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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候是一个非线性复杂系统,中医证候的诊断过程,实质
上是由临床收集到的各种症状,通过分析归纳,获得证型诊断

分作为进一步分析的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输入向量从 183
个减至 98 个。可见原始数据有很大的冗余。

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从观察指标到证型诊断的

将 765 例样本随机分为 A、B、C 3 组,每组 255 例。依次

非线性映射过程,用非线性数学模型可以充分模拟。基于黑箱

选取其中两组作为训练集,另一组作为测试集,共循环 3 次。

结构的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ANN)具有

2.2

强大的非线性拟合能力,能够任意精度逼近非线性函数,因此,

络模型

我们将其用于类风湿关节炎(rehumatoid arthritis,RA)证候

2.2.1

的非线性建模研究。

环境下,建立基于共轭梯度下降算法的三层前向 BP 神经网络

1

模型。该模型包括输入层、隐层和输出层,其中输入层包含 183

临床资料
本研究采用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提供的 765 例 RA 临
[1]

建立基于共轭梯度下降算法的类风湿关节炎证候 BP 网
类风湿关节炎证候 BP 神经网络的结构

在 MATLAB7.0

个输入神经元；隐层有 2 个,各包含 100 个神经元；输出层包含

床证候资料。参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

10 个输出神经元。
两个隐层之间通过正切 S 型传递函数(tansig)

文献整理结果及专家经验,制定临床观察表。共观察 183 个症

连接,隐层与输出层之间用对数 S 型传递函数(logsig)连接。设

状、体征,每个症状按无、轻、中、重分别记为 0、1、2、3

定该网络的系统误差小于 0.01,最大迭代次数 500 次。

分；并同时给出肝肾不足证、寒湿阻络证、瘀血阻络证、气血

2.2.2

两虚证、痰瘀阻络证、阴虚内热证、热毒蕴结证、寒热错杂证、

不足证、寒湿阻络证、瘀血阻络证、气血两虚证、痰瘀阻络证、

脾肾阳虚证等 10 个基本证型的诊断。从上述病例中抽取临床

阴虚内热证、热毒蕴结证、寒热错杂证、脾肾阳虚证等 10

症状和证型诊断构成样本集合,作为神经网络的学习和测试样

种证型诊断样本的期望输出值分别定为(0,1,0,0,0,0,0,0,

本。在神经网络的训练过程中,症状向量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

0,0),……,(0,0,0,0,0,0,0,0,0,1)。预测整合输出值为(0,

向量,证型诊断分别对应网络的输出向量。

0.2,0.4,0.6,0.8,1),这 6 个数值分别对应原始输出值的(0－

2

0.1,0.1－0.3,0.3－0.5,0.5－0.7,0.7－0.9,0.9－1)区间的

研究方法

2.1

数据预处理及病例分组
先对所有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使处理后的输入输出信息

类风湿关节炎证候 BP 网络的输出方式

将具有肝肾

数值。整合输出值≤0.4 为诊断不成立,≥0.6 为诊断成立。
2.2.3

基于共轭梯度下降算法的类风湿关节炎证候 BP 神经网

均在(0,1)区间。对上述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主成分的选择标

络模型的训练

准定为 95%。数据经过主成分分析,前 98 个主成分的贡献率涵

布的随机数,利用 train 函数对网络进行训练,第 1 次训练经过

盖了总共 183 个指标的 95.035%的信息,故我们取前 98 个主成

89 次迭代以后,网络的系统误差降至 0.009 450 59；第 2 次训练

网络参数的初始值取为[-0.5,+0.5]上均匀分

经过 56 次迭代后,网络的系统误差降至 0.009 423 47；第 3 次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0409005)；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训练经过 58 次迭代以后,网络的系统误差降至 0.009 174 36。

(90050026011)

上述数值均小于规定的最小误差 0.01,提示网络趋于稳定,网络

频,苔薄黄,脉细。上方加乌药 10 g,续进 7 剂,以巩固疗效。

确的抗痨作用,但能够有效地降低化学抗痨药物的毒副作用,

3

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肺痨的治疗应该中西医相互配合,

小结
肺痨病位在肺,久则累及他脏。肺脾乃子母相关脏腑,从脾

取长补短,以保证患者抗结核治疗的顺利完成。

着眼,补脾而益肺,在临床往往能取得较好疗效。临床上,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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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毒副作用,大大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中医药虽无明

(收稿日期：2009-06-08,编辑：梅智胜)

2010 年 3 月第 17 卷第 3 期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性能达标,训练自动停止。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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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这是目前在不打开人体黑箱的前提下,建立非线性证候

类风湿关节炎证候 BP 神经网络模型的测试

该网络

模型、反映证候的内在规律和特征的有效方法。

模型的权值趋稳,训练结束后,分 3 次分别对 1/3 测试样本做检

BP 神经网络有一个明显的缺点是收敛速度非常慢,为此,

验。规定单证阳性诊断的符合情况为单证特异性；所有单证诊

我们基于共轭梯度学习算法,采用 trainscg 函数改进 train

断的符合情况为单证准确率；病例的全部证型诊断符合情况为

函数,从而加快了神经网络的收敛速度。我们建立的 RA 证候网

诊断准确率。即：单证特异性(%)＝预测输出所有单证阳性符

络模型 3 次训练的迭代次数分别为 89、56、58,说明通过改进

合例数/期望输出所有单证阳性例数×100%；单证准确率(%)＝

的 BP 神经网络具有很好的收敛性能。

预测输出所有单证符合例数/期望输出所有单证例数×100%；

另外,针对临床证候资料多存在兼夹证以及各证型之间有

诊断准确率(%)＝预测输出符合例数/所有病例数×100%。其中,

主次之分的情况,我们首先将模型的输出采用 1 个输出节点对

以整合输出值的大小排序,主证为证候的前 2 位证类,兼证为

应 1 种证型的方式,比如,RA 证候模型共有 10 个证型,我们将

第 3 位证类,第 3 位以后的证类忽略不计。

包含 10 个证型的输出采用(0,1,0,0,1,0,0,0,0,0)的方式,其

3

中,括号内每一个数值代表一种证型,“0”表示诊断不成立,

结果
测试结果显示：3 次测试的平均单证特异性为 81.31%,平

均单证准确率为 95.70%,平均诊断准确率为 90.72%。
结果见表 1。
表1

RA 证候 BP 神经网络模型测试结果与临床诊断结果的比较

实验
次数
1

2

3

整合输出值整理成(0,0.2,0.4,0.6,0.8,1)等 6 个等级的方式,
这 6 个数值分别对应原始输出值的(0－0.1,0.1－0.3,0.3－0.5,

单证特

单证准

符合

诊断准

0.5－0.7,0.7－0.9,0.9－1)区间的数值,并规定整合输出值≤

异性(%)

确率(%)

例数

确率(%)

0.4 为诊断不成立,≥0.6 为诊断成立,这样就进一步根据整合

学习样本 510

94.216

99.078

510

100

输出值的大小直接判断有几个兼夹证以及各证型的主次地位

测试样本 255

80.739

95.569

228

89.412

了。可见,我们建立的 RA 证候网络模型不仅能够利用神经网络

学习样本 510

96.209

99.353

507

99.412

的自主学习能力从大量的样本中抽提出比较全面的证候内在规

测试样本 255

80.867

95.804

235

92.157

律,具有良好的诊断、预测能力,而且操作简便,真正实现了证候

学习样本 510

96.272

99.314

509

99.804

诊断的智能化。ANN 技术是中医证候非线性建模的可行性方法。

测试样本 255

82.322

95.725

231

90.588

虽然我们已经证实了 ANN 用于证候非线性建模的可行性,

81.310

95.700

90.720

但是,以目前的技术,还无法从网络的联接权中抽提出网络通

样本数

测试样本平均值

4

“1”表示诊断成立,这样就可以诊断兼夹证了；然后,我们将

讨论

过自动学习所获得的证候规律,今后可以围绕这个关键问题继

ANN 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能够通过自动学习来解决问题,

续开展研究。另外,证候的诊断信息具有模糊性特征,用模糊神

对样本的学习过程,即为对网络中神经元间的联系强度(即权

经网络理论应更能够逼近证候的全貌,我们曾经试图用模糊神

重系数)逐步确定的过程,通过对样本的学习,可以学会识别自

经网络进行证候的非线性建模研究,但是,目前的模糊神经网

变量与应变量间的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经过充分学习后的 ANN

络还无法处理证候的兼夹问题,模糊神经网络的输出结果只能

获取了样本的特征规则,并将这些规则以数字的形式分布存贮

是多类中的一类,因此,我们暂时未作。今后我们将围绕这方面

在网络的连接权中,从而构成了系统的非线性映射模型。用

展开深入研究,力争建立证候的模糊神经网络模型。

ANN 建模,可将过程或对象看成一个“黑箱”,只要测得输入输

总之,一门学科只有不断地吸纳先进的思想与技术,在继

出数据,就可以建立相应的模型,不必象传统的系统辨识那样

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才能真正具有生命力。中医证候复杂系

把过程或对象分为线性系统还是非线性系统,也不必对过程或

统研究,呼唤非线性科学、人工神经网络、计算数学、模糊数

对象内部进行分析,这对未知过程的系统辨识是十分方便的。

学、信息工程、医学工程、复杂性科学等多种边缘学科、交叉

中医证候体系具有复杂系统的非线性、开放性、层次性、
涌现性和高维性特征,是一个多维多阶多变量的非线性复杂系
[2-3]

统

。中医学辨证施治过程,实质上是对大量数据信息作出处

学科理论和技术方法的介入,理论上的探讨和不断切实可行的
实践探索并行,才能使中医证候规范研究从量的积累上升到质
的飞跃。

理,提取规律的过程。如何从中医学大量现象学描述中寻找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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