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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卫生统计数据回溯整理
及其应用研究
苏大明

李万新

【摘要】 由于中医药统计数据尚未被充分开发利用，造成了统计数据资源存储与利用之间的脱节。
“中医药卫生统计数据整理及其应用研究”以提高中医药统计数据的利用为目的，以权威的中医药统计
数据为研究对象，在收集、整理和分析建国以来中医药统计数据共性特征基础上，建立“中医药统计信
息数据库”，采用面向对象的 C#编程语言和基于浏览器呈现的 ASP.Net 编程技术，建立了“中医药卫生
统计数据查询系统”，初步实现了中医药统计数据的查询检索以及检索结果图形化展示功能。本研究探索
了一种“以统计数据为分析对象，用属性描述数据”为思路建立复杂统计数据表的数据库建设方法，较
好地解决了统计数据庞杂、数据单位多样、缺少规律性、无法分类等问题，实现了中医药统计数据的检
索利用，为将来建立“中医药行业统计数据库”以及提供中医药行业统计数据信息服务奠定基础。
【关键词】 卫生统计；数据库；检索查询系统；数据整理；编程技术；中医药；应用研究

Retrospective collection, arrang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tatistical data SU Da-ming*, LI Wan-xin.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Resources, Information Institute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CM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e statistical data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has not been fully exploited,
resulting in the gap between the storage and usage of the TCM statistical data resources. The study on the
retrospective collection, arrang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tatistical Data aims to
enhance the usage of TCM statistical data, basing on the collection and arrangement of the authoritative TCM
statistical data, common analysis of the TCM statistical data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A pilot TCM Statistics Information Database and a TCM Health Statistics Data Query System have been
established with the computer database technology, the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tool (C#) and the Internet
Browser-based presentation programming tool (ASP.Net), providing the initial functions of the data retrieval
and the graphical presentation of the search results on TCM statistics data. This paper explores “statistical
data-oriented with attributes description” as the idea to establish the statistical database of complex statistical
data, with the solution of the data problems such as numerous of data, diverse of data units, lack of regularity
and hard to be classified. The study realizes the building of TCM Statistics Information Database and the
retrieval function of TCM statistical data, which lays a foundation on the buil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y Statistics Database and the information services of TCM statistics data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Health Statistics；Database；Data Arrangement；Programming Technology；Application
Research；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统计数据是统计工作的主要研究对象，反映
历史发展的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往的历史
数据不会失去存在的意义，而是进行统计分析、
［ ］
统计预测的基础 1 。行业的统计数据可以对全行
DOI：10.3760/cma.j.issn.1673-4246.2011.01.016
基金项目：中国中医科学院自主选题研究项目（项目编号：
ZZ2006062）
作者单位：100700 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
所文献资源研究室（苏大明）；100004 北京，华创迅捷科技有
限公司软件研发中心（李万新）

业过去的发展做出评价，并为行业未来的发展提
供决策依据。
由于中医药统计工作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应有
的重视，不但统计工作不完善，而且已有的统计
数据未被充分开发，造成统计数据资源存储与利
用之间的脱节。在数字信息时代，如何利用计算
机技术建立中医药统计数据库和统计信息网络，
［ ］
是解决目前状况的有效方法之一 2 。在此背景下，
本研究以整理中医药宏观卫生统计数据为切入
点，以提高数据利用为目的，开展了“建国以来
中医药主要统计数据回溯性整理及其应用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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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从统计数据的分析入手，根据统计数据的
特征结合统计需求，进行了统计信息数据库的设
计和建模，数据导入程序的设计，初步实现统计
数据检索查询与图形化展示功能，探索了一种中
医药卫生统计数据整理和应用的思路和方法。主
要研究思路和方法介绍如下。
统计数据资源特点的研究与分析
本研究分别抽样收集了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包
括中医药相关管理部门公开发布的与中医药行业
发展相关的主要统计数据，从具有较高统计需求
的中医药行业各种统计数据入手，主要包括五大
类的数据：中医资源、中医医疗机构运营与服务、
中医教育、中医药科研以及中医药事业费，具体
涵盖了中医机构情况、人员情况、中医中药从业
人员数、中医医疗机构床位数据、门诊量数据以
及中医药教育和中医药科研相关统计数据，此外
还包括人口与卫生相关的统计数据等。
在收集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分析和总结数据
的共性特征，为中医药统计信息数据库结构设计
提供依据。分析抽样数据的结果表明，中医药卫
生统计数据表的最大特点是数据表形式多样、结
构复杂，数据类型复杂，数据属性庞杂，缺少规
［ ］
律性 3 。
同时在一个统计数据表内，表格每一行和每
一列的统计数值数据类型都有可能不同，这里包
含了整数和百分比；数据的单位也可能不一致，
可知统计数据表格的复杂性。
1

统计信息数据库建模与结构设计
统计信息数据库是统计数据的整理和检索应
用的重要支撑，存储了源于各种统计数据表格的
基础数据和基础数据之间隐藏的内在关联，所以
数据库的建模与结构设计是建立数据检索查询系
统的关键环节。
在中医药统计数据表格形式多样，数据复杂，
缺少规律性的前提下，本研究通过反复探索，创
立了“以统计数据为分析对象，用属性描述数据”
为指导建立统计信息数据库的思路，较好地解决
了统计数据庞杂、缺少规律性、无法分类、一般
针对表的数据提取方式繁冗、扩展性差等问题。
数据库主要包括 9 个关联的数据表，分为两
大类：基础数据表和关系描述表。基础数据类表
存储统计数据相关信息，包括数值表（ST_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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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性 字 典 表 （ ST_ATTRIBUTE ）、 数 据 来 源 表
（ST_TABLEINFO）、数据大类字典表（ST_TYPE）
和数据单位字典表（ST_UNIT）。
关系描述表存储“统计数据表格”、“统计数
据”、“数据属性”、“数据大类”四类信息之间的
关联，对统计数据的检索应用有着决定性的支撑
作用，包括数据与表的关系（ST_DATA）、数据与
属性的关系（ST_DATA_ATTRID）、属性与大类的
关系（ST_ATTRIBUTE）、属性与属性之间的匹配
关系（ST_ATTRIBUTE_MATCH）、属性匹配与匹
配来源表之间的关系（ST_MATCH_TABLE）、表
与大类之间的关系（ST_TABLEINFO）、属性与属
性之间层级关系（ST_TREEVIEW）。另外，还有
其他约束关系信息，如数据的单位约束、年限约
束，都包含在数据表中。
数据加工程序的设计与实现
根据中医药统计数据来源包括纸质统计资料
和电子资源（如：Excel 格式文件）的特点，本研
究针对不同的数据来源相应开发电子表格数据导
入和纸质报表手工录入两套数据加工程序，实现
了不同来源数据的加工导入。
电子表格数据导入程序是以电子表格为数据
源读取统计数据，人工校验读取失真的数据，将
数据列表调整至规范的格式，输入数据表的标题、
关键字、备注，输入采集的数据年限，对数值项
赋予单位，标识数值的起始行、列，最后提交该
电子报表数据，数据分析程序将获得的基础数据
和基础数据之间内在关联关系保存至数据库。
纸质报表手工录入程序的设计思路与电子表
格数据导入程序一致，区别是前者人工录入统计
报表，后者是程序读取电子报表。
加工导入程序的设计与实现，结合后台的数
据库结构的设计，很好的解决了中医药统计数据
表格纷繁复杂的难题。
3

统计数据查询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统计信息查询系统功能主要包括统计数据检
索查询、检索结果图形化显示、检索结果输出、
数据原始表显示与下载、数据管理功能等。系统
开发过程主要包括数据处理流程、程序系统的组
织结构、模块划分、功能分配、接口设计、运行
设计、数据结构设计和出错处理设计。各功能模
块实现过程如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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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统计信息的检索查询功能
检索查询功能是查询系统的主体功能。为了
解决统计数据表庞杂的问题，本研究设立了“以
统计数据为分析对象，用属性描述数据”为原则
的统计数据处理方法，把每个统计数据（数值）
给予多种属性定位和描述，并把属性归档于统计
数据的五大类目下。在查询系统设计中，对统计
数据的属性进行分类，根据用户所选择的一个或
多个属性，返回精确或模糊查询结果，或对原始
表标题直接进行检索查询，从而实现三种查询方
式：导航精确查询、模糊查询和原始表查询。
4.1.1 精确导航查询：设计原理是通过数据属性
的关联关系，实现中医药卫生统计数据的精确匹
配查询。在五大类统计数据中，选定任意一个子
类目的统计数据属性，程序会自动给出相关联的
对应匹配属性，实现统计数据的精确检索。如在
中医教育大类中选择“博士生”属性，则查询导
航中自动显示出与“博士生”关联的属性集，包
括：
“预计毕业学生数（人）、
“招生数（人）”
、
“在
校生数（人）”
、
“毕业生数（人）”、
“院校数（所）”，
等，然后根据检索需求从关联的属性集中勾选一
个或多个属性，进一步查出目标结果。
4.1.2 模糊查询：设计原理是设立“模糊查询生
成按钮”功能键，通过对数据属性的模糊查询，
列出相关的对应属性关联关系，然后选择对应关
系，生成检索条件，从而实现中医药卫生统计五
大类数据的模糊匹配查询。如可以模糊查询北京
市相关人员情况，采用“模糊查询生成按钮”，在
输入框中分别输入“北京市”和“人员”，得到相
应的关联属性，然后根据结果列表选中所要查询
的匹配属性，进一步查询。
4.1.3 数据原始表查询：查询系统可以根据原始
统计数据表的标题、来源、年限等相关条件进行
针对数据来源的原始表查询。
4.2 检索结果图形化显示
检索结果图形化显示是“中医药统计信息查
询系统”的重要特点，主要原理是通过以 C#语言
操作 GDI＋画图工具编写统计图类，进行二维矢
量图形、图像处理，实现图形化显示。
对于不同类型的统计数据查询，如横断面数
据或者连续动态变化数据，查询系统可以实现不
同样式的统计图形显示，可以绘制线图（见图 1）
、
饼图（见图 2）、柱状图，也可以绘制单组数据统
计图（见图 1）、或多组数据统计图（见图 3）。

1

2

3

图 1 单组数据折线图
图 2 立体饼图
图 3 多组数据折线图

4.3

数据原始表显示与下载
在面向统计数据进行数据库设计、对统计数
据表进行数据拆分存储的同时，查询系统考虑了
统计数据原始表的恢复与显示功能，对统计数据
查询结果提供原始数据参考与跟踪的功能，同时
实现了对原始 Excel 格式统计数据表的下载和对
原始 Html 格式统计数据表的显示。
4.4 数据属性树结构管理
统计信息导入或录入数据库后，统计数据的
属性会列在中医药卫生统计五大类目录下等待归
档与分类，通过“多层次结构调整”的数据属性
管理功能，实现各大类属性类目下子类目结构的
创建和修改，实现数据属性树结构分类和合理调
整，方便数据属性的导航检索。调整功能包括两
个方面：创建新的属性树结构并将未分类属性归
档，以及修改或调整现有树结构。如通过“数据
属性树结构管理”功能可在中医资源的属性类目
下新建“民族医院”，并且把现有的“维医医院”
、
“蒙医医院”、“藏医医院”或其他未分类和归档
的属性插入并归档于“民族医院”属性类目下。
检索实例
为了解中医药发展概况，用户或许需要用到卫
生和人口相关的统计数据作为背景支持数据，因此
可以尝试从“中医药卫生统计信息查询系统”中检
索：1950 年到 2008 年全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因为查询系统具有将多次查询结果图形化显
示于同一图形界面的功能，因此可以分别检索
1950 年到 2008 年全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并
把两次查询结果图形化显示在同一页面，得到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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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所示的“1950～2008 年全国的出生率与死亡
率对照图示（‰）”，从图上可直观看出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我国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总体趋势是下
降的，1960 年左右我国出生率有个波谷，死亡率
有个波峰，正好印证了当时我国遭遇“三年困难
时期”的历史事实。这些分析结论从直观的综合
对比图形上比单纯的数值数据上更容易得出来。
从本实例可以推断，统计数据查询结果图形
化展示可以更加直观地揭示统计数据背后隐含的
某些信息，它可能是某段历史事件，也可能是某
个政策的影响等，所以统计数据的直观图形化展
示，对于挖掘与分析数据背后的影响因素具有重
要价值，从而为卫生决策提供参考。

编程技术，建立“中医药卫生统计数据查询系统”，
初步实现中医药统计数据的查询检索以及检索结
果图形化展示功能。
本研究首次对中医药卫生统计数据进行应用
性开发研究，探索了“以统计数据为分析对象，用
属性描述数据”为思路的建立复杂统计数据表的数
据库建设方法，较好地解决了统计数据庞杂、数据
单位多样、缺少规律性、无法分类等问题。
“中医
药卫生统计数据查询系统”的建立，实现了中医
药统计数据的初步查询检索以及检索结果的图形
化显示，提高了中医药统计数据的实际应用水平。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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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点磷酸川芎嗪粉针致严重过敏反应一例
王靖

马晓霞

牟景敏

某男，56 岁。高血压病史 10 年，冠心病史 8 年，

颜面充血水肿、结膜充血、周身红色圆形斑疹伴瘙

脂肪肝病史 4 年。因不间断头晕 10 d伴左侧肢体无力

痒、呕吐 1 次，呕吐物为胃内容物。考虑为静点磷酸川

24 h，于 2010 年 3 月 4 日入院治疗。查体：体温 36.5℃，

芎嗪粉针所致的过敏反应，立即停止输液。查体：血压

脉搏 62 次/min，呼吸 18 次/min，血压 125/70 mm Hg

90/60 mm Hg，脉搏 61 次/min，床旁心电图示：窦性心

（1 mm Hg＝0.133 kPa）
，临床诊断以冠心病、心律失

律，Ⅰ度房室传导阻滞，T波改变，立即给予持续低流

常（Ⅰ度房室传导阻滞）
。入院后给予 5%葡萄糖注射液

量吸氧 3 升/min，地塞米松针 5 mg静脉注射、异丙嗪

250 ml＋磷酸川芎嗪粉针（海南双成药业有限公司、批

针 25 mg肌肉注射、5%葡萄糖注射液 250 ml＋生脉针

号 20090813、50 mg/支）100 mg静滴，20 滴/min，20 min

40 ml静滴，30 min后患者症状逐渐缓解。口服氯雷他啶

后患者无不适，将滴数调至 30 滴/min，治疗 1.8 h后出

片 10 mg/次·d 1，静滴 5%葡萄糖注射液 100 ml＋10%

现胸闷、心前区不适、呼吸困难、舌麻、口腔黏膜痒、

葡萄糖酸钙针 20 ml/次·d 1，3 d后斑疹消失。

－

－

临床应用川芎嗪粉针时应密切观察患者反应，一旦
DOI：10.3760/cma.j.issn.1673-4246.2011.01.017
作者单位：157009 牡丹江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肾内
科（王靖、马晓霞）
，纪委（牟景敏）

发生异常，应立即停药、及时给予对症处理。
（收稿日期：201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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