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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本挖掘的流行性乙型脑炎用药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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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利用文本挖掘技术探索流行性乙型脑炎(简称“乙脑”)临床用药规律。方法

检索中国生物医学

文献数据库,收集有关乙脑文献数据,采用基于敏感关键词频数统计的数据分层算法,挖掘乙脑中药、中成药、西药及
西药与中成药联合应用规律,并利用 Cytoscape 2.8 软件进行可视化展示。结果

中药以生地黄、板蓝根、大青叶、

生石膏、黄芩等清热解毒药最为常用；中成药以安宫牛黄丸、清开灵注射液等应用为多；西药以干扰素、利巴韦林
等抗病毒药为基础,常常与其他抗病毒药、脑细胞营养药、激素类等药联合应用,这些西药也经常与安宫牛黄丸、清
开灵等中成药联合应用。结论

文本挖掘能够比较客观地总结疾病用药规律,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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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Medication Regularity of Epidemic Encephalitis B with Text Mining Technique
TIAN Jing-ping1,2, LV Ai-ping2, ZHENG Guang2,3, ZHAO Jing2, CAI Feng2, GUO Hong-tao4, ZHAN Jun-ping2, ZHANG Ch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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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006, China；2.Institute of Basic Research in Clinical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3.School of Information,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4.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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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regularity of drugs on epidemic encephalitis B with text
mining technique. Methods The data set on epidemic encephalitis B was downloaded from CBM database.
The regularitie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CPM), western medicin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CPM and western medicine on epidemic encephalitis B were mined by data slicing
algorithm. The results are showed visually with Cytoscape 2.8 software. Results The main function of
herbal pieces was focused on clearing heat and removing toxicity. The herbal pieces such as Rehmanniae
Radix Isatidis Raxis, Isatids Folium, Paeoniae Radis rubra and Scutellariae Radix were most often used.
Angong Niuhuang Wan and Qingkailing Injection were usually used as CPM. For western medicine,
antiviral drugs such as interferon and ribavirin were often used, and they were often used together with
brain cells nutrition medicine, hormone, immunopotentiator and so on, and they were also frequently used
together with CPM such as Angong Niuhuang Wan and Qingkailing Injection. Conclusion Text mining
approach provides an important method in exploring the medication regularity for diseas, and provide
refenrence for clinical use.
Key words：text mining technique；data slicing algorithm；epidemic encephalitis B；medication
regularity
流行性乙型脑炎(以下简称“乙脑”)是由乙型脑炎病毒引

起、由蚊传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临床表现以高热、意识障碍、
惊厥或抽搐、呼吸衰竭为特征,致残率、病死率高。本病多发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30825047)；

于夏秋季节,10 岁以下儿童易感。1991－2005 年我国由于乙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0973975,81072982)；国家自

疫苗的合理应用与医疗水平的提高,每 5 年年均发病率、病死

然 科 学 青 年 基 金 (30902003) ； 中 国 博 士 后 基 金 面 上 项 目

[1]
率均呈逐步下降趋势 。近年来有研究显示,成人及老年人发

(20110940553)；中国中医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自主选题项

[2]
病率相对增高 。其防治工作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目(Z0172)；中医药行业科研专项(200907001,200907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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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借助课题组不断成熟的文本挖掘技术

[3-4]

,结合原

文献回溯、人工阅读分析等方法,对现有中文文献进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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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乙脑临床用药规律。
1

共提取到中药组合 107 项,把提取到的中药组合构建网络

资料与方法

1.1

Jul.2013 Vol.20 No.7

图(见图 1)。图中圆圈大小代表中药在文献中出现的频次,圆

文本数据收集

圈越大,则该中药在文献中出现的频次越高；连线代表中药两

在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中,“缺省”状态下检索“乙型脑

两之间的联系,连线越多,代表该中药与疾病的关联程度越高。

炎”,检索起始时间为 1978 年,截至 2012 年 7 月 23 日,共得到
文献 3225 篇,全部纳入,依次下载所有文献并保存。
1.2

文本数据处理
将收集到的数据按照下载的先后顺序,整合到一个平面文

件(.txt)里,以 ANSI 编码格式保存。然后,利用专有的文本提
取 工 具 ( 软 件 著 作 权 , 软 著 登 字 第 0261882 号 , 登 记 号
2010SR073409),对下载的非结构化的文本数据进行信息提取,
保存成格式化的、便于大型关系型数据库(Microsoft SQL
Server,SQL)处理的格式,然后导入 SQL 中进行下一步的挖掘
分析。假设每一篇文献的贡献度是相同的,一篇文献中重复出
现的关键词只需要计算 1 次,据此构建算法进行数据清洗工

图1

[3]

作 。清洗后的数据,既可以提取挖掘对象的一维频次,也可以

治疗乙脑中药网络图

由图 1 可见,以生石膏、板蓝根、钩藤、石菖蒲及僵蚕等

得到挖掘对象的二维关系,进行可视化呈现。抽出不同频次的

药为核心,分别与其他中药配伍应用。这些中药主要具有清热、

关键词对,用 Cytoscape 2.8 软件进行可视化处理,形成可视化

熄风止惊、豁痰、开窍、滋阴生津等功效。综合图 1、表 1 可

的网络图,然后结合专业知识进行解析,一旦发现不合理的结

知,治疗乙脑的中药以清热药为主,有清热泻火、清热解毒、清

果,即回溯原文献数据集,如果是噪音,仍按算法进行噪音清洗,

热燥湿、清热凉血之不同；其次为熄风止惊药、豁痰开窍药,

直至噪音降到满意为止。将最后的结果可视化成图,结合专业

还有滋阴、补气、生津等功效的药物。

知识进行解析。

2.2

2

结果

2.1

中成药文本挖掘结果
共提取到中成药 28 种,文献频次≥2 的中成药见表 2。中

中药饮片文本挖掘结果

成药以安宫牛黄丸文献频次最高,其次为β-七叶皂苷钠、清开

共提取到中药 102 味,文献频次≥3 的中药饮片见表 1。回

灵注射液；除安宫牛黄丸外,均为针剂。安宫牛黄丸具有清热

溯原文献数据集发现天冬均为“天冬氨酸转氨酶”、“门冬氨酸

开窍、豁痰解毒之功,适用于邪热内陷心包证。清开灵、醒脑

钾镁”等词,因此为噪音,应剔除。按功效可分为以下几大类。

静、穿琥宁、痰热清、双黄连注射液均有清热解毒之效,但又

清热泻火药：知母、生石膏、竹叶、栀子；清热解毒药：板蓝

各有不同。清开灵、醒脑静注射液长于开窍醒脑,双黄连、穿

根、连翘、大青叶、大黄；清热燥湿药：黄芩、黄连；清热凉

琥宁注射液长于清热解毒,痰热清注射液长于化痰解痉。强力

血药：生地黄、玄参、水牛角、牡丹皮、赤芍；其他的还有补

宁、甘利欣有抗炎、抗病毒及免疫调节等作用；β-七叶皂苷

益药甘草、粳米、麦冬、阿胶,熄风止惊药僵蚕、钩藤,豁痰开

钠注射液、川芎嗪注射液长于改善微循环。可见这些常用中成

窍药石菖蒲、远志,活血化瘀药川芎,收敛生津药五味子,其中

药以清热解毒为主,涉及开窍、豁痰、止痉、调节免疫功能、

以清热药为主。生地黄文献频次最高,其次为甘草、知母。

改善微循环等功能。

表1

文献频次≥3 的治疗乙脑中药饮片

序号

中药饮片

频次

序号

1

生地黄

21

14

表2
中药饮片
大黄

频次

序号

5

文献频次≥2 的治疗乙脑中成药
中成药

频次

序号

中成药

频次

1

安宫牛黄丸

17

6

甘利欣注射液

4

β-七叶皂苷钠注射液

10

7

穿琥宁注射液

4

2

甘草

16

15

阿胶

4

2

3

知母

13

16

麦冬

4

3

清开灵注射液

9

8

川芎嗪注射液

3

4

强力宁注射液

7

9

痰热清注射液

2

醒脑静注射液

7

10

双黄连注射液

2

4

板蓝根

12

17

栀子

4

5

生石膏

10

18

五味子

3

5

2.3

西药文本挖掘结果

6

黄芩

9

19

僵蚕

3

7

黄连

7

20

水牛角

3

共提取到西药 108 种,文献频次≥5 的西药见表 3。回溯原

8

粳米

7

21

远志

3

文献数据集,阿片均为“内源性阿片多肽”
、“阿片拮抗剂”等

9

连翘

7

22

石菖蒲

3

词,鱼精蛋白为用来处理乙脑疫苗而非治疗乙脑的药物,因此

10

大青叶

7

23

赤芍

3

二者均为噪音,应剔除。环磷酰胺有治疗乙脑的文献报道,也有

11

天冬

6

24

川芎

3

用于动物实验的造模,因此部分为噪音。表 3 中干扰素文献频

12

玄参

5

25

钩藤

3

次最高,其次为纳洛酮、利巴韦林,山莨菪碱、20%甘露醇、地

13

竹叶

5

26

牡丹皮

3

塞米松等药也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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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西药均为注射剂,干扰素、利巴韦林、阿昔洛韦、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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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药联用。

肌胞可抗病毒；纳洛酮、脑活素可营养脑细胞；东莨菪碱、山

回溯原文献数据集发现这些中成药与西药间的联合应用

莨菪碱可改善微循环和抑制腺体分泌；20%甘露醇可降低颅内

有着较好的临床疗效。如水合氯醛与安宫牛黄丸联合保留灌肠

压；地塞米松为糖皮质类激素药；丙种球蛋白、转移因子、胸

[7]
治疗重型乙脑取得较好疗效 ；复方阿胶冲剂与西医传统治疗

腺肽、环磷酰胺可增强调节免疫功能,增强机体免疫力；西咪

的对照研究结果表明,复方阿胶冲剂组治疗乙脑脑水肿有着较

替丁可抑制胃酸分泌,防治乙脑应激性上消化道出血。

[8]
好的疗效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阿胶有抗贫血、抗体克、提

共提取到西药联合应用组合 434 项,选取文献频次≥2 的
西药联合应用组合构建网络图(见图 2)。图中圆圈大小代表西

高机体免疫力、提高血小板数量,降低病变血管的通透性等作
[9]
用 。可见用阿胶制剂治疗乙脑值得深入探讨。

药在文献中出现的频次,圆圈越大,则该西药在文献中出现的
频次越高；连线代表西药两两之间的联系,连线越多,代表该西
药与疾病的关联程度越高。
由图 2 可见,分别以利巴韦林、纳洛酮、丙种球蛋白为核
心,常常与其他抗病毒药、免疫增强药、脑细胞营养药、脱水
剂、激素类等联合应用。图中左下方可见一以山莨菪碱为核心
的小网络,回溯原文献数据集发现为山莨菪碱分别与洛贝林、
[5-6]

门冬氨酸钾镁联合治疗乙脑的疗效观察,且疗效较好

。综合

图3

3

乙脑中成药、西药联合用药网络图(频次≥2)

讨论
文本挖掘技术是以计算语言学、数理统计分析为理论基础,
[10]

。文本挖掘

西药挖掘结果,表明西医在治疗乙脑中,常常采取降温、抗病

服务于生物、医药、文献研究等学科的交叉学科

毒、降颅压、镇静、激素、免疫增强剂及脑细胞营养药等综合

应用于中医药领域,能从海量的中医药文献中发现知识以促进

措施,而抗病毒治疗为其重要治疗措施。

中医临床研究和中药复方研发等多个方面。根据中医理论和专

表3
序号
1

业知识,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对中医药文献库与生物医学信息进

文献频次≥5 的治疗乙脑西药
西药
干扰素

频次

序号

西药

频次

56

10

环磷酰胺

7

行处理,可为中西医结合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径,并且结果
[11]

更加客观,可重复性强

。

2

纳洛酮

54

11

阿片

6

本研究对 3225 篇乙脑文献进行文本挖掘,得到治疗乙脑

3

利巴韦林

41

12

阿昔洛韦

6

中药饮片、中成药、西药及中成药与西药联合应用等挖掘结果,

4

东莨菪碱

17

13

胸腺肽

6

是对临床治疗乙脑用药规律的较全面总结。

5

20%甘露醇

11

14

胞二磷胆碱

5

中药以生地黄、甘草、知母、板蓝根等清热药居多,这些

6

地塞米松

7

15

聚肌胞

5

清热药有清热泻火、清热解毒、清热燥湿、清热凉血等功效的

7

脑活素

7

16

山莨菪碱

5

不同,还涉及到熄风止痉、醒神开窍、补益、生津、活血通络

8

丙种球蛋白

7

17

西咪替丁

5

等功效的药物,临床中应根据具体病情辨证施治。由药及因,

9

转移因子

7

18

鱼精蛋白

5

可推中医乙脑涉及的病理因素有热、湿、风、痰、虚、瘀等。
疾病初期以热、湿为主,热、湿是疾病的基本病理因素；随着
病情进展,或热极生风,或热灼津液为痰,或湿热蕴结成痰,而
热、痰、风又相互影响,互为因果,贯穿于疾病的各个阶段；恢
复期以虚、瘀为主。涉及的治法有清热泻火、清热解毒、清热
祛湿、清热凉血、熄风止惊、豁痰开窍、滋阴生津、补气养血、
活血通络等法,其中以清热法为主。
中成药以清热解毒为主,但又各有侧重,有的偏于豁痰开

图2

2.4

治疗乙脑西药网络图(频次≥2)

中成药、西药联合用药文本挖掘结果

窍,有的着重于开窍醒神,有的则侧重于化痰解痉,有的具有抗
炎、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改善微循环等功能,临床中应根据病

共提取到中成药、西药联合应用组合 317 项,选取文献频

情辨证施治,不可一概而论。安宫牛黄丸文献频次最高,可见其

次≥2 的中成药、西药联用组合构建网络图(见图 3)。图中中

在乙脑的治疗中较常使用。安宫牛黄丸与紫雪丹、至宝丹并称

成药的显示度和结点大小正相关,连线表示相关性。网络图中

为“温病三宝”,均为治疗温病的急救中成药,均具有清热开窍

圆圈大小代表药物在文献中出现的频次,圆圈越大,则该药物

之功,但各有专长。安宫牛黄丸药性最凉,具有清热开窍、豁痰

在文献中出现的频次越高；连线代表中成药、西药两两之间

解毒之功,适用于邪热内陷心包证；紫雪丹药性次之,长于镇痉

的联系,连线越多,代表该药物组合与疾病的关联程度越高。

开窍,适用于热盛内闭证；至宝丹凉性最弱,长于化痰开窍,适

由图 3 可见,中成药以安宫牛黄丸、清开灵注射液为核心,

于痰热内闭证。临床中应当根据三者所长,辨证施治。然而挖

与利巴韦林、干扰素、丙种球蛋白等西药联用；西药则以利巴

掘结果显示安宫牛黄丸在乙脑的救治中应用较多,至宝丹与紫

韦林为核心,与具有清热解毒、豁痰止痉、开窍醒神等功效的

雪丹应用却甚少,可见临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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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出来。cGMP 又与同是细胞内第二信使的 cAMP 关系密切。cAMP

可以直接反映气血的盛衰,心主血脉,所以心脏出现病变会影

水平与心脏功能正相关,cAMP 具有营养心肌、正性肌力、舒张

响胃经上的经穴。

血管、抗心律失常等作用。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拮抗,共同维持

综上所述,针刺“内关”可降低心包经经穴皮肤内 cGMP

着心脏信号转导和功能活动的完整性。cAMP 是交感神经递质去

的含量,这可能与针刺可以调节交感神经相关。cGMP 可能是经

甲肾上腺素(NE)的第二信使。有研究发现,心肌缺血早期支配心

穴-脏腑的经脉交感神经效应中的关键因素之一,其效应机制

肌的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导致 NE 释放增多,由此加重心肌缺

有待进一步探究。

[10]

血 。推测这种变化可能与交感神经释放相关神经递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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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了后两者的应用,应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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