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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胃癌临床病理数据库
摘要利用Ｆｉｌｅｍａｋｅｒｐｒｏ ８．５数据库软件．建立多功能胃癌病人临床病理资料数据库。为胃癌病人资料的系统保存与分
析统计提供实用的工具．以利于胃癌诊治水平与临床科研水平的提高。并为年轻医生的专业化培养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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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死亡率居恶性肿瘤之首，２００５年预计死亡率达２６．３／１０万【１ｌ。然而．在全国范围
内。胃癌的诊断、治疗与随访缺乏规范，临床、病理资料保存不完整、不全面。尽管不少医院已经广泛采用数据库对病案资

料进行保存、统计，但大多侧重于病案基本资料的收集，对于具体的临床病理资料，由于受到种种限制，难以做到全面科学
的采集。单位之间、医生之间对于治疗方法、效果和生存情况缺乏可比性，不利于为患者提供基于肿瘤分期的规范化与个体
化治疗．也不利于临床科研的开展。为此，利用数据库软件建立多功能的胃癌病人临床病理资料专业数据库，为胃癌病人资

料的系统保存与分析统计提供实用工具。

１材料与方法
１．１硬件要求普通电脑或笔记本电脑，操作系统为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为满足多媒体资料保存的需要，可添置数码相机、扫描
仪、数码摄像机、录音笔等。
１．２数据库软件Ｆｉｌｅｍａｋｅｒ Ｐｒｏ ８．５。
１．３数据库的建立首先，遴选对胃癌病人诊断、治疗、预后、随访等具有重要价值的临床与病理资料，分为四部分：一般
资料，术前资料。术中情况与术后病理，术后随访与后继治疗。在一般资料中。主要保存患者的基本情况。由于当前人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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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动度大。容易导致失访．争取保留患者

即可创立相应的数据项；在编辑窗口

简单、资料检索方便、基本符合临床与

所有可能的通讯方式。包括移动电话、

中出现数据项的名称，其右边是一个

科研要求的胃癌病人多功能专业信息

固定电话、电子邮箱等，尽量提高随访

数据输入的空白数据框。创建完毕后。

数据库。通过对相关人员的培训，规范

率。另外。对于肿瘤病人，知情与否对

根据需要调整各数据项及数据框的位

对胃癌手术、标本描述、肿瘤分期等各

后继的治疗、病人生活质量与心理状

置、颜色、形状等。调整数据框的属性

个方面。对于建库前的病例，通过数据

态等均有重要影响，设立病人知情状

为文字、数据或日期等。全部项目设定

库导入功能，将病案室数据库中原有

况这一项以便于今后研究。术前资料

完毕．数据库就建成了。在实际应用

胃癌病人资料导入该系统中。对于该

中．对手术治疗和预后以及随访有重

中，对项目进行修改、增减。

系统建立以后收治的胃癌病人资料，

要影响的因素，做到详尽描述。术前分

１．４数据的录入启动数据库，选择浏

则按照数据库的要求，做到术前检查

期是外科治疗决断的重要依据，ＴＮＭ

览模式（ｂｒｏｗｓｅ ｍｏｄｅ），在各个项目

充分、术中规范手术、术中图片资料全

分期资料尽量做到完整保存。对术前

右边的方框中填入数据。如需填入日

面保存、术后淋巴结检索仔细、临床病

新辅助治疗的方式、方案、效果等也做

期，只要点击相应方框，就可以自动弹

理分期准确。并将所有资料按照本数

到详细记载。术中情况与病理情况是

出日历表．在日历表中选择适当日期，

据库的要求逐项录入系统。对１０年来

本数据库最重要的部分。对术中ＴＮＭ

自动录入。对于需要选择的项目，由于

普外科收治的胃癌病例临床与病理资

分期，病变部位、范围，手术方式，淋

事先设定了选项，只要点击相应方框，

料中２８５个项目进行了详尽保存。实

巴清扫范围，联合脏器切除与否等，均

就会出现一个下拉菜单，选择符合条

现了对１ ０４６例胃癌病人资料的电子

需详细记载。对术中与术后病理。如病

件的项目，可以自动输入相应内容。如

信息化管理，并可提供检索与数据的

万方数据
变类型、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数量与

果需要保存病人照片．还可以插入照

输出打印。

区域等，也设立详尽的项目予以记载。

片链接。以便今后随访。如果对填表要

对手术者的记载，可以比较不同医生

求、肿瘤分期、病变的描述或治疗效果

的手术效果。在术后随访与后继治疗

的评价等不熟悉，还可以通过点击参

胃癌是我国最常见的肿瘤之一。

中。对每次随访情况与辅助化疗以及

考资料按钮，查看相应说明。对于肿瘤

但目前我国胃癌诊治水平严重不平

复发、再次手术等情况做到详尽记录。

分期不熟悉的话。双击胃癌分期软件

衡。完整保存胃癌的临床与病理资

以利于今后评价治疗效果。

链接，计算病变的ＴＮＭ分期。数据录

料。规范胃癌诊治的各个环节。积极

入后，关闭软件时．输入的内容可自动

开展临床科研与年轻医生的系统化

业知识的不足以及填表的方便，设立

保存。

培养，对改变我国胃癌治疗现状具有

参考资料部分。在参考资料中，包括胃

１．５数据检索与分析开启检索模式

重要意义。医疗信息化的开展为胃癌

癌ＮＣＣＮ指南、日本胃癌治疗指南、日

（Ｆｉｎｄ ｍｏｄｅ）。右击拟检索的项目右

病例资料系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当

本胃癌规约、常见胃癌化疗方案及评

边的方框，出现一个菜单，其中一项为

前，医院信息系统（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Ｉｎｆｏｒ．

价、胃癌ＴＮＭ分期以及各期胃癌国内

符号（ｓｙｍｂ０１），打开这一选项后，出

ｍａｔｉｏｎ

外生存率等资料，整合－Ｔ／Ｊ、巧的胃癌

现一系列的逻辑符，如＝、＜、＞等。利用

泛应用，但ＨＩＳ侧重于医院经济、行

ＴＮＭ分期软件，指导正确分期。

另外，考虑到年轻医生对胃癌专

３讨论

Ｓｙｓｔｅｍ。ＨＩＳ）已经得到了广

这些逻辑符．结合相应的参数对数据

政和医疗信息管理。对于专业性很强

确定好数据库的数据项后，利用

库进行检索。检索结果可以导出或保

的各不同病种的专业化信息，ＨＩＳ尚

数据库知识建立符合实际要求的数据

存为Ｅｘｃｅｌ文件、ＰＤＦ文件或其他数

难以涉及Ｉ ２１；特别是对于肿瘤病人，

库。启动Ｆｉｌｅｍａｋｅｒ ｐｒｏ软件，选择自

据库文件。对检索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ＨＩＳ对诊疗水平的提高、术后病人随

建数据库。根据提示，输入数据库名称

利用多种检索条件组合检索．检索符

访、临床科研的开展等方面难以发挥

并保存。打开Ｆｉｌｅ菜单里的Ｄｅｆｉｎｅ，点

合多个条件的病人。

很大的作用。

２结果

信息数据库管理的报道，如对大肠癌、

击后右边出现的Ｄａｔａｂａｓｅ，出现一个
对话框，在对话框中输入各临床病理
资料数据项的名称，按下方的Ｃｒｅａｔｅ

目前已有部分单病种或单科医疗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成功建成数据录入

脊柱畸形、子宫内膜异位症、肝内胆管

３１

结石等疾病均有报道１３·６１。对心外科、

３．４紧跟学科发展前沿对早期胃癌

病人信息管理系统。可以有效管理数

口腔科及皮肤科等单科数据库管理也

的内镜下粘膜切除（ＥＭＲ）、腹腔镜胃

据，有利于进行规范化的随访与治疗

有报道１１．７＿８１，取得了良好效果。在肿瘤

癌手术、迷走神经保留等胃癌治疗方

和开展前瞻性的临床研究与整体医疗

方面，单病种专业化临床与病理资料

面的最新进展也整合入数据库，淋巴

水平的提高。匦圆

数据库报道不多，特别是结合肿瘤本

结的分组也采用日本胃癌协会１３版规

身特点建立多功能的医疗信息数据

约标准，ＴＮＭ分期采用ＵＩＣＣ最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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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多功能集资料的收集与保存、检

不少功能需要进一步完善，但对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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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与统计、临床医疗与护理科研、年轻

术中与术后胃癌分期．检查的完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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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培养等功能于一体，可以成为胃

料保存与随访起到了良好的督促与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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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外科的重要参考。术前检查与术中

范作用。数据保存不再依赖潦草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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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照片及病理图片的保存。对于

的纸质病例，可以很方便地对资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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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病例的总结具有重要意义。手术

行检索分析，为今后临床研究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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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术前小结等资料既可按病历书

创造了条佬对胃癌规范化、个体化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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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规范的格式打印输出．整合入纸质

疗的开展，手术与综合治疗效果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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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历，也可在数据库中保存．避免了重

高等具有重要意义。利用Ｆｉｌｅｍａｋｅｒ开

复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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