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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与中医药“知识密集型”数据
崔蒙,李海燕,雷蕾,胡雪琴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100700
摘要：
“大数据”时代，中医药学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本文提出了中医药“全数据”
、
“知识密集型”
数据的概念和特征，并对这些概念及其作用进行了阐述。提出了中医药学在“大数据”时代发展的基本思
路，即针对中医药数据的特点，基于“大数据”理念，利用“大数据”相应技术和基于本体的中医药学语
言系统来处理中医的“全数据”
，从中发现和预测中医药在防治疾病过程中的隐性关联知识，将会突破当今
中医药面临的科研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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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g Data" Era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nowledge Intensive Data"
Cui Meng，Li haiyan，Lei Lei，Hu Xueqin

（Information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China Academy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In the big data er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ha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concepts and features of TCM "full data" and "knowledge intensive data" were proposed,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were described. The basic idea on the development of TCM in the era of big data was put
forward, that is, the TCM "full data" was proceeded by u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TCM language system of
ontology based on the "big data"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CM data in order to find and forecast implicit correlation
knowledge in the process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 It will break through the current dilemma in TCM
scientific researches.
Key words：the big data era; full data; knowledge intensive data; the ontology language system; correlation knowledge found
如果说世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组成的，那

“大数据”并非一个确切的概念。最初，这个

么中医学自古以来的研究重点则既不是物质也不

概念是指需要处理的信息量过大，已经超出了一般

是能量，而是信息；即它的重点不是研究人体物质

电脑在处理数据时所能使用的内存量。2008 年 9 月

和能量的变化，而是观察人体信息的变化。信息科

《自然》杂志“big data”专刊上的系列文章成为

学研究的对象也不是物质和能量，而是信息，它的

“大数据”一词逐步得到业界肯定和接受的开端；

发展将为中医药信息的处理提供方法和技术。因此，

2011 年，麦肯锡发布的报告《大数据：创新、竞争

中医药信息学这个中医学与信息学交叉产生的新

和生产力的下一个新领域》在网上引起巨大反响；

兴学科，对中医学的发展注定会起到极大地推动作

2012 年 3 月，奥巴马政府发布《大数据研究和发展

用。由于中医药信息具有四个明显的特征，即认识

倡议》，并将为此注资 2 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政

[1]

论信息、现象信息、整体信息和时间信息 ，而这

府对“大数据”的关注和重视，同时也昭示着“大

些特征又与“大数据”的三大特征，即整体数据、

数据”时代已经来临 。

[2]

模糊数据、相关关系数据，在某种程度上有很大的

由于“大数据”的出现，工程师们开始致力于

重合性，因而以“大数据”为特征的信息时代的到

改进处理数据的工具。这导致了新的处理技术的诞

来又将为中医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机遇。

生，例如谷歌的 MapReduce 和开源 Hadoop 平台（最
初源于雅虎）。这些技术使得人们可以处理的数据
量大大增加。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不再需要用传

基金项目：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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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特征与中医“全数据”
“大数据”是人们在大规模数据的基础上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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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在小规模数据的基础上是

来说是全面的，能够从中发现事物相关关系的细节，

无法完成的。目前，“大数据”更多用在与人们日

我们将其称为“全数据”。中医学在观察一个个体

常活动产生的数据上。
“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

时，或研究一个专题时，始终尽可能地采集所有能

即把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的数据上来预测事情发

够采集到的信息，我们将之称为“现象信息”，即

生的可能性。

包含了本质在内的现象信息，包括稳定的和不稳定

“大数据”的精髓在于我们分析信息时的三个

的联系。因此，当其被数字化后，形成的数据就是

转变，这些转变将改变我们理解和组建社会的方法。

一种“全数据”，这种“全数据”是符合大数据特

①第一个转变：传统研究往往通过取样来推断总体，

点的一种数据，可以用处理大数据的方法进行处理。

但由于只研究样本而不是针对总体，会使得研究仅

我们发现“大数据”的特点与中医学的认识惊

仅局限于验证事先进行的假设，而不能发现未曾假

人地相似。①中医学从其创建初期，所收集的就是

设过的关系。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可以分析更

“全数据”，即不是样本而是总体。这体现在它在

多的数据，有时候甚至可以处理和某个特别现象相

把握个体信息时，强调的是天地人三者合一，要把

关的所有数据，而不再依赖于随机采样，这样能更

握所有与个体相关的信息，这也就是我们强调的中

快、更容易地发现问题，更多的使我们能够关注到

医药信息的特点之一，信息的整体性。②中医学由

小数据研究所不能发现的细节。②第二个转变：在

于其收集信息手段落后，它从来就没有过多地要求

小数据时代，追求精确度是合理的。因为收集的数

过精确性，而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率则一直是其强调

据很少，所以需要越精确越好，如今这依然适用于

的重点，这也就是我们强调的中医药信息所具有的

一些事情。但在“大数据”时代，由于大数据可以

现象信息特点。③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基础是发现个

抵消小数据中的错误数据，对于某些事情，快速获

体表现出的各种信息间的相关关系，根据这种相关

得一个大概的轮廓和发展脉络，就要比严格的精确

关系就能够判断证候、治则和处方用药，而不是一

性要重要得多。这样，我们理解世界不再需要建立

定要去探索因果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在突发传染病

在假设的基础上，这个假设是指针对现象建立的有

面前，中医总是能够从容应对，这也是中医药信息

关其产生机制和内在机理的假设。只要掌握大体的

所具有的现象特点和整体特征的表现。

发展方向即可。当然，这不是完全放弃了精确度，

但在“大数据”时代到来以前，我们缺少处理

只是不再沉迷于此。适当忽略微观层面上的精确度

这种“全数据”的方法和工具。今天“大数据”时

会在宏观层面拥有更好的洞察力。③第三个转变：

代的到来，必将为我们提供大量的新兴的数据处理

不再热衷于寻找因果关系，转而将注意力放在相关

工具，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处理中医所面对的“全

关系的发现和使用上。相关关系也许不能准确地解

数据”。

释某件事情为何会发生，但是它会提示这件事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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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生。相关关系通过识别有用的关联物来帮助我

数据

“数据密集型”科研与中医药“知识密集型”

们分析一个现象，而不是通过揭示其内部的运作机

在生物医学领域，“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意味

制。建立在相关关系分析法基础上的预测是大数据

着巨大的机遇，科研模式悄然发生着转变 。科研

的核心。只要发现了两个现象之间存在的显著相关

活动所产生的海量数据结果，使数据资源的保有量

性，就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或社会效益，而弄清二

日益增长。另外，数据内容覆盖的学科范围不断扩

[3]

者为什么相关可以留待学者们慢慢研究 。
在“大数据”时代，与其他学科的数据相比，
中医数据在数量上虽然不具有海量的特点，目前还
15

18

21

[4]

大，参与数据贡献的单位日益增多，数据具有多样
性、数据量大和数据复杂性等多种特质，这使得开
发新的方法、构建和管理科学数据集和数据流成为

很难达到 PB(10 )、EB(10 )、ZB(10 )级，大多停

当前科研模式转变的驱动力。“大数据”会促进生

留在 GB、TB 级水平，但它却具有明显的“全数据”

物医学信息学与科研诊疗相连接，以人类基因组计

特点。所谓“全数据”，就是在观察某一对象时，

划为例，由于基因数据库包含有关疾病的病因、治

尽可能全的收集与该事物相关的信息，包括本质、

疗和结果等有可能改变医疗实践标准的巨量信息，

现象，稳定的、不稳定的。简而言之，事无巨细，

所以通过巨量数据分析，可在很短时间内得到结果，

所有的信息都收集，并将所有的信息都数字化。这

而不需要再进行耗时耗力的前瞻性研究 。

些数据可能达不到海量的概念，但对某一具体事物

[5]

中医药“知识密集型”数据是指在中医长期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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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实践活动和科学研究过程中所产生的原始性、基

用造成很大障碍。因而，对于中医药数据而言，如

础性数据。其最大的特点是与形成数据的基础信息

果能充分借鉴“大数据”时代的研究成果，基于“大

密切相关，即我们所说的中医药信息是一种认识论

数据”理念，利用“大数据”相应技术，处理非结

信息，不同于本体论信息，认识论信息是叠加了人

构化的数据，即中医的“全数据”，从中发现和预

类的认识后形成的信息，特别是中医药的信息，都

测中医药在防治疾病过程中的隐性关联知识，将会

是在叠加了中医经验性知识后形成的。因此，在此

突破当今中医药面临的科研困境，那么在“大数据”

基础上产生的数据是一种认识论数据，也就是我们

研究取得突破之时，便是中医药“知识密集型”数

所说的“知识密集型”数据。这种数据的数量很难

据得以破解之日。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挑战，适

达到本体论数据的量级，但其每个数据中知识的含

应“全数据”分析的需求，解决“知识密集型”数

量却要远远高于本体论数据。

据的问题，我们提出了用基于本体的中医药学语言

与其他学科形成的“数据密集型”科研模式不

系统处理“全数据”的方法，一种基于逻辑描述的

同，中医药“知识密集型”数据的特点是知识密集

本体方法，为发现中医药知识的相关关系建立了方

度高，特别是传统中医产生的文献数据是历代医家

法学。我们建立的中医药学语言系统，是基于中医

在临床诊治中的心得体会，是科研学者对实验结果

学本体，参考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研制的一体化医

探索总结的一种智慧体现，大量的隐性知识蕴含其

学语言系统，建立了中医药学的语义类型和语义关

中，具有很强的知识发现潜力，但中医药“知识密

系，形成了相应的语义网络。到目前为止，共建立

集型”数据的描述和表达是粗糙的，数据语义与内

了 126 种语义类型和 58 种语义关系，收录了 12 万

在逻辑没有明确表达或根本就没有逻辑性，在“大

个概念和 30 万个词汇，形成的语义关系超过 127

数据”时代，这为中医药数据的利用以及知识的转

万 。利用中医药学语言系统我们能够完成在非结

化带来巨大障碍。

构化数据中的抽词，发现概念间的相关关系，甚至

3

是非直接相关关系，因而能够不断完善中医药体系，

“大数据”时代为中医药“知识密集型”数据

研究提供了发展机遇

[7]

直接推动中医药学的快速发展。

如今，“大数据”理念与相应技术的出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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