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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术语系统研究概述
贾李蓉，李海燕*，刘静，董燕，刘丽红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700
摘要：中医药术语规范化是信息化的基础。随着中医药信息化的发展，术语系统也随之发展起来。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在术语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研究方面一直走在行业前列，该所研制的中
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中医药学语言系统和中医临床术语系统都已具有一定规模，其应用与推广工作也
在进行中。
关键词：中医药；术语系统；术语规范化；中医药学主题词表；中医药学语言系统；中医临床术语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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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Three Terminological Syste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A Li-rong, LI Hai-yan*, LIU Jing, DONG Yan, LIU Li-hong
(Information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CM terms is the basis of informatization. The terminological systems
have develop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CM informatization.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has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research on
terminological norm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The three TCM terminological system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 Subject Heading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anguage System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Terminological System developed by the institute have had a certain scale.
The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three systems are under way.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erminological system; terminological normaliza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 Subject Heading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anguage
Syste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Terminological System
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科技术语的数目呈现出指
[1]

我所又借鉴国际先进技术和方法，分别针对不同应

数增长态势，尤以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最为突出 。

用环境，研制了中医药学语言系统和中医临床术语

术语激增，带给人们理解上的困难，随之而来的是

系统。目前，这三大术语系统都已具一定规模，其

使用混乱和交流障碍。对于中医药学科而言，信息

应用与推广工作也在进行中。

化的发展，对于其术语概念的规范要求越来越高。

1 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

[2]

[3]

术语系统则是实现名词术语规范化的有效手段 。

《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 是我国第一部中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自 20 世纪 80 年

医药专业词表，被国内外医学及中医药学信息界广

代起开始研制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在中医药学科的

泛采用。本词表以其科学性、适用性以及与 MeSH 词

术语系统构建中迈出了探索的一步。到 21 世纪初，

表的兼容性获得使用者好评。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医
药学信息处理和信息服务跨入计算机信息时代，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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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将中医药学内容置于重要位置。1984 年，原中国

1.2.4 出版类型表

收录 MeSH 词表中出版类型 44

中医研究院中医药图书情报中心（现中国中医科学

个，供标引与检索使用。

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开始着手进行中医药学专业

1.2.5

主题词表的编纂。经过反复修改与论证，《中医药

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本表供书本式检索工具书编

学主题词表》于 1987 年问世。此后经过多年的实践

制索引及书籍主题编目使用，在数据库的标引及检

与应用，于 1996 年以机读版和印刷版的形式出版了

索时做主题姓名标引和检索的参考。

修订版，更名为《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2004

1.2.6

年 12 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修订 1996 年版《中

词，本词表编制了 3 种主题词索引表，包括汉语拼

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列为标准化研究项目，经过

音索引、汉字笔画索引、英（拉丁）汉对照索引。

广泛调研国内外医学主题词表的理论、方法和经

1.3 词表应用

医学家姓名附表

索引表

收录医学家姓名 59 条，

为帮助用户多途径快速检查主题

验，进行了大量的词频分析及用户反馈意见分析

《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是中医药文献数据

后，出版了《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2008 版。

库建设与检索的重要工具，自 1984 年研制以来，主

2013 年，我所设立课题项目《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

要应用于中医药文献数据库的建设与检索，采用与

表网络版研制与修订》，基于近 5 年中医药学文献

MeSH 表联合使用的方法，进行中医药学文献的主题

[4]

[5]

标引。主要应用于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

以及用户反馈意见分析等基础上进行选词与修订，

（SinoMed）、中国中医药期刊文献数据库、万方医

建立中医药学主题词表管理系统，实现网络发布，

学网等数据库的标引与检索。

同时培养中医药学主题词表维护的专门人才。2015

2 中医药学语言系统

主题词标引和检索实践，在词频统计 、共词分析

年底将完成该词表网络版的发布，正式投入使用。

由于历史沿革等原因，中医药学术语存在不规
范、不统一现象，同物异名、同名异物现象很多，

1.2 词表结构
《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由字顺表、树形结

给中医药数字化和信息化提出了不小的难题。在中

构表、副主题词表、出版类型表、医学家姓名附

医药各领域、各类型数据库的发展过程中，亟需将

表、索引表 6 个部分构成。

描述同物同类的概念整合、规范，从而使中医药学

1.2.1

又称为主表。指将全部主题词及入

语言系统建设成为中医药信息化发展的必然基础。

口词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而生成的印刷版或电子版

2002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开始研

表。主题词款目结构为汉语拼音、主题词名称、主

制中医药学语言系统。

题词英译名、树型结构号、主题词定义、标引及编

2.1 研制历程

字顺表

中医药学语言系统的研制经历了建设初始、迅

目注释及参加项。
1.2.2

树形结构表

又称范畴表。指将主题词按中

速发展、国际标准化 3 个发展阶段。

医药学学科分类划分为 15 个子类目及二级子类目，

2.1.1

列出隶属于该类目的全部主题词，按属分关系逐级

的构建进行方法学研究。方青 用本体论的方法提

展开，呈树形结构，每个主题词均有双字母数字标

出了建立中医药语言系统的方案。尹爱宁等

识以显示主题词的级别；该词表的分类方式可以与

医药学语言系统复杂度的约定方法、多学科交融与

MeSH 词表的分类相兼容。

碰撞方法及本体论与诠释论关联应用的方法进行研

1.2.3 副主题词表

究，为建立中医药学语言系统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包括 1 个专题副主题词表及 3

建设初始阶段

主要是对中医药学语言系统
[6]

[7-8]

从中

个编目副主题词表。专题副主题词表收录了副主题

2.1.2

词 93 个，其中 MeSH 副主题词 83 个，中医药学副主

规模的术语数据采集和加工，包括现代中医药术语

题词 10 个，分别为中医药疗法、中西医结合疗法、

以及古代中医药术语，崔蒙等 从语义类型和语义

针灸疗法、按摩疗法、穴位疗法、气功疗法、中医

关系两个角度出发，对系统中的低质量数据进行数

病机、针灸效应、气功效应、生产和制备。在标引

据清洗，提出基于语义网络的数据清洗策略，并对

和检索时用副主题词对主题词进行限定，使主题方

语义关系进行分析整理，重点增加了中医特有的语

面更加专指，每个副主题词均有明确的定义和范

义关系，如“开窍于……”“与……相表里”等。

围，对其允许组配的主题词类目有严格的规定。

朱玲等

迅速发展阶段

对中医药学语言系统进行大
[9]

[10]

根据古籍特点，从中医古籍分类、古籍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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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定义、与现代系统兼容等方面探讨中医古籍语言

在数据处理方面主要应用于数据库建设支持。

系统构建的关键问题与对策。但系统中的术语数据

中医药语言系统被用于数据库建设中信息抽取的标

仍存在很多质量问题。

准化、规范化、结构化处理。在知识检索方面主要
[11]

2.1.3 国际标准化阶段 2008 年以后，李海燕等

应用于文献检索。我所开发了基于中医药学语言系

通过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健康信息技术委员会

统的文献检索服务平台，该平台以中医药学语言系

（ISO/TC215）的工作，推进中医药学语言系统语义

统为基础，提供中医药文献检索、术语检索及相关

网络的国际标准化发展，《ISO/TS 17938:2014 中医

检索等多种功能，将中医药文献进行关联检索及关

药学语言系统语义网络框架》国际标准以中医药学

联性研究，为使用者开扩思路
[13]

[12]

。在本体建设方

语言系统为基础，重新定义了中医药学语言系统的

面，朱玲等

语义类型、语义概念及它们之间的语义关系。该标

知识本体是有益的尝试。基于中医药学语言系统针

准不仅规范和支持了中医药学语言系统的建设，还为

灸部分术语体系，构建了传统针灸知识本体，揭示

中医药学术语系统和本体创建提供了语义标准，为中

了针灸概念之间的隐性关系。

医药学语言系统和统一的医学语言系统的映射提供了

3 中医临床术语系统

支持，对于中医药学术语信息的交换具有重要意义。
2.2 主要组成
2.2.1

基础词库

利用中医药学语言系统构建传统针灸

中医临床术语系统依据中医临床特色，确定了
中医临床术语的概念、术语间的语义关系，并参考

是整个中医药学语言系统的核心

医学系统命名法-临床术语（SNOMED CT）的结构构

组成部分，是在对现存各种主题词表、分类表、数

建了大型临床术语系统。目前该系统收录概念词 11

据库、工具书中有关词汇进行分析、选择和组织的

万多条，术语 30 万多个，每个概念包括概念词、概

基础上产生的一个大型词库。本系统基础词库涵盖

念属性、概念定义、相关概念、概念状态等信息。

可控词表与中医药学科系统及与中医药学科相关联

为解决中医临床术语缺乏统一标准，规范化、系统

的生物、植物、化工等自然与人文科学专业词汇。

化程度较低，机读效能低下等问题提供了帮助。

基础词库建立在全面、广泛、准确、严谨的基础

3.1 构建方法与原则

上，最终形成超级基础词库。词条属性符合中医药

中医临床术语系统的研制借鉴了国际先进的医

学科自然语言与可控词的双重属性。用准确、完整

学临床术语集 SNOMED CT 的建设模式，并与中医临

的方式揭示与表达中医药学科及相关术语。这个系

床、语言学和信息学专家深入研究中医学特有理论

统可以相当于统一医学语言系统（UMLS）的超级叙

体系和临床诊疗思路，采用本体论的方法，构建中

词表和专家词典。

医临床术语系统。

2.2.2

语义网络

是构建语言系统概念词相互关系

系统构建需遵循 4 项原则。⑴中医原则：以中

的权威规则。中医药学语义网络综合各类可控词表

医临床诊疗理论为中医临床标准术语系统研制的指

的特征，以中医药学科及相关学科的概念为主干，

导思想；⑵共识原则：争取得到中医临床医生的普

同时对照 UMLS 结构和特点，设计中医药学语言系统

遍认同；⑶质量原则：通过设置多级审查、交叉互

网络结构。整体结构符合中医药学结构特点，同时

审的控制环节，以保证术语的质量；⑷实用原则：强

能满足现有中医药信息数字化需求，以中医药学为

调术语的实用性，以临床用户的实用为术语系统建设

基础，涉及与其相关联的学科，如医学、生物学、

的基本原则，为系统最终用户提供最大的便利性。

制药工艺等。语义网络是通过语义类型，为出现在

3.2 概念框架

中医药学语言系统基础词库中的所有概念提供一种

中医临床术语系统的概念框架是参考 SNOMED

目录组织结构。目前，中医药学语义网络是由 127

CT 的结构模式，并根据中医临床诊疗特点构建。

种语义类型和 58 种语义关系组成。

2002 年最初构建中医临床术语系统时，采用了 12

2.3 应用

个轴的主体框架。经过 10 余年的发展，国内研究者

中医药学语言系统作为中医药领域收词范围最

对中医临床术语顶层概念分类的探索也一直在进

广的一个术语系统，其应用范围很广。目前该系统

行，并于 2011 年向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技术委员

主要应用于数据处理、自然语言处理、知识检索、

会（ISO/TC 249）提交了“中医临 床术语分类 结

专业词表编制、本体建设等方面。

构 ” 国 际 标 准 项 目 建 议 。 2013 年 ， 根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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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TC249/WG5 专家意见，名称调整为“中医临床

药三大术语系统是这些工作成果的部分展现。《中

术 语 系 统 分 类 结 构 ” （ Categories of TCM

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是中医药文献控制和组织的

Clinical Terminological System ） 。 2014 年 1

重要方法之一，它从主题的角度揭示中医药学及其

月，该项目通过立项投票。该标准针对中医临床术

相关学科文献内容，是中医药文献主题标引和检索

语提出分类规则，并确定分类结构，将中医临床术

的重要手段；中医药学语言系统则是集合中医药所

语顶层概念分为 17 个大类，见表 1。

有术语及其相关学科的大而全的术语系统，为各术

表 1 中医临床术语系统分类结构 17 个顶层概念

语系统间的术语建立统一的映射标准，用于支持各

序号

个术语系统和中医药信息系统交换；中医临床术语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1

症状体征

syndrome and sign

系统是针对中医临床诊疗特点所设计的，其涵盖和

2

四诊对象

four examination objects

应用范围主要侧重于临床电子病历规范化和临床诊

3

病证

disease and pattern

疗信息标准化。

4

中医操作/方法

TCM operational approach

5

病因病机

cause and mechanism of disease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将继续发展和完善三大术

6

原理和经验

protocol and guideline

语系统，使之能在中医药信息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到

7

治则治法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treatment

更好的作用。

8

中药

Chinese medicinal

参考文献

9

机体形态

body system

[1] 李芸.信息科学和信息技术术语概念体系研究[D].北京:北京语言文

10

分期与传变

staging and transmission/transmutation

11

中医体内物质

internal substance in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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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应用
中医药信息化发展涉及信息平台、电子健康档
案、远程医疗系统、电子病历等建设，其核心内容
是要实现医疗信息的交流与共享。实现医疗信息系
统的互通互用，需要一系列语义交换标准，而中医
临床术语则是中医医疗信息系统的基础部分。该系
统可支持中医临床信息建设、中医临床数据利用。
支持中医临床信息建设，主要体现在临床信息
系统的开发应用，如电子病历、临床数据数字化、
护士工作站等。支持中医临床术语的应用，主要体
现在可支持中医临床数据的数理统计与数据挖掘方
面。该系统更加方便于对临床数据进行有效的科学
研究，以促进临床科研一体化发展。未来还可应用
于卫生管理系统、医疗保险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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