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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院校地域文化特色数据库建设研究
——以龙江名老中医经验数据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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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药院校地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既有利于促进本区域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培养
中医药临床和科研人才，也有利于充实地方高校图书馆馆藏资源，履行图书馆服务地方文化建设事业的
职能。本文以龙江名老中医经验数据库为例，分析了地域文化特色数据库建设的意义，提出建库三原
则，即针对性原则、实用性原则和规范化原则。并从数据库的总体架构、建设内容和系统平台建设 3 个
方面对龙江名老中医经验数据库进行论述，为地域性中医学术和经验的传承与创新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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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Databases in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Taking Experience Database of Longjiang National TCM Masters as an Example
XU Hui, YANG Xu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150040,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databases in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CM in the region, cultivating clinical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alents of TCM, but also enriching the collection resources of local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fulfilling the functions of library services for loc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Taking experience
database of Longjiang national TCM masters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database, proposed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constructing the
database, namely the principle of pertinence, the principle of practicabil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standardization,
and discussed experience database of Longjiang national TCM masters from the aspects of overall structure,
construction content and system platform construction, with the purpose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regional TCM academy and experience.
Key words: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Longjiang national TCM masters; database; experie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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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特色数据库是以反映特定地域和历史传统

仲山、马骥、韩百灵、张琪为代表的黑龙江名中医

文化，或与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

群体，形成了风格独特的“龙江医派”，成为我国

独特资源为对象而构建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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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大名医高

北方地区新崛起的中医学术流派，地域文化特色鲜
明，历经百年沉淀，树立了鲜明的学术特色和临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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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为特色数据库建设提供了强大的资源保障。

（HDK2018-23，HDK2018-26）

建设地域文化特色数据库，将传统文化和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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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有机结合，为地域性名老中医思想的传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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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也为本地域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疾病和重

系、标准规范及安全保护体系的双重保障下，设计

大疾病的防治提供参考，充实了中医药院校数字图

了资源建设与管理系统、资源检索与个人中心两大

书馆馆藏资源。

模块的系统框架，其中以目录数据库、全文检索数

1 龙江名老中医经验数据库建设的意义

据库、业务数据库、基础数据库、资源数据库和共

中医药学的发展演变依赖于地域文化的土壤，

享数据库为数据中心，以检索引擎、数据标引、目

名老中医诊疗疾病的学术思想和实践经验呈现明显

录管理、数据提取、数据分类和数据抽取为支撑服

的地域性，为区域性疾病的预防及治疗提供理论指

务，为用户提供一系列基础服务。

导，具有显著的社会意义。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

3.2 龙江名老中医经验数据库建设的内容

临床经验和技术专长是其学术研究、临床实践与中

龙江名老中医经验数据库的内容分为学术思想

医药理论、前人经验成功结合的体现，是中医不断

和从医经验，包括名老中医已出版的著作、论文、

创新和发展的源泉，已引起广泛关注，成为目前中

临床验方、临床经验、讲义、医案医话、临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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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地域性名老中医经验

等。其中，龙江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是根据老中医

的传承和创新研究十分必要，提炼地域性中医学的

各自的专长，研究其独到的学术见解和临床辨证思

精华，最终服务于社会。

维，使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真正为读者所用。从医

2 龙江名老中医经验数据库的建设原则

经验是根据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临床经验、典型案

2.1 针对性原则

例，总结其思辨特点、养生经验、成才要素，研析

医研究的热点之一

针对性原则对特色数据库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

名医的个性化诊疗经验中蕴含的辨证规律、证候学

导意义。地域文化馆藏特色资源的建设工作，主要

规律、用药规律等信息，目的是使名老中医经验的

是针对读者群体的现实需求的考虑，这也是构建地

精华得到传承，并将形成的先进成果用于指导中医

[5]

域特色馆藏资源的重要前提 。结合学校重点学科

药的临床实践。

设置和特色需求，有针对性地挖掘读者文献需求特

以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征、知识结构特点和临床经验，对有价值的学术成

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国医大师张琪教授为

果、临床验方、临床经验、讲义、医案医话、临床

例，通过对其近 30 年的文献和著作的收集和整理，

成就等纸质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以满足读者科

归纳出张琪教授关于治疗慢性肾衰竭的学术思想，

研、教学需求。

如“保元降浊八法”的临床分期、治法治则、组方

2.2 实用性原则

用药以及临床疗效；“慢性肾衰竭的三期治疗法”

地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是一项费时、费财

中临床常见症、方药、用药剂量等。从黑龙江中医

和费力的工作。在图书馆经费普遍不足的情况下，

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集关于“张琪教授辨证治疗

对特色资源建设工作的投入产出进行合理的均衡，

慢性肾衰竭的临床疗效研究”课题的患者临床观察

最大限度地保证读者实际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

表，并整理每个患者的跟踪诊疗记录，按证型及治

用有限的经费保证重点文献品种的收集，汇总入

疗效果分类归档。

库，保证劳动成果产生效益，以较少的经费求得最

3.3 龙江名老中医经验数据库的系统平台建设

好的实际效用。
2.3 规范化原则

龙江名老中医经验数据库的建设离不开功能强
大的系统平台作为技术支撑，它为构建有特色的、

标准化、规范化原则是高校在建设地域文化特

信息共享的高水平数据库提供重要保障。龙江名老

色数据库时数字信息资源共享的基础和前提。建立

中医经验数据库的系统平台在构建当中融入了 Web

特色数据库时采用的数据交换格式、数据著录标

2.0 的先进理念，支持现在网络常用的简易信息聚合

准、网络通信协议等，均应做到标准化和规范化，

（RSS）方式的可扩展标记语言（XML）订阅功

使特色数据库平台具有跨平台性和可移植性，实现

能。平台提供 12 种常用资源类型的标准元数据模

地域性文化特色数据库的资源共享和信息传递。

板，同时可根据自建库资源类型的需要，灵活地添

3 龙江名老中医经验数据库的设计与建设

加不同类型的元数据模板。平台主要由分类标引、

3.1 龙江名老中医经验数据库的总体架构设计

元数据管理、资源发布、资源检索、个人中心和后

龙江名老中医经验数据库在运行维护及管理体

台管理等 6 大模块组成。

• 24 •

Chinese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分类标引系统包括元数据标引和内容标引。元

Oct. 2019

Vol. 43

No. 5

可对系统其他会员或管理员发布文献求助信息。

数据标引支持文本、图片、动画、音频、视频等各

后台管理中心包括管理员管理、服务管理、系

种媒体的元数据标引，且支持多用户标引。内容标

统管理和统计报表。管理员管理可新增、编辑、删

引将数据资源按照某种分类方式进行分类。系统支

除管理员角色，并对角色进行权限的分配。服务管

持中图法分类和学科分类，可直接录入分类编码或

理包含信息发布、文献求助管理、评论审核、常见

者分类名称，快速定位分类号。

问题解答（FAQ）管理、参考咨询。

元数据管理系统包括都柏林核心元数据集（DC
元数据）、学科分类、语种分类，分别用于对 DC 元
数据的管理、对学科分类的管理和多语种的管理。

4 小结
地域文化特色数据库作为反映区域信息需求和
信息现状的特殊数据库，依托地方高校图书馆为主

资源发布系统实际上是对资源的管理，包括文

要载体，肩负着传承该区域特有的且有较大影响和

献库管理、资源建设、资源审核、资源维护。文献

价值的文化的责任。地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建设，

库管理用于管理员对文献库的管理，可进行多库创

以促进本区域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和发展为目的，为

建，支持文档、图像等多资源类型。资源建设用于

地域性中医学术和经验的传承与创新，以及培养和

管理员对资源的录入。资源审核指导入系统的资源

造就本地区中医药临床和科研人才提供理论服务。

需审核，审核通过即可发布，审核不通过需返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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