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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医药语义网的智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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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700
摘要：语义网将是一个全球共享的智能信息空间，能实现各种数据资源的互联互通，支持机器推理、
知识发现和智能问答等各种智能应用。本文旨在探讨在中医药领域中构建语义网基础设施，并在此基础
上模拟中医思维的过程，挖掘中医医案中的知识，构建中医临床智能系统，从而支持中医科学研究和临
床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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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mantic Web will become a global information space that realizes the interconnection of
various data resources, and supports various intelligent applications, such as machine reasoning,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intelligent question-answering. This article discussed how to construct the Semantic Web
infrastructur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domain, simulate the TCM thinking processes, discover
knowledge from TCM clinical cases, and construct TCM clinical intelligence system, in order to support TCM
scientific researches and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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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网技术概述

识发现和智能问答等智能方法，为实现中医药领域的
[1]

新兴的语义网（Semantic Web）技术能实现各种

智能系统提供了理想的基础设施 。语义网对万维网

数据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全球共享，支持机器推理、知

（World Wide Web）的架构进行了系统性的扩展，使
其支持结构性数据的发表、共享和关联，从而提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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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数据集，被称为“关联数据”
（Linked Data）。

到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为模拟中医思维，首先需要

其核心特征是通过语义链接（Semantic Link）将数

将中医头脑中的知识转换为计算机能够管理和处理

据集互联起来。语义链接能明确表达不同领域的概念

的数据。也就是说，需要建立数字化的中医药领域知

之间的关联关系，辅助用户对各种数据进行便捷的浏

识模型，进而实现辅助中医诊疗的智能系统。

览和分析，在不同的数据集之间进行连贯的跳转。

3

中医药语义网的智能应用

关联数据将催生出能在互联网上进行浏览、编辑

语义网技术为构建中医药智能系统提供了潜在

和互动的机器，它们被称为“智能代理”
（Intelligent

的解决方案。为构建面向中医药领域的语义网基础设

Agent）
。智能代理将在人类主人的指令下，代表主人

施，首先需要构建中医药领域本体，继而整合中医药

在语义网上活动，辅助主人解决各种问题。它们能够

领域知识和数据资源。在中医药语义网的基础上，可

根据主人预设的命令、偏好和约束，搜寻相关的信息

通过机器实现知识推理以模拟中医思维的过程，挖掘

资源，揭示各种事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发现有意

中医医案中的知识，构建中医临床智能系统，从而支

义的模式和规则。近年来基础科学的进展，尤其是描

持中医科学研究和临床决策。

述逻辑和推理等领域的突破，使得在万维网上实现智

3.1 构建中医药领域本体是发展中医药语义网的前提

能代理成为可能。语义网和智能代理将在机器推理、

本体（Ontology）是构建语义网的基石。本体是

智能问答、信息抽取和知识发现等智能应用中发挥核

针对某个领域的概念体系的精确规范，用以明确概念

心作用。

的定义以及概念之间的语义关系 。可通过本体技术

2 中医药智能系统的应用背景

将领域知识表示成计算机可读写、可处理的知识模型。

[7]

循证医学的理念是在医疗保健的决策中，以有意
[2]

识、明确、严谨的方式使用现有的最佳证据 ,循证

本体可通过万维网在领域团体中共享，为语义网提供
标准术语，使得语义网上的数据具有规范的表达方式，

[3]

保健服务的成功倚重于最佳证据的可及性 。近年来， 便于数据资源的互联、共享与重用。因此，发展中医
在互联网上出现了 UpToDate、DynaMed、Essential

药语义网的前提是构建中医药领域本体。

Evidence Plus、MD Consult、Clinical Evidence

近年来，本体技术被用于病因、病机、脏腑、证

等一系列医学信息资源，它们能为医学决策提供医学

候、中药、方剂、疗法、养生等诸多领域，本体建模

知识和证据支持，在循证医学的实施和发展中发挥了

的对象涉及阴阳五行、辨证论治、方剂配伍等各种理

[4]

[8]

重要的作用 。

论学说 。其中的一个典型应用是中医证候本体。中

[5]

Haynes RB 于 2006 年提出了一种用于对循证医

医证候是中医辨证论治思维的基础，是中医内科学的
[9]

学服务进行分类的“5S”模型，它包括研究、综述、

核心内容 。中医证候知识建模，是研发中医临床知

摘要、总结、系统等 5 个层次。其中，处于最高层次

识库和决策支持系统的基础。可通过构建证候本体，

的“系统”
，是指能对应用情景做出判断，按需提供

梳理中医证候的概念体系，对证候进行系统分类，准

知识服务，以支持临床决策的智能系统。这类系统能

确表达证候的含义和特征

[10]

。

够将个体患者信息与相关研究的最佳证据相结合，根

证候本体的重点之一是梳理证候及其相关概念

据患者的特征和具体情况，自动链接至相关的最佳证

之间的语义关系，包括等价关系、从属关系、包含关

据，并提醒或告知医护人员治疗的关键所在。这些智

系、相关关系等。⑴等价关系：在中医药领域，某些

能系统在后台需要知识库、推理机（即规则引擎）和

不同的术语实质上指称同一事物。这些等价关系对中

知识发现等智能方法的支持。

医专家而言是简单的常识，但对计算机是陌生的。领

在中医领域推广循证医学的理念，也同样需要智

域本体能完整列举概念之间的等价关系，有助于计算

能系统的支持。中医学者从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尝

机实现不同知识源的整合，改进知识发现等应用的效

试将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表示为计算机程序，从而使

果。⑵从属关系：证候之间的从属关系用于建立证候

[6]

计算机具备专家水平的诊治能力 。在中医诊疗技术

的分类体系。本体将证候定义为类型，将证候之间的

现代化的背景下，研发智能化辅助诊疗系统成为中医

从属关系表示为父子类关系。本体将某证候相关的症

药信息化建设的热点。如何通过计算机来模拟中医的

状集合定义为它的等价类，使子证候相关的症状集合

思维过程，目前仍是中医知识工程研究的一个核心问

能自动继承父证候的相关症状集合。⑶包含关系：中

题。中医专家头脑中的隐性知识在中医临床诊疗中起

医证候之间存在着包含关系。例如，证候“肺肾阴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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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意味着两个证候“肺阴虚证”和“肾阴虚证”同

富的中医临床知识。中医医案是分析中医临床用药规

时发生。在本体中，可将证候“肺肾阴虚证”表示为

律的重要依据，极具研究价值和临床指导作用。可从

“肺阴虚证”和“肾阴虚证”的并集，从而帮助计算

中医专业期刊等各类文献中抽取医案，或通过临床数

机识别这种包含关系。⑷相关关系：中医证候与疾病、

据采集系统对医案进行实时采集，从而构建中医医案

症状、中药、方剂、出处等概念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

数据库。通过使用科学的数据采集方法，并建立严格

相关关系。例如，
“证候”与“中药”存在“被治疗”

的数据审校制度，能够保证中医医案数据的准确性和

关系。本体中定义了“现象表达”
“组成”
“治疗”等

可信性。大规模、高质量的中医医案数据，为知识发

一组典型的语义关系，对概念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系

现提供了可靠的知识来源。

统性梳理与规范化表达。

中医医案是中医经验性知识的核心载体，记载了

采用本体建模方法，可对证候层次结构、证候特

症状、疾病、证候以及临床用药等关键信息。通过大

征以及证候加减等复杂情况进行清晰表达，建立以语

量医案的联合分析，往往能够揭示出各种临床现象之

义网络为主体框架的中医证候知识体系。实践证明，

间的相关关系，以及中医专家的用药模式。但中医医

本体为中医药领域复杂知识建模提供了有效的手段。

案一般通过自由文本描述，临床信息的表述方式非常

构建中医药本体，有助于对中医药理论知识进行辨认、 复杂，无法被常规的数据挖掘方法直接处理，这严重
梳理、澄清和永久保存，还能支持机器实现知识推理

影响了医案知识发现的效果。因此，需要通过文本信

并模拟中医思维过程。

息抽取方法，从医案中抽取关键性的特征信息，实现

3.2 整合中医药领域知识和数据资源

医案数据的结构化。

为实现智能应用系统，需要计算机掌握尽可能丰

本体对领域术语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准确表达，提

富、全面的领域知识和数据资源。经过多年的中医药

供文本挖掘所需的背景知识（如同义词、词汇语义类

信息化建设，已积累了丰富的中医药数据资源，但这

型等）。本体可被用于处理医案用语的复杂性，因此

些资源也存在着独立封闭、零散分布、异质异构等问

能在医案信息抽取发挥关键作用。可通过基于本体的

题，缺乏有效的整合，阻碍了知识的共享以及智能应

文本挖掘方法，从中医文献中提取结构化、语义化的

用的发展。

医案知识，以提升中医医案结构化加工的效率。

可通过语义网的标准格式表示中医药数据，实现

通过语义网技术，可以将分布于各种文献的医案

中医药数据资源的网上发布，以及中西医领域的数据

知识集成在一起，构成中医临床事实的陈述集合。进

互联

[11]

。Chen H.等

[12]

采用这一技术策略，建成了一

而实现医案知识与相关中医药知识库的关联，将中医

个大型的数据集成系统，内容覆盖中医疾病、中药、

文献中的“知识碎片”拼接组合起来，整理和完善中

方剂、针灸等几乎所有的中医药门类，面向中医团体

医药领域知识体系。接下来，采用频繁模式、关联规

提供丰富的知识内容和强大的检索功能。

则等方法，从医案知识中发现潜在的、具有启发性的

又如，
“开放性中药关联数据（LODD）
”是一个大
型的国际合作项目，它旨在利用语义网技术框架，整

知识。医案挖掘所得到的知识以及机器推理所得到的
规则，可被存入中医药领域知识库中加以保存。

合医药学数据资源，加速新药研发的进程。LODD 已

总之，经过医案知识提取、知识组合和知识发现等

将大量中医药知识发布在互联网上，其中记录了草药

环节，可将中医文献资源转换为智能医案。智能医案以

的知识（如化学成分、疗效等）
，以及疾病、基因、

及中医药领域知识库中的知识，可被导入推理机中以辅

草药之间的关联关系。LODD 能辅助研究人员找出能

助医疗决策，或通过知识服务平台进行检索和浏览。

够治疗某种疾病的草药，理解草药的性质和疗效，支

3.4 构建中医临床智能系统

持中药新药研发等应用。

面向中医临床实践的智能系统，旨在支持中医临

上述工作表明，语义网具有强大的数据集成能力， 床决策，促进循证医学在中医药领域的推广和实施。
能有效解决中医药领域的“数据孤岛”问题，建立中

中医辨证是中医临床思维的核心环节，它是根据患者

西医之间的知识关联，为构建中医药智能系统，实现

的一组可识别的病理特征（如症状、体征等）来判断

知识服务模式创新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证候的过程。中医辨证依靠的是中医药基础知识与临

3.3 从海量医案数据中发现知识

床经验的结合。与之对应，需要将计算机知识模型与

中医医案记载了中医名家的宝贵经验，蕴含着丰

海量临床数据相结合，以支持智能系统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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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临床智能系统是建立在临床知识库之上的

床智能系统以及中医医案知识发现等应用。这些智能

应用，它的后台是一个规则引擎。该系统以临床知识

应用能辅助中医药领域专家完成临床决策和知识发

库和海量临床数据作为知识来源，通过数据挖掘方法

现等任务，促进中医药知识资源的利用以及中医科学

来发现医学证据和规则，对医学证据、指南和规则进

研究的发展。

行表示和管理，支持专家对知识的浏览和审查，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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