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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系列报道⑨

通讯员 陈菊

【项目推介】：

“中医辨证论治大数据平台的构
建”项目，由成都中医药大学数字
医药研究所所长、信息与教育技术
中心主任、医学信息工程学院常务
副院长温川飙带领研究团队完成，
获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 2016 年度
科技进步一等奖。
四川“5·12”特大地震，晃动
了脚下的土地，也“震动”了人心。
和无数投身于抗震救灾大潮的人一
样，温川飙作为全国抗震救灾优秀集
体的一员，以成都中医药大学抗震救
灾志愿者服务队第 7 小队队长身份率
先入驻地震灾区。
随着救灾工作逐步收尾，志愿者
工作结束了，但温川飙“救援”之路
却没有终止。
两年时间里，温川飙几乎跑遍地
震灾区所有基层医疗机构，先后参与
“四川省社区医院的医务信息化人员培

训”及“思蜀援川”两项灾后重建支
援工作。
“基层医院信息化建设存在突出问
题”，支援工作中，温川飙日渐发现，
基层医院的临床信息系统残缺不全，
大医院的 HIS 系统 （医院管理信息系
统） 过于复杂和高昂的维护成本不适
合基层，更为严重和突出的是，市面
上根本找不到中医信息系统。如果中
医的临床工作被西化软件操作禁锢，
辨证论治必将加速消失，存在了 2300
多年的中医疾病证候演变规律和治疗
体系传承和发展都将岌岌可危。

图为温川飙研究团队进行项目研究讨论。

中医药插上数字化翅膀
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如何让
中医文化得到更好传承？如何使中医
药与信息技术融合？“互联网+中医
药”
，信息技术为传承和发展中医药插
上数字化的翅膀。
2010 年，成都中医药大学成立数
字医药研究所，温川飙担任所长，一
场“互联网+中医药”革新的号角，
在每一个研究所成员的心中吹响了。
而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自愿
充当这一系统研发的实验“小白鼠”。
利用有限的“思蜀援川”经费，
从组织中医专家进行专业咨询、数据
收集、需求研究，到招募设计工程师
平台架构、建立知识库、设计辨证论
治算法等，团队成员没日没夜加班搞
研究。
8 个月时间，第一套具有“轻量
化、平台化、中医特色”的基层医疗
软件完成了从研发到医院上线全过程。
还没来得及庆贺，随着应用推
广，用户反馈系统使用繁杂、数据混
乱以及缺乏稳定等问题纷沓而至，研
究团队一方面穷于应付，另一方面又
面临人手和经费日渐短缺的窘境。
现实与梦想的距离似乎没有接近，
反而越来越远。
“ 中医药信息化的道路
并不平坦——没有经费，用户抱怨，人
员离开……但只要心中的信念不灭，
团
队的脚步就总是向前。”整个团队带着
这份笃定，与温川飙一道坚持着。
2012 年，该项研究工作受到原四
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杨殿兴教授和
绵阳市中医院彭明德主任医师的关
注，作为中医药数字化研究领域的前

辈，杨殿兴和彭明德将自己 15 年的心
血之作“中医智能化辨证论治多维空
间数学模型”理论和两个基础版本交
到该团队手上。这是一份沉甸甸的礼
物，更是一份责任和信任。
“在原有 46 位编码和数据模型的
基础上，增加体质类型和动态趋势，
以 48 位归经码完善‘因位性势和病位
归经’智能算法，实现更为准确的辨
证分型、治法推荐及电子病历结构化
呈现。
”中医临床数字化核心技术研究
获得四川省科技攻关项目支持后，终
于实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数字化和
可计算”核心技术突破。
临床中医辨证系统从 3.0 到 6.0 版
本，软件的操作性和适用性不断优
化，中西医融合更加完善，完成 574
种疾病辨证论治的知识库及 1100 个经
典 处 方 、 1926 个 四 诊 信 息 归 经 码 、
490 种常见药材的功效码构建。对研
究员团队来说，每一项收获都是激励
前行的强心剂。
截至 2015 年，80 余家中医院选
用该系统，成果转化实现 3000 余万
元。
“虽然实施过程中总会有不被 认
可，甚至受到排斥的经历，但我们
依然努力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零的突
破——首个临床针灸软件、首个汤剂
数字化系统、首个特色科室质量管理
数字系统。
”温川飙介绍，在这一过程
中，团队也由原来的几个人发展到如
今的近百人规模，那些曾经不愿中医
系统提供数据接口的 HIS 厂商也从拒
绝到合作转向联合开发。

成都中医药大学

供图

人工智能迎中医药发展之春
2013 年底，国家出台大健
康发展战略规划，中医药发展
被提至新的高度，中医药信息
化发展进入快车道。
一次实地调研中，一位中
医对温川飙提到：“许多优秀名
老中医虽有很多宝贵经验，但
不擅长用电脑，优秀的临床经
验和案例就得不到很好总结，
而年轻基层中医成长又比较
慢。如果信息系统能为二者提
供学习渠道，成为中医传承的
载体就更好了。
”
“平台化”，新的构想闪现
在团队的脑海，新一代基于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辨证论治平

台的雏形确定了。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已在其他
行业得到应用和认可。这让温
川飙意识到：在中医诊疗过程
中既然存在不同流派各执一词
现象，何不将宝贵的中医临床
数据利用起来，以数据得出结
论，用疗效和数据说话？这必
将是中医得到世界认可的终极
道路，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则
刚好提供了机会。
“ 乘 胜 追 击 ”， 再 度 深 研 。
2015 年，该团队开始建立基于
云的中医临床数据仓库和知识
库，从分散的数据库中抽取中

医临床数据，以 48 位归经码为
基础，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加
工计算，从 200 万份真实临床
数据、文献研究数据中建立人
工神经网络，研究机器学习技
术，挖掘每一种疾病最优治疗
方案，完善中医优势病种达
336 种，包括中风、腰痛、项
痹等，涉及脑病科、心血管科
等 25 个科室。
用人工智能算法反馈给医
生作为诊疗参考，如此反复，优
化完善知识库，提升辨证分型治
法推荐效果，可见，中医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终将服务于每一位
普通老百姓的健康生活。

构建中医药信息化发展生态闭环
“标准化数据接口和共享文
“做到成本、技术的轻量化
档，突破单一医院 HIS 系统封 与功能完整性之间的平衡”是研
闭的围墙”“逆向开发移动端接 究团队的初心和坚持。在“互联
口、自助健康管理、临床疗效 网+”的时代背景下，中医药信
评估等功能，增强其扩展性， 息化发展必将迎来“云、大、物、
简化整体业务流程，通过云平 移”
的生态闭环。
台免费提供软件给中医医生使
“我们还将不断自我否定，
用，通过微信 APP 建立医患交 不断完善人工神经网络辨证论
流 O2O 空间”……“中医辨证 治模型的构建，让中医辨证论治
论治大数据平台的构建”项目 平台更加智能化，让每一次的改
使 中 医 药 发 展 搭 乘 “ 互 联 变产生‘蝴蝶效应’，而结果却能
网+”快车道，又好又快地向 ‘殊途同归’，如此使中医辨证论
前发展。
治大数据平台这个‘外脑’成为

越来越多中医医生可靠的‘伙
伴’。
”温川飙信心满怀。
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其
发展需要每一位中医药工作者
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奉献。回顾
温川飙团队的研究历程，8 年
时间获得前沿的“中医数字化
辅助辨证论治方法”“一种基于
中医辨证人工神经网络算法模
型的系统”等专利 30 余项，可
以预见，“互联网+中医药”的
探索研究，必将助推中医药发
展跃上新台阶。

科苑新创

首都师范大学

清华大学

证实液态水也能产生太赫兹波

揭示空泡—颗粒相互作用新机理
日前，清华大学热能系 2015 级博士生
吴晟基，在导师刘树红教授、左志钢助理
研究员的指导下，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霍
华德·斯通教授合作，首次系统研究了空
泡—颗粒的相互作用，发现了颗粒高速喷
射现象，并揭示了空泡—颗粒相互作用的
流体动力学机理。
据了解，吴晟基搭建了激光诱发单空
泡与自由沉降单颗粒相互作用机理实验台，
并在此基础上首次系统分析了自由沉降颗

粒与空泡的相互作用。实验中，
该研究团队
观测分析了空泡—颗粒相互作用下的气、
液、固三相接触现象，并捕捉到空泡诱发颗
粒（颗粒粒径 100 微米—500 微米）速度高达
60m/s 喷射现象。经分析，
此高速喷射的颗
粒足以对常见的钢制材料造成严重破坏，
可
能成为含沙水空蚀破坏加剧的潜在机理。
该研究成果对理解空泡—颗粒相互作用的
物理本质，解释水力机械含沙水条件下空蚀
破坏急剧恶化的微观机理具有重要价值。

上海交通大学

前发现的空气等离子体等其他太赫兹光源
相比，来自液态水的太赫兹波表现出完全
不同的特性。如对空气等离子体来说，激
光脉冲持续时间越短，产生的太赫兹波越
多，而液态水恰恰相反，激光脉冲持续时
间越长，液态水产生的太赫兹波越多。另
外，液态水产生的太赫兹波的强度与激光
束的偏振有关，而激光束偏振几乎不会对
空气等离子体产生的太赫兹波强度产生任
何影响。

中山大学

成功实验世界首个海水量子通信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金贤敏团队完成
首个海水量子通信实验，发现光子极化量
子态和量子纠缠可在海水中保持量子特
性，在国际上首次通过实验验证了水下量
子通信的可行性，向未来建立水下及空海
一体量子通信网络迈出重要一步。
据悉，该团队选择光子的极化作为信
息编码的载体，并通过模拟证明，在非常
大的损耗和散射下，极化编码的光子只会
丢失，而不会发生量子比特翻转。简而言

日前，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张希成带
领团队利用飞秒激光脉冲首次证明，液态水
也能产生太赫兹波。
据了解，该研究团队创造性地利用自由
流动的一层超薄水膜 （不到 200 微米厚），
成功让液态水产生太赫兹波，从而将液态物
质囊括进太赫兹光源的队伍。研究团队向水
膜内聚焦飞秒激光脉冲，将水分子离子化，
产生自由电子，最终放射出太赫兹波。
此外，在研究中该团队还发现，与之

之，即使经历了海水巨大的信道损耗，只
要有少量单光子存活，仍可被用于建立安
全密钥。
就目前结果显示，水下量子通信可达
数百米，虽然信道较短，但能对水下百米
量级的潜艇和传感网络节点等进行保密通
信，即使是从水下几米深的地方对卫星和
飞行器进行保密通信，也比之前认为海水
是“禁区”更进了一步，因此，能在军事
等领域“大显身手”
。

为抗癌病毒绑上“烈性炸药包”
近日，中山大学颜光美教授团队在美国
《科学转化医学》 杂志上发表了在溶瘤病毒
M1 研究上取得的重要突破——发现一种小
分子化合物，能帮助抗癌病毒更有效地杀死
肝癌细胞，其效果就好像给制导导弹绑上了
“烈性炸药包”
，这为治疗肝癌带来新希望。
据了解，为提升 M1 病毒的抗肿瘤效
果，该团队在筛选数百种临床抗肿瘤小分子
化学药物后，发现一类靶向内质网相关降解
通路（ERAD）的小分子化合物能将 M1 病毒

的抗肿瘤活性增强 3600 倍，
而且对正常细胞
没有毒性，
团队将这种增效方式称为
“精准增
效”
。此外，
团队还联合应用低剂量的M1病毒
和这一增效剂，
发现能将患人类肝癌的小鼠生
存期延长一倍以上。在接近人类的食蟹猴身
上，
M1 和增效剂的联合应用也表现安全。
这些结果显示，将该方案应用于治疗我
国高发病率、高死亡率且缺乏有效药物的肝
癌上具有巨大潜力。
（马海君 整理）

二十九岁 ，
登上﹃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台

中医药发展搭乘“互联网+”
快车道

科学人物

法国巴黎，第 19 届“世
界杰出女科学家奖”颁奖典
礼 的 领 奖 台 上 ， 29 岁 的 龙
冉，一袭黑色礼服，低调且
不失端庄。
“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
就奖”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和欧莱雅基金会 1998 年联合
设立，每年授予从全球各大
洲遴选出的 5 名为科学进步
作出卓越贡献的女性，旨在
表彰女科学家的杰出成就，
被誉为“女性诺贝尔奖”。
自 2015 年起，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和欧莱雅基金会为
“投身于科学的女性”又增
加了“世界最具潜力女科学
家计划”，每年在全球遴选
15 名有前途的年轻女性研究
人员，并为其颁发学术奖
金。
每年“最具潜力女科学
家计划”，全世界只有 5 位杰
出的女性科学家和 15 位入选
通讯员
该计划的年轻女性科研工作
者可以站上这一领奖台。
2017 年度评选中，中国科技
大学的博士后龙冉即脱颖而
刘爱华
出。
从巴黎返回中国科技大
学，褪去奖台上的无限风
光，穿上粉色蝴蝶领连衣裙
和米驼色大衣的龙冉，依旧
端庄大方。
“始终致力于无机功能
材料的设计、可控合成、同
步辐射表征以及催化应用的
研究工作，研究成果在国际
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 33 篇，
曾获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
奖、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论
文奖，入选 2016 年度中国科
协青年女科学家计划。”龙
冉的简历简短简明。
然而，这一压缩的简历
却饱含了龙冉不一般的阅
历：自 2005 年考入中国科技
大学，她在这里度过了本
科、硕士、博士生涯，如今
博士后出站，龙冉受聘为特
任副研究员，依旧在中国科
技大学继续从事科研和指导
学生工作。
催化剂的设计，是龙冉
的主要研究方向。近年来，
龙冉尤为重点关注碳循环中
的二氧化碳转化，即主要针
对以太阳能为能源的二氧化
碳转化过程中高效催化剂的
精细设计。
众所周知，我们生活的
地球正在持续升温。造成全
球气温上升的原因之一即是
人类使用了大量的化石燃
料，导致聚集在大气中的二
氧化碳浓度增高。
“如果能将大气中的二
氧化碳直接转化为可供使用
的液体或气体燃料，这样是
不是既解决能源问题，还能
解决环保难题？”龙冉带着这
一疑问，
随即为此苦心研究。
在研究将二氧化碳转化
为燃料的过程中，龙冉选择
图为龙冉博士后
了将二氧化碳转化为甲烷。
“如今，在我国农村，自建
沼气池作为生活燃料的来源
已经相当普遍，沼气的主要 失误？”她又重复了一次实验
成分就是甲烷。”龙冉介绍， 过程，结果还是不变，反复
“生物发酵制甲烷就是生物圈 多次的实验结果依旧如此。
“问题出在哪儿？”龙冉
内碳的循环再利用。此外，
人类的生产生活也会以二氧 开始思考，经过几天的观察
化碳气体的形式释放出大量 和检验，才终于找到问题所
的碳，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 在——原来是空气中的氧气
度如果增长过快，将给生态 溶解到了溶液中，在钯纳米
晶体的作用下成为活性氧，
圈带来超负荷影响”。
“利用太阳能，将大气中 驱动了氧化反应的发生，从
的碳转化为甲烷等燃料，加 而在没有额外添加氧化剂的
入到生物圈的碳循环中。
”龙 情况下催化了化学反应。
然而，这只不过是龙冉
冉的工作貌似用一句话就能
概括，而其中曲折却是无法 重复过的成千上万个实验场
景中的一个。
“科学就是不断
用言语形容的。
成功呈概率分布，关键 提出不同的问号，消除这个
要看能不能坚持到成功开始 问号的过程却是非常自然而
”龙冉很清楚，化学
呈 现 的 那 一 刻 。 对 龙 冉 来 愉悦的。
说，科学上失败的挫折每天 是实验科学，需要不同的实
都会遇到，失败率远高于成 验验证，而科学发现可能就
功率，而令人惊叹的科学发 隐 藏 在 某 一 个 实 验 细 节 背
现可能就藏在一次次失败之 后，关键还在于勤奋和坚持。
“科学问题太多太大，自
后，其中的关键是要一直追
己只不过是在做很微小的科
寻“为什么”。
“一次，在做‘钯纳米晶 学 工 作 。” 龙 冉 一 直 认 为 ，
体催化氧化的晶面依赖性’“幸运”是她对自己所取得成
这一课题过程中，我把钯纳 绩而用到的高频词汇。在她
米晶体放入相关反应分子的 的办公桌上，整齐地摆满了
溶液中，还没有来得及加入 专业书籍。而零星点缀的小
氧化剂，相关反应分子就被 黄人玩偶和卡通书包，也显
氧化了。”龙冉当时很是疑 示出了她这个年龄的兴趣和
惑，
“难道实验过程中有什么 活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