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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信息学工程技术领域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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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程技术在中医药信息学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是在解决现实问题方面，而且
对学科理论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医药信息学在工程技术领域中的研究主要体现在 3 个方
面：中医药科学数据建设工程、中医药信息标准建设工程和中医药知识服务工程。中医药信息学工程技
术领域的发展支撑着整个学科在应用领域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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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formatics
CUI Meng1, LI Hai-yan1, YANG Shuo1, GAO Bo1, HU Xue-qin2, ZHU Ling1
(1.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2.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3, China)
Abstract: Engineering technology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nformatics, which not only resolves the practical problems but also promotes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Research on TCM informatics i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mainly involves three
aspects: project of TCM scientific data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TCM informatics standards development and
project of TCM knowledge servic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of TCM informatics sup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 of TCM informatics in application field.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nformatics; engineering technology; TCM informatics
standards; TCM scientific data; TCM knowledge service
白春礼院士在谈到创新驱动发展时指出，“应

撑当前经济转型增效，通过创新驱动打造经济升级

积极促进技术、工程与经济社会紧密结合，发挥技

版” [1] 。中医药信息技术、信息工程研究与中医药

术创新在支撑当前经济转型和持续发展中的核心作

临床实践、新药研发紧密结合，在支撑中医药创新

用……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科研院所、大学与企

驱动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医药信息学在工程

业共建技术研发平台、创新联盟，打通创新链与产

技术领域中的研究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中医药科

业链，集中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要采取多种

学数据建设工程、中医药信息标准建设工程和中医

切实有效的举措，综合施策，努力通过技术创新支

药知识服务工程。
1 中医药科学数据建设工程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部重大专项（2012ZX09304003-001）；

中医药科学数据建设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对中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行业专项（201207001-21）；科技部科技

医药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当科学数

基础性工作专项（2009FY120300）；中国中医科学院创新团

据成为一种资源，支撑着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

队项目（PY1306）

数据科学时，对中医药学科学研究的推动作用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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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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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科学数据建设工程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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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初，以文摘数据库建设为起点。由于吴兰成研究

实现数据间关联关系的发现。通过不断的磨合，最

员的远见，在数据库建设之初就与美国国立医学图

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与浙江大学计

书馆的 MEDLINE 数据库采用了相同的建设模式，

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建立了长久、稳定的合作关

即运用主题标引的方法加强数据库的查全率与查准

系，共同开发与建设中医药科学数据平台，这项合

率。为了贯彻这一思想，首先必须建设与《医学主

作至今已经持续了 17 年。在此平台上，我们建立了

题词表》（MeSH）相配套的中医药学主题词表，才

中药基础数据库，实现了中药数据间的关联检索与

能够实现主题检索。中医药学主题词表采用了与

统计功能，能在数秒内完成所有中药的归经、性、

MeSH 词表相一致的结构，把其未收录的、而在中

味统计，化学成分与中药关联检索，中药与功效关

医药科学文献中又频繁出现的概念编制成中医药学

联检索等；中药药理数据仓库基于 8 个轴，实现了

主题词表，用于中国中医药期刊文献数据库的标

中药材、化学成分的药理作用频次、药理实验频次

引。经过主题词标引的中国中医药期刊文献数据库

排序及相关文献关联；中国中药化学成分数据库实

具有更为精确的查准率和更为全面的查全率，成为

现了化学成分与实验条件的关联；还有一大批疾病

当时国内外主要应用的中医药文献数据库。在数据

数据库，实现了各种疾病证候、症状、方剂、中

库建设初期，收录了国外多语种期刊发表的与中医药

药、西药的统计，以及诊断标准的关联等。在中医

相关的文献；后来由于经费和人员等原因，不再收录

药科学数据平台上建设了 42 个结构型数据库，并实

中文以外的文献，文摘量也逐渐减少。进入 21 世纪

现免费共享。

后，受清华同方、万方数据等全文数据库的影响，中

中医药信息研究单位规模都相对较小，人员结

国中医药期刊文献数据库的建设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构不尽合理，仅依靠 1～2 个中医药信息研究单位难

用户量逐渐减少。但随着信息爆炸，无效文献越来

以承担如此浩大的工程。为此，建立了中医药科学

越多，单凭关键词检索越来越无法满足用户的需

数据工程虚拟研究院（以下简称虚拟研究院）。虚

求，主题词检索又引起了用户的注意。因此，到目

拟研究院相对稳定，但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成员

前为止，文摘型的中国中医药期刊文献数据库凭借

最多时有 37 个中医药大学、学院、研究院所及西医

着其特有的主题词标引，依然吸引着一批用户。

相关单位和计算机研究相关单位参与建设。虚拟研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对数据需求的不

究院之所以能够相对稳定，并一直持续到现在，主

断增加，国家在科学研究基础条件建设方面逐渐加

要是其组成结构、运作模型及操作平台相对合理。

大投入，对中医药科学数据建设经费的投入也不断

虚拟研究院的组成结构是纵横支撑，横向为各组成

加大，此时产生了一大批单表型数据库，如中国中

单位是稳定的事业单位组织，保证了组织机构的稳

药数据库、中国方剂数据库、疾病诊疗数据库等。

定性，纵向是各数据库形成的课题组，保证了参加

这批数据库的建设主要是为了满足临床和科研人员

人员的稳定性。其运行机制主要是依托课题项目，

对某一方面数据的需求。在此基础上，中医药数据

按课题项目的运行机制，同时实行协调管理，即人力

库群逐渐形成，中医药科学数据平台初见雏形。

集成虚拟化、组织结构柔性化、知识产权模糊化、并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至 21 世纪初期，是中医药

行作业分布化。虚拟研究院的操作平台是面向

科学数据建设工程最为活跃的时期。由于多学科的

Internet 的中医药异地、远程、同步数据共建平台，

介入，中医药科学数据建设与清华大学、浙江大

在这个平台上部署了 3 级审校程序、3 级权限管理

学、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软件

程序，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中医药科学数据共建。

研究所等一批具有强大计算机研究实力的单位形成

目前，中医药科学数据建设工程正在向提高数

合作关系，开展中医药科学数据建设研究。与此同

据质量、服务临床与科学研究需求方向努力。同

时，由于国家经费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对中医药科

时，随着大数据理念及数据科学理念的逐步发展，

学数据建设的要求不断提升，加之中医药科学数据

数据应用理念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正在探索通过

建设单位的规模均偏小，因此，中医药科学数据建

Hadoop 平台上的 MapReduce，在计算机上从全文本

设虚拟研究院应运而生。

数据中自动抽取所需要数据，实现数据的半自动结构

在此期间，中医药科学数据建设转向了结构型

化和半自动关联，并逐渐回归中医药数据的本体，不

数据库，试图通过数据拆分、数据清洗、数据关联

再追求从所有数据中发现中医药的一般规律，而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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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 个医生、1 个科室、1 个医院、1 个流派的全数

国际医学信息学专家的认同，为此后中医药信息国

据发现具有个体化特征的经验性规律。随着国家科

际标准研制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与

技立法的进程不断推进，中医药科研数据汇交最终

此同时，在 TC215 中说服国际医学信息学的专家认

能够实现，为中医药科学数据建设工程奠定更为坚

同不存在东亚、东洋、东方等以地区命名的传统医

实的基础。而中医药科学数据建设工程的持续推

学的概念，认同中医药学已经是一个国际通用性的

进，最终也将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医学，研制中医药信息标准是具有国际意义的。

2 中医药信息标准建设工程

2009 年 ， ISO 成 立 了 中 医 药 技 术 委 员 会

中医药信息标准建设工程也是一个长时间持续

（TC249），其中第五工作组为名词术语和信息工作

推进的工程。中医药信息标准的研制最早起源于 20

组。由于该工作组的工作范围与 TC215 有所交叉，

世纪 80 年代初期开始建设的中医药学主题词表，该

经 ISO/TC215 与 ISO/TC249 协调建立了联合工作组

词表规范了中医药文献检索的主题词，开创了中医

（JWG），即 TC249 的 JWG1（信息学联合工作组）

药信息标准研制的先河。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陆

和 TC215 的 JWG1（中医药信息学联合工作组），

续开展了中医药名词术语标准的研究，并发布了一

负责协调需要由 2 个技术委员会共同完成的中医药

批国家标准和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标准。

信息标准的研制工作。TC249 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

除了这些标准外，为了协调全国的数据库建设工

中医药国际信息标准研制工作的开展。

作，研制了一批必须的标准表，放置在共建平台上

到目前为止，ISO 已经发布了 3 项中医药信息

供建库使用。这批标准表虽然不是公开的标准，但

标准，均由我国主导研制。⑴“ISO TS 17938:2014

在中医药科学数据库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

中医药学语言系统语义网络框架”于 2014 年发布，

用。科技部“十一五”支撑计划“中医疾病分类代

由崔蒙研究员作为负责人，该项标准规定了中医药

码等基础标准示范研究”中设立了 16 个中医药信息

学语言系统的语义类型、语义概念及语义关系，并

标准课题，这些课题的设立和完成极大地推进了中

对其进行了详细定义。该标准的提出不仅规范和支

医药信息标准的研制工作，并为此后的中医药信息

持了中医药学语言系统的建设，还为中医药学术语

国际标准的研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系统和本体创建提供了语义标准，为中医药学语言

2.1 国际标准化组织

系统和统一的医学语言系统映射提供了支持，对中

进入 21 世纪后，中医药信息国际标准的研制获

医药学术语信息的交换具有重要意义。⑵“ISO TS

得了长足的发展。最先开展的国际标准化组织

17948:2014 中医药文献元数据标准”于 2014 年发

（ISO）中医药信息标准研制是从健康信息技术委员

布，由崔蒙研究员作为负责人，该项标准规定了中

会（TC215）开始的。在此之前，中医药信息标准

医药文献元数据标准化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覆盖中

从未进入过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视野，而我国中医药

医药学领域具有共性的全部元数据内容，为中医药

信息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也从未参与到国际标准化组

学文献资源提供了一套通用的描述元素。它能规

织的标准研制工作中。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

范、科学、合理地描述中医药学文献，提供有关中

研究所具有开展中医药主题词表、中医药学语言系

医学文献的标识、内容、分发、质量、限制和维护

统、中医临床术语系统的研制工作基础，所以崔

信息，以支持中医药文献的收集、存储、检索和使

[2]

蒙、李海燕等 主要在 ISO/TC215 的语义工作组

用，促进中医药文献资源的交流与共享，对中医药

（WG3）进行标准研究工作。当时 ISO/TC215 的与

文献资源的系统保护和深度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会专家认为医学信息学的语义标准已经完全能够涵

2014 年发布的这 2 项标准是迄今为止 ISO 首次发布

盖中医药信息学的需求，认为中医药没有独立的信

的中医药信息标准，对中医药术语信息系统和文献

息模型。为此，崔蒙、李海燕及其研究团队做了大

信息系统的建设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⑶“ISO/TS

量的研究工作，说明中医药信息学不仅在内容上与

18790-1:2015 中医药信息标准体系框架与分类”标

医学信息学有所区别，而且在信息模型上也有所区

准于 2015 年发布，由李海燕研究员作为负责人，该

别，最终得到了国际医学信息学专家的认可。标准

项标准是 ISO/TC215 与 ISO/TC249 的首个联合工作

的最基本要求是专家共识，国际标准的最基本要求

项目，实现了中医药信息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有

是专家共识基础上的国家实体的认同，因而，获得

助于中医药行业内部共识及其与大健康信息标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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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衔接，对于中医药信息标准体系建设、信息标

是目前国际上应用较为广泛的医学临床术语系统，

准制修订、规划计划制定等具有深远意义。世界卫

其与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和世界卫生组织均达成了

生 组 织 （ WHO ） 开 展 的 疾 病 分 类 代 码 11 版

一定程度的协议，因此在统一的医学语言系统

（ICD11）的研制工作，首次将传统医学纳入其中，

（UMLS）和 ICD11 中均使用了其术语。SNOMED-

专门开辟了 ICTM 一章。ICD11 采用了与以往各版

CT 是以国家合作的方式允许其术语系统的应用，到

都不同的形式，将本体的概念引入了 ICD11 的修订

目前为止，其尚未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因此该术

中，以医学临床术语系统（SNOMED CT）为其术

语系统还无法在中国应用。这对中医药临床术语系

语池，解决精确诊断的问题。因此 ICTM 也必须采

统的使用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中国的中医医院绝大

用传统医学术语系统作为其本体支撑。目前，中医

部分都是中西医结合，其病历记录中使用了大量的

药临床术语系统是最佳选择，但由于未能与日、韩

西医术语，如果没有西医术语系统的支撑，基于规

达成统一意见，术语池的构建工作处于被搁置状

范术语的电子病历交换是无法实现的。目前，我们

态。无论如何，ICTM 出现在 ICD11 中，是中医药

正在努力改变这一局面。一是适应中医药术语系统

信息标准国际化的一大进展。

概念间关联关系多为非线性的，因而不再采用

2.2 卫生信息交换标准

SNOMED-CT 的连接词，而是使用语义关联，完成

卫生信息交换标准（Health Level 7，HL7）是

概念间的复杂关联；二是在中医临床术语系统的框

主要应用领域为医院信息系统（HIS）/影像信息系

架下，加入中医医院使用的西医术语，以适应中医

统（RIS）的标准体系，规范 HIS/RIS 系统及其设备

医院电子病历交换的需求，同时避免知识产权纠

之间的通信，它涉及到病房和患者信息管理、化验

纷。由此可以看出，中医药信息标准的研制是一个

系统、药房系统、放射系统、收费系统等各个方

浩大的工程，涉及中医药信息的方方面面，是开展

面。HL7 的宗旨是开发和研制医院数据信息传输协

中医药信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必须有一支专业的

议和标准，规范临床医学和管理信息格式，降低医

队伍，有一批持之以恒不断努力工作、不断拓展创

院信息系统互连的成本，提高医院信息系统之间数

新的工作人员，才能够将此事业发展下去。

据信息共享的程度。近年来，中医药卫生信息交换

3 中医药知识服务工程

标准的加入也获得了“HL7 中国”委员会的认可。

知识服务和知识工程都是很大的概念，真正要

由于中医临床处方用药的特殊性，处方部分被西医

完成这样的工程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人力。目

认为是制药的范畴，未能纳入该体系。但 HL7 希望

前所开展的中医药知识服务工程的建设工作是从较

其标准模型能够涵盖所有医学的电子病历数据交

窄的点面做起的，也是从较基础的工作做起的。在

换。因此，在“HL7 中国”委员会的建议下，同意

此方面主要做了 2 项研究工作，一是构建中医药学

并积极支持把中医临床信息模型纳入其范围。

语义网络，从根本上来说，是希望构建起中医药知

2.3 临床数据交换标准协会

识体系，至少构建起中医药概念体系，中医药学语

临床数据交换标准协会（CDISC）是一个开放

言系统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构建起来的。二是

的、包括各种学科的非盈利性机构。协会致力于开

开展中医药数据挖掘研究，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

发行业标准，为医学和生物制药产品的开发提供临

实现知识发现，支撑中医药学领域的计算机临床决

床实验数据和元数据的取得、交换、提交以及存档

策和计算机新药辅助开发。

的电子手段。如果完全按照西医、西药的思维模式

3.1 构建中医药学语义网络

指导中医药临床实验标准的研制工作，不重视中医

语义网络是自然语言理解及认知科学领域研究

药学整体性的特点，而是将其碎片化，这对中医临

中的一个概念，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科学家西蒙

床实验标准的研制工作会造成一定的困扰。近年

（Simon）发展与完善了语义网络的概念和方法，把

来，CDISC 注意到中医药临床实验数据交换的特殊

它作为知识表示（knowledge representation）的一种

性，正在积极开展相关研究，中医药 CDISC 标准的

通用手段，语义网络是一种采用网络形式表示人类

研制工作还在不断地推进中。

知识的方法。一个语义网络是一个带标示的有向

2.4 医学临床术语的系统化命名

图。其中，带有标识的结点表示问题领域中的物

医学临床术语的系统化命名（SNOMED-CT）

体、概念、时间、动作或者态势。在语义网络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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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中，结点一般划分为实例节点和类节点 2 种类

语义 Web 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研究”等。这些研究

型。结点之间带有标识的有向弧标识结点之间的语

使中医药学语义网络的构建工作获得了极大的进

义联系，从而形成一个由节点和弧组成的语义网络

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医药知识服务工程研究的开

描述图，是语义网络组织知识的关键。同样，用语

展。此外，崔蒙研究员为学术带头人的科研团队还

义网络方法也可以表达中医药学的知识，而这种知

通过虚拟研究院组织全国力量共同开展中医药学本

识表达的方法有可能构建起中医药的知识体系。围

体工程的建设工作，举全国之力、共同建设，使中

绕构建中医药学语义网络这一主题，中国中医科学

医药知识服务工程的工作获得了高速推进。

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和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中医药学语义网络是通过构建基于本体的中医

学院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工作人员开展

药学语言系统实现的。所谓本体，从哲学到计算机

了专题研究，如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科学有着不同的理解，而基于中医药学知识体系形

贾李蓉的硕士论文“中医药学语言系统语义关系初

成的概念与概念间的关联关系，我们称之为“轻本

探”、杨阳的硕士论文“中医临床术语集语义关系

体”，这种本体并不强求基于公理的推理，因为在

的示范研究”、姚媛媛的硕士论文“针灸概念语义

中医药学的知识体系构建中，这一点是很难做到

网络的构建研究”、谢琪的博士论文“基于本体方

的。那么这种基于概念及概念的关系建立起来的语

法构建中医药概念信息模型的方法学示范研究”、

言系统有什么用呢？首先，这是一个概念体系，一

王静的博士论文“基于本体的中医文献诊疗信息的

个不是基于学科分类、而是基于语义分类的概念体

智能检索示范研究”、杨阳的博士论文“中药提取

系。这个概念体系几乎包含了中医药学的所有概

工艺文献知识组织方法研究”、高博的博士后出站

念，这些概念按照其所属的语义类型被划分；然后

论文“用逻辑方法构建五行子系统概念模型的探索

通过语义关系，亦即除了等级关系的上下位关系

性研究”、胡雪琴的博士后出站论文“中医药语言

外，还包括功能上相关、时间上相关、空间上相

系统中的语义网络研究”、李彦文的博士后出站论

关、物理上相关、概念上相关等非等级关系，建立

文“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知识地图的构建研究”、杨

起这些概念间的所有关联关系，这样就构建了一个

继红的博士后出站论文“中医药隐性知识转化的探

中医药学知识的网络体系。在这个网络体系中，所

索研究”、于琦的博士后出站论文“基于文献与概

有的概念都被相关，并相互联系。通过这个体系，

念模型的中医温病理论继承与发展研究”、于彤的

扩展了人类关于中医药学知识关联的需求，使所有

博士后出站论文“面向中医药知识密集型数据的知

的知识点相互关联，并无限循环。这样就扩展了人

识发现研究”、朱玲的博士后出站论文“中医古籍

类的关联思维，使人们清晰地知道中医药知识是关

语言系统构建的探索性研究”、杨云松的进修报告

联的，以及如何关联的。因为在中医药学知识体系

“基于本体的《兰室秘藏》语义网构建研究”等；

中，大量的相关关系都是非线性的相关关系，而我

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张小刚的硕士论文

们构建的这个基于本体的语言系统的中医药学的知

“基于中医药本体的语义关系发现及验证方法”、

识体系所展示的是概念间线性关系，也许这样一个

方青的硕士论文“基于本体论的中医药一体化语言

知识体系不足以涵盖所有的中医药知识。但它已经

系统”、陶金火的硕士论文“基于语义的中医药数

能够满足对于中医药学知识体系中概念间线性关系

据采集工程及应用平台”、盛浩的硕士论文“基于

推演的需要。另外，在研究概念间的相关关系时，

超链数据的中医药语义查询系统”、杨克特的硕士

由于其非线性的特征，发现中医药学概念的关系往

论文“面向中医药的多元语义搜索引擎”、汤萌芽

往不是二元的，而是三元的，甚至是多元的。也就

的硕士论文“中医药本体工程及相关应用”、吴振

是说仅用 1 个关系，不足以表达 2 个概念间的相关

宇的硕士论文“基于语义标注的中医药数据加工平

关系，需要用 2 个或者更多的关系，才能表达出中

台”、范宽的硕士论文“基于语义本体的中医药科

医药学 2 个概念间的相关关系。但限于中医药学语

学数据共建工程”、宓金华的硕士论文“中医药知

言系统构建的模型，即使中医药学 2 个概念间存在

识工程应用”、吴毅挺的硕士论文“DartSpora 数据

着多元语义关系，也只能将其拆分成多个二元关系

挖掘平台的构建”、封毅的博士论文“中医药知识

分别进行表达，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利用基于本

发现可靠性研究”、于彤的博士论文“知识服务：

体的中医药学语言系统构建完整的中医药学知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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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我们正在研究是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以期能

其原因，主要是未能找到适合发现中医临床诊疗规

够进一步推进中医药学知识体系的构建。

律的方法与技术，在数据处理的思路上还存在一定

3.2 开展中医药数据挖掘研究

问题。在中药新药辅助开发方面，无论是饮片层

如同围绕构建中医药学语义网络这一主题，中

次、组分层次，还是单体层次，都有过各种尝试，

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和浙江大学计算机

其中一些组合知识也引起了新药开发专家的重视。

科学与技术学院部署了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和博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从数据挖掘到新药上市

士后工作人员开展专题研究一样，围绕中医药数据

的完整案例，主要原因是这个过程过于复杂漫长，

挖掘研究，2 个单位也同样部署了多名博士、硕士

而数据挖掘所能提供的知识只是整个新药开发过程

研究生和博士后工作人员开展该领域的研究工作。

中前期工作的一部分，因此，当整个过程完成时，

如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李园白的硕士

很难看出数据挖掘工作的成就。只有当数据挖掘的

论文“中医妇产科疾病辨证用药规律研究”、王静

组方能够完成完整的新药研发过程时，其作用才能

的硕士论文“中医疫病现代文献评析示范研究”、

够得到完整的认可。

王静的博士论文“基于本体的中医文献诊疗信息的

白春礼院士指出，“从本质上讲，科学、技术

智能检索示范研究”、雷蕾的博士后出站论文“基

和工程三者是不同类型的创造性活动，有着不同的

于文献的中药化学数据利用研究”、于琦的博士后

发展规律，体现着不同的价值，需要不同的评价标

出站论文“基于文献与概念模型的中医温病理论继

准和支持政策。‘科学’源于拉丁文 scientia，本义

承与发展研究”等；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

是知识和学问的意思。通常认为，科学以探索发现

院蔡越君的硕士论文“数据挖掘技术及其在中药配

为核心，主要是发现、探索研究事物运动的客观规

伍系统中的应用研究”、何前锋的硕士论文“中药

律。科学发现，特别是纯科学的原始性创新突破，

方剂数据系统挖掘研究”、于彤的硕士论文“中医

也就是纯基础研究，在于人们对科学真理的自由思

临床数据仓库的设计与构建”、周忠眉的博士论文

考和不懈探索，往往不是通过人为地计划和组织来

“中医方剂数据挖掘模式和算法研究”、周雪忠的

实现的。‘技术’由希腊文 techne（工艺、技能）

博士论文“文本挖掘在中医药中若干应用研究”

和 logos（词，讲话）构成，意为工艺、技能。一般

等。这些学生的研究工作不仅从方法上，而且从内

认为，技术以发明革新为核心，着重解决‘做什

容上，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中医药数据挖掘的研究

么、怎么做’的问题。‘工程’一词，最早产生于

工作。尽管这些工作获得的认可度不是很高，但依

18 世纪的欧洲，其本义是兵器制造、军事目的的各

旧是中医药学领域中数据挖掘的推进动力，为促进

项劳作，后扩展到许多领域，如制造机器、架桥修

行业广泛开展数据利用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路等。一般认为，工程着重解决‘做出了什么’的

如前所述，目前我们研究团队开展的数据挖掘

问题” [1] 。工程技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的

工作主要是 2 个方向：中医临床决策支持与中药新

作用，并对科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样

药辅助开发。在中医临床决策支持方面，主要开展

在中医药信息学发展过程中，工程技术也发挥着重

了方证对应、药症对应、方药对应、病证对应等方

要的作用，不仅是在解决现实问题，而且对学科理

面的研究；既有基于整体数据的分析挖掘研究，也

论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医药信息学工

有基于某个老中医经验的分析挖掘研究；既有基于

程技术领域的发展支撑着整个学科在应用领域中的

全体方剂的挖掘研究，也有基于某个病症的挖掘研

发展。

究；从研究结果看，既有常识性知识，也有非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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