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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信息学理论科学领域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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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药信息学要获得创新发展，必须重视学科的理论科学发展。中医药信息学在理论科学领
域中主要开展了 4 个方面的研究：非线性科学对中医药科学发展的影响；大数据理念对中医药信息学发
展的影响以及中医药信息与数据所具有的特点；探讨在虚拟世界中重现意象世界的可能性及其所具有的
理论意义；中医药信息学的原理与方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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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chiev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nformatics must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theoretical science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In the field of theoretical science, TCM
informatics has conducted research on the four aspects: the effects of non-linear sci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CM science; the effects of data concepts of big data on the development of TCM informatic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CM information and data;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possibility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reappearing the “imagery world” in the “virtual world”;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ology of TCM infor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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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美国科学的独立宣言”。他在文章中有这

2014 年 5 月 15 日，中国科学院白春礼院长在

样的论述：“我时常被问及这样的问题：纯科学与

《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名为《创新驱动发展

应用科学究竟哪个对世界更重要。为了应用科学，

战略靠什么支撑？——从科学、技术、工程的概念

科学本身必须存在。” 由此可见，理论科学的发

说起》的文章。他在文章一开始写到，“‘基础研

展对科学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医药信息

究有什么用？’这是大家常常讨论的话题。我想，

学要获得创新发展，必须重视学科的理论科学发

明代徐光启所说的‘无用之用，众用之基’，法拉

展。在理论科学领域中，中医药信息学主要开展了

第所说的‘问基础研究有什么用就好像问一个初生

4 个方面的研究，第一是非线性科学对中医药学发

的婴儿有什么用’，都是很好的回答。基础研究的

展的影响，相对于技术而言，特别是对“中医药科

‘用’，首先体现在它对经济社会发展无所不在的

学”发展的影响；第二是大数据理念对中医药信息

作用，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广泛使用的半导体、计算机、

学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医药信息与数据所具有的特

[1]

激光技术等，都是基础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 。1883

[2]

点；第三是探讨在虚拟世界中重现意象世界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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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及其所具有的理论意义；第四是本学科的原

联邦德国科学家哈肯创立的协同论认为，系统从无序

理与方法学。

到有序的过程中，不管原先是平衡相变，还是非平衡

1 非线性科学对中医药科学发展的影响

相变，都是遵守相同的基本规律，即协调规律；法国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为阻碍中医药学发展的

数学家托姆创立突变论，并提出非线性系统从某一个

重要因素之一是技术发展缓慢。为此，我们探讨 20

稳定态（平衡态）到另一个稳定态的转化，是以突变

世纪还原论引起科学进步所产生的技术、小数据理

形式发生的。有关平衡态的讨论，“新三论”的理念

念下产生的技术、大数据理念下产生的技术，以及

与中医药学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人体自身平衡的科学

所有这些技术对中医药学发展的影响，得出技术发

思想是一致的。其后，美籍数学家芒德勃罗提出分

展缓慢是阻碍中医药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的结论。

形理论，用分数维度的视角和数学方法描述和研究

实际上，科学发展缓慢才是导致技术发展缓慢

客观事物，跳出一维线、二维面、三维立体乃至四

的根本原因。中医药学的传统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

维时空的传统藩篱，更加符合客观事物的多样性与

内没有得到明显发展，确实严重阻碍了中医药学的

复杂性，自相似原则和迭代生成原则是分形理论的

发展，而其不能与现代科学技术相融合也是阻碍中

重要原则；而自相似原则与迭代生成原则也与中医

医药学发展的重要原因。但近百年来，现代科学所

药学的比象取类的科学思想相吻合。

产生的那些技术之所以不能被中医药学很好地利

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诺顿·洛伦茨提出的混

用，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医药学没有很好地与“现

沌理论认为，混沌是决定性动力学系统中出现的一

代科学”融合，而不仅仅是“技术”。我们总是在

种貌似随机的运动，其本质是系统的长期行为对初

谈论，中医药学基于的科学基础无法很好地利用基

始条件的敏感性；这与中医药学自古以来就非常重

于还原论科学所产生的技术，但事实是，即使是在

视人体平衡态的变化对初始条件的依赖性的科学思

复杂科学基础上产生的技术也未必就能很好地为中

想相吻合。

医药学所利用。因此，如果只停留在技术层面，不

最新出现的复杂性科学理论则提出，复杂性科

去发展中医药科学，那么无论怎样机械地引入现代

学有 3 个主要特点：一是研究的对象是复杂系统；

技术都很难助力于中医药学传统技术的发展。

二是研究的方法是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相结合、微

那么，现代非线性科学是否可以和中医药学融
合呢？答案是肯定的。

观分析与宏观观察相结合、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
合、科学推理与哲学思辨相结合；三是研究的深度

100 多年前出现的量子力学已经超出了还原论

不限于对客观事物的描述，而着重于揭示客观事物

的范畴，其所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测不准原理、

的构成原因、演化历程及其复杂机理，并尽可能准

叠加态等理念已经产生了与中医个体化诊疗的科学

确地预测其未来发展；其所提出的研究对象、研究

基础融合的条件。70 多年前产生的“老三论”更是

方法与研究深度均与中医药学的科学思想相吻合。

进一步确定了系统的观点。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塔

由此可见，中医药学的科学基础已经可以与现

朗菲创立的系统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现象

代科学，特别是现代理论科学相融合，而基于现代

和过程几乎都是有机整体且自成系统、互为系统；

理论科学所产生的一切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都应该

美国数学家维纳首次提出的控制论，是研究动态系

可以被中医药学所吸收，但前提条件是，我们首先

统在变化的环境条件下如何保持平衡状态或稳定状

要吸收现代理论科学的理念，完善中医药科学。

态的科学；美国数学家克劳德·香农创立的信息论

2 大数据理念对中医药信息学的影响

认为，系统正是通过获取、传递、加工与处理信息

2.1 中医药信息的特点

而实现其有目的的运动；有关系统的讨论，“老三

中医药信息是整体信息、认识信息、现象信息

论”的理念与中医药学有关天人合一的整体、系统

及时间信息。

的科学思想相一致。

2.1.1

整体信息

相对重视客体内部各部分及其与

40 多年前产生的“新三论”则进一步探讨了平

外部交流，相互间影响后产生的整体变化状态与方

衡态的问题。1969 年，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提

式。中医药信息是完全开放环境下的信息，人体与

出耗散结构论，认为系统只有在远离平衡的条件下，

自然、社会交流和联系产生的综合状态。中医药信

才有可能向着有秩序、有组织、多功能的方向进化；

息的开放性决定了中医药信息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2015 年 10 月第 39 卷第 5 期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 3 •

相对重视主体认识与客体信息融

成的信息，特别是中医药信息，都是叠加了中医经

合后包括观察在内的体验信息。从信息的层次上

验性知识后形成的，因此，中医药数据可称之为知

看，中医药信息是认识论层次的信息，而不是本体

识密集型数据。这种数据因为需要叠加经验性知

论信息，其特征是与主体相关，即是主客融合的信

识，其数量很难达到本体论数据的量级，但其每个

息。中医药学获取人体信息时，常用的手段为望、

数据中知识的含量却要远远高于本体论数据 。

2.1.2

认识信息

[3]

闻、问、切四诊手段，获得的信息是包含观测信息

中医药知识密集型数据的特点是，含有大量古

在内的体验信息。没有中医药学的长期实践及其所

汉语成分，难以与现代数据共同处理；名词术语不

建立的知识体系，就不会产生中医药的体验信息。

规范，一词多义、一义多词、近义词难以界定的现

2.1.3

相对重视客体包含了大量稳定与

象普遍，数据清洗困难；数据多为定性，缺少量化

不稳定关系的包括本质在内的现象变化状态与方

表达，使得现有计算机程序处理困难；非结构化数

式。中医药信息注重信息变化的关联性，主要表现

据较多，结构化难度较大，给数据分析造成困难；

在中医药信息是包含本质在内的现象信息，不稳定

个体化诊疗所造成的高维小样本数据，使得建立基

关系的获取是中医药信息获取的特征，因而在不精

于公理的推理难以实现；数据内容体现人文科学与

确的前提下，它能够关注到微细的现象变化。

自然科学的结合，不利于逻辑推理与一般数据分析

2.1.4

相对重视体验对象在时间上延续

工具的应用。中医药知识密集型数据的描述和表达

变化的状态与方式。从中医药信息获取的内容上

是粗糙的，数据语义与内在逻辑没有明确表达或根

看，获取的是在客体表现出来的综合变化状态，这

本就没有逻辑性，在小数据理念下，对中医药数据

种变化状态主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对于空

的利用以及知识的转化造成巨大的障碍。

间分割产生的信息获取能力相对较弱。

2.3 大数据特点与中医药信息特点的一致性

现象信息

时间信息

2.2 中医药数据的特点

大数据的特点之一是混杂性，中医药现象信息

中医药体验信息数字化后形成的数据具有两个

的特征之一是相对重视现象信息，即包含了现象与

鲜明的特点，即全数据与知识密集型数据。

本质、稳定与不稳定、清晰与不清晰、确定与不确

2.2.1

是指在观察某一对象时，尽可能全

定、精确与不精确的所有信息。大数据因其数量

面地收集与该事物相关的信息，包括本质和现象，

大，无法避免地存在着数据混杂，但其可以在混杂

包括稳定的和不稳定的，并将信息全部数字化。这

的数据中发现事物正确的相关关系，这对于处理中

些数据可能达不到海量的概念，但对某一具体事物

医药现象信息数字化后产生的知识密集型数据有很

来说是全面的，能够从中发现事物相关关系的细

大启发和帮助。“怎样看待使用所有数据与部分数

节，这是一种从各个维度来描述同一事物的高维数

据的差别，怎样选择放松要求并取代严格的精确

据。全数据是符合大数据特点的一种数据，可以利

性，应该开始从一个比以前更全面的角度来理解事

用处理大数据的方法进行处理。而处理全数据方法

物，将样本等于总体植入脑中；每个问题只有一个

与技术的提高，为中医药个体化诊疗数据处理开辟

答案是不成立的，一旦承认了这个事实，我们离真

了新途径。全数据对于总结中医药经验、发现中医

相又近了一步” 。

全数据

[4]

药规律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一旦我们回归全数

大数据特点之二是关注“整体”而非“抽

据，而不是采用随机双盲、多中心、大样本的方法

样”，中医药信息的特征之一是相对重视事物内部

处理中医药数据，我们就回归了中医药学的真实。

与外部相互影响后产生的整体变化状态与方式，因

2.2.2

中医药文献数据在中医药

此是开放性信息，是在完全开放环境下获取的信

数据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历代医家在临床诊治

息。大数据的“大”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大，而是指

中的心得体会是科研学者对实验结果的探索总结，

不用随机分析法这样的捷径，取而代之的是采用所

是一种智慧体现。中医药知识密集型数据就是在中

有数据的方法。这为中医药处理数据提供了思路。

医药长期医疗实践活动和科学研究过程中所产生的

因为一个患者的全部数据、一个中医师的全部数

原始性、基础性数据。其最大的特点是与形成数据

据、一个科室的全部数据、一个医院的全部数据、

的基础信息密切相关，是一种认识论信息，不同于

一个流派的全部数据都是全数据，只要获取全数据

本体论信息。认识论信息是叠加了人类的认识后形

就能从中发现我们所要的相关关系和细节。

知识密集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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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特点之三是不再热衷于寻找因果关系，

意义。如果忽略了这种相对的平衡与和谐对生命的

转而将注意力放在相关关系的发现和使用上。相关

意义，是对中医药疗效的否定，更是对延长个体存

关系通过识别有用的关联物来帮助人们分析一个现

在、个体获得最佳生活质量与个体寿命合理延长重

象，而不是通过揭示其内部的运作机制。中医药学通

要性的忽略。因此，认识并认可在意象世界中对中

过体验获得的认识信息所形成的知识之间的关系多是

医药疗效的评价，特别是认识到活动双方都具有主

[5]

相关关系而不是有着很强逻辑关系的因果关系 。因

体性，其对疗效进行的评价具有同样重要性，是有

为缺少公理，中医药数据很难建成具有推理功能的

着积极意义的，也是人类对生命及健康的需求。

严格的本体。如五脏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它们只

虚拟世界是基于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在电

是彼此相关并非具有强大的因果联系。因此，以往

信网、广播电视网和计算机通信网内由数据“运动

的以逻辑关系为规则进行的数据计算模型和规则对

（计算）”而呈现的空间，该空间实际上是现实空

中医药数据的适用性有一定的限制。大数据是建立

间和思维空间的数字化显现。目前，虚拟世界是由

在相关关系分析法基础上的预测，相关关系可以帮

上述三网组成的，在虚拟世界中唯一存在的就是数

助我们捕捉现在和预测未来。

据。正是数据的流动构建了虚拟世界，虚拟世界对

3 虚拟世界对意象世界的再现

真实世界的影响正在不断增大。清华大学哲学系和

在中医药信息学看来，意象世界不是物理世

认知科学研究中心教授、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

界，也不是精神世界，意象世界只能存在于中医药

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中心兼

学对客体的体验活动之中。中医药信息学给予“意

职研究员蔡曙山先生指出，“只有到了互联网时

[6]

象”的最一般的规定是“平衡与和谐” ，中医药

代，实时地看到一个被时空隔开的事件才成为可

学的脏腑体系、经络体系，以及天地人的三位一体

能。这个被时空隔开而可以通过虚拟技术被实时感

都是在意象世界中构建的，人体的平衡及其与自

知的事件就称为虚拟事件。现代计算机和网络技术

然、社会的和谐是在意象世界中得以实现的。在意

已经能够保证，在对虚拟事件或事物的认知中，事

象世界中，实现了“客体”本身的“主体化”，即

物的属性可以超越现实的时空、而在虚拟的时空中

认识活动双方都具有主体性，这对认识中医知识，

真实地被感知。凭借虚拟技术，物性可以超越现实

特别是认识疗效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意象世界中，

的时空，而在虚拟的时空中真实地被感知。计算机

客体如它本来存在的那个样子呈现出来。要把握中

三维动画技术使人类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对现实空间

医药信息学的这个思想，关键在于把握中医药学对

的超越。凭借虚拟技术，物可以借助物性的形式超

“真实”、对客体本来存在样子以及认识活动双方

越现实的时空，而在虚拟时空中存在，并被重新复

主体化的理解，也就是叠加了主观认识的体验信息

合” 。他进一步指出，“虚拟化改变了认识对

是真实的。在中医药学看来，在任何状态下人体自

象，一方面，‘虚拟物’作为一类新的认识对象，

身都是能够达到平衡的，与自然界不是分裂而是和

已经堂而皇之地进入认识的领域；另一方面，虚拟

谐的，这种平衡与和谐就是中医药学所追求的境

化使被时空隔开的客体更容易进入经验的范围，从

界，也是人的本然状态。中医药信息学所讲的人体

而成为认识的对象。在人们掌握虚拟技术以前，要

自身的平衡及其与所处环境的和谐不是物质的也不

认识在时空上与主体相隔离的客体是不可能的。人

是精神的，因此其既不是在物理世界中，也不是在

们一旦掌握了虚拟技术，原来被时空隔开的对象就

精神世界中实现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客观的，也

可以被改变其存在方式，而存在于虚拟时空之中的

不是主观的。它是体验信息整合后在物质与精神之

对象就能够被我们所认知”。

[7]

外的意象世界中实现的。换言之，人体的平衡及其

中医意象世界中呈现出来的真实（主客融合的

与所处环境的和谐是在中医药学的意象世界中实现

真实）在很长时间内不被现代社会所接受，因为其

的。因而，既无法实际测量，也不是虚无的。中医

很难实现客观验证。虚拟世界中呈现出来的真实很

药的疗效是一种“真实”的人体生命运动在不同时

容易就被现代社会所接受，并且越来越多地影响着

段、不同状态、不同环境下达到的自身平衡及其与

真实世界。如果能够利用虚拟技术实现跨时空的存

周围环境的和谐，这种平衡与和谐对个体生存延

在及重组，在虚拟世界中再现中医意象世界中的真

续、保持最佳生活质量、合理延长寿命都具有重要

实，那么这种真实就容易被现代社会所接受。在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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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世界中重现中医在意象世界中形成的客体自身平

息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决定了其复杂性，但其感知的

衡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必将对以信息为主要研

现象信息在理论上仍有可能做到不丢失客体自身现

究对象的中医药学发展起到极大地推动作用。但这

象信息的基本信息，从而基本把握各系统现象运动

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还需要解决很多问题。中医药

状态及其状态变化的方式，这是正确认识中医药及

的隐性知识显性化研究是虚拟世界和意象世界沟通

其子系统现象运动规律的基础。中医药信息学的重

的通道之一。它主要是将中医意象世界的知识数字

要任务之一就是要通过使用中医药信息学方法，尽

化后，进行各种数据挖掘研究以寻找知识中的共性

可能地实现更全面、更准确、更接近实际地感知在

规律，以利于科研和传承。中医药的隐性知识个性

自然状态下中医药及其子系统运动过程中所产生的

化强，仅靠人脑难以全面展示或拓展；同时这种隐

具有稳定和不稳定联系的全部现象信息的基本信

性知识是大量非线性的复杂数据，难以寻找共同规

息，并使其转化为计算机可识别和分析的形式。

律，这就使中医药学找到解决复杂问题的突破口比

4.1.3

较困难。因此隐性知识显性化研究不仅需要把人脑

感知的基础上展开的。基于中国哲学观点，中医学

思维活动成果数字化体现，更重要的是找到合适的

的认识论属于“象科学”范畴，而中医学理论在其

方法和技术进行深度挖掘，克服中医数据本身具有

长期实践过程中也常常采用比类取象法，因而可以

的缺陷，在虚拟世界中解决意象世界的难题，促进

认为，比类取象是其识别复杂现象信息的主要原

中医药学发展。这表明，不仅是存在于另一时空意

理。从而我们认为，中医药信息的识别是建立在比

象世界的事物可以通过虚拟技术被再现和重组，而

类取象理论的基础上，对感知信息进行识别。中医

且即使是存在于古代时空的先贤的经验也可以通过

药信息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使用中医药信息学方

虚拟技术被再现和重组。这对于中医药学的发展具

法建立众多、准确、规范的信息模型，并通过数据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哲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分析，提高中医药信息识别的速度和准确度。

4 中医药信息学原理与方法学

4.1.4

中医药信息识别原理

中医药信息转化原理

中医药信息识别是在

中医药信息转化为经

中医药信息学原理与方法学的研究处于起步阶

验性知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在所观察的中医

段，还很不成熟。其原理的形成，除基于中医药学

药现象信息中发现它们特征（中医药及其子系统现

理论外，也大量采纳了信息科学的理论。其方法学

象运动状态和状态变化方式的个性特征集合）的过

的构成，主要是吸收了现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研

程，是由个别现象信息到经验性知识聚类（整合）

究成果。

的关键环节。中医药信息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使用

4.1 中医药信息学原理

中医药信息学方法在海量数据中通过数据分析发现

4.1.1

中医药信息形成原理

中医药信息是在中医

集合特征，加速经验性知识形成的实现过程。

理论指导下，主体对中医药及其子系统运动过程中

4.1.5

内部与外部全部关系自然整合后生成的综合现象的

的角度观察中医药系统及其子系统的运动过程可以被

认识，具有明显的主客相融的特征。中医药信息是

看作是具有自动控制功能的系统动态现象信息的运动

中医药及其子系统内部与外部全部关系在自然状态

过程。通过信息的输入控制系统和输出系统的反馈信

下整合后生成的综合现象的状态及该状态改变的方

息，发现与主体目标间的差异，根据差异调节输入信

式。中医药信息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不同载体

息，从而达到控制系统按预定目标进行运动的目的。

表现出来的信息进行载体转化与处理，以提高分析

中医药信息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运用控制论方法

和处理中医药信息的能力与效率。

（例如黑箱方法）分析中医药信息的信息流程、反馈

4.1.2

中医药信息的获取需

机制和控制原理，从而达到认识中医药系统及其子系

要经过感知与识别两个过程。而中医药信息是以复

统在运动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并通过信息流控制物

合方式表现出来的具有主客统一特征的现象信息，

质流和能量流，从而调节系统的运动。

这种信息已不再单纯是客体本身的信息，而是叠加

4.1.6

了主体感知的具有综合特点的现象信息，因而其感

性知识的激活，就是在系统运动目标引导下，通过

知的信息更多地是依赖于体验，而不是观察，仍然

对经验（知识）的选择、调节和反馈机制的建立，

具有“感”而不“知”的特性。尽管由于中医药信

生成相应的策略。中医药信息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

中医药信息获取原理

中医药信息反馈控制原理

从中医药信息学

中医药经验性知识激活的原理

中医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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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上，利用相应的计算机技

功，因为纯科学在世界上的某些国家中存在并得到

术，建立目的导向的机器学习环境，通过关联分析

培养，对自然的科学研究在这些国家中被尊敬为高

等方法，建立与目的关联的知识选择模型，并同时

贵的追求。但这样的国家实在稀少，在我国，希望

建立模型自调节与反馈算法，以促进中医药经验性

从事纯科学研究的人必须以更多的道德勇气来面对

知识激活的实现。

公众的舆论。他们必须接受被每一位成功的发明家
知识传播是知

所轻视的可能，在他们肤浅的思想中，这些人以为

识在空间位移与时间延续上交错进行的一种知识流

人类唯一的追求就是财富，那些拥有最多财富的人

动与转化状态。由于中医药经验性知识自身的整体

就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人。每个人都理解 100 万美元

性特征，导致其转化亦具有系统整体性的特点，即

的意义，但能够理解科学理论进展的人屈指可数，

某种知识转化的实现，必须是系统或子系统知识的

特别是对科学理论中最抽象的部分。我相信这是只

完整的空间位移和时间延续，才具有实际效用。正

有极少数人献身于人类至高的科学事业的原因之

是这种知识转化的复杂性使中医药经验性知识的共

一” 。他们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

享特别困难。通过显性中医药经验性知识在时间上

5 小结

4.1.7

中医药经验性知识传播原理

[2]

的延续和空间上的转移，以及隐性中医药经验性知

本文探讨了中医药信息学在理论科学领域的研

识在转化成为显性知识的过程中实现传播。在中医

究进展，这对中医药信息学获得可持续发展是非常

药经验性知识传播中，中医药信息学的重要任务之

重要的。我们认为，中医药科学发展缓慢的原因主

一是为相关知识的移动提供新的载体及途径，以便

要是理念发展滞后。如果不能更新发展中医药科学

该知识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地从一点移动到

的理念，就无法在理论创新上放开手脚，使中医药

另一点；并利用信息学的方法和技术，通过数字化

学理论从哲学思辨成为哲学思辨与科学推理相结

进程及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方法等，加速显性与隐

合，进而将整体论与还原论相结合，宏观观察与微

性知识相互间转化，促进中医药知识传播的实现。

观分析相结合，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相结合，最终

4.2 中医药信息学方法学

使得中医药学理论得到创新发展，进而支持传统技

中医药信息学的方法学还极不成熟，没有体验

术的创新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重视理念

信息数字化以及处理知识密集型数据的有效方法，

创新，是中医药获得快速发展的初始动力。而中医

而采用最多的是基于本体的语义网方法。基于本体

药信息学在理论科学领域的研究主要是为中医药科

的语义网方法的提出，为中医药数据间关联关系的

学发展的理念创新奠定基础。

处理提供了可能。在大数据处理环境下，不仅是基

参考文献

于本体的逻辑表达方法——基于本体的语言系统，

[1] 白春礼.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靠什么支撑？——从科学、技术、工程的

而且是基于大数据处理而提出的复杂（非线性）数
据处理需求，使得中医药知识密集型数据的处理方
法得到发展。但我们更期待能够处理以整体、混
杂、相关关系为特征的大数据方法，其必然对基于
体验信息的知识密集型数据提供方法学及技术支
持，使得中医药知识密集型数据的处理成为可能。
白春礼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指出，“现在知识产
权的保护已从基础研究阶段开始，原始性创新是核

概念说起[N].光明日报,2014-5-15(16).
[2] Rowland HA.为纯科学呼吁[J].王丹红,译.科学新闻,2005,23(9):
74-79.
[3] 崔蒙,李海燕,雷蕾,等.“大数据”时代与中医药“知识密集型”数
据[J].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2013,37(3):1-3.
[4]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
盛扬燕,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5] CUI Meng, LI Haiyan, HU Xueqin. Similarities between “Big

心关键技术的源泉。基础研究还体现了人类不断追

Data”

求真理、不懈创新探索的精神，也培育了创新人才，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2014,34(4):518-522.

[1]

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重要基石” 。
Henry Augustus Rowland 也进一步指出，“对于今
天已经文明化的一个国家来说，科学的应用是必需
的。迄今为止，我们的国家在这条路上走得很成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formation[J].

[6] 崔蒙,李海燕,胡雪琴,等.意象与中医[J].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
志,2014,38(3):1-4.
[7] 蔡曙山.论虚拟化[J].浙江社会科学,2006(4):111-121.

（收稿日期：2015-08-24；编辑：魏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