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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互认共享的医学影像结果报告结构化模板的构建
王世民1 ,熊摇 冰1 ,张治国1,2 ,沈丽宁1,2
[摘要] 在分析梳理面向共享的医学影像结果报告业务流程的基础上,借鉴 HL7 CDA R2 架构,基于我国卫生信息共享文档编
制规范,构建了医学影像结果报告的结构化模板,并与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进行了映射。 其中文档头包括主题数据和管理数
据,文档体分为临床信息、成像设备信息及过程描述、检查结果信息 3 个章节及若干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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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 structured module for medical imaging report was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compiling standards for

health information sharing files in our country by drawing lesions from the HL7 CDA R2 architectu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haring-oriented medical imaging report. The structured module was mapped to health information meta-data with

subject data and management data included in the file head, with clinical information chapter, imaging equipment
information and process description chapter, examination finding information chapter and a number of entries in鄄
cluded in the file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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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其紧密联系的
影像技术也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

[1]

。 在卫生领域,

通过信息技术实现医学影像信息跨机构、跨平台、跨
地域的传输具有深远的意义。
自 2006 年开始,我国相继出台了《 关于医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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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开展同级医疗机构医学检验影像检查结果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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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工作的通知》 ,十分重视医学检验、影像检查结果
《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 等提出,要

引导发展专业的医疗影像中心健全检查结果互认共
享机制 [2-3] 。

作为国家电子政务重点工程的全民健康保障信

息化工程,要解决“ 系统烟囱冶 和“ 数据孤岛冶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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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遵循统一的标准规范体系 [4] 。 众所周知,遵循

信息领域内的标准制定以及医疗信息系统的研发与

COM) 标准,不同来源的医学影像已经可以整合在

化表述方式,而 HL7 CDA R2 临床文档架构是在临

Digital Imaging and Communications in Medicine ( DI鄄

管理 [11] ;CDA 是对处于较高的抽象层次 RIM 的具

一个工作站上显示,同时满足高速传输图像、表格、

床文档应用中最为广泛使用的标准,专门规定临床

声音的需求 [5] 。 但传统意义上的影像结果报告由

文档内容的标准化 [12] 。

自身蕴涵的信息往往被限制在医疗机构内部。 一方

究,其主要思路就是遵循 HL7 中的临床文档结构标

于缺乏一致的结构化设计和规范的传输要素 [6] ,其

面,医疗机构产生的影像结果报告的结构各有不同,
所捕获的信息内容也存在较大差别;另一方面,不同
医疗机构信息存储技术、传输系统、数据接口的差
异,也会阻碍影像检查结果信息的跨机构传输。

国内近几年已经有关于临床文档互认共享的研

准,构建结构化文档模板,实现不同机构间的文档
交换 [13] 。

1. 2摇 卫生信息共享文档规范

事实上,CDA 本身是产生具体临床文档的通用

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套面向互认共享的针对医学

基础性结构,它需要针对具体的文档交换互操作应

影像信息表达的标准,医疗机构信息系统的标准化

用目标进一步规范。 通过定义相应的 CDA R2 文档

推进工作仍处于攻坚阶段。 2016 年,原国家卫生计

规范,CDA 标 准 可 以 被 用 来 支 持 任 何 临 床 文 档

生委印发的《 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基本标准( 试行) 》

应用。

久的将来独立于大型三甲医院之外的影像诊断中心

对 CDA R2 文档架构进行了适当的本土化约束与创

和《 医学影像诊断中心管理规范( 试行) 》 ,预示着不
将成规模地发展起来

[7]

,医学影像结果报告将不可

避免地在各种医疗机构间进行传输,面向互认共享
的结构化模板构建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融入结构化的理念和互认共享的要素,并

我国遵循 HL7 RIM 模型,结合医疗卫生实际,

新,构建了与中国卫生服务业务相适应的架构,编制
了《 WS / T 482-2016 卫生信息共享文档编制规范》 ,
发布并实施了 20 个健康档案共享文档规范和 53 个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具有业务逻辑特征和明确

与医学影像互认机制和共享模式相结合,可以让影

语义的卫生信息共享文档规范的制定及实施是卫生

像结果报告的信息在不同等级、不同地域、不同类型

信息化建设的关键,为医疗卫生机构互联互通、信息

的具有互认共享资质的医疗机构间高效传输。 本文

共享提供了重要支撑。 这一切要归功于 2011 年颁

针对我国医学影像结果报告互认共享的需求,梳理
业务流程,构建医学影像结果报告的结构化模板,使
之可操作、可落地,为影像结果报告跨机构的共享提
供技术支撑。

布的《 WS 363-2011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因为它
为卫生领域概念的规范化表达打下了坚实基础 [14] 。

卫生信息共享文档规范对文档架构进行了清楚

的界定,由文档头和文档体组成。

1摇 HL7 CDA R2 架构与共享文档编制规范

文档头包含了文档的标识信息、分类信息和语

1. 1摇 HL7 CDA R2 架构

境信息,如文档内容的记录对象、参与机构、相关的

目前国际上已有很多研究机构探索建立了医疗

就医场景等;文档体则用于记录医疗业务的主要信

健康数据传输标准以及医疗健康文档共享模型,以

息内容,可以分为 3 个层级:一级是仅关于文档体本

促进医疗健康信息共享,其中包括医学影像检查结

身的非结构化描述;二级是章节,作为人可读的结构

果报 告。 比 较 典 型 的 有 openEHR、 HL7 V3 RIM

化文档被包含在文档体中,可以嵌套,即章节内可包

Document Architecture) 模型等

级是条目,是包含在章节中的可以由计算机识别的

(Reference Information Model) 模型、HL7 CDA(Clinical

含子章节,也可以包含描述性的内容和文档条目;三

其中,openEHR 致力于将健康数据从物理形式

结构化标记文档,每个章节可包含任意数量的条目,

转化为电子形式,并确保所有形式电子数据之间的

每个条目可包含一个医疗卫生业务陈述,用于实现

;HL7 V3 RIM 是用于描述静态的

机器 可 读 数 据 的 细 颗 粒 化。 文 档 体 架 构 如 图 1

通用互操作性

[10]

[8-9]

。

健康和医疗保健信息的参考信息模型,适用于卫生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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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进行了确认。
图 2 展示了具体的影像结果报告共享文档的生

成流程。

患者向医生提供自己的个人信息与临床病史等
信息,科室医生初步诊断后,确认需要进行影像学检
查,开具电子申请单。 患者缴费后,到医院指定检查
室或者第三方影像诊断中心进行检查;阅片医师进
行阅片,根据检查结果进行初步诊断并创建初始影
像诊断报告( 该报告包含了检查过程和结果的相关
图 1摇 卫生信息共享文档的文档体架构

信息) ,然后将初始影像诊断报告上报授权的上级

医师。 授权的上级医师接收到检查室医师发送的初

2摇 医学影像结果报告共享业务流程梳理

始影像诊断报告后,核对申请单的申请内容。 若发

为了明确共享的具体内容,笔者首先对医学影

现报告存在问题,上级医师在有效诊疗期限内有权

像共享的模式进行了梳理。 根据医学影像共享内容

对存在明显错误的报告进行更正、修改并重新确诊。

和覆盖范围的不同,我国医学影像共享主要存在 4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情况下影像报告必须由两

种模式,分别是医院内不同院区之间的医学影像共

人以上签发,并且审核人员须具备主治医师以上资

享、基于医联体的区域影像共享、基于远程影像技术

格,即影像报告的三级审核。 也就是说,经过前两位

的跨区域信息共享和基于独立影像诊断中心的辐射

医生创建、审核后,还要再上报给一位审核医生。 审

式共享 [15] 。 几种共享模式共同存在,在面向互认共

核医生通常由主任医师及科室主任担任,其有权在

享的环境下,医学影像结果报告的结构化文档主要

有效诊疗期限内对存在明显错误的报告进行更正、

应用于后 3 种模式。

修改并重新确诊,形成报告主要包含患者的一些基

程进行了梳理,对结果报告结构化模板应包含的内

结果。

然后笔者对影像结果报告生成和共享的业务流

本信息 和 检 查 结 果 信 息 的 最 终 的 即 传 统 的 影 像

图 2摇 医学影像结果报告共享文档的生成流程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2019 年 4 月 第 28 卷第 4 期摇 摇 Chin J Med Libr Inf Sci,Vol. 28 No. 4摇 April,2019

· 19·

摇 摇 在影像科或第三方影像诊断中心出具影像诊断

档头、文档体两部分,其中文档体由文档章节和文档

需的其他特征信息( 如临床信息、成像设备信息及

随后通过 XMLSpy 工具对模板进行规范化,组

报告后,共享报告创建者将在其上附加互认共享所

条目组成。

过程描述) ,以及文档创建者信息等,然后调整报告

装、创建并优化与影像结果报告实际业务场景相一

疗机构间传递的影像结果报告共享文档。

2011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 WS 445. 4 -2014 电子

的结构及格式,经文档审核者审核后,形成能够在医
相比面向互认共享的医学影像结果报告生成流
程及包含信息的描述,影像结果报告共享的业务过
程实际上更为复杂,在不同的业务模式下可能会存
在细微的差别。

致的影像结果报告共享文档,并建立其与《 WS 363 -

病历基本数据集第 4 部分:检查检验记录》 等数据
集中数据元之间的映射关系。
3. 1摇 文档头

文档头主要包括主题数据和管理数据,主题数

3摇 医学影像结果报告模板设计

据主要指文档记录的特定内容和对象,管理数据主

在详细梳理面向共享的医学影像结果报告业务

要指文档创建者、创建时间及保管机构等。 本文将

流程后,借鉴 HL7 CDA R2 标准,基于我国 《 WS / T

文档头具体分为文档活动类信息、患者信息、文档创

影像结果报告共享文档模板。 其总体的结构分为文

图 3。

482-2016 卫生信息共享文档编制规范》 ,构建医学

建者信息和文档审核者信息 4 部分。 其完整结构见

图 3摇 医学影像结果报告共享文档的文档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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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文档活动类信息主要说明文档模板的标识和记

份证号以及其就诊机构、科室、主治医师等;文档创

录文档的类型,文档模板标识指文档模板的卫生信

建者信息主要包括共享文档的创建时间、创建者及

息对象标识符,即与对象相关联的用来无歧义地标

其所属机构等,还有一个重要的子元素是创建日期,

识对象的全局唯一值,用以保证对象在通信或信息

代表此共享文档被创建的时间,但未找到对应的数

;患者信息主要指患者

据元标识符;文档审核者信息指具有审核资质的文

处理中正确地定位和管理

[16]

自身及就诊产生的一些基本信息,如姓名、性别、身

表 1摇 医学影像结果报告共享文档的文档头信息及数据元对应关系

摇 节点名称
患者信息

档审核者的信息。 各部分数据元对应关系见表 1。

子节点
姓名

类型

相关说明

字符型

个体在公安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

对应数据元名称

数据元标识符( DE)

姓名

DE02. 01. 039. 00
DE02. 01. 040. 00

姓氏和名称
性别

字符型

个体生理性别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性别代码

年龄

数值型

个体从出生当日公元纪年日起到计算当日

年龄

DE02. 01. 026. 00
DE02. 01. 030. 00

止生存的时间长度,计量单位为“ 岁冶
身份证号

字符型

个体的身份证件上的唯一法定标识符

身份证件号码

患者类型

字符型

患者就诊类型的分类代码

患者类型代码

门诊号

字符型

按照某一特定编码规则赋予门诊就诊对象

门诊号

DE01. 00. 010. 00

住院号

DE01. 00. 014. 00

电话号码

DE02. 01. 010. 00
DE08. 10. 026. 00

DE02. 01. 060. 00

的顺序号
住院号

字符型

按照某一特定编码规则赋予住院就诊对象
的顺序号

电话

字符型

患者本人或联系人的联系电话号码,包括国
际、国内区号和分机号

就诊科室

字符型

患者在医疗机构就诊的科室名称

科室名称

主治医师

字符型

个体在公安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

姓名

DE02. 01. 039. 00
DE08. 10. 054. 00

姓氏和名称

文档创建者信息

病区

字符型

患者当前所在病区的名称

病区名称

病房

字符型

患者住院期间所住病房对应的编号

病房号

病床

字符型

患者住院期间所住床位对应的编号

病床号

机构代码

字符型

经《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登记的,并按照特

医疗机构组织机构

定编码体系填写的代码

代码

DE01. 00. 019. 00
DE01. 00. 026. 00
DE08. 10. 052. 00
DE08. 10. 013. 00

机构名称

字符型

机构的组织机构名称

机构名称

姓名

字符型

个体在公安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

姓名

DE02. 01. 039. 00

姓氏和名称
创建机构名

字符型

机构的组织机构名称

机构名称

DE08. 10. 013. 00

字符型

经《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登记的,并按照特

医疗机构组织机构

DE08. 10. 052. 00

定编码体系填写的代码

代码

称
创建机构代
码
创建者签名

字符型

DE02. 01. 039. 00

文档创建者在公安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
注册的姓氏和名称

文档审核者信息

姓名

字符型

个体在公安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

姓名

DE02. 01. 039. 00

姓名

DE02. 01. 039. 00

姓氏和名称
审核者签名

字符型

报告审核者在公安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
注册的姓氏和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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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摇 文档体

及可能包 括 的 协 议、 造 影 剂、 放 射 剂 量、 所 用 药 物

程描述以及检查结果信息 3 个章节。 临床信息主要

查结果信息主要指检查结果、报告机构等信息。 每

文档体主要包括临床信息、成像设备信息和过

( 镇静、应激药剂) 等信息成像过程的技术细节,检

指见症和体征、过往病史、患者整体状况等临床细

个章节下还有若干子章节和条目,表示其所含的具

节,成像设备信息及过程描述记录成像设备的信息

体信息。 其整体结构见图 4。

图 4摇 医学影像结果报告共享文档的文档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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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1摇 临床信息

往史及诊疗情况等信息。
各数据元详细说明见表 2。

临床信息的主要内容涉及患者的症状、诊断、既

表 2摇 临床信息章节及数据元对应关系
节点名称
症状信息

子节点

类型

相关说明

对应数据元名称

数据元标识符( DE)

主诉

DE04. 01. 119. 00

症状开始日期时间

DE06. 00. 221. 00

症状停止日期时间

DE06. 00. 218. 00

对患者出现症状的详细描述

症状描述

DE04. 01. 117. 00

字符型

疾病临床诊断在特定分类体系中的代码

疾病诊断代码

字符型

个体罹患疾病的临床诊断在特定分类体系

疾病诊断名称

DE05. 01. 025. 00
DE05. 10. 109. 00

患者主诉

字符型

对患者本次疾病相关的主要症状及其持续

症状开始时间

日期

当次症状开始发生时的公元纪年日期和时

时间型

间的完整描述

日期

当次症状停止时的公元纪年日期和时间的

时间型

完整描述

症状描述

字符型

疾病诊断代码
疾病诊断名称

时间的描述,一般由患者本人或监护人描述

症状停止时间

诊断信息

DE05. 01. 024. 00

中的名称
诊断结果

字符型

对患者罹患疾病诊断结果的结论性描述

诊断结果

诊断时间

日期型

对患者所患疾病做出诊断时当日的公元纪

诊断日期

DE05. 01. 058. 00
DE02. 10. 026. 00

年日期的完整描述
既往史摇

诊疗情况

疾病史

字符型

对个体既往健康状况和疾病的详细描述

疾病史( 含外伤)

手术史

字符型

对个体既往接受手术 / 操作详细情况的描述

手术史

诊疗过程

字符型

对患者诊疗过程的详细描述

诊疗过程描述

门诊情况代码

字符型

个体门诊治疗情况所属特殊类别在特定分

门诊治疗情况代码

DE02. 10. 036. 00

住院情况代码

字符型

住院情况代码

DE02. 10. 091. 00

DE02. 10. 061. 00
DE06. 00. 296. 00

类中的代码
患者住院情况在特定分类中的代码

3. 2. 2摇 成像设备信息及过程描述

也应具体描述。

除了检查项目、检查方法等基本信息有数据元

笔者在设备名称的基础上增加了型号、设备描

对应之外,成像设备信息及过程描述还应记录检查

述、分类号、序列号、生产日期、有效期、软件信息、参

部位、检查条件、检查指标和检查过程中用到的技术

数、特殊处理、厂商等信息。 各数据元详细说明见表 3

和药物,包括辐射剂量和放射药物的详细情况。 鉴
于不同医疗结构的检查设备很可能不同,设备信息

(笔者补充的设备信息没有对应的数据元,故不在
表中列出) 。

表 3摇 成像设备信息及过程描述章节及数据元对应关系
相关说明

对应数据元名称

数据元标识符( DE)

节点名称

子节点

类型

过程信息

申请编号

字符型

按照某一特定编码规则赋予电子申请单的顺序号

电子申请单编号

检查类别

字符型

患者检查项目所属的类别详细描述

检查类别

检查项目

字符型

患者检查项目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如 LOINC 的代

检查项目代码

DE04. 30. 019. 00

检查方法

字符型

患者接受医学检查项目所采用的检查方法名称

检查方法名称

DE02. 10. 027. 00

检查日期

日期型

检查项目执行当日的公元纪年日期的完整描述

检查日期

检查技师

字符型

检查技师签署的在公安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姓

检查技师签名

DE02. 01. 039. 00

检查医师

字符型

检查医师签名

DE02. 01. 039. 00

设备名称

字符型

设备名称

DE08. 50. 006. 00

DE01. 00. 008. 00
DE04. 30. 018. 00

码值
DE06. 00. 048. 00

氏和名称
检查医师签署的在公安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姓
氏和名称
设备信息

机构内设备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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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3摇 检查结果信息

日期、科室、机构等信息也包含在这一部分,另外还

内容之一,除了检查的主客观结果的说明外,报告的

说明见表 4。

检查结果信息是医学影像结果报告中最重要的

必须有三级审核中各位医师的签名。 其数据元详细

表 4摇 检查结果信息章节及数据元对应关系
节点名称
结果描述

报告信息

子节点

类型

相关说明

对应数据元名称

数据元标识符( DE)

DE04. 50. 131. 00

客观结果

字符型

检查项目结果报告的客观说明

检查报告结果-客观所见

主观结果

字符型

检查项目结果报告的主观说明

检查报告结果-主观提示

备注

字符型

关于检查报告的其他描述

检查报告备注

报告日期

日期型

检查报告当日的公元纪年日期的完整描述

检查报告日期

报告单编号

字符型

按照某一特定编码规则赋予检查报告单的

检查报告单编号

DE01. 00. 018. 00
DE08. 10. 026. 00

DE04. 50. 132. 00
DE06. 00. 179. 00
DE04. 50. 133. 00

顺序号
报告科室

字符型

检查报告的科室的名称

检查报告科室

报告机构

字符型

检查报告的机构的名称

检查报告机构名称

报告机构等级

字符型

机构的资质等级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机构资质等级代码

报告机构编码

字符型

机构对应的针对组织机构的特殊编码体系

组织机构代码

DE08. 10. 052. 00
DE08. 10. 037. 00

DE08. 10. 013. 00
DE09. 00. 019. 00

中的代码

三级审核

传输许可

字符型

机构被许可生产或经营的项目

许可项目名称

机构地址

字符型

个体或机构的详细地址

地址

阅片医师

字符型

做出报告的医师签署的在公安户籍管理部

报告医师签名

DE02. 01. 039. 00

审核医师签名

DE02. 01. 039. 00

审核医师签名

DE02. 01. 039. 00

DE02. 01. 009. 01-06

门正式登记注册的姓氏和名称
上级医师

字符型

审核医师签署的在公安户籍管理部门正式
登记注册的姓氏和名称

审核医师

字符型

审核医师签署的在公安户籍管理部门正式
登记注册的姓氏和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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