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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叶斯网络在中医诊断中的应用研究①
范建平１，李常洪１，吴美琴１，梁嘉骅１，侯丽萍２
（１．山西大学管理学院，太原０３０００６；２．太原市类风湿病医院，太原０３０００６）
摘要：数据挖掘技术是分析复杂医疗病例的重要手段，但如何选择合适的指标将中医临床经
验科学化以提高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水平、并对其进行有效监控是中医急需解决的问题．针对这
个问题，提出一种医疗指标约简的方法——基于聚类的贝叶斯网络模型，通过分类及进行主特
征和类特征的提取来研究中医症侯分型、动态演变，为类风湿关节炎病因、病机的研究及临床
医生诊断质量控制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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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升华到理论层次才能被认为是科学的结论．将科
学结论应用到实践当中去，通过与临床医生的诊

现代西医通过定量化的研究使得西医成为世

断结果不断交互，在使科学规则不断完善总结的

界医学的潮流，与西医诊断定量化的思想不同，中

基础上，实现对医生的临床诊断进行考核．但在数

医学的思维方式是经验直观的，因此，如何将中医

据的处理方法上，由于很多处理信息的方法带有

的抽象思维、非定量、模糊地研究整体问题各方面

太多的主观色彩，目前很少单独采用，须和其他方

的关联转变为科学定量的研究是中医发展的必然

法结合使用ＨＪ．

趋势．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采用基于聚类的贝叶斯

数据挖掘是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和数据库技

网络来对中医类风湿关节炎的诊断指标进行分型

术的交叉融合而兴起的边缘学科，是近十年来使

筛选，其中聚类系数的确定以及贝叶斯网络中节

用较多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致力于发现隐含在数

点的选择是指标筛选的关键．因此，首先通过改进

据中的关于事物本质和事物发展趋势的知识或规
律，并为专家决策提供支持…．
由于中医有大量病例数据，数据挖掘技术在
中医药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将其应用于中
医诊断，不仅可以从临床诊断数据中辨析症候与
症状间的复杂关系，总结归纳中医专家的辨证规

的Ｋ一均值方法对大量病例进行利于分型的球形
聚类，根据聚类结果分析病机及动态演变规律，再
加与专家经验结合共同选择进行贝叶斯网络学习
的节点来提取类风湿病关节炎中医主特征及其关
系，并辨析症候与症状间的复杂关系．并且采用边

律并模拟其诊断推理过程，还可能发现客观有用

收集病历边进行处理的形式，动态地修改病历库、

的知识以丰富专家经验和中医理论心．３】．采用统

规则库等，同时也遵循人机交互、综合集成的思

计的数据挖掘从个体的不确定性中归纳出总体的

想瞪］．本文从多方法有机结合的角度建立并扩展

确定性规律，找出某种疾病的病因、病机及动态演

了统计模型，并以新型的方法实现对中医诊断质

变的规律，从统计分析进一步进行理论研究，最后

量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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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中医在中西医结合中更要发挥以“整体性

１理论与数据预备

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同”为核心；

１．１中、西医比较

是中医疗效评价的依据之一，运用临床流行病学

４）证候是中医临床诊断与治疗的关键环节，

（１）古代中西方医学虽然同属于经验医学的
范畴，中国医学研究的根本思想是“治病救人”，

和计算机智能为中医“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
方法．

但是中国医学更重视整体、功能和临床的疗效，病

（２）建立中医的诊断标准．

因病源的探索局限在整体和宏观上．而西方医学

１）收集患者的发病原因、中医症状特征、中

更重视于局部、物质性和对本原的探索．
（２）西方科学技术发展为西方实验医学发展

医治疗方法、疗效等完整的病历档案；
２）通过知识挖掘，得出具有统计意义的病

所造就的技术中介突飞猛进，使西方医学走上了

因、病机、分类、诊断标准、优化治疗方案、疗效

以解剖探索为基础的实验医学道路，同时显微镜

评价；

的发明，使解剖学进入动物体的微观层次．从此，

３）对结果用中医理论进行解释、处理，建立

西方医学采用实验和定量分析方法，与科学技术

一套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的病因、病机、证候分型、

相结合大踏步前进．但由于缺乏临床试验的条件，

诊断标准、动态演变、治则治法、治疗方案的理论

西方医学由经验医学转向实验医学时并未走临床

与实用系统．

实验的道路，而采用了类比的动物实验．中医系统
地观、辩证的分析方法、功能性的分析手段是西方

（３）通过最终形成的诊断标准来对医生的诊
断进行考核，促使中医水平的整体提高．

医学无法相比的．但中国医学仍停留在经验医学

对于类风湿关节炎由于缺乏统一规范的诊断

范畴上探索，虽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始终

标准，对其病理机制看法众说不一．而使用中医治

未进入微观和物质性分析的层次，同时对病因、病

疗，就要用中医解释病因、病机、分类、定名，最好

机的分析则往往建立在类比分析的基础上，缺乏

的办法是临床试验．本文认为运用“临床试

有目的、有计划的实验验证和定量分析．

验——统计分析——数据挖掘——理论分析——

（３）对医生的考核方式不同．西医的定量化

理论与应用系统重建——诊断质量控制”的方

研究问题的方法也为它的考核提供了依据，使得

法，是研究类风湿关节炎中医病因、病机、证候分

西医的中等水平医生占主要比例．而中医依靠

型、诊断标准、动态演变和提高整体中医医疗质量

经验的诊断本身就是不可靠的，基于经验的考

的有效方法，并相信这一方法能广泛地用于中医

核也是不可靠的．因此中医长期缺乏有效的考

的各个领域，使中医理论由经验科学迅速上升到

核依据，形成了中医劣等水平医生占主要比例

现代意义的科学．

的状况．
１．２中医的发展
鉴于以上的原因，本文认为中医发展要从以
下几个方面做起．

为此，参照美国风湿病学会诊断标准
（ＡＲＡ），结合临床研究，选择临床７１项症状、体
征及化验指标，对几年来积累的大量临床资料进

行严格筛选，从中筛选出具备较长时期临床观察

（１）中国医学研究的五脏六腑不是解剖学意

并具有完整准确记录的１ ５１２例确诊病例，同时

义上的，而是功能意义的．这就决定了中医经验医

对这些病例的７１项指标进行了逻辑数理化处理，

学向现代化发展，必须走与西医发展不同的道路．

作为定量化研究的基础资料．

１）中医现代化首先是进行临床实验，而不是
动物实验；

１．３数据的集成
由于这些数据是从数据库中取得的，来自不

２）以现代数学及信息技术为手段进行结构

同的数据库或数据表．因此，会产生数据的不匹配

化、规范化、定量化的整理，形成全面的、统一的、

或者数据的冗余，所以，首先要将这些与研究相关

规范科学的理论医学；多学科交叉向现代系统医

的数据库或数据表进行数据集成．集成后的数据

学发展；

结构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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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ｌ病例样本集成后的数据结构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ａｔａ

症

ｓ缸－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ａ嘲

状

样本号
年龄

性别

症状１

症状ｅ

样本ｉ

症状，

牟曲

样本』

症状Ｐ

直矿

ｘ《

样本厅

表中，ｎ是类风湿数据库中所有病例样本的

个数，ｉ和＿『表示样本，表示从１到Ｐ的任何一个症

个数，石如与茗旷为两个症状属性，菇ｋ与石矿分别是石曲

状，毵为指示项，其中，如果对象ｉ或对象歹没有症

与勺的平均值，盯，。与盯Ⅵ分别是扎与ｚ；ｒ的标准

状变量，的度量值，或该症状变量的值均为

差．并且通过相关分析检测两个属性的数据是否

Ｏ（ｘ矿＝％＝０），且症状变量厂是不对称的二元变

‰＝芭掣

具有冗余性，两个症状的属性Ａ与曰之间的相关

量，则指示项瓦＝ｏ；否则，指示项磊＝１．症状变

性可以用下式进行度量

量厂对样本ｉ和样本＿『之间相异度的计算方式与其
具体类型有关：

（１）如果，是二元变量若茗矿＝％，则《＝ｏ，

如果上式的值大于０，意味Ａ的值随日的值增
加而增加，表明一个症状属性蕴涵另一个的可能

否则以＝１；

（２）如果／是区间标度变量则《＝

日之间是不相关的；如果该值小于０，则表明一个

—』鱼二生，这里的ｈ遍取变量／的所有非

症状的值会随另一个减少而增加．

空缺对象．

性增大；如果结果值等于０，则表明症状Ａ与症状

１．４

ｍａｘｈ石Ｖ—ｍｉｎｈ茗矿

数据的规范化
中医疾病里有很多症状特征，没有明确的量

化指标，所以首先要进行量化．量化后的对象是由
区间标度变量，二元变量、标称变量这些混合类型
的变量所描述的．所以最适宜的方法是用一种技
术将不同类型的变量组合在单个相异度矩阵中，
把所有有意义的变量转换到共同的值域区间［０，
１００］，有

ｔＩ，＝兰号（耽Ｗ—ｍａｘ－ｎｅｗ—ｍｉｎ）－Ｉ－

聚类分析模型
聚类分析是指把不同的样本进行分类，它是

目前常用的一种统计方法．聚类对象组成的特点

就是在一个类中的对象具有很高的相似性，而与
其他类中的对象很不相似．聚类挖掘技术在挖掘
数据规则、类型分析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旧１．
由于系统的高度复杂性和指标的模糊性，常

ｍａＸ—ｍｌｎ
ｎｅｗ—ｍｉｎ

２

（２）

常是事先无法确定预分类数．即使对系统有一些
了解，事先给定预分类数，实际上是对算法的一种

式中，ｎｅｗ＿ｍａｘ＝１００，ｎｅｗ＿ｍｉｎ＝０．

另外，定义病例样本ｉ和＿『之间的相似度ｄ（ｉ，

人工干预，很可能伤害了分类的科学性¨。．因此，
可以根据样本的具体情况预先确定分类数及收敛

．『）为

精度，实现样本的最优划分．

Ｐ

ｄｌＪ＝型Ｆ
ｙ占扩ｄ扩

另外，不同的聚类方法适用于探测不同类型
（３）

∑岛
｜＝１

数据结构的处理如表ｌ所示．ｐ表示症状变量

万方数据

的聚类，有的聚类方法划分数据使聚类内的点间

最大距离最小化，这样形成的是紧凑的和大体球
形的聚类；而有的聚类则使聚类中的每一点与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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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某一成员尽可能的近，这样形成的是类似于

点的集合为Ｓ，已经有ｋ个凝聚点５；Ｅ Ｓ（ｉ＝１，２，

香肠形状的聚类哺］．如果要对给定的症状判定所

…，ｋ），设类间距离参数为ＪＤ与密度参数为ｒ，若

属类风湿病的类型，本文研究的对象较适合于采

满足Ｚ＞Ｔ与ｄ（ｓ；，髫ｆ）＞Ｄ，则％为下一个凝

用前一种方法．这是因为通过聚类分析以寻找这

聚点．

种疾病的子类型时，由于患者可能是在疾病的不

步骤３

聚类

同阶段接受检验的，因此，采用后一种方法会使得

ｋ个凝聚点选出后，设各类为Ｃｉ，ｉ＝１，２，…，

不同的阶段界限模糊而都聚为一类，不利于各型

ｋ，以这Ｊｉ｝个凝聚点为中心进行凝聚．计算剩余的

的分割．基于此，本文采用一种改进的层次聚类算

ｎ—ｋ个点Ｃ，与这些聚类中心的互连性

ＲＩ（Ｃ，，Ｃｊ）：－』竺坚Ｌ（６）

法，即首先在所有对象中大体为球形的高密度点

来确定凝聚点，并计算各个点与凝聚点的互连度

÷（Ｉ ＥＣｃ，Ｉ＋ｆ ＥＣｃ，ｆ）

来聚类．
步骤１

求各点的密度ｐ；

式中，ＥＣｆ ｃｊ．ｃｄ为Ｃｊ与Ｃ，凝聚时被取代的边；ＥＣｃ；

确定一个正数也，以每个样本点髫；为中心，ｄｏ
为半径作ｎ维空间的超球，ａ（ｘ。，石，）为髫；到舅，的距

是它的最小截断等分线的大小，当ＲＩ＞Ｒ时，Ｒ为
预先设定的值，就将其聚为一类．

离，其中

该方法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改

ｄ（ｚｉ，ｘｊ）＝∑（茗ｉ一巧）２

（４）

若满足ｄ（ｘ，，茗，）≤ｄｏ则认为石ｆ落在超球内，
落在超球内的点的总数为毛点的密度Ｐｉ，容易看

进的ｋ一均值聚类方法与数据分析都与初始选择
的凝聚点有很大关系，分类效果可能受此影响．为
此，文献［１０］对该方法进行了调整，使其学习能
力更加完善．

出，Ｐ；越大，则以它为凝聚点的资格就越大旧】．

在本文中，由于中医症状很多，所以在聚类之

步骤２确定凝聚点

前，要对剔出冗余和含有大量空缺值后的６５项症

密度Ｐ。由下式得到

状指标进行频率统计，目的是再剔除掉那些扰乱

尸（ｚ）＝∑ｅ－等

（５）

依次取密度Ｐｉ最大的点作为凝聚点．设凝聚
裹２

聚类含义的指标；在找到频率较高的症状指标后，
按照上述改进方法进行聚类．聚类的指标有４０
项，如表２所示．

聚类时采纳的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ｌ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肿胀

血沉

皮温

白血球

疼痛

恶寒

乏力

ＢＦ（＋）

９

１０

ＩＩ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渴不欲饮

夜尿多

关节变形

活动后重

肌痿着骨

Ｈｂ

＾ｙ球蛋白

血小板减少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心慌

手足心热

自汗

数

滑

滑数

沉滑

沉紧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弦细数

滑细数

舌红

红瘦

白腻

黄腻

薄黄

薄白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晨僵

ＧＴＰ

沉弦细

红绛

胖大

少苔

镜面

裂纹

结果显示，在采用聚类时，聚类系数变化率
最大的是２、３、４、６类，他们的变化率如表３所示．
在对聚类的结果进行有效性分析时，采用单

差异外，其他各变量类间均有显著差异，Ｐ值小于
０．０５，这与中医的实际经验是相符的．因此，本文
将类风湿关节炎分为４型，并将这里的１４项指标

因素方差分析法，发现在分为４类的情况下，系统

（如下表４所示）作为下一步贝叶斯网络学习的

聚类结果在关节疼痛、肿胀等１４项症状中元显著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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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聚类系数变化宰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聚类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系数变化率（％）

２１．２

４５．６

４１．３

“．２

１６．７

３９．９

１５．４

衰４
Ｔａｂｌｅ

４

聚类分析后得到的主要症状变量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ｆｔｅｒ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关节肿胀

血沉

皮温

白血球

关节疼痛

恶寒

舌质红

８

９

１０

１ｌ

１２

１３

１４

ＢＦ（４－）

渴不欲饮

晨僵

关节变形

活动后重

乏力

脉滑

Ｔ（ａ。，口，）为样本ａ。与ａｊ的对于症状特征历

３

样本主特征及类特征提取

的贴近度，若历为主特征，则称为主特征集贴
近度．

中医的诊断与西医不同，应该类似于以下的

很显然ｒ在［０，１］上取值，当ｒ（ａ。，口，）＝１时

诊断方程（诊断＝诊断要素×贡献率（或称影响

吼与口ｆ完全重合，Ｔ（ａ‘，口ｆ）＝０时ａＩ与口ｆ完全不
重合．

因子）＋诊断要素×贡献率＋…＋）¨１１．诊断要素
包括证候、症状、体征、舌脉等，贡献率大的要重视
其诊断意义，贡献率小的可以忽略，但哪些证候、
症状、体征应重视或忽略呢？
３．１

事物往往有许多特征，有些是在事物的发展

变化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有些特征对事物的发展
变化影响并不大，故需将起主导作用的特征提取
出来，以识别其类型．这些起主导作用的特征即为
主特征．如本文谈及的类风湿关节炎，其临床症状

若一罗列出来，可能有上百个，但不可能每个症状
都是它的主要症状，所以需要将其主要症状找出来，
以区别于其它疾病，此即为类风湿关节炎的主特征．
将事物进行分类后，每一类区别于其它类型
的主要特征即为类特征．类特征是标志着该类型的根

定义１％为样本总体关于特征戤的特
征值．
定义２设定一个值Ｋ％，当％＞Ｋ％时，称

贝叶斯网络可以进行知识发现，贝叶斯网络

学习技术能够通过数据分析自动创建贝叶斯网
络．贝叶斯网络通过从数据中发现变量间的因果

关系，并用概率定量表示这些因果关系的强度．与
神经网络及规则库相比，贝叶斯网络更适合于大
型数据库的数据挖掘．但由于贝叶斯网络的计算
量会随着节点数目的增加呈指数级增长，因此，节
点的数目应尽量得到控制．

本文结合贝叶斯理论，提出节点约简方法，即
首先利用删除冗余数据、频率统计与聚类分析将
状节点进行验证，再构造贝叶斯网络结构．
（１）贝叶斯网络模型及贝叶斯分类器的构造
贝叶斯分类器是一类诊断效果很好的简化贝
叶斯网络模型，它假设各属性在以类别变量为条

觑为样本总体的主特征．

特征集中主特征组成的子集称为主

件时相互独立．设置Ｃ。（ｍ＝Ｉ型，Ⅱ型、Ⅲ型、
Ⅳ型）是类风湿关节炎的类别变量，即聚类后分

特征子集．

成的类型，每一类型对应一种类别，Ａ。（后＝ｌ，２，

记

３）则是用于描述类别变量的属性（如疾病的症状

＿
∑ｍｉｎ［ＦＥｉ（口＾），ＦＥｉ（口『）］
ｏ

一＾，，

、一Ｊ，ｏ

或理化检测指标），即每一种类型所具有的症状特

ｒ（ａｋ，ａｊ）：—兰堑！！！丝垫２

征，结构如图１所示．贝叶斯分类器模型先从病例

ｎ

（７）

万方数据

贝叶斯网络模型用于主特征及类特征提取

节点数目进行约简，然后通过专家经验对这些症

本特征，据此可以判定某病例样本是否属于此类．

定义４

记三（ａ＾，口，）＝１一ｒ（ａ‘，ａｉ），Ｌ（口Ｉ，

口，）称为ａ＾，ａｊ间的ＦＵＺＺＹ距离．
３．２

基本定义

定义３

定义５

数据中学习得到每个症状Ａ在每种分型下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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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再根据待诊断病例的症状取值情况，应用贝

（２）贝叶斯信念网络的学习

叶斯定理计算每种类别的后验概率，最后把后验

由于病症的发展是不断演变的过程，在每个

阶段症状都表现不同．但是本文通过聚类分析已

概率最大的类型作为该病例的４型判定结果．

经将所有病例分为４类，分类的有效性经过了数
学方法与专家经验的综合判定，即初步形成了贝
叶斯网络的结构．因此，可以采用梯度下降的方法

来训练网络学习和形成条件概率表的值¨２。．仍然
使用上面的ｎ个训练样本［Ｄ。，口。］的集合Ｊ７、ｒ，其中
的每个样本为蜀，埘。叩．是对于区分类风湿关节炎
各型有意义的症状的一个条件概率表，这些症状
用阢＝“业来表示，类风湿关节炎由ｙ＝Ｙ。表示，
Ｆｉｇ．１ ｒｎｌｅ

Ｂａｙｅｓｉ肋ｂｅｉｉｅｆ ｃｌ姗ｉ６盯ｏｆ

Ｕ／ｋ与ＹＦ取值为Ｔ与Ｆ如表６所示·

ＲＡ

表６

类风湿关节炎条件概率裹的设计

Ｔａｂｌｅ ６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ＲＡ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仉＝Ｕ／／ｔ

症状ｐＩ，Ｐ２，…，Ｐ。
ｙ＝，，０

Ｔ。Ｆ．Ｆ。…．Ｆ

Ｆ．Ｔ．Ｆ。…。Ｆ

，。，。…．ｒ

唧ｌ¨·Ｐ．
类风湿（ｒ）

Ｏ．８３

Ｏ．６９

Ｏ．３２

类风湿（，）

Ｏ．１７

Ｏ．３１

Ｏ．６８

目标是最大化巴（Ⅳ）＝ＨＰ。（Ｌ），但为了
ｄ＝ｌ

节变形、晨僵、类风湿因子阳性、舌质红、脉滑”这
７项症状，因果关系如图２所示．计算出各症状以

使问题简单，可以按ｌｎＰ。（Ⅳ）来做，将所筛选症

“是否风湿关节炎”为条件时的条件概率后，再用

状的各种组合的初始权值都设置为０．５，并用下

信息熵分析法分别计算每个症状对“是否类风湿

面的方式进行迭代计算，在每次迭代中修改这些

关节炎”的信息贡献量，它能够反映该症状对类

权，最终收敛到局部最优解．

风湿关节炎证诊断的贡献．通过计算得到１４项症

１）计算梯度．对每个ｉＪ，ｋ，计算

塑生！型２一ｖ曼！兰三堑：竺三丝！墨！
厶
ｄｗ拈

状与“是否风湿关节炎”间的诊断贡献度，如表７
ｆ４、

所示．可以发现“晨僵、类风湿因子阳性”的贡献

、７

率最大，“关节肿胀”，“关节变形”，“白血球”，

埘咖

２）沿梯度方向趋近，使权值得到更新，学习

“血沉”的贡献度依次降低．

率ｒ被设置为一个小常数
Ｗｉ＃＊＇Ｗｑｔ

（５）

３）重新规格化权值．由于权值Ｗ诚是概率值，

必须介于。到１之间，并且对于所有的ｉ，ｋ，∑埘咖
必须等于１．在权值更新之后，可以对它们重新规
格化来保证这一条件．
（３）结果

在聚类之后，采用基于信息论的贝叶斯网络
结构学习算法学习１４个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找到
与“是否类风湿关节炎”直接相关的症状，称之为
“主特征”，它们分别为“关节疼痛、关节肿胀、关

万方数据

圈２
Ｆｉｇ．２

提取出的７个主特征症状的因果关系图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７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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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７

主特征的诊断贡献度

Ｔａｂｌｅ ７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类风湿
症状
因子阳性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晨僵

关节肿胀

关节疼痛

舌质红

脉滑

关节变形

诊断贡献度

０．９８０

Ｏ．８２６

Ｏ．７９６

０．７８

０．６７９

０．６４４

Ｏ．５９０

症状

血沉

皮温

自血球

恶寒

渴不欲饮

活动后重

乏力

诊断贡献度

Ｏ．４８６

０．３４７

０．２７３

Ｏ．２ｌｌ

Ｏ．１９８

０．１８７

０．３５８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类风湿关节炎的主
特征为：

临床资料进行了数据整理，从原始病例中提取出
７ｌ项指标．经过数据集成后形成６５项指标，再经

１）关节肿胀；

过频率统计、聚类分析将指标缩减为４０项指标，

２）晨僵≥１ｈ；

并将类风湿关节炎病情发展的动态过程分为４

３）关节疼痛；

型．最后通过贝叶斯网络学习提取出类风湿关节

４）关节变形；

炎的７项主特征及Ｉ型、Ⅱ型、Ⅲ型、Ⅳ型的类特

５）类风湿因子阳性；

征．为中医辨证分型及类风湿关节炎中医诊断标

６）脉象滑；

准提供临床依据．通过对４型的症状变化分析，可

７）舌质红．
同理，对分型后的４型分别进行了贝叶斯学

以帮助临床医生分析类风湿关节炎的病因、病机
及病理演变规律．

习，得到了各类的类特征．

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包括，优化用于分析的指
标体系；改进聚类算法；此外，将本文的方法推广

结束语

４

到其他各种疾病的效用性也是本文将要继续探讨
本文对收集到的ｌ ５１２例类风湿关节炎患者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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