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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研究与临床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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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数据库的搭建及数据提取、研究的基本方法
黄韬1，王新宇1，冯敖梓1，李莉1，吕军1
【摘要】重症医学是研究危及生命的病理生理状态的发生、发展规律及其诊治方法的一级临床学
科，近年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研究者通过对重症病房提供的大量医疗诊断、监护数据信息的深度挖掘
和分析，有助于了解重症患者的个人状态、用药与疾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为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提供
科学参考。儿科重症监护数据库（Paediatric Intensive Care database，简称PIC数据库），是由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开发的一个完全公开的单中心、中英双语数据库，是一个专门针对儿科重症患者的数
据存储库，包含0~18岁的非成年患者在多个ICU的诊断、检测以及监护数据。本文旨在介绍PIC数据库的
主要架构、数据库的申请、搭建以及提取数据开展研究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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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itical Care Medicine is a first-level clinical discipline that studies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fe-threatening patho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and thei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ethods. In recent
years, it has developed rapidly. Researchers through the in-depth mining and analysis of a large number of medical
diagnosis and monitoring data provided by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help to understand the personal status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edication and disease, and provide scientific referenc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 . Paediatric Intensive Care database, referred to as PIC database, is a fully open single-center,
bilingual Chinese-English database developed by 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It is a data repository specifically for children with severe illness. Contains the diagnosis, testing and monitoring data
of children aged 0-18 years in multiple ICUs. This paper aims to introduce the main structure of the PIC database,
the applic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database, and the basic methods of extracting data for research.
[Key words] Pediatrics; Critical Care Medicine; PIC; Database; Data Extraction

儿科重症医学（PCCM）是专门研究从胎儿
到青春期各年龄阶段危重病症的基础、预防和临
床的理论与实践方法，以进行及时有效救治的儿
科医学一级学科 [1]。重症监护病房（ICU）为需
要侵入性治疗的重症患者提供护理与监控，这个
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数据。有效利用这些数据，分
析患者状态、用药等与疾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
为医生的临床诊断与治疗提供科学依据。现有的
重症监护数据库如MIMIC[2]、eICU[3]等，收集了共
计40多万例重症患者的临床诊疗数据，并且众多
研究者在这些数据库基础上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
果，如结合机器学习模型预测脓毒症 [4]，循环衰
竭的早期预测 [5]等。但这些数据主要针对成人重
症患者，并没有全面的儿童与青少年患者数据。
儿童的发育状态与成人不同，对诊疗方法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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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康复轨迹也不同 [6]。对于不同疾病，儿童发病
率、死亡率等数据指标与成人也有明显区别[7,8]。
因此，在成人临床数据上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儿科
之前，都应在儿科数据上进行重新验证。PIC数
据库为儿童疾病的临床研究以及与成人重症数据
的比较上提供了研究的基础。
儿科重症监护（PIC）[9]数据库是一个大型的
单中心儿科专用数据库，收录了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儿童医院在2010至2018年期间入住院内多个
不同ICU的所有患者临床数据，共计12 881例不
同儿科患者的13 499例入院信息。数据内容包括
了患者的人口统计学、药物使用、体液平衡、全
面的实验室检测结果及整个住院期间的微生物学
信息等，同时还包括了手术过程中从麻醉信息管
理系统收集的生命体征信息。PIC数据的性别、
年龄分布如图1和图2所示，可以看出男性患者多
于女性，且多为刚出生婴儿。PIC数据库建立在
广泛使用的MIMIC [2]数据库的成功基础上，经过
注册、申请、认证后可免费下载。认证过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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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PIC数据患者性别统计

图2 PIC数据患者年龄数据统计

完成相关的培训课程，并签署数据使用协议。
1 数据库基本信息及表的关系说明
PIC数据共拥有16张表格，为便于加载到关
系型数据库中，所有表格均以逗号分隔值文件
（CSV）的形式存储。如表1所示，根据表格信
息内容主要可分为四类：患者住院信息、医院记
录系统中收集的数据、手术室信息及字典信息。
其中患者住院信息（ADMISSIONS，ICUSTAYS，
PATIENTS）主要用于定义和跟踪患者的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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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表中的SUBJECT_ID，HADM_ID以及
ICUSTAY_ID作为患者的唯一个人、唯一入院、
唯一ICU标识符联结着所有的表格，是用于索引
其他临床数据的主键。具体来说，PATIENTS表
中的SUBJECT_ID是用于指定单个患者的唯一标
识符，ADMISSIONS表中的HADM_ID是患者多
次入院的唯一住院接收号，而ICUSTAYS表中的
ICUSTAY_ID则是患者进入重症监护室的唯一标
识符。这里每个SUBJECT_ID可能具有一个或多
个相关的HADM_ID，且每个HADM_ID具有一个
或多个相关的ICUSTAY_ID。
PIC与MIMIC数据库一样包含包括患者的人
口统计学、药物使用、体液平衡以及微生物敏感
性测试等信息数据，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
PIC数据库收集了麻醉信息管理系统的患者生命
体征数据，每5 min记录一次，生成了新的CSV表
格SURGERY_VITAL_SIGNS.csv。二是由于PIC是
首个国内全面的儿科患者（0~18岁）重症监护数
据，院内许多临床文件和报告都是使用中文记录
的，由于无法直接保存叙事性长文本，因此在数
据收集的过程中使用了自然语言处理（NLP）的
技术从临床进展记录和出院摘要中提取了患者主
要症状，生成了EMR_SYMPTOMS表。作者测试
NLP模型的平均准确率为91.9%，共生成3410个
临床症状。同时为了使PIC数据库能在世界范围
内得到广泛使用，数据表内提供了中英双语字典
表，不仅使用原始的中文属性记录信息，同时提
供了英文的对应代码。数据中包含中文的表和列
的具体信息如表2所示。
PIC数据库搭建的主要流程如表3所示。用户
需要先申请并下载PIC数据，安装相关数据库软
件后导入数据，然后再从数据库中提取需要的数
据信息进行研究。
2 数据下载及数据库的搭建

表1 PIC数据表格信息说明
种类
患者住院信息

表名
ADMISSIONS
ICUSTAYS
PATIENTS
医院记录系统中收集的数据 CHARTEVENTS
DIAGNOSES_ICD
EMR_SYMPTOMS
INPUTEVENTS
LABEVENTS
MICROBIOLOGYEVENTS
OR_EXAM_REPORTS
OUTPUTEVENTS
PRESCRIPTIONS
手术室信息
SURGERY_VITAL_SIGNS
字典信息
D_ICD_DIAGNOSES
D_ITEMS
D_LABITEMS

描述
患者出入院信息
患者入住ICU信息
患者个人基本信息
患者图标观察结果
患者住院期间的诊断过程，使用ICD-10中文码和ICD-O-3中文码记录
患者症状信息
患者ICU输液量信息
患者化验检查结果
微生物学培养结果和抗生素敏感性
患者检查项目记录
患者出液量信息
患者用药记录
手术期间每5 min的生命体征
诊断ICD-10代码字典
除化验的ITEMID代码字典
化验ITEMID代码字典

行数
13,449
13,941
12,881
2,278,978
13,365
402,142
26,884
10,094,117
183,869
183,809
39,891
1,256,591
1,216,011
25,378
466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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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数据中带有中文的表和对应列

表名
ADMISSIONS
D_ICD_DIAGNOSES
D_ITEMS
D_LABITEMS
EMR_SYMPTOMS
PRESCRIPTIONS
MICROBIOLOGYEVENTS

列名
DIAGNOSIS
TITLE_CN
LABEL_CN
LABEL_CN
SYMPTOM_NAME_CN
DRUG_NAME
SPEC_TYPE_DESC\ORG_NAME\AB_NAME

表3 数据库搭建到使用基本流程
1.
2.
3.
4.
5.
6.
7.

PIC数据申请及下载
PostgreSQL数据库软件下载
安装PostgreSQL数据库软件
将PIC数据导入到数据库
在 PostgreSQL中给PIC数据建立索引
使用Navicat软件或Python代码连接数据库
提取PIC数据

如前所述，用户需要先下载数据并建立数据
库，才能进行数据提取，并开展研究工作。本章
节具体讨论数据的下载、库的搭建、数据导入以
及提取的具体方法。
2.1 PIC数据的申请及下载 要使用PIC数据，研
究人员首先需得到认证。获得认证主要有两种方
式：完成CITI（Collaborative Institutional Training
Initiative at the University of Miami）的“Data or
Specimens Only Research”课程，或从中国当地研
究所获得GCP（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培训
证书）认证。随后签署数据使用协议，审核通过
后便可下载PIC数据。数据下载页面如图3所示。
可直接下载ZIP压缩包，其中包含了全部的数据文
件，同时提供了MySQL和PostgreSQL两种数据库导
入代码。也可选择单个文件的预览或下载。如果
用户使用的Linux系统，则可直接通过下面的代码
在系统的命令行窗口下载数据（注意将username
改为用户在Physionet中注册的用户名）：

2.2 PostgreSQL数据库软件的下载与安装 下载
数据后，用户可直接使用CSV文件，结合Excel、
SPSS等数据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但文件在使
用过程中易损坏，且直接使用CSV文件既不利于
存放海量数据，也不利于对数据的查询和管理，
在程序中控制也不方便。为了更安全有效地存
储、检索和管理数据，这里使用数据库的方式进
行管理。PIC数据提供了MySQL及PostgreSQL两种
数据导入数据库的代码，用户任意选择其中一种
即可。参考文献[10]下载并安装PostgreSQL软件。
2.3 数据导入与索引建立 安装好数据库软件后，
需要将CSV文件数据导入到数据库中[10]。为更高
效的获取数据结构，导入数据后需为数据创建索

图3 数据下载页面

引，创建索引主要有以下好处：
①创建唯一性索引，保证数据库表中每一行
数据的唯一性。
②加快数据检索速度，这是创建索引最主要
的原因。
③减少磁盘IO访问，向字典一样可直接定位
数据。
④通过使用索引，在查询的过程中，使用优
化隐藏器，提高系统性能。
⑤加速表和表之间的连接，特别是在实现数
据的参考完整性方面具有意义。
2.4 数据库连接与数据提取 连接数据库主要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使用数据库管理工具如
DBeaver、Navicat Lite、Webcat等，主要优点是管
理数据库更轻松快捷。可以直观进行常规数据库
管理功能，如查询、编辑或设计表、数据写入、
SQL转储，和创建或编辑用户等，同时也可以进
行数据的导入/导出、报表创建等。Navicat软件
界面如图4所示，参考文献 [11]使用Navicat连接数
据库并进行数据查询。另一种方式是使用Java、
Python等代码直接连接数据库，并进行数据查
询、导出等过程，优点是获取数据更加便捷，得
到数据后不需转存而直接进行后续分析工作。但

图4 Navicat软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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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数据库管理工具直观性差，如图5所示。
数据提取需使用SQL语言代码，而与数据库
的连接方式无关。PIC数据网站提供了数据的样
例展示。如图6所示，研究者可根据性别、是否
死亡、入住ICU的时间长短、以及入院定位等条
件筛选数据并预览，预览结果如图7所示，展示
了患者进入ICU时间少于5 d的样例。更详细的数
据结果需研究者自己从搭建好的数据库中提取。
图7 患者入ICU时长小于5 d的数据样例

图8 PIC数据疾病患者数量统计

图5 使用Python连接数据库并结合SQL语句提取数据

图6 PIC网站数据统计条件选取页面

2.5 提取数据开展研究的基本方法 PIC数据库
中可用的数据包括实验室测量值、患者住院期
间的图表观察结果、从笔记中提取的结构化症
状以及患者在手术室中时记录的生命体征等信
息。其完整的数据内容为普通医生，特别是
重症医学科医生开展临床研究提供了极大便
利。开展研究首先需确定一类待研究的病症，
然后从DIAGNOSES_ICD表中提取出待研究病
症的患者的主键（SUBJECT_ID，HADM_ID，

ICUSTAY_ID），根据主键可从其他表中定位需
要的数据。如图8所示为患者被诊断出各种疾病
的人数统计表，其中早产儿、肺炎、室间隔缺损
的患者数量占据了前三位。这里以患者数量最多
的早产儿患者生存分析为例，简述提取数据开展
研究的基本方法。
确定了研究问题，还需确定感兴趣的医疗
指标。例如：先从DIAGNOSES_ICD表中提取出
ICD10_CODE_CN为P07.300（早产儿）对应患者的
主键（SUBJECT_ID，HADM_ID），然后考虑具体
指标的选取；D_LABITEMS是一个存储了所有实验
室指标的字典，选取其中感兴趣的指标，结合患
者的主键从LABEVENTS表中提取相应数据；再根
据主键从PATIENTS、ADMISSIONS表中提取患者
基本特征，如年龄、性别、入院时间、死亡或出
院时间等；根据患者入院时间及死亡或出院时间
即可计算出患者在医院就医的时间跨度。可选的
研究思路为：先确定待研究的问题，获取对应研
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包括人口学特征、实验室检
查结果、临床监测结果等，计算其他需要参数；
然后采用Kaplan-Meier曲线和Cox风险比例模型等
方法分析患者特征与生存概率的关系。
3 总结
重症医学的研究随着MIMIC、eICU等数据库
的开放下载近年来得到了迅速发展。研究者通过
深度挖掘、分析重症病房医疗大数据，了解重症
患者的个人状态、临床用药与疾病间的相互作用
关系，以更科学的方式诊断疾病并提出治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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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推进了重症医学的研究进程，提升了医疗
水平，促进了医疗行业的发展。儿科重症监护
（PIC）[9]数据库是依据MIMIC数据库的构建方法
搭建的儿科专用数据库，收录了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儿童医院在2010~2018年间的所有患者临床
数据，共计12 881例不同儿科患者的13 499例入
院信息。PIC数据库的提出一方面填补了儿科重
症患者数据的空白，为科研人员分析儿童病症及
与成人患者重症数据的比较上提供了宝贵资源；
另一方面，PIC数据库的数据来源是国内医院，
其整合了中文的实验记录、药物记录、病历、检
查等信息，为科研人员提供国内医疗数据信息的
同时解决了语言障碍。科研人员可根据不同症
状、年龄、性别、疾病等属性提取相应的信息进
行分析。本文通过介绍PIC数据的相关信息以及
数据库的搭建、数据的提取方式等，帮助医学研
究人员快速了解数据基本结构，明确数据库的搭
建流程，为科研过程节省一定的时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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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尿酸血症：ASCVD的独立危险因素？
自1848年Sir Alfred Garrod首次报道测定血尿酸的方法，
尿酸由饮食摄入（20%）和体内分解的嘌呤化合物在肝脏中

增加氧化应激和局部炎症来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导
致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产生（80%），约70%尿酸通过肾脏排泄，其余由消化道排

同年，中国学者对7项尿酸和ACS患者的预后的研究进

泄。尿酸经肾小球滤过、近端肾小管重吸收、分泌和分泌

行了荟萃分析，发现高尿酸血症增加86%MACE事件发生风

后再吸收，未吸收部分从尿液中排出。正常情况下，体内

险。2019年，伊朗学者发表了对2000年以来32项报告尿酸

尿酸产生和排泄保持平衡，凡导致尿酸生成过多和/或排泄

升高和心血管病死亡率关系的观察性队列研究进行荟萃分

减少的因素均可导致高尿酸血症。

析，发现高尿酸和低尿酸组相比，心血管病死亡风险平均

关于高尿酸血症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120多年以前，
Davies就在《JAMA》杂志上提出：在痛风患者中观察到的心

增加45%，并且尿酸水平和心血管病死亡风险之间存在剂量
反应关系。

血管病并发症可能归因于血尿酸的增加造成的血管、心脏

2019年仅有的一篇RCT的荟萃分析，比较服用降尿酸

和肾脏的变化。2014年中国学者对12项尿酸和心衰的发病危

药物非布司他和别嘌呤醇对心血管病死亡风险的影响，结

险和预后研究进行了荟萃分析，发现高尿酸血症无论作为

果显示两者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可惜的是，该项研究并

等级变量，还是连续变量，均与心衰的发病风险、心衰患

未设置安慰剂对照组，所以仍无法论证，降低尿酸是否可

者总死亡率以及冠脉事件风险有关。

以降低心血管病风险。因此，目前亟缺高质量的RCT研究来

为阐明高尿酸血症引起心血管事件的分子机制，2018

证明该结论。

年德国学者Giin Ndrepepa对既往人体和动物实验中尿酸导致

因核心证据缺失，目前尚不能证明降低尿酸可以降低

心血管损伤的可能机制做了较全面的综述，他认为高尿酸

心血管病发病死亡风险，无法确定尿酸是心血管病危险标

血症与很多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相关联，可通过增加血管

志物还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

的收缩，促进平滑肌细胞的增殖，损伤内皮细胞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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