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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运用以数据为导向研究模式，在建立临床医案信息结构化数据库的基础上，通过无尺度网络模型分析和临床典

要

经验方药

平① 周雪忠①
无尺度网络模型

型病历相结合的方法，对路志正教授临床核心方药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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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的优势与特色是辨证论治与个体诊疗，此观点基本成为国内外医学与相关领域的共识，而名老中医临床经验则具
有很好的代表性。因此总结整理名老中医经验与学术思想对中医药的发展意义重大。纵观名老中医学习有师带徒形式和院校
培养形式，名老中医经验整理研究的种类有医案医话研究、临床观察研究、学术思想研究和名医名方的开发研究等等。本研
究采用了结构化信息技术和无尺度网络分析模型，对我国著名中医学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路志正教授临
床医案中的核心经验方药进行了初步分析。

１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主体思路来源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刘保延教授提出的“数据为导向，人机结合”的方法和技术平台［ １ － ７ ］ 。首先对

路志正教授既往医案进行回顾性筛选，以具有连续性和内容完整性的小样本医案为素材，利用北京市科委重大项目“中医药
防治重大疾病临床个体诊疗评价体系研究”所提供的结构化临床信息采集平台，研制临床信息采集模版，录入信息建立临床
病案结构化数据库。此后，进入前瞻性研究阶段，研究者跟随路志正教授在临床过程中按照国家标准，全面规范化记录临床
医案，按照形成的的方法，完善结构化数据库；继之，以方药数据为基础运用无尺度网络模型加以分析（见图 １ ａ 、ｂ ）
。

２

病案情况
全部病历来源于路志正教授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广安门医院的门诊病历，共计 ２３８ 份，其中内科病历 ２３４ 例，妇

基金项目：北京市科委重大项目（Ｈ０２０９２００１００３１），首都特色临床医学技术发展研究（Ｚ０７０５０７００６９０７１８）
①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１０００５３，北京宣武区北线阁 ５号
② 中国中医科学院，１００７００，北京市东直门内南小街 １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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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 论 著
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理分析模型与方法，在医学研究领域
如分子结构研究、功能发现、新药开发

山药、炒枳实。
无尺度网络模型的运用，首先帮

。是构成复杂

助我们以方药为主线对路老临床病历

系统各元素间的关系的一种表达形

进行梳理，顺着本核心方药的发现，结

式，其模式见图 ２ 。

合病例中路老诊疗胃下垂的案例，特

研究等方面都有应用

［９］

别值得思考的是，对于胃下垂患者，一
般规律在于补中气和升提，而路老将
图 １ａ

和胃降逆与之相辅相成加以运用，体

结构化病历模板生成模块图

现了顾护脾胃升降功能的思想，虽然
为胃下垂，却不一味给予补益和升陷
之补中益气之品，诸如生黄芪、炒白
术、升麻、柴胡；还给以姜夏、炒枳实
图２

无尺度网络模式图

和胃降逆，实属精当和独到之处。无尺

本研究运用网络模型对路老 ２ ３ ８

度网络模型的运用，可以说在混沌缺

份病历信息的处方进行分析的初步结

乏规律的信息中，辅助我们发现规律，

图１ｂ 文本病历的结构化数据表达

果显示，有常用核心方 １５ 首，分别为

并提供研究线索，使之不断深化。对

科 ４ 例，１１ 例病名无记载，在内科病

火郁发之、湿热清之渗之核心方，调理

１５ 首核心方药的筛选和提取，为今后

历中，脾胃病证 ７１ 例占 ２９．８３％，肝

脾胃、气血两虚证核心方，疏风祛湿、

开展病证结合研究和新药开发研究，

胆病证 ４９ 例占 ２０．５９％，心系病证 ３８

通络止痛治法的核心方，温胆和胃法

以及名老中医经验的推广运用提出重

例占 １６％，肺系病证 ２４ 例占 １０．０８％，

的核心方，宽胸涤痰法的核心方药，疏

要启迪，以下是病例情况。

经络肢体病证 ３８ 例占 １６％，其他 ３ 例

肝解郁、宽胸宣痹的核心方，补中气、

胃下垂案例：陈某，女，５ ４ ，国税局

占 １．２６％。涉及西医病名 ６０ 种，其中

健脾和胃核心方，调理心脾、和胃降逆

干部；初诊：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星期

疑难病有：白塞氏综合征、甲状腺乳头

核心方，疏肝健脾、清热祛湿核心方，

三；主诉：食欲不振近 ２０ 年。患者 ２０

状癌全切术后、干燥综合症、喉肌软化

清泻火腑核心方，芳香化浊、健脾祛湿

年前出现食欲不振，进冷食、硬食后觉

症、发作性睡病、赖特氏综合症、重症

核心方，清泄脾热、发散火郁、佐以滋

胃脘疼痛，曾行钡餐检查提示“胃下垂

肌无力、运动神经元病。疾病分类参照

阴凉血核心方，疏少阳、足阳明经气核

１２ｃｍ”
，症状逐渐加重，近 １ 年体重下

黄文东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实

心方，益气活血、清心涤痰核心方，疏

降明显，现每餐主食１两左右，无嗳气、

［８］

用中医内科学》 ，详细资料见表 １。

３ 无尺度网络模型对路老
核心方初步分析结果

肝和胃、消胀祛滞核心方。以下仅以补

无泛酸，喜热食，夜眠尚可，大便偏干，

中气健脾、和胃降逆的核心方为例，按

一日一行，有时如球状。舌暗胖，边有

照无尺度网络模型对数据的提示。

齿痕，苔薄白，脉细滑左弦。病名诊断：

核心方药物组成：生黄芪、炒白

纳呆；胃脘痛。证候诊断：中气不足，健

无尺度网络（Ｓ ｃ ａ ｌ ｅ － Ｆ ｒ ｅ ｅ

术、茯苓、当归、炒神曲、炒麦芽、炒

运失职，佐以滋补中气健脾、和胃降逆。

Ｎ ｅ ｔ ｗ ｏ ｒ ｋ）是基于关联规则的一种数

山楂、鸡内金、陈皮、升麻、柴胡、炒

方药：党参 １０，生黄芪 １５，炒白术 １２，

表１
分科
内科

茯苓 １８，当归 １０，炒三仙各 １２，内金

路志正教授诊疗病历病证分类表
病证分类

脾胃病证

肝胆病证 心系病证

肺系病证

总计
经络肢体病证

其它

７１

４９

３８

２４

３８

３

２２３

２９．８３％

２０．５９％

１６％

１０．０８％

１６．００％

１．２６％

９３．７６％

妇科

４
１．６８％

无记载

１１
４．６２％

总计

２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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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陈皮 １０，升麻 ４，柴胡 ４，炒山药
１８，炒枳实 １５，炙甘草 ６；７ 剂。
二诊：２００４年 ８ 月 ２５ 日，星期三。
服药后胃脘疼痛减轻，大便干改善，食
欲略有增加，仍不敢进冷食、硬食。舌
暗胖，苔根黄微腻，脉左细弦右细滑。
既见小效，宗法不更，前方加减。上访
加：八月札 １０，绿萼梅 １０；７ 剂。

三诊：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１ 日，星期三。

４

讨论

（上接第 １８ 页）此，我们通过对算法的

胃脘疼痛大减，食欲改善，有时胃痛时

本研究将信息技术与名老中医

优化设计，在当纳入每一个病例时将

后背酸痛，大便干减轻，但仍色黑，夜

诊疗经验紧密结合，将临床信息通过

其出生日期作为对该病例进行随机计

眠不实。舌暗胖，苔薄微腻，脉左弦滑

采集模板存储为结构化数据集；将无

右细滑。已见效机，贵在守方，前方佐

尺度网络模型的应用研究与典型病

入养血安神之品。８ 月 １４ 日方加：绿

历研究相结合，提升了名老中医经验

萼梅 １２，炒枣仁 １２，炒白芍 １２；７ 剂。

整理研究技术手段的科学性。通过

算时的种子数，而不是采用传统随机
算法中使用一个固定的种子数，这样
既保证了每次随机分配时的不可预测
性，又保证了以相同顺序进入病例纳
入时该方案的可重复性。

四诊：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星期

２３８ 份病历信息的分析总结出路老核

三位一体综合方案改善小儿常压

五。近日于受凉或进食不慎时又出现

心方药 １５ 首，对指导后学具有十分重

型脑积水精神运动功能和智力水平的

胃脘疼痛，无明显后背酸痛（较前大

要的推广价值和深入开发意义。CDM

临床研究课题由于其特殊性，必须采用

减）
，食欲增加，大便仍干，时有腹部
坠胀感，夜眠仍不实，易醒。舌暗，苔
薄白，脉左细弦右细滑。补中益气、佐
以养血安神。党参 １０，炙黄芪 １５，炒
白术 １２，当归 １０，升麻 ４，柴胡 ４，陈
皮 １０，茯苓 １８，桂枝 ６，炒白芍 １２，
炒枣仁 １２，夜交藤 １５，益智仁后下 ６，
生甘草 ４，生姜 ２ 片，大枣 ５ 枚为引；
７ 剂。
五诊：２００４年 １１ 月 ５ 日，星期五。
胃痛减轻，食欲改善，进食量较前增
加，腹部坠胀感亦减轻，仍大便干，夜
眠差，一夜仅入睡２－３ 小时，易醒，睡
不实。舌暗，体稍胖，苔白少，脉细滑。
已见小效，守前法，原方加减。党参
１０，炙黄芪 １５，炒白术 １２，当归 １０，
升麻 ４，柴胡 ４，陈皮 １０，茯苓 １８，桃
杏仁各 １０，

炒白芍 １２，炒枣仁 １２，

夜交藤 １５，火麻仁 １５，生龙牡（先煎）
各 ２０，甘草 ４，生姜 ２ 片、大枣 ２ 枚为
引；７ 剂。
六诊：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星期
五。５ 天前又发胃痛一次，伴呕吐，腹
泻 ３ 次，伴泛酸（曾食用螃蟹）
，口干，
夜眠仍差，近几日大便干减轻。舌胖
暗，苔白腻，脉细滑。调理心脾，和胃
降逆。太子参 １５，生白术 １２，山药１５，
炒苡仁 １５，炒三仙各 １０，茯苓 １８，姜
夏 ９，炒柏子仁 １２，当归 １０，川芎 ９，
炒枳壳 １２，炙甘草 ６，陈皮 １０，生牡
蛎先煎 ２０；１４ 剂。

动态随机算法来实现病例随机分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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