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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医药信息学
余三红，黄惠芬，易钊旭，龚友兰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信息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6
摘要：中医药信息学的建立是中医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介绍了中医药信息学的建立基础、定义、
基本框架及主要研究方向，并对中医药信息学的发展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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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nformatics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TCM
scienc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basis of subject construction, definition, basic framework and major
research direction of TCM informatics,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spec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CM infor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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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学已经成为 21 世纪最具有生命力的科

人员也希望拥有更为现代化的研究手段，并且期待这

学，也是衡量各国科技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计

次变革能够促进解决中医药复杂体系辨识的难题 。
1 中医药信息学的建立基础

算机的诞生及其飞速发展，为科学技术进步提供了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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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未有的强大的技术支持和运算储存功能 。因此，

现代科技发展离不开信息科学。伴随着越来越多

以计算机为主要工具的现代信息学在应用复杂的数

的学科与信息学交叉融合，孕育形成了新的学科 。

[2]

[1]

学方法分析大量数据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 。从 20

如今的中医药学出现了大量难以解决的问题，需要依

世纪 70 年代开始，信息科学与其他学科交汇融合形

靠其他手段来突破其学科界限。将信息技术应用到中

成了多个新兴学科，如生物信息学、化学信息学、材

医药学中能使许多难题迎刃而解。所以，中医药信息

料信息学、医学信息学等，在多个领域中发挥了促进

学的建立是中医药学科发展的必然发展方向 。

创新发展新学科的作用。随着信息科学的迅速发展，
中医药学也以前所未有的步伐迈向现代化，研究手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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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与信息学的共同理论基础都是对动态
现象运动规律的认识。信息学的方法就是运用信息，

越来越丰富，获取的信息数量与日俱增 。但是，在

把系统的运动过程看作信息传递和转换的过程，通过

多数情形下，数据并不都是有价值的。因此，如何从

对信息流程分析并处理，获得对某种系统运动过程的

错综复杂、内涵丰富的数据中提取出有用的信息，如

规律性认识的一种研究方法。信息方法的特点是用信

何运用信息处理技术和研究方法来处理和分析这些

息概念作为分析和处理问题的基础，它完全抛开研究

有效信息，如何发现和解析隐含在海量数据中的客观

对象的具体结构和运动形态，把系统的有目的性的运

规律，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数据并将其转化为有效信息

动抽象地转换为一个信息的过程，即信息的输入、存

最终来指导现代中医药的研究是学科发展中亟待解

储、处理、输出和反馈过程。而中医药学的观念是中

决的问题。我们现在碰到的许多中医药研究问题的复

医药学对于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

杂性已经大大超出中医药学研究的能力范畴，依靠现

的统一性的认识。中医整体观认为，人体是一个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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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很难突破 。这就给所有中医药

层结构构成的有机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部分之间，

研究者提出严峻挑战的同时，也给新学科的萌芽创造

各个脏腑形体官窍之间，结构上不可分割，功能上相

了历史机遇。处于历史性跨越发展时代的中医药研究

互协调、相互为用，病理上相互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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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学强调运用信息方法对复杂事物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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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作用过程中的动态功能，从而获得关于事物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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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但信息方法并不是切断系统之间的联系，也

医药信息学学科框架

不是用孤立的、局部的、静止的方法研究事物，更不

4.2 技术领域的研究方向

是在剖析的基础上进行简单机械地综合，而是直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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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医药信息收集技术、中医药信息存储技

整体出发，用联系的、全面的、转化的观点去综合分

术、中医药信息处理技术和中医药信息输出技术。

析系统运动过程，这就是信息方法的整体准则。因而，

4.3 应用领域的研究方向

中医药学与信息学的结合点就在于此。信息方法是核

主要包括中医药信息标准化研究、中医药知识体

心，整体准则和功能准则是保证信息方法能够正确实

系计算机表示与模拟研究、中医药数据分析与利用研

施的法则，信息方法与两个准则交互作用，一起形成

究和中医药文献信息资源研究等。

[7]

了完整的信息方法论体系 。

5

2 中医药信息学的定义

展望
将信息数字化与网络化技术引进中医药学中能

中医药信息学是中医药学与信息学交叉融合产

明显提高中医药信息共享的能力，从而明显改善中医

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是基于动态现象运动规律理

药信息获取、转化与共享能力不足的问题，能极大地

论，遵循整体准则和功能准则，运用计算机与网络等

推动中医药学的发展。中医药信息学的发展与成熟，

技术，研究中医药学领域信息现象和规律，对中医药

开启了中医药传统经验管理转向新型知识管理的新

信息进行表述、管理、分析、模拟和传播，以实现中

篇章，标志着中医药学在传统获取信息及利用信息手

医药信息的获取、转化与共享，揭示中医药信息的实

段上即将开始一次革新，同时也成为中医药诊疗手段

质以及内在联系为目标的一门交叉科学。随着计算机

与经验传承进入飞速发展时代的里程碑。

和网络的普及，中医药学与信息科学不断碰撞、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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