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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用可视化形式概念分析理论，研究敦煌《辅行诀》组方特色。方法

将传统研究方法

与复杂概念网络生成的形式概念分析法紧密结合，对敦煌《辅行诀》所列方剂、组方概念进行提取和规
范化表示，建立敦煌《辅行诀》方药整体知识库，并将其中的方剂、药物及二者关系作为概念进行整体
知识形式背景的生成。结果

利用复杂概念网络生成方法，实现敦煌《辅行诀》中全部方剂、药物，及

方剂-药物之间关系结构的可视化表示和整体知识发现。结论

方剂-药物之间关系结构的可视化表示和

整体知识发现为敦煌《辅行诀》方药传承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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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Visualization Form Concept Analysis Based on Prescription Integral Knowledge of Dunhuang
Fu Xing J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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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theory with visualization form concepts; To study prescription features
of Dunhuang Fu Xing Jue. Methods Traditional research methods were combined with form concept analysis
formed by complex concept networks. Prescriptions and prescription concepts in Dunhuang Fu Xing Jue were
extracted and conducted normalized representation. Integral knowledge base of Dunhuang Fu Xing Jue was
built, and the prescriptions, medicin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were used as concepts to generate the
integral knowledge form background. Results A complex concept network gener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realize visualization representation and integral knowledge discovery of all prescriptions, medicines, and the
relationship structure between prescriptions-medicines in Dunhuang Fu Xing Jue. Conclusion Visualization
representation and integral knowledge discovery can provide a new idea for the research on prescription heritage
of Dunhuang Fu Xing Jue.
Key words: Dunhuang; Fu Xing Jue; prescriptions; knowledge visualization; form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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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药物、方剂-药物、方剂-方剂之间的层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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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联系与相兼作用较复杂，很难直接发现其中蕴

构定义为 1 个方药概念形式背景。将此形式背景以

含的潜在规律。随着大数据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了

方剂为行、药物为列的 61×66 矩阵来表示，若方剂

更好传承敦煌《辅行诀》组方特色，本文将传统经

X 与药物 Y 满足敦煌《辅行诀》中方剂-药物关系，

典研究与复杂概念网络生成的形式概念分析法相结

则方剂 X 行与药物 Y 列的交叉处用“●”标记，确

合，利用描述事物普遍性和特殊性层次的复杂概念

定为方剂 X 和药物 Y 组成 1 个概念，用二元组合

网络生成方法，实现敦煌《辅行诀》药物、方剂、

（Xi，Yj）来表示。其中，Xi 与 Yj 分别是以拼音

方剂-药物之间关系结构的可视化表示和整体知识体

顺序排列的第 i 个方剂和第 j 个药。若方剂 X 与药

系发现，为敦煌《辅行诀》方药传承研究提供一种

物 Y 不符合敦煌《辅行诀》中方剂-药物关系，则方

新的思路。

剂 X 行与药物 Y 列的交叉处标为空白，表示两者不

1 资料与方法

存在概念关系。
2 结果

1.1 数据来源
[1]

选取《敦煌学大辞典》 《敦煌石窟秘方与灸
[2]

2.1 敦煌《辅行诀》方药概念形式背景

[3]

敦煌《辅行诀》中的 61 首方剂及 66 味药物均

经图》 及《敦煌中医药全书》 中收载的治疗疾病
的敦煌《辅行诀》所有方剂。

按照拼音顺序排列后，其形式背景为 61×66 矩阵，

1.2 数据规范化处理

图 1 显示了方药概念总形式背景中的一部分方剂与

药物名称、分类、性味、归经均按照《中药

药物的关系。

[4]

学》 和《中药大辞典》 进行规范。同一种中药提

2.2 敦煌《辅行诀》方药整体知识发现及可视化表示

取成分、炮制方法及入药部位不同而功效相同者，

将敦煌《辅行诀》方药形式概念背景优化完成

[5]

计为同一味药。未标明炮制情况的按原文录入。

后，利用 Excel 2003 工作表，生成敦煌《辅行诀》

1.3 数据分析与建模

方剂配伍多层次复杂概念网络可视图，实现所有方

1.3.1

敦煌《辅行诀》方药整体知识库构建

敦煌

剂-药物，即对象-属性之间方药整体知识关系结构的

《辅行诀》方药整体知识概念规范化表达，是以甘

可视化表示。

肃中医药大学张侬教授编著的《敦煌石窟秘方与灸

2.3

[2]

经图》为蓝本 。包括方药组成、方剂名称等内容

利用复杂概念网络可视图发现敦煌《辅行诀》

中方剂-单味药的关系

具备完整性、唯一性的相关概念。确保方药整体知

在敦煌《辅行诀》复杂概念网络可视图中，选

识概念的完整性、有序性及真实性，为形式背景生成

定 Excel 2003 工作表，点击“排序和筛选”按钮→

奠定基础，以达到相关概念知识体系研究的要求。

“自定义排序”按钮→在主要关键词栏里从阿胶至

概念提取规范表达方法为：方剂：方剂名；药

竹叶逐个选药物名后点击“确定”按钮，可知与敦

物：药 A、药 B、药 C、药 D……；方药：方剂名-

煌《辅行诀》中的方剂关系最密切的药物是 Y18

药 A ， 方 剂名 - 药 B ，方 剂 名 - 药 C ， 方剂 名 -药

（甘草），出现频数最高为 34 次；Y3（白芍药）

D……。例如，小腾蛇汤组成为枳实、厚朴、芒硝

排在第 2 位，频数为 22 次；Y17（干姜）排在第 3

和甘草。方药概念可规范化为：方剂：小腾蛇汤；

位，频数为 20 次；Y45（生姜）排在第 4 位，频数

药物：甘草、厚朴、芒硝、枳实；方药：小腾蛇汤-

为 14 次；Y24（黄芩）排在第 5 位，频数为 13

甘草，小腾蛇汤-厚朴，小腾蛇汤-芒硝，小腾蛇汤-

次……；Y57（皂角刺）排在第 64 位，Y58（知

枳实。将敦煌《辅行诀》所有方药均以此法规范化

母）排在第 65 位，Y59（猪肾）排在第 66 位，频

表达，利用 Excel 2003 构建敦煌《辅行诀》方药整

数均为 1 次。利用复杂概念网络可视图，可以发现

体知识信息可视图，包括 61 首方剂，66 味药物，

敦煌《辅行诀》中方剂-单味药的关系，以白芍药为

336 种方剂-药物关系。

例说明操作过程，见图 1。

1.3.2

敦煌《辅行诀》方药概念形式背景生成

将

敦煌《辅行诀》中的 61 首方剂及 66 味药物均按照
拼音顺序排列

[6-7]

2.4

利用复杂概念网络可视图发现敦煌《辅行诀》

方剂-药对关系

，并设方剂作为对象的集合，药物

在敦煌《辅行诀》复杂概念网络可视图中，选

作为属性的集合，构成 2 个集合之间的 336 种方剂-

定 Excel 2003 工作表，点击“排序和筛选”按钮→

药物关系，上述 2 个集合及其关系所形成的三元结

“自定义排序”按钮→在主要关键词栏里选 Yi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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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点击“添加条件”按钮，然后在次要关键词栏里

行诀》方剂-三味药、四味药、五味药、六味药，甚

再选 Yj→“确定”按钮，就可知敦煌《辅行诀》方

至七、八味药的关系。例如以甘草为主的敦煌《辅

剂与药对 Yi-Yj 的关系。用类似方法可知敦煌《辅

行诀》方剂-药对关系见表 1。

图 1 复杂概念网络可视图主要关键词栏选白芍药的操作截图
表 1 敦煌《辅行诀》方剂中以甘草为主的药对、方剂名称及其数量
序号
1

药对名称
甘草-白芍药

方剂名称

数量（首）

大建中补脾汤，大青龙汤，大泻肺汤，大泻肝汤，大泻脾汤，大泻肾汤，大泻心汤 2，大玄武汤，大阳旦汤，大阴

14

旦汤，建中补脾汤，小阳旦汤，小阴旦汤，正阳旦汤
2

甘草-干姜

大补脾汤，大补心汤 2，大固元补肾汤，大青龙汤，大泻肺汤，大泻脾汤，大泻肾汤，大泻心汤 2，大玄武汤，固

14

元补肾汤，小补脾汤，小勾陈汤，小泻脾汤，泻心汤
3

甘草-生姜

大白虎汤，大勾陈汤，大建中补脾汤，大腾蛇汤，大泻肝汤，大阳旦汤，大阴旦汤，建中补脾汤，小阳旦汤，小阴

12

旦汤，泻肾汤，正阳旦汤
4

甘草-大枣

大勾陈汤，大建中补脾汤，大腾蛇汤，大阳旦汤，大阴旦汤，建中补脾汤，小勾陈汤，小阳旦汤，小阴旦汤，正阳

10

旦汤
5

甘草-黄芩

大勾陈汤，大泻肺汤，大泻肝汤，大泻脾汤，大泻肾汤，大泻心汤 2，大阴旦汤，小泻肾汤，小阴旦汤，泻心汤

6

甘草-桂枝

大青龙汤，大阳旦汤，小青龙汤，小阳旦汤，泻肾汤，正阳旦汤

6

7

甘草-五味子

大补肺汤，大补脾汤，大青龙汤，泻肺汤，泻肾汤

5

8

甘草-半夏

大白虎汤，大勾陈汤，大青龙汤，大阴旦汤

4

9

甘草-茯苓

大泻肾汤，大玄武汤，小泻肾汤，泻肾汤

4

10

甘草-附子

大泻脾汤，大玄武汤，小泻脾汤

3

11

甘草-白术

大补脾汤，大玄武汤，小补脾汤

3

3 讨论

10

肺气、护正气的中医思想。

利用复杂概念网络可视图分析敦煌《辅行诀》

从方剂-药对知识可发现，含有甘草-白芍药和甘

方剂-药物关系，从方剂-单味药关系可知，与敦煌

草-干姜的方剂分别有 14 首；含甘草-生姜的方剂有

《辅行诀》中方剂关系最密切的药物是甘草，在方

12 首；含甘草-黄芩的方剂有 10 首。它们均具有寒

剂中出现的频数最高为 34 次。其余是频数为 22 的

热、辛苦、升降、刚柔、调和的配对特点，构成关

白芍药、频数为 20 的干姜、频数为 14 的生姜、频

系较密切的药对[8]。以此类推：从方剂-三味药知识

数为 13 的黄芩。甘草性平味甘，归心、肺、脾、胃

可发现，前 5 位主药的三味药组合中，含有甘草-白

经，具有补脾益肺、清热解毒、祛痰止咳、缓急止

芍-生姜的方剂有 8 首；甘草-白芍药-黄芩的有 7 首；

痛、调和诸药的功效，体现出敦煌医书保胃气、益

甘草-干姜-黄芩、甘草-白芍药-干姜和白芍-干姜-

• 10 •

Chinese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eb. 2020

Vol. 44

No. 1

黄芩的分别有 5 首；甘草-生姜-黄芩的有 4 首；白芍

药，五味药，甚至六、七味药。⑵对隐藏知识的进

药-生姜-黄芩的有 3 首。它们均具有寒热辛苦、升降

一步挖掘。本文以敦煌《辅行诀》方药整体知识发

动静、刚柔调和的配伍特点，构成敦煌《辅行诀》

现为切入点，验证了形式概念分析用于敦煌《辅行

方剂中关系最紧密的三药联用。

诀》方药知识发现的可行性，同时为传承敦煌《辅

从方剂-四味药知识可发现，前 5 位主药的四味

行诀》中医学术思想提供新思路，也为中医经典知

药组合中，含有甘草-白芍-生姜-黄芩的有 3 首，是

识发现提供了新的现代信息技术思路和方法，以推

构成小阴旦汤的主要药物，是敦煌《辅行诀》方剂

动中医学的继承和创新。

中关系最密切的四药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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