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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lti-source isomerism is one of the basic features of large data. It is a hot issue in recent years to
stud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ethods based on data. Building a
generalization model is one of the methods to solve multisource heterogeneous data fusion and
shares and extends the scop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ata. However, the complexity of the
large data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high. Many problems, such as rich semantics, uneven
distribution and poor objectivity, have greatly restricted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n Chinese medicine. In this paper, the importance of multi-source heterogeneous data fusion metho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large data is discussed, and the importance of multi-source heterogeneous data fusion method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disease and syndrome is
discussed. It is the original cause of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large data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future, and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multi-source isomeris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method of large data fusion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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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源异构是大数据的基本特征之一，以数据为导向研究中医诊疗方法是近年来的热点问题，构建泛化模
型是解决多源异构数据融合共享、扩展中医数据研究范围的方法之一，然而由于中医药多源异构大数据
具有复杂度高、语义丰富、分布不均、客观化程度差等诸多问题，极大地制约了中医药大数据的研究和
应用。本文以多源异构大数据模型为主要切入点，讨论了互联网+大数据背景下中医多源异构数据融合
方法的重要性，阐述了基于病证结合的中医药多源异构数据是未来中医药大数据重要构成部分的原因，
为进一步研究中医药多源异构大数据融合方法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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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多源异构是大数据的基本特征之一[1]，由于数据来源不同、数据结构不同、数据标准不同，多源异
构数据在类型、性质、形式、内容和时空关系上均存在极大的差异[2] [3] [4] [5]，容易导致数据信息共享
和互联互通障碍。近年来，在医学[6]、工业、农业、气象、海洋、地质等多个领域均对其相关的多源异
构大数据的融合分析问题进行了研究，而在中医领域针对此问题的研究略显不足。

2. 中医数理化研究已陷入瓶颈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开始对中医辨证论治信息化等数理问题进行研究，并从模糊数学、自
动向量机、人工神经网络、概率论等数理角度解析中医理论，开始尝试对中医要素进行量化分析，产生
了阴阳五行数学、中医专家系统及各类中医辩证思想的数学模型[7]。
进入 90 年代后，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内外运用包括聚类分析、关联分析、贝叶斯网络、回归和
判别分析、文本挖掘、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隐结构模型、马尔科夫模型、主题模型、信息熵等多种
数据挖掘技术对中医辨证论治规律的发现和应用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发现或验证了许多理论规律，例如
挖掘整理名老中医经验等，至今仍为研究热点[8] [9] [10]。
迈入 21 世纪时，正逢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卫生信息化工作迅速开展，大型医院均装备有医院信息
系统，中医临床诊疗数据基本上实现了信息化存储，同时国内学者建设了多个大型中医药数据库、中医
临床科研共享系统等中医药网络数据平台，集合了中医电子病历、中医药文献或其他专题数据，使中医
药数据资源得到极大丰富，并在此基础之上探索中医证、治、法、药或其他中医理论规律，提出了多种
中医诊断模型，设计了多种中医辩证人工智能算法[11]，在中医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研究特别是中医
临床辅助支持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有重要意义的成果。
然而，由于近几年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精准医学概念的提出，大规模的数据显然不
适合采用人工方法处理，传统数理分析和数据挖掘方法在中医诊疗模型的研究中表现出的局限性越来越
大，已不能适应当前大数据背景下中医诊疗规律的研究工作。而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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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和新的研究方法，将其应用在当前大数据背景下的中医多源异构数据
分析中，具备研究的可行性。

3. 未来中医信息主要由病证结合诊疗数据构成
近年来，病证结合的诊疗模式研究再次成为业内讨论和关注的热点[12]，现代中医已不太可能逃避学
习现代医学知识。有学者[13]认为，随着医学对疾病认识的不断深入，现代医学辨病不断细化，病证结合
中的辨病也应相应细化，让病证结合成为中医临床的诊疗模式，有助于清楚认识疾病的本源和特点，利
于中医处方规律的研究。
中医学内容博大精深，病证结合的临床诊疗模式需要医生积累大量的中西医知识，而中医临床实际
中面临的庞大疾病谱却又与西医不同，如何让中医在临床处方过程中得到正确的辅助诊疗信息是当前中
医药信息化研究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在未来大数据收集处理过程中，医院信息系统中存储的诊疗数
据占据了相当一部分，这部分数据不可避免会混入相当的现代医学信息，这就造成未来中医药大数据将
会包含大量病证结合诊疗数据。

4. 数据融合方法是中医药大数据应用研究的基础
2016 年 12 月 6 日，中国国务院发表《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中医药事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的不断
进步，如何将中医药与信息技术相结合[14]、总结发现中医诊疗规律的信息学原理和应用方法是目前尚未
完全解决的理论难题[15]。《中医药信息化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中医药信息化将进入实现“融入、
整合、跨越”的关键时期，以国家级、省级数据中心为核心的中医药数据平台将不断收集并提供中医药
大数据资源，如何将大规模病证结合中医药多源异构数据进行有效融合[16] [17]，是未来进行中医药大数
据深层分析应用研究的关键基础问题之一。

5. 中医药多源异构大数据融合方法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笔者认为，以多源异构中医药数据融合及其支持下的中医处方的数据融合方法为研究对象，采用定
量研究方法，设计一种泛化的中医处方大数据模型，使语义丰富的中医数据可以在一定标准下得到存储
和识别，揭示大数据和“互联网+”背景下中医病证结合诊疗规律的新特性，是当前急需进行的研究课题。
目前中医处方规律的研究多集中在一类病或一类证上，某些特定的数据可能只适合使用某种特定的
方法进行分析，而大数据具有未分类、高维度的特性，发现并描述科学合理的中医诊疗规律是当前行业
内需要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该问题的成功解决可以为中医药理论和临床的信息学提供一种新的方法，
能为中医“互联网+”服务和中医临床辅助医疗提供理论支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工程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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