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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使用Ｗｅｂ％ｒｖｉｅｅｓ技术实现Ｉ，ＩＳ，ＰＡＣＳ等业务子系统与ＨＩｓ系统信息集成，消除信息孤岛。
医学保障部计算

应用与管理科，北京１００８５３

对ＨＩＳａｄ常用的、需对外公开的功能和服务最小子集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并按照“按需定制”的
方式对接门进行扩展，以适应新接入的系统。该接口既保证ＨＩｓ系统的独立性，又实现了ＨＩｓ系
统的开放性，使军卫一号ＨＩＳ系统成为一个可与第二方系统巨联瓦通，而且又是安全、可控的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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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背景
在大型医院运行的众多信息系统中，除ＨＩＳ外，还有

化时，相关联的触发器，有町能失效或出现意外的触发，
同时也不能处理相对复杂的逻辑过程。

许多与辅助业务相关的信息系统，如ＬＩＳ系统、ＰＡＣＳ系

在消息传递方式中，如使用自定义的消息格式，那么

统及各个医学专科系统等。各专科系统需要从ＨＩＳ中获取

进行互联的系统间，需要对消息格式进行协商和调整。当

病人的基本信息，同时各专科系统又需要把结果信息回传

使用国际标准ＨＬ７协议…，开发的接口引擎，需要实现完

至ＨＩＳ中。如何实现各个系统之间的信息交互、信息共享，

善的应用层通讯机制，以保证消息准确达到目的方，另外，

需要找到一个较为合适的方式、方法来解决此类应用。

还要确保互联各方系统对ＨＬ７格式理解高度一致，使ＨＬ７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接口是实现系统间信息集成的主要技术

手段之一，各个系统以松耦合方式连接，实现信息传递，

消息中所承载的净荷，能够被获取和正确解析。
在实际开发中使用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方式来完成信息交互。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方式是一种被动的数据交互方式，数据交互的

此方法简单、可靠、实用，且开发的接口可复用。

时机取决于调用方。除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方式外，还有中间表

２关键名词与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概述

方式和ＨＬ７消息传递方式。

２．１关键名词

在中间表方式中，各系统要连接到中间表所在的数据
库，系统间是一种紧密连接关系。中间表方式的另外一个
关键技术就是数据库触发器，其触发机制与数据的变化紧
密相关，而应用程序对后台数据的处理过程及方式发生变
作者邮箱：ｙｕｈａ００５＠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ｏｒｇ．ｃｎ

根据我们使用和研发经验，结合相关文献１２－３１，对信息
集成、系统集成做如下定义：
信息集成：亦即数据集成，通过解决数据分布性和异
构性问题，使各系统中的信息一致，实现全系统信息共享，
进而可保障相关应用软件间的交互和有序工作。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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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集成：是指将不同的业务系统，根据应用需要，

整合。在对接口参数及形式进行约定和定义后，ＨＩＳ系统

有机地组合成一体化、可互操作、功能更加强大的新系统

内部及第三方系统内部如何变化，均不会对接口造成影响。

的过程和方法。系统集成包括设备系统集成和应用系统集

接口体系结构如图ｌ所示。

成。本文中所说的系统集成主要还是应用软件系统集成。
信息集成是系统集成的基础，系统集成中往往包含信
息集成的内容。

接口层是ＨＩＳ子系统之一，同时也是ＨＩＳ的功能延伸，
形成了与外界系统信息交互的通道，使ＨＩＳ成为一个开放
的系统。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是Ｗｅｂ应用程序的一个分支，他们是自

包含、自描述、模块化的应用，可以发布、定位、供外部
系统以Ｗｅｂ方式调用卜５１，已成为一种重要的信息或系统
集成方法。

４接订功能集
按照最终数据流向，接口中信息交互功能最小集主要
分为两类：
（１）数据提供类。即对外部系统提供信息，信息的流

２．２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主要使用的两种技术

（１）ＸＭＬ，ＸＭＬ是在Ｗｅｂ上传送结构化数据的方式，
ＸＭＬ是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平台中表示数据的基本格式，使Ｗｅｂ

向是从ＨＩＳ到外部系统。
（２）数据回写类。给外部系统写入数据用，信息流向
是从外部系统到ＨＩ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能十分方便的处理数据。除了易于建立和易于分析

这两大类接口功能集构成了ＨＩＳ系统的ＡＰＩ（应用程

外，ＸＭＬ主要的优点在于它既与平台无关，又与厂商无关。

序编程接口），以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方式供外部系统调用，实现

（２）ＳＯＡＰ（Ｓｉｍｐｌ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ｒｏｔｏｃ０１），即简单对

象访问协议。它是用于交换ＸＭＬ编码信息的轻量级协议，
用于在分散的分布式环境下交换信息的轻量级协议。

了系统间信息交互和集成。
４．１数据提供类功能
通过对外部系统对信息交互的汇总和分析，结合我们

另外，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还有两种辅助、但不可缺少的技术：

多年的开发、使用经验，交互内容涉及病人就医过程的各

（１）ＷＳＤＬ。Ｗｅ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描述语言。就是用机器能阅

个关键环节的信息。我们对ＨＩＳ系统对外服务功能进行抽

读的方式提供一个正式描述，基于ＸＭＬ的文档，用于描述

象和汇聚，开发了８项服务功能：①病人自然信息获取；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及其函数、参数和返回值。因为是基于ＸＭＬ的，

②病人住院信息获取；③病人医嘱信息获取；④病人体

所以ＷＳＤＬ既是机器可阅读的，又是人可阅读的。规定了

征信息获取；⑤病历文件获取；⑥检验信息获取；⑦检

对服务的描述方式，通过对服务的完整描述，服务请求者

查信息；⑧手术相关信息获取。

可以知道服务的访问方式和具体位置，服务开发者也可以
以此接口为标准，开发相兼容的服务。

在病历文件获取中，为了保持病历文件的原始样式，
ＨＩＳ中对医生书写的病历文件是以图片保存的，为了使系

（２）ＵＤＤＩ，是统一描述、发现和集成（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统能够这类文件数据进行传输，服务首先需要将这类文件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的缩写。它是一个基

数据转换为ＢＡＳＥ６４格式，然后进行传输，第置方系统接

于ＸＭＬ的跨平台的描述规范，可以使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在

收到这些ＢＡＳＥ６４数据后，需要把这些数据还原为文件的

互联网上发布自己所提供的服务。

形式，然后进行后续的内容展现。
以上这些服务基本满足第三方系统接入ＨＩＳ时，信息

３接ｎ体系结构

集成在业务数据方面的需要。
除了业务数据外，ＨＩＳ系统还需要提供字典数据同步
的服务，同步的主要数据最关键的是经常维护的字典数据，
如价表、检查检验申请项目等。其他的字典数据维护，则
需要各个系统各自进行维护。
４．２数据回写功能
开发供外部系统调用的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接口服务，主要
图１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ｄ窿口体系结构

是用于将外部系统产生的一些业务结果数据，及发生的费

开发的ＨＩＳ的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服务最后部署在ＩＩＳ ６．０安

用信息反馈给ＨＩＳ系统（主系统）中。这是一种被动的数

装包中，安装在一个独立的ＰＣ服务器上，形成了对ＨＩＳ

据写入方式，其主动性完全在接口服务的调用方。虽然通

的一个封装，以供第三方系统调用，实现ＨＩＳ系统与外部

过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接１３通常只是从接口提供处获取信息，但

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整个接１３系统的结构简单、清晰，

这种方式工作，也可实现外部系统传人数据的写入功能。

也就是在ＨＩＳ系统的边界，增加了一个系统接口层（也可

外部系统要成功地实现信息的反馈，需要按照接１２１的

叫接口服务层），与第三方系统进行信息交换，实现信息

参数结构，对数据进行组织，即遵从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调用规范。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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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调用结果进行判断，以实现反馈信息的正常写入。
已经开发的功能包括：费用信息回写、检验结果回写
功能（以供第ｉ方ＬＩＳ系统结果回写操作）。

５接ｎ特点
总结以上内容，我们开发的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接口有以下４
个特点：

以上所有接口服务功能是根据现有的应用需求确定的，

（１）被动的信息集成方式。数据的获取时机取决于数

对于后续的扩展性需求，我们还将采用需求定制、逐步扩

据获取方，故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接口技术主要适用于主动获取

增的方式进行。

信息的方式，即主动性在调用方。

４．３接口安全策略
接口的应用环境主要限于局域网环境，而非互联网下。
但既是在局域网环境中。也会面临病毒、恶意代码之类的
威胁，所以。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的安全性也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
问题。
业界对于Ｗｅｂ应用程序的安全性，有３个层面的解决
策略｜６ｌ：①传输级安全解决方案，即点到点的解决方案；
②应用程序级安全解决方案，可以采用自定义的方案；③
消息级解决方案，是端到端的解决方案。
我们主要使用应用程序级，采用自定义方案来解决其
安全性，其策略主要４种方案：

（２）实现了双向的数据流动。通过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方式，
不仅实现了从ＨＩＳ中获取数据，还实现了外部系统向ＨＩＳ
写入数据的功能。
（３）所有的接口形成了ＨＩＳ的接口层，是ＨＩＳ功能的
扩展，同时也是ＨＩＳ与外界系统进行信息交互的通道，甚
至可以把该层的接口功能当作ＨＩＳ系统的ＡＰＩ，以供第三
方系统开发调用。
（４）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有不同层次的安全策略，由不同的环
境和应用场景来决定。

６总结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接口的实施和应用。已经实现了与第三方

（１）ＩＰ地址限制。ＩＰ地址限制是主要安全保证策略，

系统的信息集成（如血液病科信息系统、输血科信息系统

也就是说，只有处于白名单上的ＩＰ地址信息的机器，才可

等），接口运行稳定，信息交互流畅。医院新引入的业务系

以对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进行访问，其他的ＩＰ地址的计算机则没

统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使用已经开发的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接口

有访问权限。该策略通过在ＩＩＳ中进行相关的配置即可。

实现与ＨＩＳ连接。

（２）用户身份验证。对每次调用服务时，调用方需要

在信息集成的应用场景中，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接口方式是一

提供身份信息（如用户名＋口令的形式），只有通过身份校

种较好的选择。而进行系统集成时，相伴而来的首先是信

验的用户，才可以访问相关的信息服务。

息集成，是系统集成的基础，所以无论是信息集成，还是

（３）ＳＯＡＰ扩展。即在ＳＯＡＰ头加入身份认证信息（称

系统集成，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接口是一种较好的集成方法。

为Ｐａｓｓｐｏｒｔ）。Ｐａｓｓｐｏｒｔ在ＳＯＡＰ头是个报文数据，包含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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