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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丽，博士，研究员，医学信息创新研究中心-医学信息标准研究室主任。中华医学会医学信息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中

文信息学会 医疗健康与生物信息处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知识组织专业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医学知识表示，公众健康信息学，医学知识图谱，医学信息学，医学信息标准，语义出版。 

       2009年毕业于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作为课题负责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互联网医疗重点实验室项目，国家级、省部

级等科研课题10余项，研究领域主要围绕医学数据挖掘与整合、健康知识组织体系构建、电子病历标准构建、大规模医学数据

语义关系计算、医学资源语义出版、面向专病的知识图谱构建等方向。作为核心成员参与30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的研究，

主要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医学知识库”建设项目研究、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心医药分中心建设、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出版

业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医学融合出版知识技术”重点实验室建设，其中作为技术负责人建设的“医药卫生知识服务系统“，在历

年的系统资源、技术实现与服务运维等全方位的排名评审中连续5年稳居前四名，参与建设的新闻出版署重点实验室连续两年

获优秀实验室称号，其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医学信息学权威期刊和会议上（JMIR，BMC，MedInfo，Biocuration），已发表学

术论文60余篇。

       教学方面参编《医学信息搜集与利用》、《生物医学语义技术》、《精准医学百问百答》等教材的编写；参与“医学信息分

析与评价”、“医学知识组织”、“医学信息学”等课程教学工作；多次获北京协和医学院青年教师基本功比赛优秀奖。

 

医学知识表示,医学信息学,医学知识图谱,语义出版,医学信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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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

近五年主持科研课题：

1.2014.6-2019.1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面向知识服务的健康知识组织体系构建研究 

2.2015.6-2018.6      小规模特色办学经费资助项目   北京协和医学院青年教师培养项目 

3.2016.7-2018.12    院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生物医学领域大规模语义计算关键技术研究

4.2016.6-2021.6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子课题    面向精准医学本体的大规模语义计算关键技术研究

5.2017.1-2017.12    中国工程院工程科技知识中心项目   医药卫生信息资源集成与知识服务技术研究

6.2018.5-2020.12    互联网医疗系统与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开放课题   面向跨院的电子病历数据融合关键技术与标准构建研究

7.2018.1-2018.12    中国工程院知识中心项目   医药卫生信息资源整合与知识图谱构建研究

8.2019.1-2019.12    中国工程院知识中心建设项目   医药卫生数据挖掘与知识应用技术研究

9.2020.1-2020.12    中国工程院知识中心建设项目   面向医药卫生信息资源的知识聚合与关联发现技术研究

10.2020.4-2020.12    所馆基本科研业务费    新冠肺炎网络谣言不实信息主题分析与自动识别方法研究

11.2020.5-2020.12    中国医学科学院创新工程  医学舆情与预印本平台构建

12.2020.6-2021.12    中宣部新闻出版业重点实验室  面向知识问答的医学电子资源图谱构建与应用研究

13.2021.1-2021.12    中国工程院知识中心建设项目   面向医药科技的知识服务技术与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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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1. Kang Hongyu, Li Jiao, Wu Meng, Shen Liu,Hou Li*.Building a Pharmacogenomics Knowledge Model Toward Precision

Medicine:Case Study in Melanoma[J].JMIR Med Inform 2020,8(10):e20291-1-16.

2. Li Hou†, Meng Wu†, Hongyu Kang, Si Zheng,Liu Shen, Qing Qian and Jiao Li*.PMO: A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model

towardsprecision medicine. MBE mathematical Biosciences andEngineering[J],2020,17(4):4098-4114.

3.Hou Li, Kang Hongyu, Liu Yan, Li jiao*.Mining and standardizing chinese consumer health terms[J]. BMC

MedicalInforma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2018, 18(S5):108-127.

4. Sun Yueping, Hou Li*, Qin Lu, Liu Yan.RCorp: a resource for chemical disease semantic extraction in Chinese[J].

BMCMedical Informa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2019, 19(234):1-8.

5.Luqi Li, Jie Zhao, Li Hou*, Yunkai Zhai，Jinmin Shi, Fangfangcui. An attention-based deep learning model for clinical

named entityrecognition of Chinese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BMC Medical Informatics andDecision Making 2019,

19(S5)：235-246.

6.刘燕，李姣，侯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专题服务构建研究[J].医学信息学杂志，2020,41(08):12-18.

7.侯丽，洪娜，李露琪，唐灵逸，翁春华，蒋国谦，李姣，钱庆*.OHDSI通用数据模型及医学术语标准国内应用现状分析[J].医

学信息学杂志，2020,41（2）：2-9

8.侯丽,康宏宇,钱庆*.医学图书馆公众健康知识服务平台的构建与应用实践[J].图书情报知识,2018(02):40-49+76.

9.侯丽，吴萌，李姣.国际生物医学科学数据审编研究热点探析[J].医学信息学志,2017,38(05):74-79.

10.康宏宇，李姣，侯丽*.基于 JATS 标准的医学期刊电子资源格式处理与转化中国科技期刊研究[J].2018,29（8）:822-828

11.侯丽，李姣，侯震，陈松景，基于混合策略的公众健康领域新词识别方法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5，59（23）：115-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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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

讲授课程：《医学信息学》、《医学知识组织》、《医学信息分析与评价》

授课对象：医学信息学、图书情报专业、社会医学与公共卫生硕士研究生；临床八年制等

主要荣誉：

•     所馆第三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二等奖. 医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  

•     所馆第四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二等奖. 医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 

•     北京协和医学院第七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优秀奖. 北京协和医学院. 

•     北京协和医学院第八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优秀奖. 北京协和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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