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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挖掘又称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是随着数据库和人工

表1

各年度文献量及资助情况(篇)

智能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技术,是从大量数据中发现有效的、

年份

文献量

受资助文献量

新颖的、潜在有用的并且最终可理解的知识的过程[1]。利用数

2008

4

3

据挖掘技术进行中医药海量数据的知识发现,对中医药的继承

2007

19

14

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2006

12

10

2005

4

4

法之一,由 R.Agrawal 等人 于 1993 年首先提出,用于从大量

2004

3

2

数据中发现满足一定条件的项集之间隐藏的关联。其中,关联

2003

1

1

关联规则(Association Rules)是数据挖掘的重要研究方
[2]

有简单关联、时序关联、因果关联。关联规则的挖掘一般分成
两个子问题：①找出所有支持度≥最小支持度阈值的频繁项
集；②由频繁模式生成满足可信度阈值的关联规则。笔者旨在
通过对以关联规则为主要方法进行中医药研究的文献报道进
行整理分析,寻找关联规则应用于中医药研究的特点、规律,
以期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检索源
以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的《中医药期刊文献

数据库》(1949－2008 年),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
所的《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1978－2008 年)为检
索源(注：2008 年为不完全收录)。
1.2

检索策略
检索入口选取“关键词”
、“篇名”、“主题词”
、“摘要”,

检索式为“关联 or Apriori 算法 or 频集算法 or 购物篮分析”
进行检索。
1.3

统计方法
获取检索题录的全文,排除重复、综述性文献和非中医药

研究文献。提取文献的发表年份、机构等内容录入 Access 数
据库,进行数据处理,并对关联规则的具体应用情况进行分析。
1.4

分析内容
分别对文献的年度分布、机构发文量、资助情况、算法使

用、研究内容等进行统计分析,进一步分析关联规则在中医药
领域的应用情况。
2
2.1

结果与分析
文献量

2.2

1

1

合计

44

35

机构分布
根据文献第一作者所在机构统计,发文量居前 3 位的单位

分别是：成都中医药大学,发文 6 篇,占总文献的 13.64%；北
京中医药大学,发文 5 篇,占 11.37%；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
医院,发文 4 篇,占 9%。发文 2 篇以上的单位有 10 个,发文 31
篇,占所有文献的 70.45%。
2.3

关联规则应用情况
在 44 篇文献报道中,注明所采用具体算法的文献 17 篇,

其中应用 Apriori 及 Apriori 改良算法的报道 13 篇 ；
FP-Growth 算法 4 篇。以关联规则作为唯一研究方法的文献 16
篇,与其他方法联合应用的文献 28 篇,其中,两种方法联用的
研究 17 篇,3 种或 3 种以上方法的 11 篇,在与关联规则联合使
用的方法中,应用最多的为频数分析和聚类分析。
文献分析发现,关联规则应用最多的研究依次为：药物之
间；症之间；药与症、证、病以及症证之间；病因、病机、病
位、治法与药之间(见表 2)。此外,尚有进行中药不良反应影
[3]
响因素 及中医药效、植物科属、化学成分的活性、中药提取
[4]
物现代药理等数据维间关联规则挖掘的研究 。

表2

关联规则使用情况(篇)

关联应用

证

症

症

4

9

药

4

7

21

1

2

证

4

病

病机

44 篇,文献量呈逐年递增走势(见表 1)。其中属于评述性文献

病位

5 篇,应用性文献 39 篇。注明接受立项资助的文献 35 篇(见

治法

药

病

病因

病机

病位

4
*

1
6

2

1
2

2
1
1

治法
1

7

6

病因

检索得到以关联规则为主要研究方法的中医药文献共

表 1)。

2002

2

注：*包含 2 篇关于中医症状与西医生物学指标之间的关联研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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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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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规则,而实际并无应用意义之类的问题,这就需要在运

关联规则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

算时,保证高质量的数据进行规则验证,以及多次反馈修正。

关联规则于 1993 年提出,至 2002 年应用于中医药领域的
文献首次出现,之后,虽然文献量呈逐年增长趋势,但总的说来,

4

小结
中医药海量的信息资源为挖掘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

关联规则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且,进行相

础,而以关联规则为代表的数据挖掘技术其擅长从海量的数据

关研究的机构较少,主要集中于成都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

中寻找有意义的模式、知识的特点又为进行中医药知识发现提

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数据库、人

3.2

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关联规则、数据挖掘技术在中医药研究中

Apriori 算法为主要应用算法
关联规则常见的算法包括 Apriori 算法、FP-Growth 算法

的运用将会逐步得到推广,也必将促进中医药信息化的发展。

等。其中,Apriori 是一种找频繁项集的基本算法,是关联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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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阐明了针刺复合麻醉手术的镇痛和机体保护之间存在的显
著的经穴特异性,并建立了适宜指征的心脏手术方法体系,初
步建立“针刺麻醉肺切除手术的规范化应用方案”,制定针刺

痛的基础研究”初步总结了针麻在颅脑、心脏、肺切除、甲状

麻醉下行甲状腺手术的较理想方案和穴位处方。基础研究方面,

腺等手术中的操作规范和方案,开启了阐明针麻镇痛的物质基

建立了急性创伤疼痛动物模型和针刺镇痛模型、清醒大鼠多通

础和生物学机制的研究。目前,在针麻颅脑手术研究方面,已阐

道神经元群电活动与脑电记录的技术平台、脑片膜片钳技术平

明针药复合全麻的中枢内在联系和针刺辅助麻醉在脑功能区

台,以及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研究技术平台,初步开启了从

肿瘤切除术唤醒麻醉中的作用机理,初步总结了“针药复合全

细胞和分子水平来阐明针麻镇痛的物质基础和生物学机制的

麻开颅手术的操作规范”。在针麻心脏手术、肺切除和甲状腺

研究,初步阐明针刺在全麻控制性降压中的作用。

手术方面,以经穴与镇痛和机体保护作用的关系为突破点,初

(本刊通讯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