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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药信息学作为中药学二级学科，具备了完整的知识体系，推动了中药理论发展、新药研发和临床合理
用药。深入探讨与研究中药信息学的理论体系、技术框架、发展方向等内容有利于中药信息学的可持续发展。本文
在对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中药信息学的概念，分析了中药信息学的研究内容与历史任务，结合生命科学与信
息科学的发展趋势，分析了中药信息学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明确学科理论基点、建立信息融合技术框架、形
成产业与应用服务架构是当前促进中药信息学发展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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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nfor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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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second level disciplin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MM),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CMM informatics
has been established. CMM informatic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R&D of new medicine
and the rational application in clinics. The further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ory system, technology framework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would be beneficial to continue development of CMM informatic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the state of art in CMM
informatics, the basic concept, research direction and the historical task were explored. Referenc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in life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MM informatics were analyzed. In our
opinion, establishment of theoretical basis,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fusion framework and architecture of industrial system and
application servic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MM informatics.
Key words：CMM informatics；data mining；knowledge fusion；industrial systems
中药信息学是中药学在新的历史发展背景下所提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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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信息学的研究内容与历史任务

门新兴学科，已有学者对中药信息学的概念、内容和发展策略

一般意义上理解，中药信息学是利用信息学技术与方法研

等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初步建立了完整的知识体系，并开

究中药学问题的学科。这一认识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可以很容

展了多角度的探索性研究

[1-3]

，对促进中药理论发展、新药研

发和临床合理用药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4-7]

易地将信息学方法与技术引入到中药学各二级学科的研究中，

。但至今对中药信

从而引发中药信息学在起步阶段尽快融入到中药学的发展过

息学的发展及其与中药学其他二级学科的关系并未有充分而

程。然而，随着信息学方法和技术在各中药学二级学科的广泛

详细的论述，甚至将其理解为是为其他学科服务的三级学科，

应用，这种强调技术而忽略学科研究主体的认识已完成其历史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药信息学的发展。为此，本文结合相关

使命。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中医药信息学列为重点学科之

学科的发展对中药信息学的发展阶段、研究内容、历史任务及

后，中药信息学面临着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探讨中药信息学理

其在新时期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够抛砖引

论框架，明确中药信息学自身独特的研究内容与问题应该是当

玉，引发同行的思考，共同推进这一领域的发展与繁荣，为中

前研究的关键问题。

药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事实上，信息技术的利用仅仅表现出中药信息学在研究策
略上的一个特征，为了更全面表达中药信息学的内涵，我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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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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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学其他二级学科不同之处在于，中药信息学仅研究中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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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表述与应用过程中的信息传递与表达规律。中药信息学首先
[8]

需要与其他学科之间协同发展，从而完成中药学的历史性转

面对的任务是中药数字化 与相关数据库的建立，其次是从数

变。

据库中发现信息传递与表达的规律，最终需要在规律发现的基

2

中药信息学发展的机遇

础上形成中药信息学理论体系，解决中药学发展过程中所面临
的理论和技术问题。
根据以上认识，可以将中药信息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数据积累阶段。在中药信息学发展的初期，中
药相关数据的规范化、数字化和数据库的建立是此阶段的主要
任务。目前已建立了大量中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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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理论主线的中药信息学在当前历史阶段下正面临
着发展的良好机遇，生命科学领域和信息科学领域的高速发展
为中药信息学的发展准备了快车道，只要把握好方向，中药信
息学必将走向快速发展的阶段，并将有可能提前实现其历史目
标。

[9-11]

，为中药信息学的发

生命科学领域在人类基因组计划接近完成的时候就已经

展奠定了良好条件。随着中药研究开发信息系统、中药基本数

在还原论的道路上走到了最底层，并已开始由底而上走向规律

据库共享平台的进一步发展，中药信息学在中药学的发展必将

发现和系统整合的道路。生物信息学的提出标志着分子生物学

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由于中药学历史文献繁杂、来源多样、

研究和思维方式的转变。
“DNA-mRNA-蛋白质”所构成的生物信

记录一致性差，因而数据积累阶段所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使

息传递与表达的中心法则为分子生物的发展提供了思维主线，

数据规范化。没有严格的规范，松散组织在一起的数据，难以

生物信息学以及后来提出的各类组学和系统生物学则是围绕

从中进一步发现有价值的规律，至今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关键

这一主线进行规律发现、知识整合，并最终建立分子生物学完

问题之一

[12]

。

整的理论体系。这一发展模式为中药信息学乃至中药学的发展

第二阶段：数据挖掘阶段。这一阶段的关键任务是引入合

提供了借鉴。如果中药学找到其自身的信息传递“中心法则”，

适的信息学方法与技术，经过系统的研究与论证后，建立中药

则必然成为中药学整合各类信息的基础，成为中药学新时期发

信息学研究适用的方法技术体系，并结合中药的加工与应用过

展的理论基点，中药信息学则可以在此基点上充实和发展，最

程，组织数据挖掘任务，发现信息传递与表达规律。目前已从

终形成中药学发展的理论体系。发现这一“中心法则”并保证

很多不同的角度开展了大量探索性研究，基本形成了中药数据

其具有足够的包容与整合能力，将是中药信息学和中药学发展

挖掘与应用的适用技术体系

[13-15]

。在此阶段，从数据自身、专

的关键

业知识和应用三个方面建立模型评价的完整体系，对于明确研

时代。

究结果的适用范围、提高模型的实用价值具有关键作用

[16,17]

[24]

。一旦突破，将迎来中药信息学和中药学发展的全新

。

信息科学领域在互联网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正面临着科学

第三阶段：知识融合阶段。知识整合阶段需面向中药的理

技术的变革，最近所出现的“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

论发展与实际应用，将数据挖掘所发现的新知识与已有的中医

联”
、
“物联网”等新概念和名词不断冲击人们的思维方式、生

药知识有机整合在一起，形成知识应用平台

[18,19]

。数据挖掘所

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在“云计算”和“物联网”架构的基础上，

得到的知识往往是一些零散的知识片段，难以将其应用到实际

通过对大数据的集成、分析、处理，形成新的知识和服务，再

问题中，难以实现中药信息学与其他领域的良好互通，只有将

通过移动互联网影响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这些片段有效整合起来，才能够解决某一类具体问题。因此，

展为中药信息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技术和基础设施。通过技术

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有效的中药知识融合框架

[20,21]

[25]

。信息科学领域的发

，针

移植，中药信息学即可在短时间内形成完整的技术体系，通过

对具体应用问题建立知识应用平台。随着这些综合平台的建

互联渗透，中药信息学的研究成果、科学理念和服务平台也必

立，中药信息学的价值将进一步凸现出来。

将影响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第四阶段：理论发展阶段。针对中药加工与应用过程中的

如果说生物学与信息技术的融合是生命科学未来发展的

信息传递与表达进行研究，目的在于发现规律，朝向的目标是

必然趋势，中药信息学则有可能依赖中药学自身的基础理论与

为中药学的发展提供基础理论。虽然，中药学存在药性理论、

临床经验将生命科学的最新成果迅速转化为应用方案。因此，

配伍理论、炮制理论等传统理论，但中药学的现代研究涉及了

中药信息学的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战略机遇期。

化学、生物学、医学、药学等众多学科，传统的中药学理论不

3

足以涵盖这些范围，不能囊括相关研究成果，因而出现了中药
发展过程中理论支持不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药学

中药信息学面临的挑战
虽然中药信息学处于良好的发展机遇期，但同时仍面临着

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的发展。中药信息学依赖其自身的学科与技术特点，可以将不

首先是发现中药信息学理论基点的挑战。中药加工和应用

同信息有机整合，并从中发现规律和线索，揭示药性理论、配

过程中信息传递和表达的理论基点是中药信息学开展研究的

伍理论等传统理论的内涵，发展其外延

[22,23]

，从而承担为中药

学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的历史性任务。

理论框架，也是中药信息学促进中药学发展的理论出发点。不
要求具备完善细致的理论体系，但必须具有简洁、明确、包容

上述四个阶段是不能截然分开的，针对不同的研究内容会

力强的特征。这一问题，是中药信息学发展所面临的根本性问

出现多个阶段交叉并存的局面，目前在第一、第二阶段已经开

题，否则中药信息学将仅仅只是一个技术领域。同时，这一问

展了大量研究，并依然是当前中药信息学的主要任务，第三阶

题又是中药发展的关键问题。这一问题不能解决，便会有大量

段的发展也逐渐开始起步。第四阶段将需要较长的历史周期，

的研究成果不能包容到现有的理论体系，难以形成中药学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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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科优势。
其次是多元信息融合技术框架的挑战。完整、易用的多元
息学研究能够走向应用的前提。这一技术框架不但从内容上应
该具备充分的整合能力，而且在体系架构上应该与中药信息学
理论基点具有较强的适应、匹配能力。结合中药学的学科特点
和名词体系，建立生物学、中药学兼容的信息本体，运用最新
的信息技术架构形成中药信息融合平台将能够为这一问题的
解决提供技术方案。
第三是产业体系与应用服务架构的挑战。中药信息学作为
力，其产品包括对中药研发和应用过程中的技术与信息支
，还要提供具有自身特色的中药信息服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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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融合技术框架是中药信息学发展的技术保证，也是中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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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2013

[10]

。这也是

保证中药信息学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然而，由于专业知识
的限制和相关服务的缺乏，目前仍未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与服务。建立有效的产业机制和服务架构，将为中药信息学的
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随着上述关键性问题的突破，中药信息学一定能够为中药
学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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