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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药数据库网上检索系统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

名、中药化学鉴定、炮制方法、中药剂型、中药制药工艺、

药信息研究所与浙江大学计算机系合作开发的网上数据库检

药物作用与药理效应毒理学、实验动物的品种、方剂组成、

索系统,该系统可以同时检索多个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不同

药物与剂量、归经、功效、主治、用法用量、不良反应及治

软件支持的本地及异地的数据库。目前已经收录了各类中医

疗、选方、临床运用、考证、应用鉴别等多种字段。用户可

药数据库 30 余个,已经成功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福建中医药

从多方面进行灵活检索。

大学的 SQL SERVER、ORACLE、ACCESS 等不同类型的异地数据

1.6

方剂现代应用数据库

库系统实现联合检索。该系统于 2001 年正式投入使用进行有

收录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卫生部部颁药品标

偿服务,目前该系统有 30 多个数据库可以提供服务,累计 500

准—中药成方制剂》及期刊文献中的中药方剂 9 651 种,对每

多个单位和个人用户使用该系统。

一方剂分别介绍方剂名称、别名、处方来源、剂型、药物组

1

成、加减、功效、主治、制备方法、用法用量、用药禁忌、

1.1

网上提供检索服务的主要数据库介绍
中国中医药文献数据库
收录了 1984 年以来国内出版的生物医学及其它相关科

技期刊的中医药文献近 59 万余篇,覆盖中医药学、针灸、气

不良反应、临床应用、药理作用、毒性试验、化学成分、理
化性质、生产厂家、各家论述等内容。
1.7

中国中药化学成分数据库

功、按摩、保健等方面的内容,含有大量医学文摘,近年文摘

收录 4 500 多种中药化学成分。数据库设有品名、化学

量已达 50%～70%,文献数量以每年 4 万余篇的速度增加。本

名称、英文名称、异名、理化性质、分子式、化学结构式、

数据库采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医学主题词注释表》及

立体结构图、来源、药理作用、功效、临床应用、毒性、不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进行规范的医学

良反应、化学成分分类、用途分类、来源、化学号等内容。

标引,用户可实现多途径、多方面的精确检索和扩展检索。

1.8

1.2

疾病诊疗数据库

中国中药新药品种数据库
收录了自 1985 年以来国家批准的中药新药品种 2 100 多

收录了全面介绍疾病的中西医诊断治疗的各类信息,共

种,对每一中药新药的介绍,包括其正式名称、药品类型、药

收录疾病 3 776 种。从中、西医学的不同角度详述疾病的临

物组成、剂型、研究单位、所属省份、生产单位、生产单位

床诊疗和基础研究,内容包含疾病的中英文名称、定义、中西

省份、申请编号、申请日期、新药证书编号、批准文号、批

医病因、病机、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等。

准号、保护期、批件号、功效、主治、用法用量、不良反应、

1.3

用药禁忌、注意事项、贮藏、有效期、制备方法、鉴别、检

中国中药数据库
收录中药约 11 000 多种,对每味中药进行了性味、归经、

功效、主治、用法用量、产地、化学成分、药理作用、毒理

查、含量测定等内容。
1.9

中国医药企业数据库
收录了中国国内共 4 044 个企业(包括化学药品工业、医

学、药材基原、资源分布、栽培或养殖、采集加工、炮制方
法、药材鉴别等多方面描述。

疗器械工业、卫生材料工业、制药机械工业、中成药工业、

1.4

中药饮片工业、药用包装材料工业和其他工业)的各类信息。

中国方剂数据库
收录了古今中药方剂 85 989 首,介绍每一方剂的不同名

设有单位、地址、邮政编码、电话、电报、传真、联系人、

称、处方来源、药物组成、功效、主治、用药禁忌、药理作

网址、E-mail、注册商标、经销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企

用、制备方法等方面信息。

业规模、当年工业统计各类数据(包括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

1.5

流动资产、年末负债、产销收入、利润总额和应交税款等)

中国藏药数据库
收录植物、动物、矿物等藏药药材 500 余条,涉及不同的

等共 40 余个字段,定期进行数据更新和数据库维护。收录范

品系近 1 200 种,并收录近年的藏药临床应用最新信息。设有：

围广,内容丰富,资料详实,数据可靠。使用方便,实用性强,

品名(藏音名)、拉丁名、保护品种、中药材基原及形态、动

并能提供多途径检索,进行工业统计数据的分析。

植物资源分布、动植物生态环境、药用动植物的栽培养殖、

1.10

药材的采收与贮藏、药用部位、生药材鉴定、中药化学成分

中国中药非处方药数据库
收录了 1999 年中国实施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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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用户中采用包月/年方式的 157 个(44.48%),采用计

来政府发布的 2 800 多种中药非处方药的详实信息,包含药物
的名称、化学成分、药理作用、药代动力学、临床应用、可

费方式的用户 196 个(55.52%)。

能出现的不良反应等内容。

3.2

1.11

付费用户中国内用户(含港台)326 个(92.35%)；国外用

中国医药产品数据库
收录了 8 600 多种医药产品(包括中药),用户可从产品名

称、制造单位、批准文号、价格、产品鉴定、剂型、药物成

户 27 个(7.65%)。
3.3

分、治疗应用等途径进行检索查询。
1.12

按用户性质分类
付费用户中高等院校有 44 家(12.46%),医药企业 48 家

中国中医药新闻数据库

(13.60%),科研院所 45 家(12.75%),医院 16 家(4.53%),个人

收录了 1989 年以来的有关中医药报刊新闻信息 6 万余
条。著录项目有题名、作者、出处、日期、关键词、内容、
栏目分类、地区、管理。
2

按用户范围分类

用户 200 人(56.66%)。
4

讨论
从统计结果看,中国中医药文献数据库、中国中药数据

各数据库访问情况统计分析

库、中国中药化学成分数据库、中国医药企业、中国医药产

该系统从 2001 年 4 月正式投入使用以来已经累计发展用

品排在前 5 位,随后是中国中医药新闻数据库、疾病诊疗数据

户 500 多个,采用计费与包年/月两种方式提供有偿的数据库

库、中国国家基本药物数据库、中国方剂数据库、中药成方

检索服务。现将主要数据库在计费用户中的使用情况做如下

制剂标准数据库。提示,用户对中药新药开发研制方面的信息

统计分析,以便为未来的数据库建设提供一些有参考价值的

需求迫切,对一些实时性、动态性的信息需求量大。这部分信

信息,使今后的数据库建设更有针对性,使用有限的经费建设

息的采集与加工难度大,但信息的增值性强,应该在未来的工

广大用户迫切需要的数据库(见表 1)。

作中加以重视。

表1
序号

计费用户对各数据库使用情况排序(2001.4－)
数据库名称

从统计结果看,数据库的后期推广应用显得明显不足,没

访问次数

有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与经费。很多数据库还没有被广大用

1

中国中医药期刊文献数据库

99 178

户所了解和使用,很多很有使用价值的数据库还远远没能发

2

中国中药数据库

30 064

挥它应有的作用,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

3

中国中药化学成分数据库

17 838

4

中国医药企业数据库

16 109

5

中国医药产品数据库

9 432

如何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提高英文信息传播的数量与质量是未

6

中国中医药新闻数据库

8 779

来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7

疾病诊疗数据库

6 932

从用户性质看,单位与个人用户基本各占一半。单位用户

8

中国国家基本药物数据库

3 428

中,中医药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占多数,医院用户数量

9

中国方剂数据库

2 685

还比较少。从统计结果看,尽管目前针对医药企业的信息无论

10

中药成方制剂标准数据库

2 581

从数量还是质量上均明显不足,但仍然有为数众多的医药企

11

中药新药品种数据库

1 837

业愿意作为付费用户使用该系统,反映了目前医药企业对新

12

中药非处方药数据库

1 557

药开发的需求十分迫切。加强这方面的信息采集与建设有着

13

方剂现代应用数据库

500

14

中国中药药对数据库

447

15

中国中医药期刊数据库(针灸文献)英文版

247

16

中国藏药库

226

17

中国中医药期刊数据库(中药文献)英文版

112

18

中国 GMP 认证企业数据库

73

19

中医临床诊疗术语国家标准数据库

58

20

企业年度报表(1999－2002)

47

21

国标－中医证候/疾病分类与代码

24

22

中国藏药药品标准数据库

15

3

用户情况分析
该系统从 2001 年 4 月投入使用以来,以有偿服务的形式,

已发展用户 575 多个,其中临时用户 222 个,付费用户 353 个。
3.1

按用户付费方式分类

从用户分类统计结果看,目前的用户仍以国内用户为主,
英文信息的数量和利用率与中文信息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市场需求。
目前的数据库从内容上还是以为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提
供服务的信息居多,这部分用户也是该系统的长期用户群,仍
然存在着比较大的用户需求。
从统计结果看,由于网上检索所具有的方便快捷的特点
十分适合发展个人付费用户,针对个人用户提供多种灵活丰
富、方便快捷的各类信息,将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与空间。
综上所述,在数据库的建设中前期应该加强针对不同用
户群的需求调研,在保持以科研信息为主的数据库研制方向
的同时拓展面向中药企业的信息,加强重视后期的推广应用。
在互联网时代,中国中医药数据库网上检索系统不断发展与
进步,从而推动整个中医药行业跨越式的发展与提高。
(收稿日期：2005-12-09,编辑：毕俊英)

更正：2006 年第 6 期第 96 页“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的中医药诊治近况”的第三作者刘晓娟为湖北中医学院 2004 级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