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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知识体系中包含大量的隐性知识，运用本体构建中医知识体系有利于中医隐性知识的表
达与共享。通过对医学系统命名法-临床术语（SNOMED CT）和中医临床术语系统的研究，从本体论的
角度分析中西医学知识特点，对发展中医进行提示：利用本体论构建中医知识体系，进而完善中医临床
术语系统，促进中医临床知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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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Knowledge Systems Based on Ontology
DONG Yan, ZHU Ling, JIA Li-rong, ZHU Yan, ZHANG Zhu-lv, XING Yan-hui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has a lot of implicit knowledge. Using ontology to build
TCM knowledge system is a good way to express and share implicit knowledge. Through study on SNOMED
CT and TCM clinical term system,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knowledge characteristics were analyzed
based on ontology, which would provide hints to TCM development: Ontology was used to construct TCM
knowledge system and improve TCM clinical term system, and then TCM clinical knowledge sharing was
promoted.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nowledge system; ontology; SNOMED CT; TCM clinical term
system
西方医学传入我国已有百余年历史，如何认识

件的本体论 2 个层次[1]。同样，知识也可以从 2 个

和处理中西医的关系一直是摆在国人面前的重要课

层次来理解。从认识论的角度，知识是对意识的反

题。本文试图从认识论的角度理解、从本体论的维

映，是人对自然、社会、思维现象与本质的认识的

度比较中西医知识体系的异同，以期更好地处理中

观念总和；从本体论角度，知识是生命物质同非生

西医之间的关系，对现在或未来的中西医结合工作

命物质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种特殊资源，是大自然

者有所裨益。

进化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文明资源 [2] 。中西医学知

知识的基础是信息，信息的基础是数据，信息
的概念分为受主体约束的认识论和没有任何约束条

识在认识论和本体论层次上都存在差异。
1 中西医知识特点
1.1 知识体系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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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是实证医学；中医总体特征是取象比类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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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模型加经验系统，是宏观、思辨、经验医学，造
[3-4]

成这些区别的原因即本体的差异

，详见表 1。

西医学理论体系以解剖学为基础，解剖学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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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隐性知识通过面传心授，长期训练，也可被共
享。比如，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通过“师带徒”进
行传承。“医者，意也”，意味着对中医隐性知识

于西医学知识体系的各个层面，是以近代生物学、

的学习需要心悟，需要有对隐性知识的理解能力。

物理学、化学为依托，依靠实验的方法建立起以生

2 物质层、心理层、社会层的关系

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药理学等学科为基础的
[5]

本体论（ontology）原是哲学的分支，是一种对

现代医学体系 。中医理论体系是中国古代传统哲

于存在的系统化解释，用于描述事物存在的本质，

学同人的生命体相结合的产物，是以五脏、六腑等

与认识论（epistemology）相对应。目前普遍接受的

综合概念阐述人体系统的生理、病理、诊治方法、

认识是，世界是按等级组织的，这些等级又分为不

养生的一种传统医学体系。解剖学知识仅是其形成

同的类和层，世界至少分为 3 个层级：物质层

条件之一，而非不可或缺的条件。

（ material realm ） 、 精 神 / 心 理 层 （ psychological

表 1 中西医学的差异

realm）、社会层（social realm）。一种观点认为，

西医学

本体论

原子论，原子有形

元气论，元气无形

（见图 1）。即物质是心理的支撑，心理是社会的

思维方法

还原论，将生命活动还原

元气论，用朴素系统方法

支撑。每个实体都归属于某一个层。也有观点认

为物理、化学现象

认识人体生命活动

为，心理和社会都是由物质支撑的，心理和社会现

形态解剖

司外揣内

象相互支撑，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通过共同演化形

科学实验

医者意也

成，意味着一个是另一个的环境前提（见图 2）。

数学方法

象数之术

哪个社会没有思想呢？思想总是对应着相应的社

实验研究

临床研究

会。物质层、心理层、社会层的内部组织显示不同

分解研究

整体研究

的模式。物质层内部结构最简单，是一种基础线性

白箱研究

黑箱研究

结构，物质层内部结构最简单，是一种基础线性结

辨病

辨证

构，物质层 3 个主要层：生物、化学、物理（见

认识方法

研究方法

诊断

中医学

社会层建立在心理层上，心理层建立在物质层上

维度

1.2 中医学隐性知识特点
从知识类型来看，知识分为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隐性知识（implicit knowledge）。显

图 3）
。层级还能继续细化，如生物层又可分解为其
主要的几个亚层：生态学、行为学、生理学、细胞
学、遗传学等[8-9]。

性知识指可利用通用语言文字记录在一定物质载体
上的知识，属于客观、理性的知识。隐性知识指
“尚未被言语或者其他形式表述的知识”，表达不
容易，交流和共享会比较困难。显性知识的呈现依
赖于隐性知识的存在，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可以互
相转化[6]。
中医学知识有很多显性知识，这些知识可编
码，可以用语言、文字、符号、图像通过严密的逻
辑分类并清晰表达，比如药理知识、与现代医学相

图 1 物质层、心理层、社会层的线性关系

同的解剖学、生理学等知识都属于中医学的显性知
识。这些显性知识通过教材、教师讲授等方式比较
容易交流，并传授给学生。
中医学隐性知识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非编
码化、个体性、垄断性、相对性、文化性。中医学
隐性知识主要来自于中医专家的经历和经验，以直
觉、灵感、经验、感悟等潜在的形式存在，对这些
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体现了中医专家水平 [7] 。这些中

图 2 物质层、心理层、社会层的非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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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SNOMED CT 的 41 个标签及概念数量

标签
disorder

概念数量
63 564

（疾病）
procedure

45 422

navigational concept

27 948

ethnic group

认识论研究知识的本质、来源和主观认识；本
[10]

体论侧重于研究客观存在。德国的 Herren H

致力

product

25 627

于通用本体模型的研究，设计出高度概括的通用本
体模型，认为各个领域可在其框架内构建本领域的

（限定值）

本体。物质层、心理层、社会层及其亚类可以用术
语层（term level）来描述，世界上的每一个实体都
能归属于某一个层和类。

observable entity

本体是对某领域应用本体论的方法分析和建
模的结果，即把现实世界中的某个领域抽象为一
组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该方法在医学领域的
应用之一 是医学系 统命名法-临床术语
（Systematized Nomenclature of Medicine-Clinical
Terms, SNOMED CT）。在中医领域应用为中医临

morphologic

occupation

event

（情况，形势）
regime/therapy

论，可以尝试将来自西医、中医临床概念术语归

（制度/治疗）

类（层），考察西医学与中医学知识在本体论层

attribute

次上的差异。

（属性、特性）

3.1 资料来源

environment

3.1.1

医学系统命名法-临床术语（SNOMED CT）

（环境）

SNOMED CT 是基于概念的结构化综合性临床术语

specimen

集，每个概念都有唯一标识，可有多种描述；同一

（样本）

概念的所有描述有关联。概念与概念之间通过关系

assessment scale

cell

微生物、药物等。共有接近 30 万个概念，用 41 个

（细胞）

详见表 2。

7740

physical force

171

religion/philosophy

145

namespace concept

79

（命名空间）
4485

administrative concept

28

（管理概念）
4303

social concept

26

（社会概念）

4161

geographic location
（地理定位）

life style

21

（生活方式）
3575

racial group

19

（种族群体）
3300

staging scale

15

（分期分度）
2949

link assertion

8

（连接主张）
1126

inactive concept

7

（不活跃概念）
1109

environment/location

1

（环境/位置）
1052

linkage concept

1

（连接概念）
884

（评估量表）

床大多数方面的信息，如疾病、临床所见、操作、
，

200

（宗教/哲学）

（事件）

的“每个实体都能归属于某一个层和类”的理

[12]

record artifact

（物理力）
8795

（职业）

situation

。SNOMED CT 涵盖临

214

（形态学异常）

Termino- logical_System, TCMCTS）。基于 Herren H

标签来分类所有概念，并统计其下所含概念数

19 081

abnormality

床术语系统（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_Clinical_

（relationship）彼此相连

tumor staging

（记录人工制品）

（物理对象）

3 从本体论角度分析中西医学知识

[11]

23 456

（观察实体）
physical object

262

（癌症分期）

（产品）
qualifier value

346

（同种文化之民族）

（物质）

图 3 物质层及其亚层

370

（导航概念）

（身体结构）
substance

person

32 559

（有机体）
body structure

510

（人）

（临床发现）
organism

cell structure

概念数量

（细胞结构）

（操作）
finding

标签

special concept

1

（特殊概念）
609

607

SNOMED RT+CTV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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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MCTS

操作、评估量表、导航概念、癌症分期、宗教/哲

以中医理论为核心，借鉴 SNOMED CT 的概念分

学、命名空间、管理概念、分期分度、不活跃概

类、语义关联等方法，依据中医临床特色构建，定

念、SNOMED RT+CTV3；其余标签归入物质层。

3.1.2

中医临床术语系统（TCMCTS）

义了中医临床相关概念及概念间的关系。目前收录
概念 11 万多条，术语 27 万多个

[13]

。TCMCTS 的三

级概念（节点）有 48 个，详见表 3。
数量

概念（节点）

社会环境、历代医家、养生调护方法/操作、中医学
术流派；归入心理层的有：药物处方、诊断方法/操
作、治疗方法/操作、穴位、治法原理、中医证候、

表 3 TCMCTS 的 48 个三级概念（节点）及所含概念数量
概念（节点）

TCMCTS 中 48 个三级节点归入社会层的有：

数量

非药物处方、藏象学说原理、针灸原理、五运六气

药物处方

46 686

诊断原理

262

学说原理、病机学说原理、防治原则、病因、发病

中药

11 440

物理力

226

原理、诊断原理、中医学说、五行学说原理、阴阳

异常临床发现

8732

中医学说

224

学说原理、气血津液学说原理、副主题词、处方制

背景依赖性分类词

5933

长度（单位）

221

定原理、养生学说原理、中药原理、病情严重程

社会环境

5567

中医治疗器械

211

度、药物处方、药物煎服法/操作、药物炮制法/操

西药

4160

五行学说原理

205

作；其余标签归入物质层。

自然环境

3401

阴阳学说原理

173

SNOMED CT 中属于物质层的概念最多，占

诊断方法/操作

3164

气血津液学说原理

153

79%，属于心理层概念的占 16%，属于社会层概念

治疗方法/操作

3164

副主题词

110

的占 5%。TCMCTS 中属于心理层的概念最多，占

历代医家

2880

中医学术流派

69

56%，属于物质层占 36%，属于社会层概念占 8%。

正常临床发现

2714

处方制定原理

54

4 讨论

穴位

2073

相关关系词

52

4.1 归类的讨论

治法原理

1714

中医诊断器械

45

与西医比较，中医更重视主体认识与客体信息

中医证候

1404

连接断定词

8

的融合[14]，即对机体病理生理的认识中含有很多医

中医疾病

1283

症状发作特征

5

生个体的体验和经验，因此将中医证候、原理、防

属性词

1107

养生学说原理

1

治原则、病因等都归入心理层。以中药和中药处方

非药物处方

909

中药原理

1

（方剂）为例来说明。中药是在中医学理论体系指

养生调护方法/操作

782

药物煎服法/操作

1

导下的药物总称，具有来源植物、药用部位、化学

藏象学说原理

704

药物炮制法/操作

1

成分等客观属性，因此归类时将中药归于物质层，

针灸原理

702

数量（单位）

1

这与将西药归入物质层一致。但中药处方（方剂）

五运六气学说原理

615

时间（单位）

1

是医生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对患者病情进行辨证后

病机学说原理

576

容积（单位）

1

制定出的，是医生自身对中药的认识及使用经验、

防治原则

309

力量（单位）

1

患者体质等因素综合考虑后的结果，不同的中医在

病因、发病原理

286

病情严重程度

1

同一时间面对同样的患者，开出的处方不尽相同，

3.2 归类方法与结果
将 Spackman K 给 SNOMED CT 所分的 41 个标

却均能达到满意的疗效，这就是中医的特色所在，
因此在本文中将中药处方（方剂）归于心理层。

签与 TCMCTS 的 48 个三级概念（节点）按照物质

受限于我们的知识水平，TCMCTS 的 48 个三

层、心理层、社会层来归类。具有客观属性的概念

级类与 SNOMED CT 的 41 个标签可能并不完全对

类归入物质层，如疾病、西药、自然环境等；包含

应，而且以上归类的主观性也较强，仅限于为本论

主体认识属性的概念类归入心理层，如操作、评估

文所用。

量表、癌症分期等；描述人类社会属性的概念类归

4.2 思考与提示

入社会层，如职业、生活方式、种族群体等。

对 2 个系统归类的结果符合中西医知识的特

SNOMED CT 的 41 个标签归入社会层的有：职

点：西医物质层概念居多，大部分是显性知识，可

业、事件、情况、制度/治疗、同种文化之民族、社

以通过教学、阅读，相对容易的吸收和掌握。中医

会概念、生活方式、种族群体；归入心理层的有：

大部分是隐性知识，这些知识运用需要经验性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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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直觉性。中医医生如果想在临床正确运用所学
到的知识并取得良好疗效，则需要对中医具有很深
的理解力，以及对生理、心理、社会等多方面的考
虑，对临证经验有自己的体悟。从这个角度来看，
名老中医“师带徒”的传统方式，可能是传授中医
隐性知识、提高临床治病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构建本体是通过对知识进行建模，将显性知识
系统表示出来，实现知识共享和重用；也可用于促
进隐性知识的转化与共享。中医药领域本体通过对
中医概念的提取、关系的分析，将中医知识明确规
范地表达，以便于共享和传承。用本体的方法可以
系统地整理中医隐性知识，通过编码实现显性表
达，可将中医隐性知识转换为显性知识，使中医
[15]

“意之所解，口莫能宜”的经验知识外显化

。

中医药领域本体的构建有利于从本体论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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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登本,孙理军,张景明,等.论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中医学的发展[J].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31(2):141-146,148.
[6] 张艳萍.中医学的知识本体解析及启示[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
学版),2010,31(2):60-62.
[7] 汤少梁,沈爱琴.从隐性知识管理角度解读当代中医传承困境[J].湖
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14(2):75-77.
[8] POLI R. The basic problem of the theory of levels of
reality[J]. Axiomathes,2001,12(3):261-283.
[9] POLI R. Levels of reality and the psychological stratum [J].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2006(2):163-180.
[10] HERRE H. General Formal Ontology (GFO): A Foundational
Ontology for Conceptual Modelling[M]. Netherlands; Springer,
2010:297-345.

对于中西医知识体系进行比较。中西医学之所以很

[11] SNOMED CT Starter guid[EB/OL].[2014-04-24].http://ihtsdo.

难共融，是因为二者从本体的层面就具有很大差

org/fileadmin/user_upload/doc/download/doc_StarterGuide_Curr

异。当然，目前的中医临床术语系统的顶层结构还

ent-en-US_INT_20140222.pdf.

不完善，以之为研究对象可能有失偏颇，希望可以

[12] SNOMED clinical terms basics[EB/OL].[2015-04-24].http://

建立逻辑一致、内涵清晰的中医药领域本体，为中

www.nehta.gov.au/component/docman/doc_download/1793-snomed-

西医学的比较研究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为实现整

ct-basics-slide-presentation?Itemid=.

个中医知识的系统化及知识共享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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