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人口与健康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目录1 

序号 名称 资源描述 

1 中国人生理常数数据库 
本数据库记录了于我国北京、浙江、河北和广西 4 个省市，11 个城市农村，70 个调查现场进行生理健康调查的结果。

调查人群年龄范围 7~80 岁，涉及不同职业和民族人群约 4.1 万人的 55 项生理指标 

2 中国人心理状况数据库 

本数据库记录了于我国北京、浙江、河北和广西 4 个省市，11 个城市农村，70 个调查现场进行心理健康调查的结果。

包含学生精神症状自评量表（SCL-90），成人精神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学生社会行为量表等一共 16 个指标,数据

量 26246 条 

3 中国数字化可视人体数据库 

数字化可视人体结构数据集包括了重庆市数字医学研究所近几年开发的 5 套中国可视化人体断面解剖数据集和相应的

CT、MRI 数据集。而且，该数据集为超薄低温冰冻铣切断解剖面图像，层厚 0.1~0.5，几乎包含人体所有大体解剖结构

信息 

4 中国人群亚健康现况调查数据库 
在全国六个地区（北京、吉林、苏州、武汉、重庆、兰州）通过现场调查的方式共收集近 2 万人的数据信息，通过问卷

录入和后台数据整理、统计分析，为用户提供健康查询、健康自测、统计结果查询及健康自测等服务 

5 中国妇女和儿童营养状况数据库  
以个体调查数据、数据整理和分析表格、构成图、地区分布图和线图等形式首次展示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比较准确可靠的

反映全国城乡及不同地区的低出生体重儿、育龄妇女贫血及儿童维生素 A 缺乏情况的现状及基础调查数据 

6 中国彝族人群健康调查数据库 

该数据库包含 3750 个彝族样本，数据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吸烟和饮酒情况、高血压和

糖尿病家族史和个人病史、其他病史等、移民的移居年限、移民的出生地、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血压和心率等测

量指标，以及空腹血糖、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等指标 

7 中国儿童青少年血压数据库 
中国儿童青少年血压数据来自于 2000 年以来中国汉族 3~18 岁儿童青少年血压等心血管健康的调查研究，来自全国 4

个直辖市和 7 个省，总样本量超过 11 万。基于该数据库首次研制产生了中国 3~17 岁儿童青少年高血压参照标准 

8 中国心血管健康调查数据库 
该项目是一项调查我国目前有关省市地区人群中心血管循环系统健康状况、影响因素、防治现状及卫生需求的前瞻性研

究。调查内容包括病史询问、人体测量和血液化验。全国有 10 个省市作为合作单位 

9 非编码 RNA 数据库 
NcRNA 数据库：包含 112 种非编码 RNA 分类。包括来自于 861 种有机体的 21 万余条序列。所有的序列都经过手动收

集整理并被实验证实。此数据库将提供高效的分类检索，并提供相应的文献及其他信息 

10 
非编码基因和蛋白质相互作用数据

库 

本数据库提供了 7 个模式生物 RNA 和蛋白相互作用信息。包括 8 个种类的功能性作用。功能作用不仅指 ncRNA 和蛋白

的物理作用，还包括其他形式的 ncRNA 和 mRNA 之间的关联作用，以及基因组 DNA 对于细胞的作用 

 
    注：1. 目录更新时间至 2012 年 9 月。 



 

 

序号 名称 资源描述 

11 可变翻译起始位点数据库 
本数据集收集了国内外在大规模测序过程中产生的大量 EST 数据信息，包含 300 条基因的 650 种可变翻译起始位点信息，

共 52634 条记录 

12 RNA 编辑数据库 
本数据集收集了 5437 条 RNA 编辑位点记录，包括编辑类型、组织、基因等信息，并提供相应 Gene 链接。所有的 RNA

编辑位点信息均经实验室证实，通过手工方式从相关文献或 GeneBank 的注释中收集 

13 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数据库 

本数据库是记录关于神经-内分泌-免疫(NEI)调节系统分子水平相关信息的数据库。本数据库记录了 1058 个 NEI 相关信

号分子、940 个相互作用和 72 个附属组织的数据。数据来源于细胞信号网络数据库（Cell Signaling Networks database）

和相关的文献 

14 分泌蛋白数据库 
该数据库的内容包括人、小鼠、大鼠已知和预测分泌蛋白，可用于疾病相关基因、药物靶标筛选、蛋白质相互作用、代

谢网络等研究 

15 神经突触数据库 
本数据库的内容包括从国内外大量科学文献收集的有关神经突触相关蛋白资料，此数据库可用于神经系统疾病和基础生

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16 公共数据库镜像 
建立美国 NCBI 以及欧洲生物信息学中心 EBI 的若干重要生物信息学数据库的镜像。为国内外用户免费提供公益性服务，

促进生物医学基础研究和应用 

17 自然反义转录本数据库 

自然反义转录本是那些跟内源 RNA 至少部分互补的 RNA 分子。我们从十万计的 mRNA 序列和数以百万计的 EST 序列

出发，自行设计一套鉴定反式自然反义转录本的流程，研究了从人到线虫共 10 各物种的反式自然反义转录本。我们对这

些转录本研究基因组分布、互补配对模式、功能富集、表达模式、进化保守性和进化起源分析 

18 人类肿瘤相关抗原数据库 
本数据库收录两大类数据集：（1）正常组织中基因相关表达谱数据，共计 500M；（2）各种肿瘤组织中基因相关表达数

据，涵盖了 23 种肿瘤类型，共计 500M 

19 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表达谱数据库 
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表达谱数据库将收录并共享 HLPP 项目自行产出的多个肝脏蛋白质组的表达谱数据集，提供原始图谱、

鉴定结果、实验步骤、仪器设置等全方位信息 

20 人类天然转录及反向转录基因数据库 
本数据库提供以人类为主的 7 个物种中数以万计的天然反义转录本对，详细研究其表达模式、物种间保守性、配对的起

源及可能的调控功能。其中仅人类相关数据就有 11287 条目，总体数据集有近 500 兆 

21 人类尿蛋白质组数据库 

尿蛋白质组和许多内脏器官功能相关，尤其是泌尿系统。尿蛋白质组学分析可以为临床疾病的早期诊断、病情监测和预

后评估提供依据。尿蛋白质组质谱数据库主要致力于收集正常和疾病尿蛋白质组质谱数据，目前收集了液质联用方法得

到的两组数据，包括正常人尿蛋白质组表达谱 166 个数据和正常人尿糖蛋白质组修饰谱 80 个数据 

22 动物模型基因组数据库 

家猪基因组的研究表明，家猪在遗传上比通常使用的其他实验动物更接近人类。本数据集记录了家猪的基因组序列数据、

通过不同的分析方法得到的基因组的注释数据，以及基因组的其他相关分析流程必要的数据。这对家猪在医学研究和药

物试验上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序号 名称 资源描述 

23 模式生物基因组数据库 

家蚕在基础生命体系、物质代谢、能量代谢和遗传方式上与人类有很大的相似性。本数据库记录了家蚕的基因组草图以

及相关注释信息。通过研究家蚕遗传模型，可在克隆人类疾病控制新基因、研究疾病机理和开发新药物上发挥重大作用，

对解决人类疾病、寿命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4 转录因子数据库 
该数据库的内容包括已知和预测的 22 个物种转录因子，含有大量文献、结构、功能、表达等注释信息，可用于致病与/

或治疗机理和应用研究 

25 模式生物转录组数据库 
TGED 整合了嗜热四膜虫 50 个全基因组基因芯片表达数据，包括嗜热四膜虫 3 个重要生理和发育时期的 20 个时间点。

数据库目前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基因表达数据；第二部分为四膜虫的共表达基因的信息 

26 实验细胞数据库 
完成 350 株系细胞的护照信息、特征特性信息、共享信息等资料的收集整理，每株系细胞 30 余描述项，包含 100 余株

系图片、文献、培养方法等，进行数字化整理，提供共享 

27 遗传工程小鼠品系基本表型数据库 
本数据资源收集整理了 100 余种遗传工程改造的疾病模型小鼠的基本信息，包括各类常用的近交系小鼠、肿瘤模型小鼠、

糖尿病模型小鼠等；并对部分疾病模型的解剖数据、生理数据和血液生化数据等表型数据进行测定和统计 

资源服务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资源服务方式：基础医学数据中心的数据反应了目前阶段我国基础医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服务对象以科研人员、国家管理机构、教师和学生为主，并能向普通大众提供健

康科普服务。主要的服务方式有科研数据的检索、在线科学数据分析计算、数据下载、国外知名数据库镜像、个人健康水平自测、个人健康知识宣教、离线咨询和离线数

据提供等方式 

28 妇产科诊断数据库 

本数据库全面搜集国内外妇产科临床诊断标准、分类（型）。数据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妇产科学会专题会议制订和修

订的诊断标准。并参考国内外相关专著，对最新标准进行跟踪，解读和及时更新。现阶段为基础建库阶段，主要探索数

据整合流程。实体数据主要以妇科肿瘤为主 

29 肝胆肿瘤临床数据集 
中国肝肿瘤科技支撑数据库包括肝肿瘤数据元说明规范、肝肿瘤临床诊疗基本数据库、肝肿瘤辅诊专题数据库、肝肿瘤

异构数据抽取规则库、辅助统计信息发布数据库和辅助决策数据库 

30 肿瘤临床数据集 
包括从 1995—2002 年天津市肿瘤医院就诊患者的临床诊治记录 21.7 万条，提供肿瘤临床治疗信息。医科院肿瘤医院

1997—2003 年临床诊治记录 69000 条 

31 神经信息学中西医结合脑病数据库 

中西医结合脑病数据库是为广大医师、患者提供脑系疾病相关资料信息的文献数据库。该库收录涉及疾病概念、流行病

学、病因病理、专方专药、名家观点、古今验案及防护保健等各方面的资料，内容涵盖中医辨证施治精华和国内外现代

医学最新科研进展，并为医师交流、患者求医问药提供信息平台 

32 2001 年心血管病死亡率和死因构成 
2001 年部分市前十位主要疾病死亡专率及死亡原因构成及 2001 年部分县前十位主要疾病死亡专率及死亡原因构成（资

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2001 年中国卫生统计） 



 

 

序号 名称 资源描述 

33 肌萎缩侧索硬化疾病数据库 
包括：肌萎缩侧索硬化的诊断标准（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 2001 年）肌萎缩侧索硬化的诊断标准（Consensus 

Guidelines for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linical Trials in ALS）肌萎缩侧索硬化（ALS）多中心数据库 

34 高血压病数据库 

包括：全国 1991 年高血压抽样调查；1991 年 15 岁及以上、2000—2001 年部分城市和农村 35~74 岁抽样调查高血压

患者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1998 年部分地区男性中年人群（35~59 岁）、1998 年部分女性中年人群（35~59 岁）

主要危险因素年龄标化现患率*；1998 年部分地区中年（35~59 岁）人群血脂异常年龄标化率% 

35 冠心病数据库 

部分监测地区 25~74 岁人群冠心病和脑卒中事件发病率、25~74 岁男性 1991—1995 年和 1996—2000 年冠心病和脑

卒中年标化发病率、25~74 岁女性 1991—1995 年和 1996—2000 年冠心病和脑卒中年标化发病率冠心病发病率变化

趋势脑卒中发病率变化趋势 

36 风湿性疾病科普数据库 本数据库为科普知识性数据库，主要包括最常见的风湿性疾病：关节炎、银屑病等疾病的科普知识 

37 
2003 年协和医院神经内科门诊/住

院病人肌电图数据集 

包括：2003 年行肌电图检查患者中进行症状描述的人数变化 2003 年 1 月患者病损部位构成、2003 年 1 月行肌电图检

查患者病种分布、2003 年肌电图与临床诊断一致性构成 

38 唇腭裂科普天地数据集 唇腭裂数据库从流行病学角度及基因水平研究唇腭裂的病因 

39 唇腭裂专家数据集 收集整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唇腭裂专家信息 

40 色素性皮肤病临床和病理图像数据库 
色素性皮肤病约 50 种的临床和组织病理图像近 600 张，还包括相关临床文字资料，如临床症状、体征、实验室和其他

辅助检查结果 

41 
住院的老年以及老年肿瘤患者数据

库 
按照 CGA 系统，重点评估肿瘤患者的免疫情况以及老年患者的营养风险以及营养支持情况，约 300 例 

42 
整形外科标准手术操作视频图象数

据库 
制定整形外科手术标准术式，规范整形外科手术操作流程 

43 
中老年人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流行病

学数据库 

通过对在北京协和医院参加年度体检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人群进行的横断面调查，收集北京地区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病

人的流行病学资料，重点调查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可能危险因素、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对心脑血管疾病危害的相关性等 

44 妇产科疑难病数据库 

收集所有因盆底障碍性疾病在协和医院妇产科手术的患者的原始数据，包括所有患者的特征性病史、体征、相关检查结

果、手术参数、围手术期参数、术后随访时的主客观观察参数等一系列数据，并分类录入建立的数据库，以有效对获得

的盆底疾病治疗的信息进行整合及研究，不断提高盆底障碍性疾病的诊治效果 

45 儿科治疗数据库 汇集多种儿科疾病的治疗方法，尤其是一些针对儿科疑难病的治疗方法及研究成果 

46 儿科疑难病数据库 对协和医院儿科多年以来发表的多种期刊、文献和论著进行筛选，选取有关儿科疑难病的资料，加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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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基础护理数据库 

本数据集以基础护理技术操作为重点，详细阐述了各项护理技术操作程序及操作中的注意事项；提出了各项护理技术操

作相关理论问题，并给予了简明扼要的回答；对一些基础护理技术操作易引发的护理并发症，从发生原因、临床表现及

预防处理等几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48 专科护理数据库 

本数据集阐述了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神经科、五官科、手术室、急诊室、加强医疗科、整形科、

烧伤科等临床各科常见疾病的主要护理问题及护理措施，言简意赅的突出了每种疾病的护理重点，同时体现了以人为本

的整理护理理念 

49 儿科诊断数据库 早产儿体格测量的初步数据 

50 危重病护理数据库 
本数据集阐述了临床各种危重病的主要护理问题及护理措施，言简意赅地突出了每种疾病的护理重点，同时体现了以人

为本的整理护理理念 

51 医学伦理 反映社会对医学的需求、为医学导向、为符合道德的医学行为辩护 

52 输血效果评价数据集 

数据集摘要:临床输血科数据库中包括以下关系表：用血预约申请表、输血记录表、申请用血量表、患者信息表、实验室

检查记录表、配血记录表、手术信息表、医嘱表、血液在库登记表、生命体征表、手术记录表、手术名称表、HIS 信息

记录表等 

53 血液病数据集 
血液科数据集中包含以下关系表：基本信息表、与检测相关表、染色体三项表、染色体常规九项表、检测报告及报告审

核表、白血病分型表、产物基本信息表、影像报告表、主管医师表、医嘱表、病历文件表、生命体征表 

54 免疫性疾病诊断数据库 22 种免疫性疾病的诊断数据库。包括：临床表现、诊断要点、治疗方案及原则等 

55 神经信息学临床药物数据库 
药物临床数据库收集的资料主要来源于《药物临床信息参考》2005 版，数据库的内容侧重于药物的临床信息，包括了药

物名称、临床应用、药理、注意事项、不良反应、药物相互作用、给药说明、用法与用量、制剂与规格等内容 

56 医疗器械技术指标数据库 
医疗器械技术指标数据集是一个便捷的在线医疗仪器比较系统，整合了医疗设备的技术指标、物理规格、符合的标准、

通过的检验，以及上市时间和地区等各方面的综合数据 

57 神经信息学数字神经解剖数据库 

数字神经解剖学数据库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神经信息研究室构建，主要由数字化的神经解剖图片数据集、脑断层解

剖学数据集、临床神经解剖及定位诊断数据集、脑血管病应用解剖数据集和实验动物脑图谱数据集等组成。本数据库的

最大特点是：有大量有关神经系统解剖的脑标本照片、绘图和数字人脑图片可供浏览与下载 

58 神经信息学文献数据库 

建立神经信息学专题文献数据库是临床科研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神经信息学文献分布于国内外几个大型生物医学

数据库中，可通过包括主题词、关键词、分类等检索方法获取此类信息。内容涵盖神经科学、数字人神经系统解剖、神

经生理、认知心理、神经细胞分子生物学、神经病学、脑血管病、神经免疫、神经系统变性病领域 

59 卫生法学数据库 调查、收集、整理数据，汇集国内外相关卫生法，以及医患关系、医院管理、理疗管理等多方面相关数据 

60 科研管理数据库 科研管理数据库 



 

 

序号 名称 资源描述 

61 ECRI 文库 

ECRI 研究院主要致力于医疗技术的应用研究，帮助医疗机构确立最佳的医护方法，改善医护服务质量。ECRI 文库收录

了 2011 年以来《Health Devices》期刊中文版的部分内容。《Health Devices》期刊收录了 ECRI 研究院独立完成的第

三方研究报告，其主要内容涵盖医疗设备产品的评估与检测结果、教育资源以及产品安全信息等 

资源服务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解放军总医院 

信息资源服务类型：（1）在线服务：期刊文献、拷贝服务、科学数据、咨询服务、视频声像；（2）离线服务：科学数据、视频声像、文献服务、数据挖掘 

实物资源服务类型：文献资源 

技术与成果推广服务类型：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推广 

62 法定报告传染病数据库 
自 2004 年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法定报告传染病数据，主要内容包括分地区、年龄组性别、职业和病种多种维度的

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和死亡率等 

63 艾滋病数据库 
本数据库收集了 2005 年艾滋病网络直报信息系统启动以来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相关报告数据，主要

包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数据的分地区统计、分性别年龄组统计和按传播途径统计等数据 

64 肺结核数据库 
本数据库收集自 2005 年结核病网络专报系统启动以来收集的所有肺结核病人的相关信息，主要内容包括肺结核患者登

记及治疗情况、肺结核患性别年龄分组统计、肺结核患者职业分布构成统计等 

65 甲型 N1H1 流感数据库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甲型 H1N1 流感病例信息启动以来收集的所有病例个案数据、分时间、地区病情等维度的数据分析结

果等 

66 麻疹数据库 
本数据库主要内容包括自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启动以来收集的所有麻疹个案、实验室检测、病原学检测、暴发疫

情等数据和相关数据统计分析结果 

67 
全国人体重要寄生虫病现状调查数

据库 

本次调查内容是：钩虫、蛔虫、鞭虫等土源性线虫，蛲虫和带绦虫感染，华支睾吸虫感染，包虫病，囊虫病，肺吸虫病

（并殖吸虫病），旋毛虫病，弓形虫病，黑热病等 12 种寄生虫病全国总感染率和地区分布、人群分布。在 31 个省（区、

市）共抽样调查 687 个县（市）、108 个大中城市，总调查人数约为 127 万（1269471 人） 

68 
1992 年全国病毒性肝炎血清流行病

学调查数据 

本次调查在卫生部疾病控制司的直接领导，由中国预防医学料学院做技术指导和牵头单位，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卫生防疫站参加的本次调查，历时 3 年多。本调查对近 70000 人，每人 31 顶指标近 10 多兆次数据处理和标化，生

成统计表 2500 张 

69 传染病疫源地监测数据 
全国以县（市）为单位的与传染病发生与流行相关的自然地理环境信息、传染病流行病学、医学昆虫动物、卫生防疫资

源等信息 

70 急性出血性结膜炎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序号 名称 资源描述 

71 痢疾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72 丝虫病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73 狂犬病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74 布病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75 白喉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76 手足口病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77 人禽流感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78 乙脑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79 新生儿破伤风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80 流行性感冒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81 麻风病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82 登革热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83 百日咳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84 猩红热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序号 名称 资源描述 

85 鼠疫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86 黑热病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87 梅毒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88 流脑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89 伤寒与副伤寒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90 炭疽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91 淋病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92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93 
血吸虫病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94 出血热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95 霍乱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96 脊灰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97 风疹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98 流行性腮腺炎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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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钩体病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100 其他感染性腹泻病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101 疟疾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102 包虫病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103 肝炎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104 斑疹伤寒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传染病网络直报以来报告的全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按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病种分别统

计的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等统计汇总数据及相关原始个案数据 

105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 

到目前为止，该调查一共进行了 7 次，分别是 1989﹑1991﹑1993﹑1997﹑2000﹑2004 和 2006 年。该调查采用多阶

段整群抽样的方法，其中有几年因为一些原因，调查的省份发生了变化，最新的 2006 年的调查范围涉及辽宁、黑龙江、

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 9 个省（自治区），调查内容涉及住户、营养、健康、成人、儿童、社区等。

本数据集包括所有年份调查的数据和问卷（不包括社区问卷的数据） 

106 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调查数据库 

本调查的基础调查以及跟踪调查已经于 1998、2000、2002、2005 年顺利实施。样本涵盖约占 85%全国总人口的 22

个省、市、自治区。项目随机选取了其中大约 50%的县、县级市与区,合计访问 65~112 岁老人 50709 人次，14 万条主

要记录，是世界上目前同类研究项目中规模最大的一项 

107 
中国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查数据

库 

为改变我国在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方面的被动应对局面，2005 年在卫生部领导下，利用我国自己的 YRBSS 监测模式，

经分层整群随机抽样，在 18 个省市区、329 个监测点校，对 12~23 岁城市大中学生（初一至大五）进行匿名问卷调查。

对象合计 22.4 万，变量数 122 项 

108 
2002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

数据库 

本次调查获得大量数据和信息，主要包括调查人群的膳食、营养状况、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等患病数据及

相关分析内容和不同年龄、地区、经济水平，中国居民膳食与营养素摄入、居民体质与营养状况、行为与生活方式、高

血压、糖尿病、肥胖和血脂异常、代谢综合征、膳食、体力活动与慢性病关系、经济负担及相关政策研究结果 

109 1996 中国吸烟行为的流行病学 

共抽取 130657 个调查对象，完成调查 123930（占调查样本 94.85%）。经数据清洗后，保留了 122700 份有效问卷用

于数据分析。其中男性 65000 多人，女性 57000 多人，城市 42000 多人，农村 80000 多人。样本人群的不同年龄、性

别的分布，在城市和农村，以及在不同地理区域的分布基本和总体类似，其代表性是良好的 



 

 

序号 名称 资源描述 

110 2010 全球成人烟草调查——中国 

2010 全球成人烟草调查，针对 15 岁及以上人口开展的入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背景、烟草使用情况、戒

烟、二手烟暴露、烟草经济、媒体传播以及人们对烟草使用的知识和态度等信息。调查对象的选择采取分阶段、按地理

位置进行整群随机抽样，从每一个入选住户中再随机抽取一名成人接受调查。整个调查使用掌上电脑完成,共计完成13354

份调查问卷 

111 
1973—1975 年全国第一次死因调

查数据 

本数据库包含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 29 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大部分常住人口，共计 210 地区（占应调查数 99.4%）、185

个市级（占应调查数 100%）、2392 个县（区）（占应调查数 98.6%）人口性别年龄别死因（56 种）统计数据，累计基

础数据项 5778432 个 

112 
1991—2000 年全国疾病监测系统

死因监测数据库 
主要包含人口学监测、出生监测、死亡（死因）监测。人口资料包含分年代、分年龄、分性别、分监测点的人口资料 

113 
2004—2005 年第三次死因回顾抽

样调查数据 

本次调查覆盖的地区包括全国样本地区，部分前两次调查中发现的恶性肿瘤高发现场，以及近年来媒体报道“癌症高发

村”所在县（市）；全国样本地区即全国疾病监测系统的 160 个监测点。第三次调查的调查对象为 2004—2005 年两年

户籍人口中的所有死者。调查内容包括死亡情况和人口资料，以及调查地区 2004—2005 年社会经济、文化、卫生服务

等资料 

114 
全国疾病监测系统死因监测网络报

告数据库 

2006—2007 年，全国疾病监测系统死因监测数据使用监测系统工作软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各省上报的数据进

行审核，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核实和修正。从 2008 年开始，全国疾病监测系统各监测点的所有死亡个案均通过中国疾

控中心的死因登记报告信息系统进行网络报告。全国疾病监测系统的死亡登记对象是发生在各辖区内的所有死亡个案，

包括在辖区内死亡的户籍和非户籍中国居民，以及港、澳、台同胞和外籍公民 

115 2000 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数据库 

《2000 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作为 2000 年人口普查专题数据集之一，它涵盖了 2000 年全国 2869 个县级单位的人口自

然构成、社会构成、经济结构以及家庭居住状况共 135 项指标，是继 1990 年人口普查之后又一辑系统、详实的县级大

型数据资料，展示了我国各地区人文和经济发展的全貌 

116 
传染病网络报告全国行政区划数据

库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以来全国行政区划的基本信息，包括地区名称、地区编码、地区全称、城市农村标记和东中

西标记等 

117 传染病网络报告机构数据库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以来历年进行网络直报机构的所有机构的基本信息，主要包括机构名称、所属地区、机构编

码、机构类型、机构地址等信息 

118 传染病网络报告人口数据库 
本数据库收集了自 2004 年以来全国至县级的常住人口数和户籍人口数，其中常住人口数据包括分性别和年龄组的人口

数据 



 

 

序号 名称 资源描述 

资源服务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资源服务方式：（1）提供在线浏览、下载，离线申请，热线电话等；（2）访问网站，在线浏览、查询和下载公共卫生数据；（3）对于用户特定需求，提供了离线申请，用

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定制数据服务，在经过审批之后，由业务人员进行专业化数据加工，满足用户需求 

119 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 

本数据库收录了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的第一部分，规定了中医临床常见疾病的基本术语及其概念，包括中医内、

外、妇、儿、眼、耳鼻喉、皮肤、肛肠等临床常见病及其定义。病的确定以中医为主，能中不西，在符合中医学理论体

系和临床实践的前提下，收录了部分经改进、新创和分化的病名，以反映中医学术发展的成熟内容。另有病状性术语 49

条，当病种难以确定时，可以症状待查形式作为暂时性诊断 

120 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分 

本数据库收录了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的第二部分，规定了中医临床常见证候的基本术语及其概念，包括中医八纲

辨证、病因与气血津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临床常见证及其定义。证的定义以列举

具有代表性的症状为主，部分专科的特异性症状一般未予描述 

121 中医临床诊疗术语治法部分 

本数据库收录了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的第三部分，规定了中医临床常见治法的基本术语及其概念，包括中医临床

13 种常用治则和 1037 种常用治法及其定义。治法包括药物疗法、针灸疗法、推拿疗法、外治疗法、总疗法、饮食疗法。

本标准适用于中医医疗、教学、科研、卫生统计、医政管理、出版及国内外学术交流 

122 中医证后分类与代码 

中医证候分类与代码（国标）数据库收集了 1995 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GB/T 

15657—1995）》的数据，共包括中医证候 1888 种。主要信息包括证候名称与分类代码，适用于数据标准化处理与数据

加工，检索途径可从中医证候名称、证候分类、代码三个途径进行精确、模糊查询，并可实现二次检索 

123 中国疾病分类与代码 

中医疾病分类与代码数据库（国标）收集了 1995 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GB/T 

15657—1995）》的数据，共包括中医疾病 683 种。主要信息包括疾病名称与分类代码，适用于数据标准化处理与数据

加工，检索途径可从疾病名称、中医专科一级分类、中医专科二级分类、代码四个途径进行精确、模糊查询，并可实现

二次检索 

124 中医疾病诊疗数据库 
本数据库收集中医诊法诊断、辨证及中药、针灸、按摩等方法治疗各类疾病的相关数据，共 3776 条，主要整合中医病

因、中医辩证、中医诊断方法、中医诊断指标与中医治疗等相关数据 

125 中医防治呼吸系统疾病数据库 

本数据库主要涉及诸如感冒、咳嗽、支气管炎、支气管、肺气肿、肺炎等常见病、多发病。以疾病为中心，建立了流行

病学信息、疾病、证候、症状信息、诊疗信息表、治疗信息等相关内容，以达到实现疾病相关数据的共享服务与数据挖

掘的目的。本数据库具有数据统计与分析功能，根据用户需求，实现了临床研究、诊断、治疗、病证症关系等四大类 64

种因素分析与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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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中医中风病防治数据库 
本专题数据库中收录了中风及中风后遗症、中风先兆症等各种病证。本数据库具有数据统计与分析功能，根据用户需求，

实现了临床研究、诊断、治疗、病证症关系等四大类 64 种因素分析与相关分析 

127 中医防治肾病数据库 

本专题数据库涵盖了肝肾综合征、肾性高血压、肾结核、肾变病综合征、肾功能衰竭、肾结石等。以疾病为中心，建立

了流行病学信息、疾病、证候、症状信息、诊疗信息表，治疗信息等相关内容，以达到实现疾病相关数据的共享服务与

数据挖掘的目的。本数据库具有数据统计与分析功能，根据用户需求，实现了临床研究、诊断、治疗、病证症关系等四

大类 64 种因素分析与相关分析 

128 中医防治高血压病数据库 

本专题数据库包括了恶性高血压、肾性高血压等。以疾病为中心，建立了流行病学信息、疾病、证候、症状信息、诊疗信

息表，治疗信息等相关内容，以达到实现疾病相关数据的共享服务与数据挖掘的目的。本数据库具有数据统计与分析功能，

根据用户需求，实现了临床研究、诊断、治疗、病证症关系等四大类 64 种因素分析与相关分析 

129 中医防治消化系统疾病数据库 

本专题数据库包括了肠梗阻、肠套叠、肠炎、腹痛、肝功能衰竭、肝功能不全等。以疾病为中心，建立了流行病学信息、

疾病、证候、症状信息、诊疗信息表，治疗信息等相关内容，以达到实现疾病相关数据的共享服务与数据挖掘的目的。

本数据库具有数据统计与分析功能，根据用户需求，实现了临床研究、诊断、治疗、病证症关系等四大类 64 种因素分析

与相关分析 

130 中医防治神经系统疾病数据库 

本专题数据库包括了阿尔茨海默病、半乳糖症、多动秽语综合征等。以疾病为中心，建立了流行病学信息、疾病、证候、

症状信息、诊疗信息表、治疗信息等相关内容，以达到实现疾病相关数据的共享服务与数据挖掘的目的。本数据库具有

数据统计与分析功能，根据用户需求，实现了临床研究、诊断、治疗、病证症关系等四大类 64 种因素分析与相关分析 

131 中医防治肿瘤数据库 

本专题数据库包括了各种良性、恶性肿瘤、白血病、淋巴瘤。以疾病为中心，建立了流行病学信息、疾病、证候、症状

信息、诊疗信息表、治疗信息等相关内容，以达到实现疾病相关数据的共享服务与数据挖掘的目的。本数据库具有数据

统计与分析功能，根据用户需求，实现了临床研究、诊断、治疗、病证症关系等四大类 64 种因素分析与相关分析 

132 中医防治哮喘病数据库 

本专题数据库主要涵盖了哮喘、喘证、哮证等。以疾病为中心，建立了流行病学信息、疾病、证候、症状信息、诊疗信息

表、治疗信息等相关内容，以达到实现疾病相关数据的共享服务与数据挖掘的目的。本数据库具有数据统计与分析功能，

根据用户需求，实现了临床研究、诊断、治疗、病证症关系等四大类 64 种因素分析与相关分析 

133 中医防治病毒性肝炎数据库 

本数据库收录了甲型肝炎、乙型肝炎、丙型肝炎、丁型肝炎、戊型肝炎等，以疾病为中心，建立了流行病学信息、疾病、

证候、症状信息、诊疗信息表、治疗信息等相关内容，以达到实现疾病相关数据的共享服务与数据挖掘的目的。本数据

库具有数据统计与分析功能，根据用户需求，实现了临床研究、诊断、治疗、病证症关系等四大类 64 种因素分析与相关

分析。如通过疾病名称可查到疾病的相关症状、相关证候、治疗的方法、药物的使用情况等，并可做出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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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中医糖尿病防治数据库 

本专题数据库包括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巨大胎儿、糖尿病肾病、糖尿病昏迷等。以疾病为中心，建立了流行病学信息、

疾病、证候、症状信息、诊疗信息表、治疗信息等相关内容，以达到实现疾病相关数据的共享服务与数据挖掘的目的。

本数据库具有数据统计与分析功能，根据用户需求，实现了临床研究、诊断、治疗、病证症关系等四大类 64 种因素分析

与相关分析。如通过疾病名称可查到疾病的相关症状、相关证候、治疗的方法、药物的使用情况等，并可做出相关分析 

135 中医防治老年性痴呆数据库 

本专题数据库以该病为中心，建立了流行病学信息、疾病、证候、症状信息、诊疗信息表、治疗信息等相关内容，以达

到实现疾病相关数据的共享服务与数据挖掘的目的。本数据库具有数据统计与分析功能，根据用户需求，实现了临床研

究、诊断、治疗、病证症关系等四大类 64 种因素分析与相关分析。如通过疾病名称可查到疾病的相关症状、相关证候、

治疗的方法、药物的使用情况等，并可做出相关分析 

136 中医防治冠心病数据库 

本专题数据库包括了心绞痛、变异型心绞痛、冠状动脉疾病、冠状动脉硬化等。以疾病为中心，建立了流行病学信息、

疾病、证候症状信息、诊疗信息表、治疗信息等相关内容，以达到实现疾病相关数据的共享服务与数据挖掘的目的。本

数据库具有数据统计与分析功能，根据用户需求，实现了临床研究、诊断、治疗、病证症关系等四大类 64 种因素分析与

相关分析 

137 中医防治心血管系统疾病数据库 

本专题数据库包括了血管性痴呆、低血压、高血压、动脉瘤、动脉炎、二尖瓣狭窄、肺心病、静脉曲张、静脉炎等。以

疾病为中心，建立了流行病学信息、疾病、证候、症状信息、诊疗信息表、治疗信息等相关内容，以达到实现疾病相关

数据的共享服务与数据挖掘的目的。本数据库具有数据统计与分析功能，根据用户需求，实现了临床研究、诊断、治疗、

病证症关系等四大类 64 种因素分析与相关分析。如通过疾病名称可查到疾病的相关症状、相关证候、治疗的方法、药物

的使用情况等，并可做出相关分析 

138 中医防治免疫系统疾病数据库 
本专题数据库包括了过敏症、免疫缺陷综合征、花粉症、过敏症、霍奇金病、强直性脊柱炎、狼疮肾炎、淋巴瘤、肾小

球肾炎、哮喘、过敏性紫癜、荨麻疹等。以疾病为中心，建立了流行病学信息、疾病、证候、症状信息、诊 

138  
疗信息表、治疗信息等相关内容，以达到实现疾病相关数据的共享服务与数据挖掘的目的。本数据库具有数据统计与分

析功能，根据用户需求，实现了临床研究、诊断、治疗、病证症关系等四大类 64 种因素分析与相关分析 

139 中医防治儿科病症数据库 

儿科疾病病症数据库包括了白喉、百日咳、鹅口疮、水痘、感冒、麻疹等几十种病证。以疾病为中心，建立了流行病学

信息、疾病、证候、症状信息、诊疗信息表、治疗信息等相关内容，以达到实现疾病相关数据的共享服务与数据挖掘的

目的。本数据库具有数据统计与分析功能，根据用户需求，实现了临床研究、诊断、治疗、病证症关系等四大类 64 种因

素分析与相关分析。如通过疾病名称可查到疾病的相关症状、相关证候、治疗的方法、药物的使用情况等，并可做出相

关分析 

140 中医诊法与疗法数据库 本数据库抽取了近 12 年（1994—2006 年）中医临床治疗疾病相关诊断与治疗方法的文献题录信息，约 2000 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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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中医防治外科疾病数据库 

本数据库包括的病种为疮疡、痈、疽、疔、疖、瘿、流痰、流注以及肛肠、乳腺等相关疾病。以上述疾病为中心，建立

了流行病学信息、疾病、证候、症状信息、诊疗信息表、治疗信息等相关内容，以达到实现疾病相关数据的共享服务与

数据挖掘的目的。本数据库具有数据统计与分析功能，根据用户需求，实现了临床研究、诊断、治疗、病证症关系等四

大类 64 种因素分析与相关分析 

142 中医防治妇科疾病数据库 

本数据库包括的病种为崩漏、闭经、月经前后综合征、产后疾病、妊娠疾病等。以上述疾病为中心，建立了流行病学信

息、疾病、证候、症状信息、诊疗信息表、治疗信息等相关内容，以达到实现疾病相关数据的共享服务与数据挖掘的目

的。本数据库具有数据统计与分析功能，根据用户需求，实现了临床研究、诊断、治疗、病证症关系等四大类 64 种因素

分析与相关分析 

143 中医防治男科疾病数据库 

本数据库包括的病种为男性不育、不射精症、阳痿、早泄、绣球风等。以上述疾病为中心，建立了流行病学信息、疾病、

证候、症状信息、诊疗信息表、治疗信息等相关内容，以达到实现疾病相关数据的共享服务与数据挖掘的目的。本数据

库具有数据统计与分析功能，根据用户需求，实现了临床研究、诊断、治疗、病证症关系等四大类 64 种因素分析与相关

分析 

144 中药防治不孕症数据库 

本数据库包括的病种为女性不孕、男性不育症。以上述疾病为中心，建立了流行病学信息、疾病、证候、症状信息、诊疗

信息表、治疗信息等相关内容，以达到实现疾病相关数据的共享服务与数据挖掘的目的。本数据库具有数据统计与分析功

能，根据用户需求，实现了临床研究、诊断、治疗、病证症关系等四大类 64 种因素分析与相关分析 

145 中医防治骨科疾病数据库 

本数据库包括的病种为肌肉骨骼的创伤和损伤、退行性病变、软组织损伤、增生等。以上述疾病为中心，建立了流行病

学信息、疾病、证候、症状信息、诊疗信息表、治疗信息等相关内容，以达到实现疾病相关数据的共享服务与数据挖掘

的目的。本数据库具有数据统计与分析功能，根据用户需求，实现了临床研究、诊断、治疗、病证症关系等四大类 64 种

因素分析与相关分析 

146 中医防治五官科疾病数据库 

本数据库包括的病种为眼疾病、耳疾病、鼻疾病、喉疾病、舌疾病等。以上述疾病为中心，建立了流行病学信息、疾病、

证候、症状信息、诊疗信息表、治疗信息等相关内容，以达到实现疾病相关数据的共享服务与数据挖掘的目的。本数据

库具有数据统计与分析功能，根据用户需求，实现了临床研究、诊断、治疗、病证症关系等四大类 64 种因素分析与相关

分析 

147 中药基础信息数据库 

面向中医药各类从业人员，提供有关中药单味药、中药品种、中药化学成分等的权威公认基础数据。目前包含 8142 种

中药单味药、6328 种中药品种的相关信息。占该类数据总量的 80%。利用该库可对中药信息进行多角度关联查询及相

似信息聚类。该数据库通过 Internet 平台提供服务 

148 中药化学实验数据库 
面向中药研究人员，提供中药化学实验研究数据的检索与浏览、关联导航、统计分析。数据来源为 1990 年以来国内相

关实验项目 15000 余项，占国内公开发表中药化学实验研究数据的 90%。该数据库通过 Internet 平台提供服务 



 

 

序号 名称 资源描述 

149 中药化学成分数据库 

中国中药化学成分数据库为全面介绍中药化学成分的工具型数据库，共收录相关的中药化学成分 14032 种，该数据库的

编制参考了《植物活性成分辞典》（共三册，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主编：陈蕙芳，副主编：马永华，卞学玮。2001 年

1 月第一版）、《植物药有效成分手册》（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6）与《中药有效成分药理与应用》，对每一种化学成分的品

名、化学名、理化性质、化学结构、临床应用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著录项目：品名、化学名称、英文名称、异名、分子

式、来源、药化作用、熔点、旋光度、化学号等字段。检索途径：可从品名、化学名称、英文名称、异名、分子式、来

源等字段进行查询 

150 中国方剂数据库 

中国方剂数据库收录了来自《圣济总录》、《圣惠》、《普济方》、《外台》、《千金》、《医方类聚》、《辨证录》等 710 余种古

籍及现代文献中的古今中药方剂 84464 首，分别介绍每一方剂的不同名称、处方来源、药物组成、功效、主治、用药禁

忌、药理作用、制备方法等方面信息 

151 方剂现代应用数据库 

方剂现代应用数据库主要介绍古今方剂及其现代应用和现代研究，数据库共收录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卫生部

部颁药品标准——中药成方制剂》及期刊文献中的中药方剂 9651 种，对每一方剂，分别介绍方剂名称、别名、处方来

源、剂型、药物组成、加减、功效、主治、制备方法等内容。检索途径：可通过方名、别名、剂型等多种途径进行检索 

152 中国藏药数据库 

中国藏药数据库为全面介绍藏药材的参考工具型数据库，共收录包括植物、动物、矿物药材在内的 526 余种藏药。该数

据库的编制参考了藏医药名著《月王药诊》《四部医典》《祖先口述》《（四部医典）蓝琉璃》《晶珠本草》等，并综合了近

年藏药研究的成果。对每一藏药的介绍涉及其各种命名、基原、形态、资源、性味、用法、考证、临床应用、药理学研

究等多个方面 

153 中国蒙药数据库 

中国蒙药数据库为全面介绍蒙药的参考工具型数据库，共收录了蒙药 421 种。该数据库的研制参考了《中华本草》蒙药

卷。著录项目：药名、汉语拼音、蒙药名、别名、考证、中药材基原、动物矿物植物形态、栽培与养殖、采收加工、药

材鉴别、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炮制方法、性味、功效、主治、用法用量、注意事项、附方、制剂、药物分类、参考文

献、蒙药名出处、出处。检索途径：可从汉语拼音、蒙药名、别名、性味、功效、主治、用法用量等途径进行查询 

154 中国维吾尔药数据库 

维吾尔族药数据库为全面介绍维药的参考工具型数据库，共收录维药 423 种。该数据库的研制参考了《中华本草》：维吾

尔药卷。著录项目：药名、汉语拼音、维药名、别名、考证、中药材基原、动物矿物植物形态、栽培与养殖、采收加工、

药材鉴别、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炮制方法、性味、功效、主治、用法用量、注意事项、代用药、附 

154  
方、制剂、参考文献、维药名出处、出处。检索途径：可从药名、汉语拼音、维药名、别名、性味、功效、主治、用法

用量等途径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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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中国苗药数据库 

中国苗药数据库为全面介绍苗药的参考工具型数据库，共收录苗药 391 种。该数据库的研制参考了《中华本草》苗药卷。

著录项目：药名、汉语拼音、苗药名、苗药拼音、别名、考证、中药材基原、动物矿物植物形态、栽培与养殖、采收加

工、药材鉴别、化学成分、药理作用、性味、功效、主治、用法用量、注意事项、附方、制剂、临床研究、维药名出处、

参考文献、出处。检索途径：可从药名、汉语拼音、苗药名、别名、性味、功效、主治、用法用量等途径进行查询 

156 中国傣药数据库  

中国傣药数据库为全面介绍傣药的参考工具型数据库，共收录傣药 400 种。该数据库的研制参考了《中华本草》傣药卷。

著录项目：药名、汉语拼音、傣药名、中药材基原、动物矿物植物形态、采收加工、药材鉴别、化学成分、性味、功效、

主治、用法用量、附方、药物分类、参考文献、出处、参考等。检索途径：可从药名、汉语拼音、傣药名、别名、功效、

主治、用法用量等途径进行查询 

157 中国瑶药数据库 

中国瑶药数据库为全面介绍瑶药的参考工具型数据库，共收录瑶药 967 种。该数据库的研制参考了《中国瑶药学》、《中

华本草》、《中药大辞典》、《中草药学》等。著录项目：名称（瑶语译名）、瑶文、别名、来源、形态特征、生态分布、采

集加工、性味、功效、传统应用、用法用量、方例、化学成分、药理、化学成分参考文献、药理参考文献、附注等。检

索途径：名称(瑶语译名)、瑶文、别名、性味、功效、化学成分等途径进行查询 

158 针灸方法数据库 
本数据库的内容是关于古代针灸使用方法的题录信息，收录了中医古籍文献中报导的中常用刺灸方法约 1755 条，获取

手段主要通过古代文献 

159 温病古籍数据库 

该系统以《温病大成》全书为中心，提取该书中疾病、证候、病因病机、症状、治法、中药、方剂等相关信息，实现数

据共享服务和数据挖掘的目的。具有数据查询、统计、分析的功能，可以实现疾病、中药、方剂等七大类数据的关键词

检索、原文定位、相关性统计、数据分析等功能 

160 民国中医药数据库 
面向中医药各类从业人员，提供我国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文献题录数据。共收录期刊 500 余种，文献量 67737 万篇。占

该类数据的 90%。该数据库通过 Internet 平台提供服务 

161 海外中医古籍数据库 
面向中医药各类从业人员，提供散失在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失传中医善本古籍题录 2 万条。占该类数据的 65%。该数据库

通过 Internet 平台提供服务 

资源服务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 

资源服务方式：用户可以通过检索与浏览、目录导航等方式，获得中医、中药、中医古籍、针灸、中医药标准等多个方面的现代与古代信息资源的全文阅览、关联导航、

数据统计等功能服务，部分数据库可提供数据挖掘与分析 

 

（更多资源整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