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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世界的大数据助推中医健康管理进入 
人工智能时代

梁文娜，林雪娟，俞洁，闵莉，李灿东

（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中医证研究基地，福州  350122）

摘要：基于真实世界的医学研究，借助云平台与互联网+技术，采用中医健康状态辨识系统，建立标准化的

中医健康大数据库，为中医健康管理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也是中医药发展的趋势与必然。随着

人工智能时代的悄然到来，以新一代传感器为基础的中医四诊仪器已逐步走向科研与临床，为中医的现代化指明

了发展的方向。但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人工智能的优势难以发挥，中医临床四诊合参的缺失与模型算法的偏

差是本领域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如何在中医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的指导下，基于真实世界的大数据，以健

康状态辨识为核心，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中医临床四诊合参与模型算法的科学问题，从而构建中医健康管理

的智能化系统。旨在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医健康理论，实现中医健康管理的客观化、规范化、智能化，为中医数据

库建立与健康产业发展提供技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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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al world medical research, the standard health big databa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was established, using the health status identification system of TCM by the cloud platform and Internet+ technology that 

provides a new entry point for the TCM health management into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and it is an irresistible trend of 

TCM development. With the arriv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TCM diagnostic instruments with a new generation of sensor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clinical practice, and it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CM 

modernization. The advantag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ail to extensively use due to the lack of systematic theory support. The 

hiatus of four diagnostic methods of TCM and the deviation of model algorithm are the key scientific problems to be solv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holistic concept and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eory, this paper tend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ynthesis of 

the four diagnostic methods and model algorithm to construct the intelligent system of TCM health management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big database of real world and the health status identification system of TCM. The aim is to 

enrich and perfect the health theory of TCM and realize the objective, standardized and intelligence health management of TCM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the big database construction and health industry development.

Key words: Real world medical research; Health managem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bas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ernet+ technology

Funding: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81230087),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Health 

Manage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 Fujian Province in 2011, Fujian Provincial Enterprise and Enterprise Health 

Management Research Talent Highland

·仁心雕龙·

通讯作者：李灿东，福建省福州市闽侯上街邱阳路1号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中医证研究基地，邮编：350122，电话：0591-22861513

E-mail：fjzylcd@126.com

真实世界的医学研究起源于实用性临床试验，

是指研究数据来自真实的临床医疗环境，体现实际

诊疗过程与真实条件中健康状况的研究。数据类型

可分为研究数据与非研究数据，来源广泛是真实世界

研究的主要特点，从而使得真实世界研究的应用更加

广泛。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云平台、互联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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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处理真世界的大样本

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研究平台，也为中医临床研究开拓

了新的领域。

因此，本文基于真实世界的大数据，以人工智能

技术为切入点，研究中医健康辨识的客观评价系统，

实现中医健康管理的规范化，为大数据背景下中医

药的发展与诊疗仪器装备的研发提供新的视角。
真实世界的医学研究为中医健康管理提供了

新的方法

根据健康水平的不同，将健康状态分为未病、欲

病、已病状态。病、证、体质、生理病理特点是人体生

命过程不同状态的综合概括[1-3]。健康状态是动态变

化的过程，通过客观的外在表征反应内在的状态。

状态辨识是依据中医学理论，“根据表征参数，辨别

状态要素，组成状态名称”[4-5]。在真世界的中医健

康管理中，根据状态辨识可产生海量数量，如何有效

地处理数据是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在大数据

时代，以真实世界的健康状态数据为参考，借用人工

智能技术，综合分析表征参数，为中医诊疗系统的研

发、中医数据库的建立、与中医健康管理的发展提供

方法学支持[6-7]。基于中医原创思维的中医整体健康

状态辨识系统、气血津液状态辨识系统，初步建立了

常见证型干预方案数据库，构建了健康状态动态测

量的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系统[8-9]，为人工智能的中

医整体健康状态评估、干预与评价系统研发提供了

理论与方法学依据。
人工智能为真实世界的大数据分析提供了新的

思路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信息获取技

术与物理信息系统等技术的不断突破，网上的数据

规模正在迅猛增长。2011年5月，美国拉斯维加斯举

办第11届EMC世界年度大会，以“云计算相遇大数

据”为主题，正式提出了大数据的概念。大数据的

潜在价值，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 

点[10-11]。大数据也带来各种机遇，同时也出现了数据种类

繁多、数据体量巨大、数据不确定性等各种挑战[12]。真实

世界的大数据分析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人

工智能技术为大数据分析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13]。

人工智能作为由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领域

组合而成的技术科学，其目标是让机器胜任一些需

要人类智能才能完成的工作。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已

广泛应用在多个行业与领域，人工智能利用一系列

医疗健康数据，实现对患者病情恶化、死亡以及需要

重新治疗的风险评估；2017年2月，《Nature》公布了

鉴定皮肤癌的最新研究成果，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

皮肤癌的识别能力比大部分参与研究的皮肤科医生

都要好，提示人工智能技术为中医健康管理的发展

带来了新的切入点[14-17]。因此，在中医大数据的基础

之上，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医诊疗中的运用，对于

人体健康的智能分析、监测与评估以及扩大中医在

世界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人工智能为中医健康管理打开了新的视角

人工智能通过与中医诊断信息处理相结合，有

利于提高中医诊断辨证的客观性、规范性与准确性，

同时对降低误诊率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朱文锋

在模糊定量与综合定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证素辨证，

即，“根据证候，辨别证素，组成证名”的新辨证方

法。采用支持向量机与粗糙集等算法，分析收集临床

病历数据，探索解决中医证素辨证建模的方法[18]。 

采用贝叶斯网络中医辨证系统，进行数据计量分析、

推理验证证候-证素-证名间的关系，其结果与中医

专家经验有很高的吻合性[19]。因此，从症状、病位证

素、病性证素及证型等角度出发，构建多尺度的健康

状态认知框架，是实现“辨证论治”理论指导下人工

智能应用于中医诊疗的核心步骤[20]。
中医健康管理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的战略意义

1. 解决中医健康产业发展模式的问题 中医药

强调整体把握健康状态，注重个体化，突出治未病，

临床疗效确切，治疗方式灵活，养生保健作用突出，

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健康服务资源，必将在健康产业

的发展中发挥重要的基础与引领作用，但能够满足中

医健康服务需求的中医诊疗设备还十分匮乏，也无

法满足中医健康大数据对数据源可靠性的需求。

因此，提出以中医原创思维为立足点，以中医健

康状态辨识理论为核心，充分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研

发中医诊疗系统，可以与移动互联网融合，充分发挥

其自动化、智能化的优势，在真实世界的大数据支撑

下，融合中医诊疗的共性技术，构建起中医健康服务

的通用技术平台，满足中医健康产业发展的需求。

2. 解决中医药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 四诊信息

的可靠性与诊断辨证的准确性是提升中医药服务能

力的前提与重要抓手。当前我国发展中医药健康服

务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医从业人员数较少，并且基

层中医的服务能力参差不齐，服务品质不高，不能满

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要[21]，其主要原因是：中医从业

人员的中医望闻问切四诊技能不规范，辨证思维不

熟练，临床诊断准确性不高，从而难以有效地指导中

药、针灸等中医治疗服务，这必然严重限制了中医药

整体优势的发挥。因此，综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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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医人工智能诊疗系统势在必行。

基于人工智能与数据挖掘，从技术角度解决中医

信息采集的客观需求，全面、规范、准确地获取四诊

信息，实现四诊合参与中医健康状态的自动辨识，还

可以依靠互联网实现中医远程诊疗，从而有效弥补基

层中医的技术短板、提升基层中医辨证论治水平。充

分发挥中医简、便、廉、验的特点与在“治未病”方面

独有的优势，实现医疗卫生工作“中心下移、关卡前

移”，从而达到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与水平的目标。

3. 解决中医健康理论研究的瓶颈问题 状态是

中医健康理论研究的核心，由于中医思维的模糊性

与复杂性特点，长期以来，四诊信息的采集依靠传统

的望闻问切，辨证方法繁多且难以形成共识，疗效评

价仅限于定性而不能实现定量。中医健康状态辨识

过程的客观化、规范化与标准化成为制约中医健康

管理发展的障碍。

因此，借鉴系统工程的原理与方法，应用人工智

能技术与大数据技术，建立以状态为核心的中医健

康认知的方法与体系，能够实现四诊信息的采集、存

储、分类与融合；实现健康状态的人工智能诊断；实

现干预方案的匹配与临床疗效合理客观的评价，解

决四诊合参与辨证方法的不可测量、不可重复、不可

评价等问题，为中医理论与临床研究提供可靠的技

术平台。
真实世界的医学研究与人工智能为中医健康

管理提供了新的策略

基于真实世界的医学研究，遵循中医整体思维，

提出状态是中医健康认知的逻辑起点，整体健康状

态的动态、个性化测量与评估是中医诊断、治疗与

疗效评价的依据；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建立状态表

征参数的采集、存储、分类、融合的标准，构建状态

辨识的算法模型，实现干预方案的自动匹配与疗效

的可测量、可重复、可评价；应用云计算与大数据技

术，构建中医人工智能诊疗系统，实现中医诊疗的客

观化、规范化、智能化，为中医的理论与临床研究提

供科学基础与方法学平台，为真实世界的中医数据

库建立与健康产业发展提供技术平台。

21世纪是循证医学时代，也是数据引导策略的

新时代，大样本数据库所能带来的不仅仅是数字的

堆砌，其真正价值在于能帮助研究者深入、全面与

准确地研究或解决重大的临床问题，使结论更接近

于真实世界的实际问题，从而优化或革新临床诊疗

模式。因此，基于真实世界的大数据，将人工智能先

进理论、方法、技术与中医状态学理论、方法结合起

来，探讨人工智能在中医健康状态评估、干预、疗效

评价中的作用，从而研发中医人工智能诊疗系统，助

推中医健康管理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对实现中医现

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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