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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知识密集型”数据研究思路
于彤，李敬华，杨硕*，于琦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700
摘要：中医药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医药工作者在长期的医疗实践和科学研究过程中所产生的知识和经
验的系统总结，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医药知识，因此被称为“知识密集型”数据。本文分析中医药“知
识密集型”数据的内涵和特点，讨论中医药“知识密集型”数据处理方法学研究的思路。
关键词：中医药；“知识密集型”数据；大数据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5.04.001
Research Thoughts of “Knowledge-Intensive” Data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YU Tong, LI Jing-hua, YANG Shuo*, YU Qi
(Information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data are mainly the systematic summar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that TCM practitioners have created in their long-term medical practic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es. TCM data contain massive TCM knowledge, and are essentially called “knowledge
intensive” data.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CM “knowledge-intensive” data, and
discussed the research thoughts of processing methodology of TCM “knowledge-intensiv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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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科学数据建设是中医药信息化事业中的
[1]

一步推进中医药科学数据建设，提升中医药数据的质

一项核心工作 。中医药行业的数据库建设起源于 20

量和利用价值，发展基于数据的中医药科学研究，提

世纪 80 年代，经过 30 余年的努力，现已建成了覆盖

供了重要的机遇 。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思考中医药

中医疾病、中药、方剂、中药化学成分、古籍、医案、

数据的本质，利用“大数据”的最新理念和技术来革

针灸等主要学科门类的中医药科学数据库群。这些数

新中医药数据分析处理方法。

据资源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医药知识遗产以及相关科

1 中医药“知识密集型”数据的内涵

学知识，面向知识百科、知识检索、知识地图等知识

[3]

中医药科学数据主要包括中医经典、医案、科技

服务系统提供数据支持，为中医药知识传承、临床实

文献、临床指南、文献型数据库以及结构性数据库等，

践和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它们都是中医药知识的载体。中医药科学数据明显不

近年来，随着各领域数据的大量积累，以及数据

同于交易记录、网站访问记录、聊天记录、卫星图像

处理分析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人类已经进入了“大数

等数据。相比之下，中医药科学数据的数据量不是很

据”时代。大数据不仅是信息技术的变革，也是生活、

大，但数据中蕴含的知识量却很大，数据的“知识密

工作与思维的变革[2]。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进

集度”很高 。因此，中医药科学数据可被称为“知

[4]

[3]

识密集型”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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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医药“知识密集型”数据的来源分析
中医药数据的“知识密集型”特征由中医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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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存储能力不断增强，以及数据分析效率不断提高，

直接处理；⑵非结构化数据较多，结构化难度较大，

人们有能力将各种数据实时、动态地整合在一起以

给数据分析造成困难；⑶数据内容体现人文科学与自

供人类进行数据分析和知识发现，显著增强人类对

然科学的结合，不利于逻辑推理与一般数据分析工具

世界的理解能力。

的应用；⑷数据具有的高维小样本及个性化特征，需

中医药数据主要是知识表达的产物，并非观测得

要进行特殊处理。为处理中医药“知识密集型”数据，

来的数据。中医药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医药工作者在长

不能照搬一般的“大数据”方法，需要建立适合中医

期的医疗实践和科学研究过程中所产生的知识和经

药领域特点的方法学体系。

验的系统总结。中医药数据也反映中医及其所发明的

2 中医药“知识密集型”数据的研究思路

工具对世界进行观测的结果，如中医对四诊的描述、

2.1 使用语义网技术处理“知识密集型”数据
在中医药信息学的研究中，需要提出适合“知识

舌象、脉象以及舌诊仪和脉诊仪观测的数据。但这些
观测结果一般都经过中医的认识、理解和解释后，才

密集型”数据的处理方法。中医药数据的知识量很大，

形成了中医领域常见的数据（如中医经典、医案等）。

主要体现在概念之间存在着丰富的语义关系。这些语

这种数据体现的是经过人类理性加工、处理之后的客

义关系一起构成了一个复杂的语义网络。若能利用语

观信息，是客观信息与中医的经验性知识叠加起来之

义网技术实现“知识密集型”数据资源的合理组织，

后形成的。中医药数据因其根源于中医观察和实践而

则可在中医药数据资源利用中取得突破。
[5]

Tim Berners-Lee 等 于 2001 年提出了语义网

仍保有其客观性，但主要是人类认知和思维的产物。
1.2 中医药文献资源属于“知识密集型”数据

（Semantic Web）的理念，认为它将是一部人类与机

中医药“知识密集型”数据的典型案例是浩如烟

器都能理解的“数据百科全书”，能显著提升机器对

海的中医药文献资源，包括数字化文献、纸质文献以

Web 数据的处理能力。语义网技术发端于知识表示和

及其他载体上的文献。中医药文献是历代医家在临床

推理领域的研究成果，能解决数据集成与互联问题。

诊治中的心得体会，是科研学者对实验结果和科学探

它为处理中医药“知识密集型”数据并从中发现新颖

索成果的系统总结，是中医智慧的集中体现。出于文

知识，提供了理想的技术手段 。在 21 世纪，语义

献管理、文献检索和快速阅览等目的，已出现了对文

网技术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一个构想演变为一

献的元数据、摘要和主题内容进行系统管理的文献性

套相对完整的技术体系，如 Web 本体语言（web

数据库，它们可被视为文献资源的衍生产品，同样也

ontology language, OWL）等核心技术，语义网上的

属于“知识密集型”数据。

数据也在不断增长 。越来越多的大数据应用引入语

1.3

义技术，通过语义链接，给大数据系统带来开放性和

中医药结构型数据库主要属于“知识密集型”

[4]

[6]

[7]

数据

互操作性，并能提供基于“知识”的分析 。
中医药领域的另一类重要的数据资源是“结构型

“大数据”的一个核心理念是，当我们把一系列

数据库”。中医药工作者将各种文献中关于中药、方

相关的数据集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可能出现一些我们

剂、中药化学成分等各方面的知识分别搜集起来，进

一开始预想不到的发现。在大规模数据的基础上可以

行系统整理，构建了中药库、方剂库、中药化学库、

发现的知识，是在小规模数据基础上无法发现的。将

中医病案库等数据库。针对中医药数据库的调研表

数据集成起来所产生的知识及其价值是预先无法预

明，这些数据库的主体内容并非观测得来的数据，而

测的。在“大数据”时代，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将中医

是知识表达的产物。例如，中医病案库是对中医专家

药及相关领域的知识密集型数据资源整合起来，以辅

的经验性知识的总结；中药库、方剂库、中药化学库

助中医药工作者开展知识发现活动。

等也都是各领域知识的系统性记载。当然，中医药数

所以有必要在中医药领域本体的基础上，建立一

据中也包括一些“非知识型”数据，如诊断仪器产生

套基于语义网的中医药“知识密集型”数据处理方法

的数据，信息系统的技术性元数据等，但其主体部分

学 。其中包括：⑴建立中医药本体体系，为处理“知

仍是“知识密集型”数据。

识密集型”数据奠定基础；⑵基于本体建立中医药学

1.4 中医药“知识密集型”数据的特点

语言系统，为数据处理提供必要的术语资源；⑶建立

[4]

中医药“知识密集型”数据具有 4 个特点。⑴数

基于人机结合的中医药数据采集技术及知识获取方

据多为定性，缺少量化表达，不利于现有计算机程序

法体系；⑷基于语义网技术，从数据中挖掘概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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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性或隐性的语义关系。通过这套方法学，能汇集中

能支持全球的中医药工作者进行知识发现研究。一方

医药及相关学科的数据资源，挖掘数据中蕴含的潜在

面，从中医药数据中发现的知识是新颖的，知识发现

规律及知识点，发挥多学科研究成果对中医药发展的

的结果也是不可预测的；另一方面，中医药知识获取

支撑作用。

和数据集成都是非常困难的工作，需要耗费很大的人

2.2 面向“知识密集型”数据的知识发现

力成本。因此，开展中医药数据集成和挖掘工作，也

在中医药领域，知识发现是一个从“知识”到“知
识”的知识精炼过程。在海量数据中蕴含着知识，而

需要考虑成本和收益如何平衡的问题。
3 小结

知识发现过程则将知识（模式和规则）从数据中提取

中医药工作者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采用数据库

出来。从知识发现的角度分析，我们以“知识量”为

技术对中医药知识进行系统梳理和保存，成功研制了

分子，以“数据量”为分母，就可以得到数据的“知

大量的科学数据库。但多年来该领域一直沿用传统的

识密集度”。数据的“知识密集度”反映了数据在知

关系型数据库技术，数据处理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
在“大数据”时代，人类所发明的各种工具在实

识发现方面的价值。
传统上，知识发现一般针对通过数据采集工具

时地搜集和整合各种数据以供人类分析，显著增强了

自动产生的数据。这些数据之中的“知识密集度”

人类对世界的感知和理解能力。“大数据”时代的来

一般比较低。例如，我们去超市消费所产生的单据，

临，为中医药数据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大的发展

每张单据本身并不蕴含有价值的知识，但将数以亿

机遇 。为此，有必要重新思考中医药数据的本质，

计的单据记录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则可得到有关人

革新中医药数据处理方法。中医药数据的核心内容是

类购买行为的模式和规律。虽然挖出的知识很有价

对中医药知识的系统表达。中医药数据的生成模式与

值，但因数据总量很大，所以数据的“知识密集度”

获取手段，决定其无法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大数据”，

仍然较低。

而必然是“知识密集型”数据。“大数据”时代的中

[3]

对于“知识密集型”数据而言，数据集之间的集

医药信息处理方法和技术体系，应侧重于解决中医药

成体现出了各种知识甚至知识体系之间的关联与融

知识表示、融合、推理等一系列与“知识”相关的问

合。在医学领域，将不同来源的知识资源关联起来进

题，语义网技术可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8]

行分析已有很长的历史。Swanson 于 1986 年发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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