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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信息研究·

医学文献检索关键词多维分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曾展鹏
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针对临床医学文献关键词包含有证型、病症、治疗等特点，设计出医学文献关键词多维分析
系统。该系统以医学文献检索关键词分析为核心，包含文献信息管理、词频分析、多维统计分析等功能
模块，能有效解决检索文献的批量导入、数据规范化、根据关键词属性进行多维度统计分析等问题。并
以银屑病的中医药治疗为例，介绍该系统的使用及多维统计分析应用。该系统实现了在计算机辅助下进
行快捷、方便、准确的关键词多维分析，为其他医学领域数据分析系统的设计和实现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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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edical Literature Retrieval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System
ZENG Zhan-peng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Abstract: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system for the key words of medical literature wa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s of clinical literature, including syndrome, disease and treatment. The system 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medical literature retrieval key words, including docum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multidimensional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other functional modules, which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batch retrieval of imported documents, data standardization, multi-dimensional statistical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keyword attribute. Setting the treatment of psoriasis as an example, the use of the
system and multi-dimensional statistical analysis application is introduced. The system provides a quick,
convenient and accurate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the keywords, which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other medical data analysis systems.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terature retrieval; analytic system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大数据

进步”。“定义一个被称作研究前沿的专业领域的办

时代背景下，传统的医学信息检索模式已经不能适

法，源自于科学研究之间存在的某种特定的共性。这

[1]

应快速变化的需求 。《2015 研究前沿报告》也明

种共性可能来自于实验数据，也可能来自于研究方

确提出了“科学研究的世界呈现出蔓延生长，不断

法，或者概念和假设，并反映在科学家在论文中引

演化的景象。科研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掌握科

用其他科学家的工作这个学术行为之中” [2] 。所以

研的进展和动态，以有限的资源来支持和推进科学

对文献信息的提取和关联分析至关重要，它能揭示
学科的发展，为科研人员指引研究方向。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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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前沿与热点”的情报分析 [3] 。该项目需要收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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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证型、症状-治疗、证型-治疗之间的关系以及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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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统计分析原理

法，整个过程将耗费较长时间。为此，我们开发了

本系统的核心功能是对关键词作多维统计分

适用于临床医学文献自动分析的情报分析系统。该

析，其原理是根据各种数据分类的度量关系，找出

系统实现了在计算机辅助下进行快捷、方便、准确

同类性质的统计项之间的联系，是对数据进行维度

的关键词多维分析，并提取相关知识。

化分析后的度量聚集统计。其中维度化是根据数据

1 系统设计

的特性进行分类，并建立多维矩阵。具体实现方法

1.1 数据库设计

为：⑴从相关文献数据库中提取关键词或主题词，

本系统开发选取了适合大量本地运算的 C/S 应

通过词频分析获取代表某一学科研究主题或研究方

用模式，开发语言为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 VISUAL

向的高频词；⑵对高频词根据特性进行分类，形成

BASIC，采用 SqlServer2005 数据库作为数据的组织

各分类集合，分类集合之间相互组合形成多维矩

和存储对象。主要信息存放在文献记录表（WXJL）、

阵；⑶围绕该多维矩阵进行分析，统计这些词组在

关键词表（GJCB）、同义词表（TYCB）和词类属

同一篇文章中同时出现的次数。

性表（CLSX）。其中 WXJL 保存导入的文献记

多维分析的主要思路：在数据集中，若大量记

录；GJCB 保存从 WXJL 提取的关键词信息；TYCB

录在具有特征属性 A 的同时，也频繁出现了特征属

保存关键词的同义词，比如：高血压、高血压病、

性 B，则称特征属性 A 和 B 构成频繁模式[4]，表示

血压高、原发性高血压、一级高血压、早期高血压

A 和 B 之间的关联性，而这些模式可以用关联规则

等均用高血压病表示；CLSX 用于类比关键词属性

来观察和分析。

并对其逐一归类，比如：血热型属于证型，克银方

2 系统的程序开发关键技术分析与实现

属于治疗。

为了更好地体现关键词多维分析系统的实际应

1.2 功能设计

用效果，本文以“银屑病研究前沿与热点”为案

根据用户目前的需求，系统主要有 4 个功能模

例，展示系统的使用及原理。文献来源数据库为：

块。⑴关键词参数设置：主要用于设定关键词的

中 国 知 网 （ CNKI ） 、 中 国 生 物 医 学 文 献 数 据 库

TYCB 和 CLSX。⑵文献信息管理：主要是对学术

（CBM），时间段为 2010－2015 年。案例以检索

论文基础数据的管理，它们是数据分析的基础，主

结果为分析对象，列举多维分析系统在词频统计以

要实现对论文题目、关键词和年份信息的录入、编

及同义词合并的应用，并从“证型-治疗”2 个维度

辑、删除等功能。⑶词频分析：计算不同关键词在

进行统计。其中 CNKI 的检索词包括：银屑病、牛

所有选定论文中出现的频数，对关键词按频数排序

皮癣、中医药、中成药、中药、中草药、方剂，检

并确定高频关键词。在此基础上，生成词频统计表

索途径为“主题”；CBM 检索策略为："银屑病"[全

和统计图，便于研究者分析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和热

字段:智能]OR"牛皮癣"[全字段:智能]OR"银屑病"[扩

点。⑷多维分析：多维分析是本系统的核心功能，

展:不加权]AND 中医药 OR 中成药 OR 中药 OR 中

主要完成同义词合并、生成多维词组矩阵、矩阵词

草药 OR 方剂。

多维分析、数据转存等功能。系统的具体功能结构

2.1 多数据源导入

如图 1 所示。

根据检索词，本案例在 CBM 共获得 1389 条记
录，如图 2 所示；在 CNKI 共获得 1566 条记录，如

医学文献检索关键词多维分析系统

图 3 所示。对获得数据进行分解，使文献转化为计
关键词
参数设置

文献信息
管理

算机能够处理的结构化数据单元。然后通过对比查

多维
分析

词频
分析

重、字段映射合并，使之规范、准确和有序。原始
统计输出

生成多维词矩阵

同义词合并

词频统计图

词频统计表

词频排序

文献信息删除

文献信息编辑

文献信息录入

关键词词类属性表

关键词同义词表

数据查重合并后共获取记录 1863 条。该数据表是数
据分析的基本条件，处理后的结果如图 4 所示。
2.2 关键词规范化
文献数据结构化处理后可进一步提取关键词信
息，并对其规范化处理。关键词原始数据的不规

图 1 关键词多维自动检索系统功能模块

范，主要表现为多词一义，也即是同义词现象。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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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首先通过文献记录提取所有非重复关键词，
形成数据列表。然后对比同义词库逐一进行归并。
本案例共计提取关键词 3987 条，通过临床专家结合
医案认真讨论和分析，筛选出银屑病证型、治疗相
关的同义词 142 条，合并后形成标准关键词 30 条。
如图 5 所示。

图 3 CNKI 套录数据

2.3 关键词属性归类
在关键词库数据集的基础上，利用频次分析，
把频次较高的关键词组成高频词库。通过下拉框从
症状、证型和治疗等方面选取相应的特征属性。对
新增的特征属性，点击添加按钮增加并保存该分类
词库。案例中 30 条标准关键词按证型和治疗 2 个特
征属性，得到 12 条证型记录，18 条治疗记录。如
图 2 CBM 套录数据

图 6 所示。

图 4 原始数据规范化处理

图 5 关键词规范化处理

图 6 关键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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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后，得到共同出现频率最高的 2 个关键

2.4 多维统计分析
通过 12 条证型记录和 18 条治疗记录 2 个维
度，交互组成 12×18 的二维矩阵，如图 7 所示。

词为“血热型”与“凉血方”，共计出现 48 次。
其次为“血热型”与“消银方”共计出现 37 次。

图 7 2010－2015 年银屑病“证型-治疗”关键词多维统计分析矩阵

统计结果符合临床诊断和用药规律，同样统计
方法适用于“症状-证型”“症状-治疗”等其他维度

将不断对该系统进行完善及优化，提供更人性化、
更精确、更快捷的文献检索统计服务。

分析。此外，通过查阅我校附院名中医治疗银屑病

本系统在功能和使用上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

的医案发现，银屑病目前尚无固定分型，但血瘀、

不断改进和完善。⑴系统中合并同义词功能是依靠

血热、血虚等证型是银屑病最为常见的证型，其

人工判断方式进行的，可考虑增加系统自动提示的

中，血热型是广东地区患病频率最高的证型。以生

辅助建议功能，以更快速度完成合并同义词工作。

地黄、元参、杭芍、茅根、牛蒡子、知母、荆芥、

⑵如何实现从词频统计自动获取高频关键词并归类

防风、升麻、甘草等为主的“凉血方”是治疗本地

属性，以减少人工录入信息的工作量。⑶关键词分

区血热型银屑病最常用、最有效的中医处方。所

析扩展成从全文自动获取相关的关键词，结合病案

以，银屑病的纯中医治疗也与本系统的统计结果相

或医案实现自动分析功能 [5] ，从而可以更加全面地

吻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增加了本系统的可信度。

考察医学的发展变化。

对医学关键词进行多维度分析，可以帮助我们
了解医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并推断其未来研究的发
展方向。对获得的统计结果还可导出转存为 Excel、
文本文件等格式，以便于利用 SPSS 等其他统计分
析软件做进一步分析处理。
3 小结
随着医学大数据的不断发展，用户对医学情报
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关键词多维自动检索系统
的设计为图书馆情报服务的开展提供了更多、更便
捷的服务支持。该系统已在图书馆参考咨询部门应
用于相关的文献统计分析。实践应用表明，使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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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后，统计分析效率明显提高，符合用户检索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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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要求。同时，通过用户对该系统的体验和建议，

（修回日期：2016-11-04；编辑：魏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