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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研究·

中医药学及其相关主题词表概述
张晶

范为宇

彭莉

储戟农

【摘要】 对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及相关主题词表的特点，结构，词汇收录、应用及编制修订情况进
行简述。
【关键词】 主题词表；中医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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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overview was performed on the features, structure, included terms, applications and the
process of editing and compil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thesaurus and its relative thesaurus.
【Key words】 Thesauru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主题词表又称叙词表，是由概括一门或各个学
科领域的经规范化处理的语义相关和族性相关的

中医药学数据库建设、医学期刊索引编制、医学
［1-3］

图书编目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

词或词组，按特定顺序排列形成的检索词典，是一

《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自 1987 年问世以

种将标引人员和检索人员的自然语言转换成规范化

来，历经两次重大修订。1987 版《中医药学主题

检索语言的术语控制工具。主题词表主要分为适用

词表》在《汉语主题词表》
（中医药学部分）的基

于各个领域的通用主题词表和具有专业特色的专业

础上，基于文献标引的实践，按照主题词表编制

主题词表。作为专业的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在生物

国家标准，吸收了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医学主

医学数据库建设、中医药学数据库建设、医学期

题词表》的优点，编成本词表。本词表共收录主

刊索引编制、医学图书编目中均起到基础的支撑

题词 4444 条，按词义分列于 12 个学科范畴。1996

作用。本文拟对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及相关主题词

修订版基于数据库词频统计和用户反馈意见进行

表的特点、结构、词汇收录、应用及编制修订情

了增删，对词语的规范化做了进一步的确定。

况进行简要评述，对中医药学主题词表的编制修

2004～2006 年完成的 2006 年修订版补充了全部主

订规则和研究方向进行探索，使中医药学主题词

题词词条的定义，调整了词表的树形结构，使词

表更好地支持中医药信息的组织与获取。

表更具科学性和实用性。该词表以中医药学学科
体系为基础，同时兼顾了专业特点及词汇分类的

主要的医学专业主题词表

1
1.1

需要，将全部主题词按学科门类划分排列，分为

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由中国中医科学院

15 个类目 68 个子类目。所收主题词能够反映学科

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研制，是国内外第一部被医学

发展的新动态、新概念和新词汇，并兼顾边缘学

及中医药学信息界广泛采用的中医药学专业主题

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目前该词表（2006 试用版）

词表。其研制工作起步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该

共收录主题词 13 300 余条，包括正式主题词 8878，

词表问世 40 多年来，在国内生物医学数据库建设、

入口词 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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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项目编号：2006BAI21B03_03）
作者单位：100700 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
所数据研究室

《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保持与国际权威
性医学主题词表 MeSH 的兼容性，体系结构与其
基本保持一致。收录 MeSH 中的全部中医词及部
分中药植物科属词和中药化学成分词，所收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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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与 MeSH 词表使用类似的组配原则，符合

汇：包括“医学，中医传统”
、
“阴阳”
、
“阴虚”
、
“阳

中医药文献处理的具体需求。自 2000 年起，《中

虚”、“医学、西藏传统”、“医学，草药”、“气”
，

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对中国中医药文献数据库

等；②针灸相关词汇：包括“针刺”
、
“针刺疗法”
、

的网络检索界面提供了初步的用户检索辅助功

“针刺镇痛”
、
“针刺麻醉”
、
“耳针”
、
“针刺穴位”
、

能。此外，有关《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英文

“穴位按压”
、
“电针”
、
“灸法”
、
“经络”
、
“按摩”

版的研究于 2003 年开始进行，至今已完成 1000

等；③中药相关词汇：主要有“中草药”
、
“植物，

条词条的英文版编制工作。但《中国中医药学主

药用”
。此外，近年来 MeSH 词表中还增加了大量

题词表》的修订周期过长，滞后于中医药科技信

植物类词汇，
包括许多中草药的基原种属。
在 MeSH

息的发展，且未形成有效的更新维护机制。

词表的补充物质名词中，也不断新增中药化学成分

1.2

中医药主题词表

［4］

：由主表（字顺表）、范畴

或中药方剂名词，但这类词汇并非正式主题词。

表以及索引组成，共收录正式主题词 3715 条，非

尽管随着国际上对传统医学的日益关注，近

正式主题词 1207 条，类称词 11 条，合计 4933 条。

年来 MeSH 词表中新增了一些中医药学相关词汇，

该词表出版后，基本未被采纳应用。

但总的说来，该词表中收录的中医药学相关术语

1.3

［5］

医学主题词表 ：
《医学主题词表》简称 MeSH
®

数量有限，且不能反映中医药学的整体体系。

词表（Medical Subject Headings，MeSH ），是美

MeSH 词表研究室曾表示，希望将《中国中医药学

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编制的大型医学受控词表，主

主题词表》作为 MeSH 词表的补充延伸。

要用于生物医学信息的标引和检索，该词表问世

1.4

于 20 世纪 60 年代，是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的医学

Subject Headings，CMeSH)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

主题词表，已被全世界广泛采用。MeSH 词表的中

信 息 研 究 所出 版 的 《医学 主 题 词表》 (Medical

文版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负责翻

Subject Headings，MeSH)中文版，用于中文医学

译，并提供用户使用。MeSH 词表主要由叙词（主

文献的标引、编目和检索

题词）、副主题词、补充概念名词、入口词四部分

用于生物医学文献的标引、生物医学信息的检索

组成。叙词分别按照字顺及具有类目等级关系的树

以及生物医学图书、文件及音像资料的编目。

形结构排列，词表涵盖了生物医学领域的各个方

PubMed/MEDLINE 数据库及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面，也包括与相关学科的相关概念。

其他主要数据库均以该词表作用数据库建设的基

《 中 文 医 学 主 题 词 表 》 (Chinese Medical

［6 ］

。MeSH 词表主要应

MeSH 词表为动态词表，具有可扩充性，美国

本支撑。我国主要的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生物

国立医学图书馆将对 MeSH 词表的更新修订作为

医学文献数据库 CBMDISC 和中国中医药文献数

一项常规工作实施，该馆设有医学主题词表研究

据库 TCMLARS 均以 MeSH 词表作为数据库建库

室，专门从事词表的研究、更新、修订及维护。

标引的主要依据。此外，我国的生物医学期刊的

MeSH 词表每年进行一次全面更新修订并出版，

关键词标引及主题索引编制也依据该词表完成。

MeSH 词表网络电子版文件则每周更新一次。此

1.5

外，在特殊情况下，MeSH 还会及时作出重大更新。

表（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for Oriental Medicine）

［ 7］

韩医药学主题词表

：韩国韩医药学主题词

目前 MeSH 词表共分 16 大类目，
2010 版 MeSH

由韩国韩医学研究所（Korean Institute of Oriental

词表包含 25 588 个叙词、83 个副主题词、190 000

Medicine，KIOM）于 1999 年编制。该词表收录

个补充概念名词、172 000 个入口词。在 MeSH 词

了《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
（1996 版）的全部主

表中，收录了少量与中医药学相关的术语。这些中

题词，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韩医学专用词汇，总

医药学相关主题词分别归于“补充医学疗法”
、
“文

词汇量达 11 810 个。韩医药学主题词表的结构体

化”及“药物”类目下。主要有，①中医学相关词

系基本依从《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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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 13 大类。

3

结语

2005 年韩国成立了由韩国韩医学研究所及多

涉及中医药学科专业主题词的词表包括医学

所大学专家组成的韩医学主题词表工作组，该工

专业词表和通用主题词表，通用主题词表的代表

作组主要开展三方面的研究：①通过对关键词与

为《汉语主题词表》、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专业

主题词一致性的研究，探索韩医学主题词表中存

主题词表主要有《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医

在的问题；②研究韩国韩医学主题词表与中国中

学主题词表》
（MeSH 词表及其中文版）、《中医药

医药学主题词表（1996 版）的兼容性；③研究韩

主题词表》、
《韩医学主题词表》，但就中医药专业

国韩医学主题词表与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

而言，最具权威、影响最大的为《中国中医药学

（1996 版）中文与韩文的 UNICODE 编码兼容性。

主题词表》。《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以中医药
学学科体系为基础，同时兼顾了专业特点及词汇

2

分类的需要，所收主题词能反映学科发展。该词

主要的通用主题词表
［8］

：编制工作始于 20 世纪 70

表保持与国际权威性医学主题词表 MeSH 的兼容

年代，全国先后共有 505 个单位 1300 多名专业工

性，提供了初步的用户网络检索功能，符合中医

作者参加了该词表的编制工作，于 1980 年 3 月正

药文献处理的具体需求。但同时词表的编制、修

式出版，共 3 卷 10 个分册，收词 10 万条，包括

订、更新与维护缺乏标准规范的指导，如存在修

自然科学、医学、农业、工程技术、社会科学等

订周期过长、用户检索使用不规范等问题。MeSH

各学科领域，为国际上收词量最大、惟一包括自

词表虽是应用广泛、具有权威性的医学主题词表，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型叙词表，是主题标

但其收录的中医药学相关术语数量有限，且不能

引、检索和组织目录、索引的主要工具。《汉语主

完整反映中医药学的体系。其他与中医药学相关

题词表》研制工作的开展，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主题

的主题词表未被广泛应用于数据库建设及检索使

词表的编制人才。由于《汉语主题词表》是一部综

用之中。

2.1

汉语主题词表

合性多学科叙词表，广泛的学科覆盖面使这部词表

随着网络信息化的发展，主题词表的研究向

在专业深度方面有所欠缺。具体到中医药学领域，

兼容性、智能化、支持联网环境下信息检索全过

《汉语主题词表》对相关术语收录有限，且这些词

程和满足网络终端用户检索使用自然语言的方向

汇在该词表中分属一级类目“医药科学”下的各个

发展。近年来，WHO 组织开展了包括传统医学主

不同二级类目，尽管有“中医学基础”
、
“中医诊断

题词表在内的传统医学信息标准化合作研讨，成

学”
、
“中医治则治法”
、
“中医临床学”
、
“中药学”
、

立了中日韩传统医学主题词表工作组，对合作研

“方剂学”
、
“中医药器械与材料”等专有二、三级

制传统医学主题词表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研

类目，但仍有许多中医术语与现代医学术语一起分

究，并分析对比了中国、日本、韩国目前传统医

散在“医学科学一般概念”
、
“医学史”
、
“预防医学”

学主题词表工作的状况，就建立共同词表对有关

等类目中。因此，《汉语主题词表》不能取代专业

词汇选择、树形结构建立、词表使用的语言、词表

的中医药学主题词表。

字符代码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并对该项合作的组织

2.2

［9］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7］

管理作了研究

。

由北京图书馆主持编制，于 1994 年出版。该词表

基于中医药学及其研究的持续发展和国际上

是将《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类目与《汉语主题

对传统医学词表的使用需求，有必要对具有中医

词表》相结合对应后，形成的综合性多学科词表。

药学科特色的主题词表的编制规则及修订维护进

该词表与《汉语主题词表》相比，增加了分类，

行方法学探讨，改造、完善现有中国中医药学主

但仍存在专业深度不足之缺点。

题词表联机辅助检索系统，以提高词表使用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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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效率，有助于支持和推动中医药信息工作的开
展及在国际传统医学信息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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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证心得·

康复消炎栓配合洁尔阴冲洗治疗轻度宫颈糜烂
陈桂莲

苗慧

闻喜英

轻度宫颈糜烂多由不当终止妊娠术、不洁净性生活

100 ml的生理盐水中混匀，盛入阴道冲洗器进行冲洗。

等所致。对于轻度宫颈糜烂的治疗，临床多不主张采用

治疗15 d后观察疗效。

物理或手术疗法。近年来，我科采用康复消炎栓治疗轻

1.4

度宫颈糜烂取得较好疗效，现报告如下。

修复；②显效：糜烂面缩小1/2或以上；③有效：糜烂

疗效判定标准：①痊愈：宫颈光滑，糜烂面全部

面缩小1/3或颗粒型、乳突型变为单纯型；④无效：糜
1
1.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120例患者均选自2009年1月至2010年

烂面无变化。总有效率＝（痊愈＋显效＋有效）/总例
数×100%。

10月我院妇科门诊，平均年龄32（20～42）岁；按糜烂
类型分属单纯型者48例、颗粒型60例、乳突型12例。
1.2

2

结果
120 例患者中，痊愈 97 例（80.83%）、显效 15 例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⑴纳入标准：①糜烂面积

小于宫颈总面积的1/3；②经细胞学检查，无癌细胞或

（12.50%）、有效 5 例（4.17%）、无效 3 例（2.50%），

癌前病变，无滴虫及真菌性阴道炎。⑵排除标准：宫颈

总有效率为 97.50%。

糜烂属中度（糜烂面积占宫颈总面积的1/3～2/3）、重
度（糜烂面占宫颈总面积的2/3以上）者。
1.3

治疗方法：采用康复消炎栓配合洁尔阴治疗。①

3

体会
康复消炎栓均具有清热解毒、逐瘀散结止痛的功

直肠给药：肛门放置康复消炎栓，1粒/d。②冲洗：于

效。药物经直肠黏膜吸收后，可较快作用于糜烂部位，

月经干净3～5 d开始用药，将10 ml的洁尔阴洗液加入

同时避免了口服药物引起的胃肠道反应。洁尔阴主要有
清热燥湿的功能。上述结果表明，康复消炎栓直肠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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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洁尔阴外洗，可有效治疗轻度宫颈糜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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