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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中医药信息学的学科发展现状，回顾了中医药信息学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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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nformatics, reviewed the history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postgraduate education and post-doctoral
education in TCM informatics, analyzed the features of sources of students, faculty and curriculum, and
proposed the discipline classification and disciplin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TCM infor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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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信息学是中医学下的一门崭新的二级学

标。2009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中医药信息学设

科，是中医学与信息科学交叉融合所产生的新兴学

为二级重点培育学科，到目前为止，已有 13 家重点

科，其以中医药信息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中医药信

学科建设单位，包括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医史文献

息在意象世界中的运动规律及其作用为主要研究内

研究院所、图书馆、医院、中医药大学中的信息工

容，以大数据处理方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以提高处

程学院等科研、医疗、教育机构；6 家国家教育部

理开放环境下复杂巨系统数据的能力为主要研究目

设立的中医药信息学二级自主硕士、博士学位授予
单位，2016 年将有首批中医药信息学的硕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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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毕业；国家人事部设立的中医药信息学博士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行业专项（201207001-21）；科技部科技

后工作站 1 个，已经培养了 5 批博士后工作人员；

基础性工作专项（2009FY120300）；中国中医科学院创新团

建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信息应用方法学重

队项目（PY1306）

点研究室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信息数字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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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已经建立，包括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国中

科学相关研究生培养的单位。2011 年，中国中医科

西医结合学会信息专业委员会、世界中医药学会联

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在教育部备案于中医学下设

合会信息分会、中国卫生信息学会中医药信息化专

立了中医信息学博士与硕士学位二级自主学科学位

业委员会等，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信息学专业委

授予点；同年，在中医学下设立中医药信息学博士

员会也正在筹建中；此外，中医药信息学已经有了

与硕士学位二级自主学科学位授予点的单位还有广

自己的出版物——《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和《中

州中医药大学和湖南中医药大学；在中医学下仅设

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出版了学科专著《中医

立中医药信息学硕士学位二级自主学科学位授予点

药信息学》，其系列丛书也即将出版；《中华医学

的单位包括江西中医学院和安徽中医学院。上述院

百科全书-医学信息学》卷专门设置了“中医药信息

校于 2013 年开始招生，第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将

学”二级类目。这些机构的设立及学术平台的搭

于 2016 年毕业。2013 年，南京中医药大学在教育

建，培养了一支中医药信息学研究的人才队伍，推

部备案于中医学下设立了中医药信息学博士与硕士

进了学术交流，有力地促进了中医药信息学学科的

学位二级自主学科学位授予点，并于 2015 年开始招

快速发展。

收中医药信息学的硕士研究生。

1 中医药信息学教育现状

1.3 博士后人才培养

1.1 本科教育

2006 年，国家人事部批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

教育部尚未设立中医药信息学这个学科，因

药信息研究所设立中医药信息学博士后工作站，这

此，中医药信息学的本科教育分属在管理学、工学

标志着中医药信息学作为一个学科首次得到认可。

等学科类目下。在中医药本科教育中，一般是开设

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中医科学院设立了中医药信

管理学学科下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110102）和

息学博士后工作站，到 2015 年已有 5 批博士后工作

工学学科下的医学信息工程（080624S）课程，二者

人员出站。

均为本科 4 年制。开设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课程的

1.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二级培育学科建设

中医药院校有 11 所，其中，安徽中医学院和湖北中

2009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次把中医药信息

医药大学于 2001 年开设，南京中医药大学于 2003

学设为二级培育学科，当年批准了中国中医科学院

年开设，河南中医学院于 2004 年开设，山东中医药

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和湖北中医药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大学于 2005 年开设，广西中医学院于 2006 年开

2 个重点学科挂靠单位，以后又一次性地批准了上

设，福建中医药大学和辽宁中医药大学于 2009 年开

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广

设，山西中医学院于 2010 年开设，湖南中医药大学

州中医药大学医学信息工程学院、成都中医药大

于 2013 年开设，北京中医药大学于 2014 年开设

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所、浙江中医

等；开设医学信息工程课程的中医药院校有 9 所，

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湖南中医药大学管理与信息

其中，辽宁中医药大学于 2010 年开设，浙江中医药

工程学院、江西中医学院计算机学院、安徽中医学

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和甘肃中

院医药信息工程学院、山西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医

医学院均于 2011 年开设，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

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等 11 家重点学科建

和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于 2012 年开设，湖南中医药大

设单位。到目前为止，共有 13 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学于 2013 年开设，安徽中医药大学于 2014 年开设

二级培育学科中医药信息学的重点学科建设单位。

等。到 2014 年为止，我国共有 20 所中医药院校开

2 中医药信息学教育特点

设了中医药信息学的相关课程，这些课程主要以信

由于中医药信息学并没有系统的本科教育，因

息工程或信息管理课程为主。

此研究生教育和博士后培养就成为中医药信息学人

1.2 研究生教育

才培养的主要途径。

最早开设与中医药信息学相关的研究生教育的

2.1 生源特点

机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早在 1984 年，中国中医科

由于没有系统的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成为了

学院的前身中国中医研究院就设立了管理学学科下

中医药信息学学科人才培养的主体，同时博士后也

的情报学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点，成为全国不仅是

成为了中医药信息学学科人才队伍组成的重要力

中医药领域、而且是整个医药学领域最早设立信息

量。与中医药学其他二级学科不同，中医药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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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的生源体现了生源专业多样性的特点。最初

科，没有成形的培养模式，因此，其研究生教育的

的中医药信息学硕士研究生是在情报学下，因此属

课程并不固定，多是按照不同需求进行设置，课程

于管理学科，入学时分数线较高，尤其是英语的分

设置更偏向于科研的需求。如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

数线较中医药学专业的分数线高出较多，因此，早

生院开设了 2 门中医药信息学硕士课程，包括中医

期的中医药信息学硕士研究生除了中医药学较优秀

药信息基础和中医药信息资源管理。前者的课程包

的生源外，相当一部分来自情报学、图书馆学或医

括中医药信息学概论、医学信息学概论、中医药数

学信息学的本科生。而有了博士生招生后，其生源

据挖掘、中医药学文献主题标引、中医药学语言系

一部分来自本学科自身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另外一

统、医学信息素养、数据库基础理论、生物医学大

部分则来自中医学、中药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据、中医药临床数据挖掘等；后者包括生物医学

医学信息学等学科。博士后工作人员的招收面比较

信息资源检索、古籍文献资源管理、中医药文献计

广，除了中医学、中药学外，还包括了计算机科学

量、信息分析与评价、中医药知识服务方法、医学

与技术、化学、数学等学科的优秀人才。

科技查新、中医药行业统计与应用等课程 。除上述

生源专业的多样性造就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

课程外，中医药信息学的硕士生必须完成中国中医

聚集。特别是博士研究生与博士后工作人员，由于

科学院研究生院规定的必修课程，包括政治、外语、

所面对的是新兴学科，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

中医药学相关课程等。此外，教师一般还会根据自

中，很多东西都需要他们自己去创造、去建立，而

己研究课题的需要，要求学生在其他综合性大学进

不是在课堂上学到，或从教师处学到。他们经过本

修 1～2 门相关课程，如计算机语言、数据库设计、

科、硕士、博士期间的学习，本专业知识已经达到

医学统计学等。其他开设中医药信息学研究生课程

了较高水平，在此基础上，融入其他学科的知识，

的院校也是根据自身需求进行课程设置，因此，这

创造中医药信息学的知识，成为这一新兴学科发展

门新兴学科的研究生课程设置没有固定的模式。

的强有力的推动力。他们中的很多人毕业于国内或

课程设置不固定既有其弊端，也有其有利的一

国外的知名院校，师从优秀导师，本身有着很高的

面。弊端是造成了课程设置和交流上的困难，培养

科研素质，很强的独立创新能力，这些因素促使他

模式不固定，培养出的学生差异较大。有利的一面

们能够自我学习、自我发展。实际上，中医药信息

是能够适应创新需要，更容易满足科研需求。

学这一新兴学科的教学相长体现得最为充分。师生

2.2.2

间的讨论经常能够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这些学生大

得其所涉及的学科面极为广泛，从中医学、中药

多都敢于和教师说我不同意您的观点，我认为应该

学，到中国哲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工程与

怎样；同学间的学术思想碰撞就更为频繁和有效。

信息管理，甚而关联到量子力学、信息论、控制

当然，另一方面，同学间、师生间的合作也是非常

论、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分形

重要的，这种合作促进了某一观点的形成和确立。

论、混沌论、复杂科学等。如此广泛的学科领域，

就我们的经验来说，建立定期的师生讨论会，比如

很难有一个机构能涵盖所有相关学科所需要的教

每周 1 次，又或 2 周 1 次，每次请 1 位同学讲其课

师，因而在教学上显现出教师的局限性。另一方

题的研究进展，教师和其他同学就他的研究进展进

面，作为个体导师，也很难具有这样多领域的知

行讨论，是产生新的思想的有效方式。学生间课题

识，特别是在这所有领域中都非常精通，因而在个

的衔接也很重要，既要做到不重复，又要做到相互

体上也表现出教师的局限性。教师的局限性导致了

关联，这对团队的形成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当然团

要求学生必须具有创新能力，也就是要求学生在自

队间的合作与碰撞也是非常必要的。比如，中国中

己专业的基础上，具有融合其他学科知识形成独立

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基于中医药本体的数据

观点，促进学科理论、方法、工程技术发展的能

挖掘研究团队与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中

力。以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的学生为

医药知识工程研究团队的碰撞就产生出学科发展的

例，大体上分为两大类，一类专业背景为中医药

强大推动力。

学，需要融合信息科学及大科学知识，重点对中医

2.2 课程特点

药信息学理论与方法做出突破；另一类专业背景为

2.2.1

课程不固定

中医药信息学是一门崭新的学

教师的局限性

中医药信息学的交叉特性使

计算机、化学、数学等学科，需要融合中医药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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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科学知识，重点对中医药信息学技术与方法做出

是中医药信息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为文献载

突破。前者做了大量基于中医药理论，运用信息科

体信息；研究内容为文献资源的获取、整序、组

学的方法学和计算机技术构建中医药知识模型、中

织、分析和传播利用等；研究手段主要采用图书情

医药知识关联、中医药知识发现的研究工作；后者

报学研究方法；研究目标主要是实现中医药文献信

则做了大量基于计算机、化学或数学知识，结合中

息的有效管理。

医药学知识，进行数据挖掘的工作，开发了一系列

3.1.1

的应用平台，包括临床决策支持平台和中药新药辅

究方向为：中医药文献资源建设、中医药文献信息

助开发平台。

组织研究、中医古籍资源积累方法研究、中医药图

中医药图书馆学

中医药图书馆学的主要研

由于学科的交叉特性和新兴

书馆核心竞争力研究、中医药图书馆标准建设、中

特性，研究生在完成毕业论文的过程中，需要发挥

医古籍资源建设、中医古籍数字化及其应用等。其

极大的创造性。尤其是当其所写的论文涉及到理论

突出的特点是对中医古籍所开展的研究。

或方法学时，难度就更加突出。而这些论文的完成

3.1.2

很少能直接应用于实际工作，因而，很多时候得不

向为：中医药战略情报、中医药竞争情报、中医循

到重视。但就科学研究来说，似乎需求，即便是国

证医学、中医药文献计量学、中医药科技查新、中

家需求也不是唯一的出发点，而个人兴趣也是科学

医药统计数据应用等。主要开展的工作是中医药领

研究，特别是理论科学研究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就

域的情报收集、分析与处理。为中医药及其相关人

中医药信息学理论科学研究来讲，自娱自乐也是其

员提供所需的情报咨询。

理论科学创新发展的必经道路之一。当然，他们当

3.2 中医药信息工程

2.2.3

论文的创造性

中医药情报学

中医药情报学的主要研究方

中也有许多人的论文被评为院校级的优秀论文，这

中医药信息工程主要是中医学与计算机科学与

是因为他们确实提出了很多独到的、创建性的观

技术相互交融所形成的新兴学科，主要包括中药信

点。就他们提出和论证的这些观点来说，他们应该

息学与中医临床信息学。

是优秀的。纵观历史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竟然有

3.2.1

许多人是因为博士论文而获得的。因此，博士论

为：中药成分群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基于药性的配

文，当然博士后出站论文也在其列，为中医药信息

伍规律及其应用、中药新药研发辅助平台建设、中

学理论科学研究的进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药生产过程分析与控制的信息处理技术等。主要特

2.2.4

点是基于中医药理论研究中药作用机理、组方配伍

课程涉猎广泛

课程涉猎广泛是交叉学科最

中药信息学

中药信息学的主要研究方向

为明显的特点，更何况是这样一门最古老与最新

规律、生产条件控制等。

兴、东方与西方、自然与人文、科学与哲学、技术

3.2.2

与艺术交叉融合的学科呢。以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

究方向为：中医临床信息学学科特点、中医医院信

生院开设的中医药信息学的 2 门课程可以窥见一

息系统、中医电子病历、名老中医经验挖掘、中医

斑。其硕士课程分为“中医药信息基础”和“中医

临床术语系统等。主要特点是基于中医临床特点重

药信息资源管理”。教学内容涉及信息管理学理论

点研究名老中医临证经验，以及适用于中医临床的

与方法、信息资源基础知识信息统计分析方法与数

信息系统[1]。

据挖掘技术、图书情报学方法与技术、数据库基础

4 中医药信息学的研究方向

理论与计算机处理技术、生物医学大数据与知识服

4.1 中医药信息学原理与方法

务等。此外，还需要学习相应的中医经典著作和所

中医临床信息学

中医临床信息学的主要研

中医药信息学基础理论重点研究中医药信息学

有的公共课程，可见其涉猎范围之广泛。

原理与方法，研究方向包括大科学与中医药信息学、

3 中医药信息学学科分类

中医药信息学原理、中医药信息学方法学等 [2] 。主

中医药信息学主要分为中医药信息资源管理、

要特点是探讨从量子力学开始，包括老三论（系统

中医药信息工程 2 类。

论、控制论、信息论）、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

3.1 中医药信息资源管理

同论、突变论）、分形理论、混沌理论及复杂性科

中医药信息资源管理是中医学、信息科学和管
理学相互交叉渗透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

学等非线性科学工作者与中医药信息学的关联关
系；基于中医药学本体的语义网络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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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研究单位密切合作，形成多学科

4.2 中医药信息标准
中医药信息标准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国际和国内

共同攻坚的局面，特别是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

2 个方面。国际标准的研究开展得比较活跃，主要涉

术学院，对推进中医药知识服务做出了突出贡献。

及 国 际 标 准 化 组 织 （ ISO ） 中 医 药 技 术 委 员 会

5 小结

（TC249）和健康信息技术委员会（TC215）中的中医

中医药信息学研究生与博士后教育还处于起步

药信息标准；世界卫生组织（WHO）疾病分类代码

阶段，虽然在其他中医药学科或相关理工科学科下

（ICD）中的传统医学疾病分类代码（ICTM）；与医

已经培养了一批硕士、博士、博士后，但第一批中

学语言系统（SNOTCM）对接的中医药临床术语系

医药信息学的研究生要到 2016 年才能毕业。尽管研

统（TCMLS）；HL7 中的中医药学相关模型部分；

究生与博士后教育还很不完善，但已经初步形成了

CDISC 中与中医药有关的标准等。国内标准则主要

自身的教育体系，培养模式也已具备雏形。不断发

涉及术语标准、中医药信息标准框架、中医药元数

展中医药信息学研究生教育和博士后培养，为中医

[3]

据标准、中医药数据元标准等 。其特点是在相关国

药信息学科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支撑条件，已经是中

际组织传统医学信息标准研制方面始终掌握主动。

医药信息学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4.3 中医药科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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