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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信息数据是医疗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药品术语集的建立则在药品信

息数据的标准化和共享化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推进医药信息化过程中

必不可少的一步。 

 

药物术语集可以用于： 

①不同系统之间交换药物信息； 

②捕获电子健康档案系统中药品信息； 

③药品临床试验数据的研究及药物上市后不良反应的监测； 

④还可以帮助研发更安全的药物；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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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xNorm 01 

• 中文名：临床药品标准术语表 

• 编制机构：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The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NLM)  

• 收录范围：覆盖了美国境内可获得的处方药以及相当数量的非处方药。来自其他国家的信

息来源可靠的处方药 

• 药品名称来源词表：目前已含FDA结构化产品标签（FDA Structured Product Labels）, 

金标准药物数据库（Gold Standard Drug Database）,医学主题词表（MeSH）等共17个来

源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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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xNorm 01 

概念的标准化名称： 

    通用药物：活性成分+含量规格+剂型    Naproxen 250MG Tablet 

    品牌药物：活性成分+含量规格+剂型[商品名] Naproxen 250MG Tablet[Prosaid] 

 

标准化名称使用不同形式的术语类型（TTY）来表示通用药物和品牌药物名称。 

 

概念（同义词合集）： 

RXCUI：198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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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xNorm 01 
活性成分 

IN 
精确成分 

PIN 

语义临床药物成分 
SCDC 

语义临床药物 
SCD 

语义临床药物剂型 
SCDF 

商品名 
BN 

语义品牌药物剂型 
SBDF 

语义品牌药物 
SBD 

语义品牌药物成分
SBDC 

剂型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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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Drug 02 

• 中文名：世界卫生组织药物词典 

• 编制机构：乌普萨拉监测中心(Uppsala Monitoring Centre,UMC) 

• 收录范围：现已包括147个国家的300多万种医疗产品。数据涵盖了传统药物和草药。常规药

物包括处方产品，非处方药（OTC）和药剂师分配制剂，以及生物技术和血液制品，诊断剂和

造影剂。 

• 最近更新：2017年3月1日已将所有WHODrug词典所有产品组合成一个名为WHODrug Global的词

典，WHODrug Global是世界卫生组织药物词典增强版（WHODrug Enhanced）和世界卫生组织

草药词典（WHODrug Herbal）的组合，它包括常规药物，草药和中药（拼音）名称。该词典

还与WHODrug SDG（WHODrug标准化药物分组），WHODrug Insight（WHODrug浏览工具）和

WHODrug CAT（WHODrug变化分析工具）一起提供。 

   2018年9月份之后，WHODrug Global全面升级到最新的B3/C3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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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Drug 02 

• 分类系统：ATC 解剖-治疗-化学分类系统（Anatomical Therapeutic Chemical） 

• 词典格式：B3格式 包含商品名、活性成分、ATC编码的信息，唯一标识符是药物代码（Drug Code） 

              C3格式 包含所有B3格式信息（包括药物代码）、药名修饰词、销售国家、营销许可持有者、 

              剂型、含量规格的信息，唯一标识符是药品编号（Medicinal Product ID）。 

• 命名：非专利名来源于国际非专利名（INN）、《马丁代尔大词典》和《默克索引》等著名参考书目。 

         专利名来源于WHO国际药物监测项目参与国的国家药物清单或国际参考书籍 

• 代码系统： 

    药物代码(Drug Code)：药物记录码（Drug Record Number, DRECNO）+序列号1（SEQ1）+序列号2（SEQ2）                           

    药品编号(MPID)：是C格式的唯一标识符，这个编码并无内在在意义，仅代表所有药品信息的唯一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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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Drug 02 

药物记录码（DRECNO）+序列号1（SEQ1）+序列号2（SEQ2）  

01 
2位数，代表化学底物的盐或脂。 
“01”表示不含盐或脂的基础物质  

“01”以上的数字表示含有盐或脂。  

001 
3位数 ， 
“001”表示首选基础物质药名（Preferred Base Name）或首选
带盐药名（Preferred Salt Name） 
“001”以上的数字表示具有相同成分的其他通用名或商品名

（Trad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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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48 
6位数，每个药物记录码（DRECNO）都对应一个单一组
分的化学基础物质或多组分药物的所有化学基础物质，
化学底物相同的不同药物，无论为盐或脂都算是一个码 



SNOMED CT 03 

• 中文名：医学系统命名法 -- 临床术语 

• 编制机构：国际卫生术语标准制定组织 

• 最近更新：旧版SNOMED CT药物模型采用的是IS_A定义关系，而2018年7月新版SNOMED CT 药物模型中

推出了一种新的“Is modification of”关系来进行定义，以便于描述、信息交流，及使计算机可以

很好地处理相关信息。如“Metoprolol tartrate Is modification of  Metoprolol”，而不是

Metoprolol tartrate ISA Metoprol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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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MED CT 03 

分类： 

• 基于倾向。 

• 基于化学结构。 

• 基于预期给药部位。           Has active ingredient/precise active ingredient 

• 基于治疗作用。 

层次结构（Hierachy）：substances（物质类：化学或生物实体）、products（产品类：人造物体） 

术语类型： 

• clinical drug（临床药品）：精确成分+含量规格+剂型 

• medicinal product form（药品形式）：活性成分+剂型 

• medicinal product（药品）：活性成分 

• substance（物质）：活性成分或精确成分 

• dose form（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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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ember that happiness is a way of travel, not a destination. Sometimes you need to 
look back, otherwise you will never know what you have lost. 

 Remember that happiness is a way of travel, not a destination. Sometimes you need to 
look back, otherwise you will never know what you have lost. 

SNOMED CT 03 

基于化学结构 

基于倾向 

基于预期给药部位 

分类 

层次结构：products 

术语类型 

层次结构：substances 

clinical drug： 
精确成分+含量规格+

剂型 

medicinal product 

form： 
活性成分+剂型 

dose form 

剂型 

substance：

精确成分 

substance：

活性成分 



术语集的比较分析 04 

在术语编码方面 
Drug Code携带的结构化的药品信息数
据，以便进行大量数据分析 

在术语名称方面 
WHODrug Globe 和RxNorm的药物术
语都有药品的商品名信息，而
SNOMED CT没有此信息是为了促进药
物概念的国际互操作性 

在分类体系方面 
只有WHODrug Globe采用了系统的分
类体系——ATC，SNOMED CT的分类
只是为了更好的定义药物 

在可获取性方面 
WHODrug Globe和SNOMED CT都是
通过商业授权，RxNorm是可以免费从
终端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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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品术语集构建展望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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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品术语集构建展望 05 

在数据方面 

需要国家鼓励医院或医药企业数据公开和共享，尤其是官方数据的公开发布和及时更新。 01 

在建模方面 

多做探索和研究，尤其是重点研究化药和中成药兼容的药物模型。 02 

在应用方面 

从应用中发现需求和问题，为适应中国药品的特殊性以及国际交流的需要，再不断改进。 
03 



谢谢您的观看与聆听  

LOGO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list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