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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医药信息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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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化技术在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发展领域得到了广泛地应用，大数据时代为中医现代
化发展带来了机遇。中医药信息学以对海量数据的收集、分析、处理、利用、决策支持与知识发现为研
究方向，具有互联网思维、既懂中医又精通计算机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成为中医药信息学发展壮大的迫切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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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onstruction of TCM Informatics Discipline and Cultivation of Talents
LI Si-qi, ZOU Yuan-jun*, JIN Tao-wei
(College of Medical Information,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chun 130117, China)
Abstrac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CM culture. The era of big data has brought opportunitie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CM. TCM informatics
takes the collection, analysis, processing, utilization, decision support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of massive data
as the research direction.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with Internet thinking, understanding of TCM and proficient
in computer technology have become an urgent need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CM infor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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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面

文件，为中医药信息化建设指明了方向[2]。

临着新的形式和更高的要求，在加快建设具有中国

中医药信息学从医学信息学发展而来。医学信

特色的世界一流中医药大学的同时，要更加积极主

息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50 年代，是在

动地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为新时代做出更多

医学图书情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我国医药卫

[1]

贡献 。国家层面高度重视人口健康和中医药信息

生事业信息化的发展而发展，医学信息学培养的人

化的发展，先后颁布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才不能满足实际要求，特别是不能满足中医药信息

（2016－2030）》《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

领域的人才需求。

指导意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和《关于促

近年来，信息化技术高速发展，并在中医药传

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等

承和创新发展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中医药信息学
是信息化技术与中医药融合的交叉学科，对中医药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ZD18041）；2018 年吉

传承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它将推动中医药信息化、

林省中医药科技项目（2018168）；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

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和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发展

科学技术项目（JJKH20190449KJ）；2020 年度吉林省中医药

进程。因此，培养中医药信息学复合型人才成为中医

科技项目（2020048）

药信息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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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着手筹建“计

科建设对于医学类院校的重要性已引起广泛关注。

算机中医药文献检索资料库”，1987 年初建成了中

2.1 中医药信息学发展现状
全国共有 26 所中医药院校逐步开展了中医药信

国第一个综合性中医药文献数据库——中医药学文
[4]

献数据库检索系统 。1986 年，安徽中医学院（现

息学学科建设工作。已开设中医药信息学硕士专业

安徽中医药大学）与相关科研院所合作，率先利用

的院校有 11 所，人才培养方向和学科建设侧重点各

计算机图像识别技术，对舌象进行研究，拉开了四

有不同（见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出，各中医药院校（学院/中心/

诊客观化研究的序幕，之后脉象仪、舌象仪、经络
[5]

测定仪等相继产生 。中医药学与信息学、计算机

所）利用各自专业特色优势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方向

技术的融合时代正式开启。

和领域研究，中医药信息学经过 2009－2020 年的发

2 中医药信息学学科建设

展，呈现多样化、深入化的研究趋势，其研究方向

2008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中医药信息学设

由传统信息管理方法过渡到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研

为培育学科，多所院校率先开展了中医药信息学二

究内容由信息现象、信息规律过渡到海量数据的收

级学科目录下中医药信息学研究生教育，培养中医

集、分析、处理、利用、决策支持与知识发现，中

药信息化专业人才。中医药信息学的研究目标是通

医药信息学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任务和使命，其研究

过利用中医药信息的能力，解决阻碍中医药学发展

方向和内容发生了质的转变。大数据时代为中医药

的瓶颈问题，推动中医学理论与方法学的继承及创

现代化发展带来了机遇，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必将

[6]

新发展，促进临床疗效的提高 。随着医疗信息化

广泛应用于中医药临床与科研，为中医药发展带来

对卫生信息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强，中医药信息学学

深刻变革[7]。

表 1 全国中医药院校中医药信息学硕士点建设情况
序号

院校名称

专业名称

开设时间

专业建设方向

招生单位

1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医信息学

2009 年

临床智能信息技术、中医临床数据挖掘研究

2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信息学

2008 年

中医药数据的处理与管理、中医智能研究、中医教育技术的研发、中医药 中医信息学研究中心

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信息共享与服务
3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信息学

2011 年

临床医学影像智能诊疗、中医药数据库与数据挖掘、中医诊疗数字化

4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信息学

2014 年

中医药数据智能分析与处理、中医药文献资源信息化、中医药信息技术集 信息技术学院

医学信息工程学院

成与应用
5

湖北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信息学

2007 年

中医药信息标准化、医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中医临床数据处理与分析

信息工程学院

6

浙江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信息学

2012 年

中医药科教信息数字化管理、共享服务模式研究方向

医学技术学院

7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信息学

2011 年

中医药信息基础理论与技术、中医药信息技术与临床应用、中医药知识管 管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理与挖掘技术

8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信息学

2012 年

数字化医药软件硬件及网络平台工程师、医疗机构信息化人才培养、医疗 医学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系统、数字中医药专业

9

安徽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信息学

2011 年

中医药文献数字化与挖掘研究、中药资源的地理生态信息研究、影像技术 医药信息工程学院
在中医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10

江西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信息学

2011 年

医药信息管理与决策、医药数据挖掘

计算机学院

11

长春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信息学

2018 年

中医药数据分析与处理、中医药信息管理与决策、中医药文献资源数字化

医药信息学院

2.2 研究领域
[8]

业背景亦应具有多样性、跨学科性等。首先，要建

崔蒙等 将中医药信息学主要研究领域分为 3

立多学科专业背景的团队，主要包括医学、管理

个方面，分别为基础领域、技术领域和应用领域。

学、计算机学、图书情报学等，而不只是简单的

在此基础上，笔者对近几年全国各高校和科研院所

“互联网＋中医”的人才叠加。其次，要充分调动

新的领域研究进行收集、整理，详见表 2。

学校各种专业的人才，如短期之内不能解决专业教

通过表 2 可以看出，中医药信息学学科研究领

师授课的问题，要充分发挥校内外资源，利用外

域广泛，研究内容涉及多个专业，所需人才队伍专

聘、兼职教师解决授课问题，并针对中医药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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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特点，制定适合本学科的教学计划。最后，建

理学（信息管理学、公共卫生事业管理等）。这 4

议有条件、有能力的学校与附属医院成立信息研究

类专业人才是学科团队的核心力量，但具有相应专

所，招聘专门的信息研究员和数据分析人员，对医

业的教师却分散在医学院、计算机学院、图书馆

学信息进行整理、挖掘，提供数据分析报告和热点

（或情报文献中心）及管理学院，师资力量分散，严

研究趋势分析，更好地为学科研究领域和专业发展

重影响教学效果。长春中医药大学医药信息学院
（以下简称“本院”）开设中医药信息专业课之前，

方向提供预判。
表 2 中医药信息学研究领域及内容
研究领域
基础领域

研究内容

应用领域

设中医药信息专业的高校院所等机构，调研结果显

中医药学

示专职教师数量严重不足，兼职教师数量大于专职

信息学

教师的现象普遍存在。

管理学
技术领域

于 2018、2019 年走访了全国 10 余家开设和即将开

现有专业教师的技能提升工作是开展中医药信

中医药信息收集技术

息学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加强不同专业背景教

中医药信息存储技术

师的交流与学习，从科研立项合作入手，整体提高

中医药信息处理技术

跨专业、跨领域合作，专门设置教师提升计划，例

中医药信息输出技术

如非医学专业教师学习基础医学院特别定制的“中

中医药信息标准化研究

医四大经典”，医学专业教师学习计算机教研室定

中医药知识体系计算机表示与模拟研究

制的数据类课程（包括数据分析、可视化研究

中医药数据分析与利用

等），图书情报学专业教师定期做数据分析报告供

中医药文献信息资源

学院交流与分享等。

中医人工智能

3.2 课程设置

3 中医药信息学人才培养

由于中医药信息学的特殊性，对中医药知识和

学科建设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

信息技术都有较高的要求，如何合理安排两者的课

优势累积的过程，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学科

程比例还缺乏标准。各中医药院校开设中医药信息

组织建设，必须保持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一个学

学相关课程较为分散，大多以选修课的形式授课，

科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重点在于人才建设，而目前中

学时较少，实践教学课时难以得到保证。有些中医

医药信息学人才培养模式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还未

药院校招收中医药信息学研究生时并未限制非医学

建成科学、合理、高效、特色的中医药信息学人才

生报考，但在研究生教育阶段（人才培养方案）大

培养机制，成为阻碍中医药信息学进一步发展的首

量中医类课程让很多没有医学背景的学生专业课学

要问题。因此，建立中医药信息学人才培养模式，

习非常吃力；或者计算机课程起步太高，没有兼顾

构建师资队伍，规划课程体系，选取专业教材，完

学生本科学历背景，学生学习积极性受到了打击。

善人才培养模式，成为目前中医药信息学发展亟待

所以，规划课程体系非常重要。本院中医药信

解决的问题。

息学专业建设之初曾走访全国所有同类专业院校，

3.1 师资队伍建设

深入调研，与本院实际情况、相同背景专业进行对

师资队伍是学科建设最坚实的基础，师资队伍

比分析，拟定课程设置后，再派专业教师到全国各

的水平直接决定了教学水平和科研质量。中医药信

行业院校进行深入学习。经过多轮的分析论证后，

息学虽然已发展十余年，但调研发现，大多数中医

进行课程体系建设，选出既符合专业发展方向又能

药院校仍处于中医药信息学学科师资队伍不稳定的

完美结合本院师资情况的课程设置。在对本院未来

状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问题

发展方向有明确规划的前提下，整合现有资源，根

是团队建设结构缺乏合理性。如前所述，中医药信

据学校自身的专业优势设定课程体系规划，尤其是

息学需要复合型团队，要求各专业人才多样，如医

教材选用方面，本院每年投入一定资金支持教师自

学（中西医学、公共卫生、生物医学等）、计算机

编教材，以更符合学院的教学需求。

学（计算机应用、数据挖掘与处理、多媒体技术

3.3 人才培养

等）、图书情报学（数据检索与文件处理等）、管

截止到 2019 年 12 月，26 所中医药院校只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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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开设中医药信息学二级学科硕士点，学生报考人

系逐渐疏远。大学中的学科建设，从根本上说是为

数较少，属于小众学科。以本院为例，2019 年首次

了承担大学职能服务的，而不能只关注学科自身的

招生，中医药信息学研究生只有 4 人，学院投入大

发展。

量人力、物力、财力、精力，但因为生源过少，再

中医药信息学是一门顺应中医药学和计算机学

加上新开设专业，从招生到招聘、教师授课到教学

科发展规律而产生的新兴学科，可以利用其多学科

运行、学生管理到未来实习实践的衔接，都存在着

交叉与融合的优势，在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方面有

一定的困难，大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心理。

所突破，深化课程体系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由于中医药信息学学科整体发展状态还略显薄

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更好地服务社会。

弱，每所高校起点差异较大，很难形成“经验式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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