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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信息学理论课教学法研究
刘军凤，刘树春
辽宁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辽宁 沈阳 110847
摘要：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在国内中医药院校属于新开设的专业，中医药信息学是其主要专业基础
理论课之一。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掌握中医药信息学知识，本文根据该专业大学二年级学生的知识结构及特点，
从教学内容的组织、多媒体课件的应用、用实际成果阐释中医药信息学理论体系以及该课程的学习方法等方
面对中医药信息学理论课教学方法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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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Metho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formatics
Liu Junfeng, Liu Shuchun
(Library of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enyang Liaoning 110847, China)
Abstrac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 is a newly opened major in domestic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CM Informatics is one of the main professional theoretical
courses. In order to help students to systematically master the knowledge of TCM Informatics, the teaching method
used in TCM Informatics was discuss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organization of course contents, application of
multimedia courseware, explanation of TCM Informatics theory with practical examples, and summarization of the
learning skills of the course, according to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cond-year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formatics; teaching metho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
中医药信息学是中医药学的一个分支，是中医

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所设课程涉及中医药学、信

药学与信息学交叉融合产生的、新兴的、发展中的

息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是一个多学科

[1]

交叉科学 。2010 年，辽宁中医药大学开设了信息

相互交叉融合的专业。该专业学生学习公共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计算机类课程、信息管理类课程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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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类课程等相对独立的五类课程，中医药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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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其中的专业基础课，其作用可以将这五类课程

第一作者：刘军凤，教授，研究方向：中医药信息学。

进行有机地结合，使学生从理论角度认识如何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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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信息进行管理，及如何建立有关中医药信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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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等。作为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怎样讲授才能使

手段发展，促进中医药临床、科研、教育、管理等的

学生更好地掌握中医药信息学知识，使其发挥应有

发展。

的作用呢？笔者对中医药信息学理论课教学方法进

2

行了深入研究。
1

教学内容的组织

多媒体课件的应用
中医药信息学是以理论讲授为主的课程。对于大

学二年级的学生来说，他们对有关中医药信息学的知

作为专业基础理论课，中医药信息学被安排在大

识与实践活动接触甚少，难免会对中医药信息学课程

学二年级第二学期，也就是说学生已经学习了一些中

所授内容感到枯燥乏味。因此，采用生动活泼的教学

医药类、信息管理类及计算机类的课程，对中医药学、

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如：在讲授中医药信息传递方式

信息学等知识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因此，根据学生

的发展变化时，可将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竹帛文献、

的知识结构及特点，按规定的 36 学时组织以下中医

纸质文献、机读文献及现代通信技术等有关图片置入

药信息学教学内容：

多媒体课件中展示给学生，中医药信息传递方式的发

1.1 绪论

展变化便会生动地映入学生的脑海中；在讲授中医药

内容包括中医药信息学课程的意义及中医药信

信息系统的建立促进中医药信息学的发展时，在多媒

息学的发展概况等，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中医药信息学

体课件中设计阶梯式图文表混合界面，学生可直观了

是一门什么样的课程，对中医药学的发展起到什么作

解到什么是中医药信息系统，理解中医药信息学是怎

用，它是怎样形成并发展的。

样在中医药信息系统的建立完善中形成和发展的；在

1.2 中医药信息学概论

讲授实物信息源时，可选择典型的实物样品，让学生

内容包括中医药信息学的概念、中医药信息学理

看得见、摸得着，通过拆卸、还原过程，可获得该样

论体系及其研究方向等。目的是让学生清楚中医药信

品工作原理、功能、工艺、技术、材料等信息，通过

息学的概念、内涵、外延以及目前中医药信息学理论

分析可获得制造工序和成本、市场价值和销路等信

体系的研究现状。

息，通过拍照等手段还可将样品转化成文献信息进行

1.3 中医药信息源

保存等；在讲授口传信息源时，可选择有关中医药信

内容包括信息源的概念及类型、古代及现代中医

息现场交流会录像给学生播放，让学生回答在这样的

药信息源等。目的是让学生了解所需中医药信息分布

现场交流会上可获得什么信息，这些信息是不是从文

在哪儿，它们的类型、特点及学术价值等。

献型信息源中难以获得，让学生感受“听君一席话，

1.4 中医药信息的获取

胜读十年书”的道理，从而懂得口传信息源也是重要

内容包括信息组织处理方法、检索语言、常用计

的中医药信息源；在讲授中医药信息的组织与标引

算机检索方法及检索工具等。目的是让学生懂得中医

时，将实际中医药文献数据库标引工作界面插入到多

药信息获取的原理、途径和方法。

媒体课件中，让学生感受一篇篇的中医药论文是如何

1.5 中医药信息的利用

被处理、组织和标引到数据库中的，人们如何会很方

内容包括信息积累、信息利用、信息评价等。目
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医药信息积累、利用、评价等在获

便地利用这些被组织到数据库中的文献信息，从而理
解中医药信息组织和标引的意义所在。

取知识、成就事业及中医药科研中的重要作用等。
1.6 中医药领域的信息处理
内容包括中医药信息处理特点、中医药信息标准
化、中医专家系统、中医电子病历、中医临床信息处
理、中医药文献的信息化处理等。目的是让学生了解

总之，多媒体课件的合理应用，会激发学生学习
中医药信息学理论课的兴趣及热情，为今后成为具有
中医药信息学知识技能的人才打下良好基础。
3

用实际成果阐释中医药信息学理论体系
中医药信息学理论体系包括中医药信息学基础、

中医药领域信息现代化的研究成果，激发学生在中医

中医药信息技术、中医药信息标准化、中医药信息有

药信息领域里的研究及创新热情。

序化、中医药信息获取方法、中医药信息交流、中医

通过上述教学内容的学习，学生可以将已经学过

药学图像分析与处理技术、中医药学信息系统、中医

的中医药类、信息管理类及计算机类的课程进行有机

药学决策支持系统、中医药学知识管理等方面 ，这

地结合，体会到中医药信息学能够促进中医药学理论

些实际上是中医药信息工作经验成果的总结，反过

发展，促进中医药学方法学发展，促进中医药学技术

来，中医药信息学理论知识也是对中医药信息工作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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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理论阐释。所以，讲授中医药信息学理论知识时，

启发学生思维，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传

引入实际的中医药信息工作成果会更有说服力，更容

承和创新中医药学。

易被学生理解和接受。如中医药信息技术包括信息的

4

总结课程的学习方法

输入、输出、存储、标引、检索技术以及信息门户技

通过学习中医药信息学，可以让学生学会如何将

术、流媒体技术、信息可视化技术等，如果简单这样

信息科学与中医药学结合起来，使中医药这个古老而

一说，学生会感到云里雾里一般，如果用实例说明，

又复杂的知识系统，能够运用现代的信息技术去抽取

学生会很容易理解。可以列举现已开始使用的输入技

数据、产生信息、建立关联、形成知识，充分开发和

术成果——光学字符识别（Optical Character Re-

利用中医药学知识宝库，传承和创新中医药学。由于

cognition，简称 OCR）技术，即用光学方法对字符、

中医药信息学涉及面很广，包括基础研究、技术研究

标记所表示的书面数据进行自动识别，把打印和手写

和应用研究，因此，要学习好中医药信息学的知识内

的文件内容转换成计算机可以处理的信息，这样就实

容，应注意掌握以下学习方法。

现了纸质文献向电子信息的转换，大大节省输入时

第一，注重将课堂所授的中医药信息学理论知识

间，提高输入质量。再比如中医药信息标准化包括信

应用于实践中，主动将所学过的各门信息学及中医药

息表达标准化、信息交换标准化、信息处理与流程标

学专业课程进行结合。

准化等，学生会想“为什么要标准化”
，
“标准化了会

第二，结合中医药专业特点，主动探索和发现中

怎么样”等等。对学生简单解释标准化是为了实现中

医药专业发展变化，运用信息技术体验查找文献、获

医药数据的数字化，是为了更有效充分地利用中医药

取信息、得到情报的过程，获得信息学与中医药学相

信息资源，学生还是难以理解。这时可选择现已使用

结合的实际经验。

的中医药信息标准化成果——中医临床诊疗术语国

第三，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去图书馆等图书资料情

家标准，用标准中的术语做实例进行解释，学生会顿

报部门查阅资料，切身感受现有的各种信息资源及巨

开茅塞。如用气虚证表达元气不足、脏腑机能衰退，

大的文献信息量，感受各种信息资源的有序管理，激

以气短乏力、神疲、自汗、舌淡、脉虚等为常见症的

发主动学习管理应用知识、文献、信息的方法的热情，

证候；用气陷证表达气虚无力升举、应升反降，以头

从主观上重视中医药信息学的学习。

晕眼花、少气倦怠、脘腹坠胀、脱肛、内脏下垂、舌

第四，中医药信息学还是一门新兴学科，许多理

淡苔白、脉弱等为常见症的证候等等；这都是已经制

论知识没有严格的定论，在学术界处于研究探讨之

定好的信息表达标准。类似的成果还有中医疾病分类

中，所以要注意查阅有关资料，开阔视野，不断总结

与代码国家标准、中医证候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等，

丰富中医药信息学知识。

都可在讲授中医药信息学时作为实例讲解。用这些标

总之，中医药信息学虽然是以讲授理论为主的课

准，可以对中医药信息进行描述、分类，便于信息的

程，但其所涉及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因此要指导学

传递、交流及利用，学生因此也会明白中医药信息标

生总结课程学习方法，并将这些学习方法运用到学习

准化是中医药信息数字化的必要准备，是中医药信息

中去。这样不但有利于理解和掌握课程有关知识内

被充分利用的前提条件。

容，势必还会对将来从事中医药信息工作起到启发和

目前中医药信息化、现代化的研究成果很多，

指导作用。

如中医专家系统、中医电子病历、中医临床信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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