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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在中医药领域中的
应用现状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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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数据技术是信息化时代的必然结果，不仅促进了生物医学发展，也为中医药的发展开辟了新途
径。本文分析近年来大数据技术在中医药领域中的应用现状，提出思考与展望，以期为中医药未来的发展方向提
供新思路与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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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status and thinking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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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g data technology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which not on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biomedical science, but also opens up new way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TCM in recent years, and puts
forward some thinking and prospects,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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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数据技术的定义
大数据（big data）最初仅指大量的数据，多作
为一种概念及研究术语进行使用[1]。随着大数据概
念的不断发展，其定义也呈现多元化。国际数据中
心 DIC 将大数据定义为：“从大规模多样化的数
据中通过高速捕获、发现和分析技术提取数据的价
值”，从而概括出大数据具有体量大（volume）、数
据类型多样（variety）、数据处理速度快（velocity）
和 数 据 价 值 密 度 低 （ value） 等 4 个 核 心 特 点 [ 2 ] 。
Gartner 研究机构认为大数据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
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
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 [3]。美国国
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NIST）将大数据分为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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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big data science）和大数据框架（big data
frameworks）2 大类，前者主要包括大数据的获取、
调节和评估技术的研究；后者指计算单元集群间
解决大数据问题的分布式处理和分析的软件库及
算法[4]。此外，还有很多关于大数据定义讨论[5]。大
数据是数字信息化时代带来的必然结果，虽然其定
义尚无法达成共识，但我们更关注的是大数据所带
来的应用价值[6, 7]。
2012 年美国率先提出将大数据作为国家重要
的战略资源之一，继而全球各国纷纷开展大数据技
术的推进工作。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生物医学的
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结合高通量芯片、深度测
序技术及计算机技术可进行不同层面的基因组学
研究，进而发现疾病进程中不同的分子标志物及调
控机制，这是大数据带给生物医学的机遇，但在研
究过程中如何有效整合产生的海量多水平组学数
据，则是大数据带给生物医学界巨大挑战 [8]。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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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大数据处于蓬勃发展的状态，适用于生物医学

别，能够提高脉象辨识的准确率。大数据时代下，

大数据的技术方法一旦发展成熟将更有利于全方
位的分析、预测医学发展趋势，更好地探究生命的

中医脉诊不是小样本的数据分析，而是尽可能地搜
集总体样本的数据信息，能够从根本上反映总体样

本质及其规律，为人类的健康提供更全面的服务[9]。
大数据促进了生物医学发展，也为中医药发展

本情况，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探索中医脉诊具有重
大的实践意义。

开辟新途径。大数据技术是人工智能的经验与实
践基础。近年来，人工智能在中医药领域的开拓思

李贵华等[13]用医院 HIS 数据库提取住院患者信
息，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纳入第一诊断为冠心病

维不断显现，大数据依托计算机技术可以把中医典
籍和临床诊治经验转换为数据，形成海量中医大数

的住院患者，利用频数分析法对 84 697 名患者的信
息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关联原则分析患者合并用

据，这使得个性化、碎片化中医临床经验可采用科
学方式进行呈现[10]。同时基于真实世界医学临床研

药情况，结果发现该数据库冠心病患者中，以老年
男性居多，最常见的合并病为高血压、糖尿病、脑

究方法，借助云平台与互联网+技术，建立标准化
的中医健康大数据库，这将把中医健康管理带入人

梗死、血脂紊乱等。中医证候以气阴两虚、气虚血
瘀最为常见，其中血瘀是占比例最高的证候要素，

工智能新时代，也是中医药未来发展趋势之一 [11] 。
因此，将大数据技术应用于中医药领域，把传统中

其次为气虚、痰浊、阴虚等。胡金亮等 [14, 15] 将 2011
年 8 月～2013 年 1 月的 3 000 份格式化病历导入临

医理论及临床实践以数学化、科学化的方式进行阐
释，将更好地促进中医药学的发展。本文从中医诊

床医疗科研信息共享系统构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急性加重期（AECOPD）数据库，数据挖掘结果发

断、中医证候研究、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中医临床
研究等几个方面系统探讨近年来大数据技术在中

现：基于复杂网络的 AECOPD 中医证候分布有 22
个，居于前 3 位的是痰热壅肺证、痰浊阻肺证、肺

医药领域中的应用现状。

肾气虚证，并基于复杂网络进行中医证-症相关性
研究，各中医证候对应的临床症状频数较多的为咳

2 大数据技术在中医药领域中的应用现状
2.1 大数据技术与中医脉诊及中医证候研究
脉诊是中医四诊“望、闻、问、切”中极为重
要的一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心中了了，
指下难明”经常用来形容中医医者学习中医脉诊
的无奈，传统脉诊结果更多是依靠中医医者的经验
做出判断。有学者利用大数据技术对脉象进行特
征分析并总结规律，如李磊等 [12] 利用大数据原理，
提出一种结合脉诊大数据分析的中医诊断疾病方
法，先采集常见的几种中医脉象证型，如气虚、气
阴两虚、气滞和气滞血瘀等证的脉图，利用功率谱
基频 F0（脉搏跳动的基本频率）、倒谱波特征
RC（脉象倒谱波的类型）、倒谱零分量 Cx0（脉搏的
强 度 ） 、 谱 能 比 SER（ 脉 搏 能 量 与 频 率 之 间 的 关
系）、倒谱波幅度与倒谱零分量的比值 Cx1/Cx0（脉
搏的顺畅程度）、共振峰的平均距离 ΔF（传递函数
中共振峰的平均距离）、传递函数中共振峰的数目
M（人体脉象共振的特性）8 个参数进行脉象自身特
征的可识别性分析，并分类和关联疾病特征。基于
海量数据，利用脉象不同的特征参数、三层前向型
BP 网络建立中医脉象辨识智能判断模型。用中医
脉象信息采集系统采集不同人群、不同疾病的信息
形成大数据环境，对中医脉象辨识智能判断模型进
行测试，测试结果表明利用大数据对脉象进行识

嗽、咳痰、胸闷、喘息、纳差、乏力、神疲、动则喘甚
等。基于中医证-症相关性分析研究，可为 AECOPD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的修订提供参考及方法学研
究。李小茜等[16]在前期制定的充血性心力衰竭
（CHF）的中医证候量表 [17] 的基础上，多中心收集
450 例 CHF 住院患者，对用专业术语建立的中医证
候量表进行信度、效度评价，结果发现 CHF 中医证
候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可行性良好，为
CHF 中医证候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大数据技术在中医药领域中的应用具有相通
之处，不论是脉诊还是证候的研究，其最终目的是
为了指导临床应用。研究者在虚拟网络中，采用人
工神经网络技术，通过网络训练和学习，得到了
“证候”到治法“方剂”的具有复杂线性关系，实
现“证候”到治法“方剂”的相对准确对应，为中
医客观化探索提供了一种新的规范中医论治的研
究方法 [18, 19]。大数据、云平台也为中医药规范化诊
治提供了技术支撑，实现隐性知识的发掘，如能结
合真实世界的研究方法，将有效地提高中医临床的
决策水平。

2.2 大数据技术与中医学术经验传承研究
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是中医不断
发展创新的动力，对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进行传承
是中医不断发展的重要环节。近年来，国家重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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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计划设立了专题项目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传
承方法进行了系统研究。大数据技术为挖掘名老

起到助力作用[23, 24]。
郜明月等 [25] 基于医院 HIS 数据库分析了 2004

中医学术经验，传承其学术思想提供了较为可行的
技术支持。

年～2014 年来自全国 25 家三甲医院因腰椎疾病接
受鹿瓜多肽注射液的 6 990 例患者的电子医疗数

蔡永敏等[20]以现代名老中医治疗肺系疾病的临
床医案为数据来源，通过字段、程序设计建立肺系

据，结果显示患者年龄以 45～64 岁最多（3 883 例，
55.55%），腰椎疾病以腰椎间盘突出症最多（5 519

疾病数据库，共录入 34 414 条数据，在此基础上可
针对某一具体的肺系疾病查询其具体的中医病因、

例，82.5%），中医证候以气滞血瘀证为主，为临床
使用鹿瓜多肽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夏中尚等[26]检索

病机、中医证候分型、症状、脉象，用不同字段进行
不同适应性的挖掘分析，从而探寻各种肺系疾病的

分析了 1995～2015 年间发表的 1 341 篇文献，结果
发现，临床治疗糖尿病排名前 3 类的中药为补虚

诊治规律，该研究构建了了大样本临床文献的症证方药之间的关系，依托大数据技术实现名老中医

药、清热药、活血化瘀药，单味药频次较高的是黄
芪、丹参、山药、当归、茯苓、川芎等，据此数据分

学术经验的传承。
田甜等[21]用本体构建以五脏为中心的中医药领

析结果可了解如何临床随证加减用药，更好地发挥
中药治疗糖尿病的优势。王连心等[27]将来自国家药

域知识模型，纳入中医术语 15 040 条，建立概念之
间的关系 77 615 条，实现中医学知识的重建与共

品不良反应中心自发呈报系统的 4 220 例数据及参
麦注射液上市后临床安全监测的 32 358 例数据进

享，并且应用本体推理技术对“肺与大肠相表里”
理论的相关古代文献进行数据挖掘，结果发现“肃

行分析，发现参麦注射液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0.093%，
主要症状为胸闷、畏寒、皮肤瘙痒、心悸、发热、恶

降失职”是中医特色理论—“肺与大肠相表里”的
主要病机，中医证候以肺热移肠证、痰热壅肺证、

心等，原发病为慢性肺心病、甲状腺疾病及合并脑
血管疾病的患者，使用参麦注射液前连续使用前列

肺热炽盛证、肠热气滞证、热毒闭肺证等热性病证
为多，治法以清法（清热泻肺、清泻肠热、清热化

地尔、环磷腺苷、喹诺酮类、青霉素类药物是参麦
注射液不良反应发生的可疑影响因素，这一结果能

痰、清热生津等）为主；治疗以清热药（黄连、黄
芩、栀子、大黄等）频数最多，其次为理气药（杏

够促进临床更合理使用参麦注射液。马金辉等[28]等
分析了全国 16 家三甲医院第一诊断为高血压的 30

仁、桔梗等）、补气药（甘草、人参、茯苓等）和补血
药（当归、白芍等）；药物归经中归肺经最多。基

034 例住院患者，应用频数分析和关联规则进行数
据分析发现：高血压住院患者以老年人为主，平均

于大数据建立本体推理技术，并对古代文献进行数
据挖掘，能够从不同角度全面揭示中医药临床辨

年龄为 64 岁，男女比例 1.1∶1，多数患者合并冠心
病、血脂蛋白紊乱血症，中医证候以痰瘀互结和肝

证、处方用药的隐形知识及规律，更好地应用及传
承古代医学经典。

肾阴虚居多，中药以活血化瘀药物为主，西医治疗
基本符合指南要求，联合用药较多。该结果提示在

运用大数据技术对名老中医的医案进行保存
和分析，选择名老中医的医案，将病名、病因、病

高血压的治疗中应该注意联合用药方案的药物种
类，结合使用化痰祛瘀的中药，减少靶器官损害及

机、病位、证型、药物剂量等进行标准化处理，选择
合适的算法对数据进行整理和挖掘，通过数据统

并发症，为临床防治高血压提供了参考。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于针灸、推拿的临床研究

计、分析解释中医临证用药规律，将规律性内容形
成中医文献，并再运用到中医临床中去。从而实现

具有一定推动作用，对针灸、推拿的临床研究具有
一定启示。现在针灸、推拿临床研究以随机对照试

名老中医的临证经验传承，从而指导临床[19, 22]。
2.3 大数据技术与中医临床研究

验（RCT）为主，因样本量限制无法具体分析疾病的
全貌，因此有研究者提出以 RCT 为指导、以大数据

结合大数据研究思维和方法能够帮助改善目
前中医临床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建立符合中医特色

应用方法开展的临床研究为今后临床研究的方
向 [29]。余韵扬等 [30]以大数据研究模式为依托，探索

的一套临床试验系统，中医临床诊疗信息数据化会
增强研究的临床真实性，促进研究者进行更贴近临

了针灸推拿治疗功能性便秘的临床选穴规律，该研
究检索了近 5 年收录于 PubMed、The Cochrane

床实际的研究，揭示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有效指
导临床实践，从而扩大中医在临床中的应用范围和

Library、CBM、CNKI、WanFang Data 和 VIP 数据库
中有关针灸推拿治疗功能性便秘的临床研究，对数

信心，为中医这门传统医学在国际上的进一步推广

据进行分类并建立数据库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共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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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112 篇文献，发现使用的有效穴位有 63 个，使用

策略，分析的结果仍需要专业医生的解读。基于真

频次较多的穴位依次为天枢、上巨虚、中脘、大肠
俞、足三里、腹结等，使用频次较多的经络依次为

实世界获得的结果和证据更接近于临床实际，也更
有助于正确的临床决策，基于大数据的临床决策也

胃经、任脉、膀胱经、脾经等，以腹部和下肢部的穴
位使用较为频繁。该结果归纳出针灸推拿治疗功

是现阶段循证医学发展的主要内容[35]。
如何保证中药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是中医药

能性便秘临床选穴的规律性，有利于后期指导临床
针灸应用。总之，大数据对于中医针灸、推拿临床

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大挑战。中药从田间到加工
车间，从天然药材到中药产品，从厂家到医院再到

研究的试验设计、数据采集及其分析、共享等方面
均将发挥影响作用，能够为解决中医针灸、推拿在

患者，这一系列过程产生了海量数据，采用大数据
技术对各类数据进行关联分析，将有助于改进和完

临床研究中存在的困难提供一定的参考[31]。

善中药质量控制及质量监管体系[36]。加强中药生产
监管的同时，应对已上市的中药药物进行再评价，

3 展望
“科学始于数据，挖掘渗透理论” ，中医研
究者可从大量的临床数据中挖掘其潜在的客观规
[32]

律，在一定程度上可为阐述中医诊疗疾病的科学性
提供证据。在中医药领域，中医古今文献资料、名
老中医专家经验等大量数据均呈分散存在，未进行
科学化处理。如何对现有中医资料进行数据网络
化、规范化，建立中医药应用大数据平台，实现数
据的挖掘与共享，是未来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途径。
我们认为，中医药数据需要以数据化、规范化为根
基，在将大数据技术应用到中医药领域前，首先必
须对中医药内容进行数据化、名词术语规范化，以
更好的挖掘其隐性知识。2012 年 4 月启动的科技
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中医药基础学
科名词术语规范研究项目”将规范中药、方剂、针
灸、推拿、养生、康复、医史文献等多个学科的名词
术语，待项目完成后，规范化中医药名词术语将达
1.3 万条，并建设了中医药同义词查询库[33]，此项目
的完成可为大数据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打下基
础。未来，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数据挖掘应联合计算
机、统计学的科研人员与广大医务工作者，基于预
警性、预测性、个体化、共享性进行，从海量的知识
中发现隐藏其中的规律[34]。
大数据时代下的中医临床研究的数据主要来
源于医疗机构的电子病历。电子病历的应用范围
日趋广泛，但不同的系统数据合并困难，非结构化
的数据模式给资料的提取造成了困难，电子病历中
可能存在数据重复、缺失等混杂因素，文本数据的
收集和真实世界下的医疗数据清洗及整理的过程
为后续的数据分析增加了许多困难和时间成本，所
以规范临床医疗数据的收集将对大数据的分析有
积极帮助。大数据分析的方法还需要更多创新，数
据分析的结果存在知识垃圾现象，许多分析出来的
结果是无用的，应建立基于临床需求的分析方法和

可用于中药上市后研究的数据主要有四期临床试
验证据、被动监测证据、主动监测证据、医疗数据
和文献数据等，将各类数据进行整合，更有利于全
面了解上市中药的安全性及有效性，从而为临床合
理用药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37]。
在临床应用时最先采集的数据被称为原始数
据或基础数据。这些数据是非结构化的，对这些有
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后才能进行数据分析
和挖掘。数据处理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对数据格式
和内容的调整，使数据更符合挖掘的需要；另一方
面可以通过不同的技术手段对已有数据进行清
洗。现有研究表明可以通过数据清洗、数据集成、
数据变换、数据规约等预处理，清除冗余数据、纠
正错误数据、完善残缺数据，挑选出必需的数据进
行集成，达到数据信息精练化、数据格式一致化和
数据存储集中化[38, 39]。数据处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
的获取结果，但是数据处理的过程也面临着诸多的
问题，如数据处理该遵循何种原则、如何保护患者
隐私等。
大数据技术的开展离不开计算机技术的支持，
“互联网”思维也改变了中医药的研究思路。基
于计算机技术的网络药理学融合了系统生物学、多
向药理学、计算生物学、网络分析等多学科的技术
和内容 [40, 41]，在“疾病-基因-靶点-药物”网络的基
础上，充分利用基因、靶点等大数据，系统综合地
观察药物对疾病网络的干预机制[42]。网络药理学日
渐成为中医药研究的学科前沿，其常用数据库
DrugBank，截止到 2018 年 3 月，至少收录了 11 037
个药物条目，包括 2 524 个获得批准的小分子药
物，951 个获得批准的生物技术药物，112 个保健品
和 5 152 个正在实验的药物。常用分析工具 Cytoscape[43]
可根据基本数据生成庞大的可视化网络结构，提供
基础的功能布局和网络查询功能，研究者可分析预
测药物的活性成分、潜在作用机制，及其药物安全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18年7月第18卷第0期

性的应用。在大数据时代下，网络药理学为中医药
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在网络药理学大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中药药物
重定位的研究，是新药研发策略中，最快捷、有效
的策略之一。我们曾阐述了人参皂苷、川芎嗪、黄
连素、青蒿素等中药单体药物重定位的研究现状，
并基于小分子（或配体）、药物靶点、网络理论 3 种
研究策略用网络药理学的方法分析了中药药物重
定位研究，以期为中医药的新药研发提供了新的研
究思路[44]。Zhao 等[45]根据核心成分-靶点-通路网络
获取加味四妙丸中 30 个主要活性成分，证实其可
通过炎性细胞因子、尿酸合成酶、转运蛋白通途达
到治疗痛风的效果，后期的动物实验也证明这些核
心成分可明显增强 HUVEC 的活性、减弱 ICAM-1
的表达，从而减轻痛风症状。该研究通过网络药理
学的方法预测了加味四妙丸的活性成分，并解释了
活性成分和靶点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中草药的研究
提供了另一种途径。Hong 等 [46]运用网络药理学方
法预测中草药潜在的肝损伤靶点，选用代表性中医
方剂小柴胡汤和单味药何首乌进行分析，从 TCMSP
数据库和 TCM @Taiwan 数据库筛选化学成分，建
立化学成分数据库，按照药代动力学 ADME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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