏｍ／Ａｒ（ｉｃｌｅ／

西药结合治疗方案，既极大丰富和完善了现代中医药理论和

ｂａｓ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２００５０６／７ １５．ｈｔｍｌ

实践体系，又符合了以病人为本的医学伦理观。

［９］吕玉波，梁志伟，杨志敏等．从临床诊疗术语发现诊疗规律的方

中医临床过程中宜引入多种诊疗信息指标作为潜在的可

法学研究［Ｊ］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２３（２）：１７９—１８２

分析元素加以存储，然后根据研究主题，客观进行钻取分析

【１０］梁志伟，刘保延，吕玉波，等．临床实践科研一体化新技术——自

处理，建立与病证相关的数学模型。这种呈海量级数据的存

由结构电子病历［Ｒ】．第三届数字中医药学术研讨会．北京２００５，１０

储方案优点是，能够在遵守医疗法规与医疗伦理条件下长期

（１ｌ】肖强，吴伟斌，陈联忠，等．自由结构录入法在电子病历系统中的

而自然地生产可供分析的数据。方案的实现需要借助于集电

应用［Ｊ］．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２００５，１２（３）：２２２，２２８

子签名和弹性结构于“即见所得”用户界面的富知识发现型

［１２］梁志伟，吕玉波，刘保延，等．中西医结合治疗ｓＡＲｓ多中心临床研

电子病历，以电子签名和医疗法规保障病案信息真实性，以

究数据管理分析系统叨．中国生物工程学报，２００７，２５（６）：６８３—６８７，７１６

数据加密技术保护病人私稳、以弹性结构保障中医诊疗思维

［１３］董军，刘志敏，曹秀堂，等．小汤山医院ｓＡＲｓ诊疗信息数据库建

演绎多样性、以即见所得保障直观易用性。如果能有效开展

设［Ｊ】中国循证医学杂志，２００４，４（３）：１８ｌ一１８６，２０９

广域或跨域多中心合作采集中医药信息，共享共用，必将给

［１４］胡镜清，吴圣贤，翟华强，等．病例报告表规范化与电子化研究现

中医药理论与实践带来新的一轮飞跃。

状及其中医药标准系统构建原则［Ｊ］．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２００６，１３
ｆ９１：１—２．７３

５意义与前景
集电子签名、弹性结构、“即见所得”用户界面、技术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年６月５日】

与专业标准于一体的富知识发现型电子病历将成为国内外
新的研发产品，有利于从临床实践采集海量医疗信息，有
利于分析、总结、挖掘和发现其中的诊疗规律与知识，进

咖

而推动临床科研一体化尤其是中医药临床研究与方法的现
代化；并在提高医院与卫生管理和医疗卫生保健水平方面

具有广阔前景。鳓

全自动数字化病理切片扫描
技术问世中关村
目前世界领先的病理诊断技术——全自

参考望献

动数字化病理切片扫描技术，经过历时两年

［１］雍传哲．国家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与英特尔公司签署电子病历
标准化合作谅解备忘录［Ｊ］．中华医学信息导报．２００６，２１（９）：５
【２］刘晓辉，李小华，杨哲等．集成临床数据仓库的建立与应用研究
［Ｊ］医学信息．２００５，１８（５）：４４２—４４４

［４］Ｄｕｄｅｃｋ Ｊ．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ｈ锄ｏｎｉｚｉｎｇ ｈｅａｌｍｃａｒ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Ｊ］．Ｉｎｔ Ｊ Ｍｅｄ Ｉｎｆｏｍ．１９９８，４８（１—３）：１６３—７１

［５］Ｍａｒｉｅｔｔｉ Ｃ．Ｅｘｔ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ｓ ＸＭＬ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ｄａｔａ

据该项技术的研发者北京优纳科技有限
公司介绍，病理诊断被称为“医学界的法官”，

如何获得高速、准确、不失焦、可复制保存和

［３］张健飞．Ⅺ儿实用培训ｌ教程［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第一版．２—８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的研究，日前在北京中关村国际孵化园问世。

海置的病理诊断信息，一直是医疗界普遍关
，澄韵问题。全自动数字化病理切片扫描技术

的出现，使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目前掌握该

蜮术的只有美国、德国和日本的４家公司。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Ｊ］．Ｈｅａｌｔｈｃ Ｉｎｆｏｒｍ．．１９９８，

来源：ｈｔｌｐ：，，ｗｗｗ．ｔｅｃｈ－ｅｘ．ｃｏｍ，ｅｑｕｉｐ—
１５（３）：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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