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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建立急救患者多病种数据库，为研究急救领域临床科研问题提供基于“真实世界”的数

据信息。方法  从解放军总医院的医院信息系统（HIS）、实验室信息系统（LIS）、急诊专科系统、急诊护理系统

及床旁监护设备内，提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急诊科就诊患者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信息，通过建立表

单、编写代码建立数据库，并对数据进行处理。结果  解放军总医院初步建立了单中心数据库，即急救数据库。

共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解放军总医院急诊科就诊的 530 585 例次患者的分诊信息以及 22 941 例

次急诊抢救单元收治患者的信息，包括人口统计学资料、预检分诊情况、诊疗记录、生命体征、实验室检验结

果、影像学检查报告、胃肠镜检查报告等信息；建立了 12 个包含患者不同类别信息的表单，包括 PATIENTS，

TRIAGE_PATIENTS，EMG_PATIENTS_VISIT，VITAL_SIGNS，CHARTEVENTS，MEDICAL_ORDER，MEDICAL_

RECORD，NURSING_RECORD，LAB_TEST_MASTER，LAB_RESULT，MEDICAL_EXAMINATION，EMG_INOUT_

RECORD，包含了患者在急诊就诊过程中绝大部分临床信息。结论  高质量急救数据库的建立能为基于数据

技术的科学研究提供坚实基础，急救数据库的建立模式可为其他医疗机构多病种数据库的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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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struct a database containing multiple kinds of diseases that can provide "real world"  
data  for  first-aid  clinical  research.  Methods  Structured  or  non-structured  information  from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laboratory  information  system,  emergency medical  system,  emergency  nursing  system  and bedside monitoring 
instruments  of  patients who  visited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in PLA General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January 
2018 were  extracted. Database  was  created  by  forms,  code writing,  and  data  process.  Results  Emergency Rescue 
Database  is  a  single  center  database  established  by  PLA  General  Hospital.  The  information  was  collected  from  the 
patients who had visited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in PLA General Hospital since January 2014 to January 2018. The 
database included 530 585 patients' information of triage and 22 941 patients' information of treatment in critical rescue 
room,  includ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human  demography,  triage,  medical  records,  vital  signs,  lab  tests,  image  and 
biological examinations and so on. There were 12  tables  (PATIENTS, TRIAGE_PATIENTS, EMG_PATIENTS_VISIT, 
VITAL_SIGNS,  CHARTEVENTS,  MEDICAL_ORDER,  MEDICAL_RECORD,  NURSING_RECORD,  LAB_TEST_
MASTER,  LAB_RESULT,  MEDICAL_EXAMINATION,  EMG_INOUT_RECORD)  that  containing  different  kinds  of 
patients'  information.  Conclusions  The  setup  of  high  quality  emergency  databases  lay  solid  groun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es  based  on  data.  The  model  of  constructing  Emergency  Rescue  Database  could  be  the  reference  for  other 
medical institutions to build multiple-diseases data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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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20 年来，随着信息化进程的普及和加快，大多数医疗

机构不仅逐步实现了从纸质医疗记录向电子医疗记录的跃

迁［1］，且数据总量呈“爆发”式增加。数据的类型多种多样，

除医疗机构收集的数据外，还有基因组学数据、公共卫生领

域大数据、可穿戴设备采集的生命体征数据及开放的互联

网数据，且均呈现迅速增长趋势。传统的数据保存方法已不

能满足当前“数据爆发”时代的需求，随着计算机技术、信息

化技术的不断发展，以数据库作为载体的数据储存模式应运

而生，成功打破了数据存储的桎梏［2］。但真正要想使数据库

中庞大体量的数据发挥作用，就必须应用先进的科技手段。

随着医学的发展，新型疾病评分方法层出不穷，医疗界越来

越重视应用现代技术实现对疾病的准确评估和预警，例如人

工智能心电分析系统［3］。而基于数据科学技术，使既往诸

多复杂且耗时的临床科学研究都可在短期内得到解决［4-5］， 

例如：Joudaki 等［6］通过数据挖掘技术监测医保欺诈行为；

Zimmerman 等［7］通过患者术前心肌损伤标志物预测术后病

死率；段立伟等［8］基于 Logistic 回归模型构建联合预测因子

预测脓毒症患者预后。医疗大数据库建设及数据分析技术

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的医学研究、临床医疗、卫生管理支

持模式，并已成为大样本临床研究、个性化诊疗、精准医疗、

疾病监测预警、卫生经济评价、政府政策评估、新药研制等

医学科技新进展的重要支撑手段。为此，本研究在原有信息

化建设基础上，旨在完成急救数据库建设，为急救领域相关

研究提供“真实世界”的数据信息，进而推动急救医学发展。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数据源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解放

军总医院急诊科就诊患者的真实信息，产生及存储以上信

息的途径包括解放军总医院医院信息系统（HIS）、实验室信

息系统（LIS）、急诊专科系统、急诊护理系统以及床旁监护 

设备。

1.2  数据分类：根据临床科研需要，拟采集的数据包括患者

人口统计学资料、预检分诊情况、诊疗记录、生命体征、实验

室检验及其他辅助检查结果报告。

1.3  数据先期处理：将患者基本信息及诊疗信息录入数据

库前进行去隐私化处理。主要包括：① 隐藏患者真实姓名，

并将患者真实 ID 号（患者在解放军总医院就诊期间所产生

的唯一身份 ID）进行复杂加密处理，避免此类可直接指向特

定患者的信息出现在数据库中，其他信息均为患者诊疗过程

中产生的真实信息；② 隐藏患者及家属的联系电话、详细

家庭地址等信息，避免此类敏感信息出现在数据库中。

1.4  数据库建立：在 Oracle 数据库建立过程中，参考并借鉴

国外大型多参数数据库建设经验，如重症监护医学信息数据

库Ⅲ（MIMIC-Ⅲ）等［9］。设置数据库基本信息，根据患者信

息类别建立包含患者参数信息的多个表单，建立和确定表单

主键和外键，使不同表单信息互相关联。对数据库中信息进

行规范化处理，并删除部分无用数据避免冗余，达到数据清

洗的目的。基于已建立的数据库提取患者部分信息，并进行

可视化分析。

1.5  统计学处理：使用 Excel 2016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

及可视化展示；利用 VLOOKUP 函数通过患者 ID 号进行表

单之间的关联和匹配；利用数据透视表，从不同角度对数据

进行分类汇总。

2 结 果 

2.1  急诊患者就诊流程（图 1）：为便于了解数据库中数据

来源及框架，首先介绍患者于解放军总医院急诊科就诊基本

流程。患者首先经预检分诊，被划分到不同专科，包括急诊

综合、急诊腹痛、急诊创伤、急诊神经内科、急诊儿科、急诊

眼科、急诊耳鼻喉科、急诊骨科、发热门诊（包括肠道门诊）

等科室，危重患者经分诊直接送入抢救单元救治；根据进一

步诊疗，急诊专科患者可转入输液观察区或抢救单元；抢救

单元患者经治疗平稳后可转入输液观察区。发热患者转入

发热门诊就诊，部分患者经排除传染病后可转入常规急诊系

统救治；急诊系统患者确诊或高度怀疑传染病会转到发热

门诊。输液观察区及抢救单元患者去向为急诊住院、专科

救治或离院。

注：EICU 为急诊重症加强治疗病房

图 1  解放军总医院急诊患者就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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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急救数据库患者特点：急救数据库中包含 2014 年 1 月

至 2018 年 1 月解放军总医院急诊科 530 585 例次患者的就

诊分诊信息以及22 941例次急诊抢救单元收治的患者信息；

所有患者年龄 0～117 岁（图 2）。抢救单元收治患者比例占

全部就诊患者的 4.32%，其中死亡患者 540 例（2.35%；死亡

患者年龄分布见图 3）；死亡患者住院时间中位数为 4 h，存

活患者为 12 h。图 4 显示，急诊各专科患者就诊比例最多为

急诊儿科（19.14%），其次为急诊综合科（17.11%）、急诊创伤

科（6.99%）。

2.3  急救数据库数据分类（表 1）：经数据处理，目前急救数

据库所包含数据分类为：① 患者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性

别、出生日期等；② 预检分诊信息：包括分诊时间、分诊级

别、分诊区域、分诊科室、来诊方式等；③ 诊疗信息：包括

诊断信息（根据国际疾病分类 ICD-9 进行规范化处理）、医

疗文书、护理文书、医嘱信息等；④ 生命体征信息：包括患

者的心率、呼吸频率、体温、收缩压、舒张压、血氧饱和度等

（部分信息经护理人员确认后记录，部分为床旁监护仪自动

采集）；⑤ 实验室检验信息：包括患者在救治阶段所采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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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急救数据库患者信息种类

信息种类 内容描述

基本信息 性别、出生日期、死亡日期及时间
就诊信息 分诊时间、入抢救单元时间、离科时间及去向
诊断信息 患者在抢救单元救治阶段诊断信息，具体诊断名称根据国际疾病分类 ICD-9 进行规范化处理

医嘱信息 使用药物名称、剂量、频次、途径、使用时间，气管插管、胸外心脏按压等重要抢救措施实施时间，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

　（CRRT）等重要救治措施实施时间，动脉、静脉置管等有创操作位置及时间，输入血制品种类、剂量及时间等
生命体征信息 经护士确认或床旁监护仪自动记录的患者心率、呼吸频率、体温、收缩压、舒张压、氧饱和度数值及采集时间
出量信息 尿液、胃液、引流液等种类、量值及时间
实验室检验 血常规、血气分析、血生化、凝血功能、尿粪常规、微生物学相关等实验室检验结果及标本采集时间
其他辅助检查 影像学、胃镜、肠镜、支气管镜、病理等辅助检查报告
医疗记录 急诊病历、抢救记录、出科小结、护理记录等文本数据

血、尿、粪、痰液、脑脊液、分泌物等标本的化验结果；⑥ 其

他辅助检查信息：包括患者救治期间所产生的影像学、胃

镜、肠镜、支气管镜、病理等辅助检查结果报告。

2.4  急救数据库表单信息（表 2）：急救数据库是一个大型

关联型数据库，其中包括 12 个包含患者真实诊疗信息的表

单。表单之间通过带有“ID”后缀的字段进行关联。其中

PATIENT_ID 代表患者加密后的唯一 ID，同一患者多次就诊

所产生 PATIENT_ID 相同；VISIT_ID 与就诊人次相匹配，同

一患者多次就诊所产生 VISIT_ID 不同；EMG_UNIQUE_ID

为患者收入抢救单元救治后所产生的唯一 ID，同一患者多

次收入抢救单元救治所产生的 EMG_UNIQUE_ID 不同；其

他字段的命名与所包含的患者信息相关。

图 3  解放军总医院急救数据库中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
急诊抢救单元收治 540 例死亡患者的年龄分布

表 2 急救数据库表单名称及解释说明

表单名称 解释说明

PATIENTS 患者基本信息，是否院内死亡以及死亡时间
TRIAGE_PATIENTS 分诊时间、级别、区域、去向等

　患者预检分诊信息

EMG_PATIENTS_VISIT 患者入、出抢救单元时间及去向
VITAL_SIGNS 患者生命体征信息
CHARTEVENTS 患者血气分析及心肌损伤标志物化验信息
MEDICAL_ORDER 医嘱及其执行时间相关信息

MEDICAL_RECORD 急诊病历、抢救记录、病程记录、
　离科小结等医疗记录

NURSING_RECORD 护理记录
LAB_TEST_MASTER 实验室检验项目及标本采集时间等信息
LAB_RESULT 实验室检验结果
MEDICAL_EXAMINATION 影像学、胃镜、肠镜等辅助检查结果
EMG_INOUT_RECORD 患者出入量记录

图 2  解放军总医院急救数据库中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
530 585 例次急诊就诊患者的年龄分布

3 讨 论 

  解放军总医院急救数据库具有数据体量大、种类多、规

范化程度高等特点。基于该急救数据库，能为临床人员和

工程人员针对开展急救辅助决策支持、风险预测预警、急

救流程优化、分级诊疗决策等相关临床科学研究提供数据

资源。国内外关于数据库建立与管理的先进模式为急救数

据库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经验。2016 年，美国科研团队在其

原有 MIMIC-Ⅱ数据库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升级，成功建立了

MIMIC-Ⅲ数据库，包含 52 423 例次就诊于波士顿贝斯医疗

中心各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的危重症患者信息，也是目

前世界上少数可免费使用的高质量数据库之一［9］。高质量
图 4  解放军总医院急救数据库中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

急诊各专科患者就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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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的建立为基于数据技术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

数据库中的数据种类、数据特点决定了基于该数据库所能

开展的科学研究类型。MIMIC-Ⅲ数据库所包含的数据来源

于在各重症 ICU 接受治疗的患者，为进行重症医学领域的

科学研究提供了条件［9］。当前解放军总医院急救数据库包

含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到达急救医疗机构后接受紧急救治的

患者数据，可为研究该救治阶段的时效救治、紧急救治、流

程优化等相关问题提供多病种数据。

  在国家政策领导下，我国在数据领域呈现蓬勃向上的发

展趋势，众多医疗机构为适应其科研需要已完成或初步完成

了数据库建设，成果颇丰。例如，刘师伟等［10］研发的 Idata

数据库，可用于糖尿病领域的相关研究；成亮等［11］基于湖

南省骨盆创伤患者信息建立了骨盆创伤患者数据库；顾大

川等［12］成功建立了中国成人心血管外科注册登记数据库；

人类特殊表达基因数据库的建立也为肿瘤领域相关研究提

供了数据基础［13］。

  我国在数据领域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14］，尚存在诸

多瓶颈亟待解决。一是，在我国当前医疗体制下，各个医疗

机构之间还未建立广泛的数据互联互通共享机制，“信息孤

岛”现象仍然严重。以急诊医学为例，由于大多数院前救治

机构与院内急救科室存在数据互联共享壁障，在患者到达医

疗机构前，医护人员对患者情况通常“知之甚少”；另外，由

于医疗机构间数据传输的限制，使得当前医疗机构所建立的

数据库多为单中心数据库，在广泛人群中的代表性可能受到

局限。二是，受制于标准数据单元和数据规范缺失［15］。例如，

医生对患者的诊断并不规范，相同疾病的诊断名称可能五花

八门，为数据检索、提取和交换共享带来困难。三是，不同医

疗机构之间数据结构不同，也为建立多中心数据库带来较大 

障碍。四是，随着产生数据的渠道不断增多，数据的真实性难 

以判断，数据质量难以保证，进而可能影响数据库质量［16］。

4 展 望 

  急救数据库的建立为研究与急诊医学相关的时效救治、

紧急救治等科研问题提供了数据基础，库内数据准确性和规

范化程度均较高，能满足临床科研需要。但目前，库内数据

所包含的救治阶段信息仍较局限，未与院前救治及住院后患

者数据对接形成更高价值的数据链，在该领域，陈意飞和张

劲松［17］建立院前院内急诊信息共享系统，实现急救领域院

前院内信息对接与信息采集，诸多类似研究为急救全流程数

据库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希望着重开

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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