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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医电子病历（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EMR）包含大量的医疗知识和患者健康信息，对该类信

息的抽取和挖掘对中医药的传承和创新有着重要意义。然而以纯文本形式记录的中医电子病历是一种非
结构化信息，阻碍了中医药临床经验的总结与挖掘。本文主要讨论如何用机器学习算法对非结构化的中医
电子病历文本进行信息的分类抽取，抽取出症状、处方、治法等有用信息。先将电子病历文本进行分词，然
后进行标签标注，采用朴素贝叶斯和 word2vec 算法训练形成模型，最后进行模型测试。实验结果表明，该算
法模型的信息抽取查准率可达 80% 以上。该研究在中医电子病历文本信息抽取领域做出了初步探索，为进
一步进行中医药领域的数据挖掘和科研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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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病历是指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过程中，使用

究，在有效数据的抽取上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医疗机构信息系统生成的文字、符号、图表、图形、数

增加了科研成本。因此，研究如何通过计算机算法，

据、影像等数字化信息，并能实现存储、管理、传输和

把一个完整的中医电子门诊病历文本的有价值信息

[1]

重现的医疗记录 。中医电子病历则是特指中医师在

自动分类输出，对中医诊疗经验的传承与中医电子病

为患者治疗疾病时，记录诊疗过程的一种方式，主要

历的数据挖掘，以及更有效率地进行相关领域科研工

包含了中医“望闻问切”的具体内容、治法和处方等信

作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息。中医电子病历可供医护人员进行诊疗经验的分

如何有效地抽取中医电子病历中的特定内容，必

享，有利于中医的传承和创新，对临床决策支持、循证

须先对电子病历文本中的各种医学命名实体进行有

医学实践和个性化医疗服务等具有重要意义。在现

效识别。目前，医学命名实体识别的方法主要有基于

今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中医电子病历对中医药信息的

字典、基于规则和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随着人工智

数据挖掘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往往是最

能时代的逐渐到来，基于机器学习甚至是深度学习[2]

直接的数据来源。一个完整的中医门诊电子病历通

的方法体现出了较大的优势，并成为当前研究方法的

常记录了较多信息，如症状、处方、治法等，这些信息

主流。

以纯文本、非结构化的形式记录在电子病历中，不利

朴素贝叶斯算法与词向量（word2vec）都是比较成

于进行专门的数据挖掘与分析。以往的医学科研人

熟的文本分类机器学习算法。如詹鹏伟等[3]使用朴素

员往往是人工抽取自己需要的病历文本信息进行研

贝叶斯算法过滤垃圾邮件，罗杰等[4] 使用朴素贝叶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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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QQ 群信息进行文本分类。朴素贝叶斯基于古典数
学贝叶斯理论，假设样本各属性间相互条件独立。判

断文本属于哪个类别，根据文本属于哪个类别的条件
概率越大就判定为哪类，其中属于某类别的条件概率
是依据贝叶斯公式计算样本的关键词属于各类别的
条件概率乘积。从其原理可以看出，朴素贝叶斯算法
忽视了词条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不注重文本的上下文
联系，且忽略了同义词的影响，适用于提取文本中内
[5]

容较短、同义词少的字段 ，如‘舌’
‘ 脉’信息。与之不
同的是，word2vec 算法是把每个分词转化为向量[6]，从

而可以刻画每个分词及其上下文的分词集合。利用
其上下文联系强的特点，词向量（word2vec）适合于语
段较长、有强上下文关联的中文语句分类。如张谦
等[7]使用 word2vec 进行微博文本内容分类，陈杰等[8]利

1
1.1

类的条件概率是 P(Ci|d)，根据贝叶斯定理，有：
P ( d|C i ) P (C i )
P (C i|d ) =
,i = 1,2,...,k
P (d )

(1)

其中，P(d)对于所有类均为一个常数，可以忽略。对于
待分类文本字段 d，本文采用向量空间模型，其基本思

想是将每一个文本字段表示为一个向量 d=(w1,w2,...,
wm)，m 是 d 的分词个数（去除停用词之后），wm 代表分
词。有：

P ( d|C i ) = ∏ P ( w j|C i ),i = 1,2,...,k
m

j=1

(2)

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将待分类的文本样本 d 归于哪
类，则是根据以下公式：
C i = argmax { P (C i ) ∏ P ( w j|C i ) } ,i = 1,2,...,k
m

体关系抽取方面做了研究 ；栗伟等 采用 CRF 与规
[11]

设训练样本集分为 k 类，记为 C={C1,C2,...,Ck}，则每

本数除以训练集总样本数。对于新样本 d，其属于 Ci

在医学文本信息处理方面，杨锦峰等[9]基于 UMLS

语料库的构建[10]，并且在电子病历命名实体识别和实

朴素贝叶斯分类算法

个类的先验概率为 P(Ci)，i=1，2，...，k，其值为 Ci 类的样

用 word2vec 对不同类型的文档进行分类。

语义类型进行了中文电子病历命名实体和实体关系

相关理论

[12]

j=1

(3)

则相结合的方法识别电子病历命名实体。但是，前人

朴素贝叶斯算法比较成熟，是文本信息分类的一

主要是在西医中文电子病历中进行探索，而在中医电

种常见算法。训练完成形成各个类别的词袋后，进行

子病历信息抽取领域的相关研究并不充分，有大量的

测试时该模型就会特异性地识别相关类别信息并进

中医电子病历文本数据亟待挖掘。中医电子病历与

行分类结果输出。

西医电子病历有着很大的不同，西医电子病历中的医
学命名实体涉及很多病理生理词汇、解剖位置词汇等
各种西医专有名词，中医电子病历也会包含这些信
息，但是除此以外，更多的是描述中医“望闻问切”四
诊相关的内容信息，而这些信息需要采取特定的算法
进行识别。如中医的各种描绘脉象、舌象、苔象的词
汇，以及说明中医治疗手段（疏肝健脾、疏风解表等）
的词汇，这些中医的专有词汇在以往的研究中还是难
以识别。本文在此方面做了初步研究，完成了一个中
医电子门诊病历命名实体识别信息分类抽取过程。
利用本研究所掌握的数据，识别并抽取中医电子病历
文本中的 10 个不同类别的内容，很好地抽取了中医领

域特定命名实体。对数据集进行训练集和测试集的
划分，根据不同算法的特异性，运用算法进行训练形
成模型。其中，朴素贝叶斯算法提取舌象、脉象、治

法、诊断等信息，word2vec 算法提取处方、症状等长文

本信息。经过测试集的测试，模型较好地完成了中医
电子病历文本内容分类抽取任务。
2

1.2

词向量（word2vec）算法
word2vec 是一种浅层的神经网络算法，主要包括

2 个模型，分别是连续词袋模型模型（continuous bag of

words，CBOW）和 连 续 跳 跃 元 语 法 模 型（continuous
Skip-gram model，Skip-gram），CBOW 模型通过词的上
下文对当前词预测学习词向量，而 Skip-gram 是根据

当前词对其上下文进行预测来学习的[13]。本次研究采
用了 CBOW 模型。

word2vec 算法用来训练词向量，它将词映射到多

维的向量空间中，将词表征为一组低维实数向量，被

称为分布式表征（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6]，它可以

充分考虑上下文字段之间的关系，同时词义相近或者
相关性大的词向量在距离上也更为接近。CBOW 模

型是一个三层的网络结构，输入层（input layer）即目标

词 w(t)的前后各 c 个分词对应的词向量，这些词向量经

过 投 射 矩 阵（projection matrix）映 射 到 投 影 层

（projection layer），输出层则是以词语在语料库中的词
频作为权值构造的一棵二叉树，叶子节点对应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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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所有词语。叶子节点和非叶子节点均对应一个
向量，其中叶子节点对应的向量即为词向量，而非叶
子节点对应的向量是一个辅助向量，两种向量都是需
要通过训练学习的参数。经过一定次数的迭代训练
以后，训练的词向量和辅助向量会逐渐趋于稳定，模
型训练完成后，这些向量均会被保存在模型中，当进
行测试时，模型就会通过这些存储的向量值对文本内
容进行分类并输出分类结果。
2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中医电子病历文本信息抽取

步骤
2.1

数据准备与分词
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数据预处理与清洗，

得到初步加工的数据，本研究一共获得了 266 个中医

图1

该门诊中医电子病历文本

注：文本中隐去了医师姓名以及患者姓名等隐私信息

表1

电子门诊病历，病历中包含了患者姓名、性别、年龄、

标签代号与所属类别的对照

标签代号

症状、检查、处方等详细信息，这些内容均以纯文本形

实际意义

BS

病史 （如：胆囊炎多年等）

行分割。图 1 为一个中医电子病历，可以看出其结构

MX

脉象 （如：脉弦等）

等，还有中医“望闻问切”的相关记录和医生所开处方

ZZ

临床症状（如：咳嗽、发热等）

CF

中医处方（如：柴胡、黄芩等）

式存在。中医电子病历文本中有必要的换行符以进
化程度很低，包含多种信息，如患者姓名、性别、年龄

的记录。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本中“患者病史”下所描
述的内容，其实是患者的临床表现，真正的患者病史
应该是“既往史”字段下面的“胆囊炎”。最终训练得

为使研究更具科学性，本研究按照测试集与训练

集约为 1/4 的比例，随机从所有中医电子病历中抽取

舌象 （如：舌红等）

TX

苔象 （如：苔腻等）

ZF

中医治法（如：疏肝健脾等）

JC

西医检查（如：血压、血液等检查）

ZZD

到的模型需要准确分析判断并且识别这些内容，输出
真正正确的结果。

SX

XZD

中医诊断（中医病名）
西医诊断（西医病名）

通络”，标注为“理气 ZF 健脾 ZF 疏肝 ZF 通络 N”。在

进行标签标注时，全程由相关医学专业人员进行审核

50 个电子病历作为测试集，其余作为训练集。

与校对，以确保其标注内容的准确性。当所有训练数

骤，分词的好坏对接下来的任务处理有着直接影响。

2.3

分词[15]是中文文本预处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步

结巴分词对中文文本分词有良好的效果，利用结巴分
词对训练集电子病历文本进行中文分词，并且删除可

据的标签标注完成后，则开始进行模型训练。
2.3.1

模型训练
朴素贝叶斯模型
如上所述，朴素贝叶斯算法适用于提取中医电子

能对后续实验造成干扰的停用词，如‘，。：
（）.’等，只选

病历中字段较短、上下文联系较少的信息，主要包括

来，用于后续进行标签标注。

诊断、西医诊断共 8 个方面的内容。当训练朴素贝叶

取有价值的文字信息。分词后的文本文件被保存下
2.2

了舌象、脉象、苔象、病史、中医治法、西医检查、中医

斯分类器模型时，利用已有标签的数据，进行下列流

标签标注
对于有监督的机器学习来讲，标签是十分重要。

将中医电子门诊病历的所有有用信息全部进行分类
抽取，标签代号与其实际代表意义的对照见表 1。

分词之后，对分词分属类别进行标注。当某个类

别结束时，用 N 标注。如分词之后的“理气 健脾 疏肝

程操作，见图 2。

每个类别词袋里面的分词即为该类别所含有的

独立特征，有了每个类别词袋中各个独立特征的条件
概率（即公式（1）中的 P(d|Ci)），通过朴素贝叶斯公式

（1）计算出后验概率，再通过公式（3）取概率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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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朴素贝叶斯模型训练

从而给某个中医电子病历文本字段进行类别判断。

输出层 V（叶子节点）为词向量，P（非叶子节点）为辅助

2.3.2

向量。通过训练这两种向量，使模型可以通过输入的

word2vec 模型

如上所述，word2vec 算法适用于提取中医电子病

历中字段较长、且上下文关联较强的文本信息，包括

“柴胡”、
“ 黄芩”最终得到并且输出一个正确的标签词
“CF”。在模型训练的过程中，设置了一个较小的学习

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中医处方两方面内容。

率，alpha = 0.001。此外，由于数据较少，设置参数最

上下文预测中心词）。比如当以“柴胡 CF 黄芩”为语

终生成的模型文件以 .bin 二进制文件存储。在接下来

在训练 word2vec 模型时，使用 CBOW 模型（通过

料训练时，根据 word2vec 的 CBOW 模型，经过多次迭
代训练，即可从上下文语境“柴胡”
“ 黄芩”预测出中间
的 标 签 词“CF”
（实 际 代 表 含 义 为“ 处 方 ”
）。 图 3 为

CBOW 模型具体的网络结构，模型中一共有 n 个分词，

图3

小词频 min_count=0，使模型不丢掉任何一个分词。最
的模型调用和分类结果测试工作中，则可在 python 程

序中直接利用该模型，输入需要进行分类的中文电子
病历文本语句，分析该模型的输出结果，从而进行该
输入文本类别的判断。

CBOW 模型网络结构

注：P（辅助向量）和 V（词向量）在不断的迭代中进行更新

3
3.1

测试集测试与结果分析
分类过程
训练好模型并保存以后，则需要进行测试集的测

试。在进行测试时，首先读入一个完整的中医电子病

的应位置。其中朴素贝叶斯算法会特异性地识别舌
象、脉象、治法等八个方面信息，word2vec 算法会针对
性地识别处方和临床症状两个方面内容。

测试集进行测试的具体流程见图 4。这里需要指

历文本文档，然后依次读入文本中的每一行内容，进

出的是，中医电子病历文本中有包含病人的相关个人

入模型进行判断。分别计算属于每个类别的权重，选

数据，如姓名、性别、年龄等信息，这些信息也需要提

择最大的作为类别输出，并且写入至 Excel 文件中相
4

取，因为这些数据也是医学科研中不容忽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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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性别和年龄信息。对此，本研究采用了正则表

图4

3.2

对图 1 所示中医电子病历利用模型分类提取部分

姓名 性别 年龄

病史

舌质

舌苔

脉象

50

囊炎 1

症状

治则

淡红 苔薄自腻 脉濡弦 右尺虚滞

型糖尿

自 觉 体 温 高 ，时 有 呼 吸 困 查 ：前 目 脾，清木，养
难，口干口苦，乏力，府行 侧空腹血 血，降气，兼
一次，不成形，食谷不化， 糖 8.05

宁神

眠可 初步诊断（或诊断）

由表 2 可知，模型将图 1 所示的病历内容进行了

较好地相关医学命名实体识别及分类抽取，但仍存在

一定的误差。用正则表达式抽取的患者姓名、性别、
年龄等信息均正确，既往史中的“1 型糖尿病”属于模
型误判内容。舌象、脉象、苔象信息抽取良好，症状中
的“初步诊断（或诊断）”属于误判内容。西医检查、中
医治法与中医处方内容识别良好。
结果与分析
一般的文本内容信息抽取常见的评价标准有查

准率（Precision）、召回率（Recall）以及 F1 测量值。查准

率是模型实际抽取到的文本信息中的真正抽取正确
的比例；召回率是模型应当抽取到的文本信息中的真
正抽取正确的比例。考虑到查准率 P 与召回率 R 是相
互影响的关系，F1 测量值可以通过公式(4)求得。
2×P×R
F1 =
，
(4)
P+R
经过统计分析，最终测试生成的结果见表 3。

处方组成及单位药剂量
生黄芪 36 g、生地 15 g、熟

仍干涩，眼花，伤寒两天， 辅 助 检 益 气 阴 ，健

病

3.3

检查

食后腹泻，时有胃空，双眼

史：胆
女

信息的结果见表 2。

中医电子病历模型分类抽取结果

既往
BBB

测试集测试流程图

模型测试

表2

达式进行抽取。

地 15 g、元参 15 g、苍术 10

g、生白术 10 g、葛根 18 g、

光山药 20 g、阿胶珠（单自）

（烊）10 g、丹参 18 g、生白

芍 23 g、苏子 10 g、杏仁 10

g、炒枣仁 20 g、龙胆草 10 g

表3

模型测试结果

应当识别总数

实际识别到的个数

识别到的正确个数

640

601

501

经 测 得 精 度 P = 501/601 = 83.36%，召 回 率 R =

501/640 = 78.28%，并 由 公 式（4）得 到 F1 测 量 值 为
80.74%。经过相关医学专业人员的分析与验证，模型

较好地完成了信息提取分类的任务，但是准确率和 F1
测量值与其他相关西医医学命名实体信息抽取[16]的准

确率和 F1 测量值相比偏低，因此仍需要在跟进学术前
沿的同时，探索出适合中医电子病历文本信息抽取的
有效方法。在本研究中，可利用数据量偏少是其中的
一个缺陷，除此以外，中医有大量术语缺少统一的语
义类型界定，如“咳嗽”一词，既可以是临床表现的某
个症状，也可是一种中医病名，这一问题也导致了中
医电子病历信息分类提取的不准确性。这些都是今
后亟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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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在于总体数据有限，且可供训练的中医电子病历文本

本文为了实现对中医电子病历相关命名实体与
信息的分类提取，利用了朴素贝叶斯和 word2vec 两种

格式相对单一，造成了最终训练得到的模型对该种中
医电子病历文本格式产生了一定的特异性。希望今
后可用更为广泛和多样的数据来不断完善模型，取得

机器学习算法。先是通过对训练集的数据进行训练，

业内更为广泛和深层次的认可。本研究为提取中医

得到最终的模型，然后通过测试集进行生成模型的测

电子病历文本信息，从而进行更深一步的数据挖掘和

试。经过对测试结果的分析，得到了一个较好的中医

科研任务做了基础性工作，提出了一种值得推广的

电子门诊病历命名实体与信息抽取结果。不足之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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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Information Extra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Based on Naive Bias and
Word2vec*

Dou Tianyou ，Ye Hui ，Yi Jun2 ，Liu Yibin1 ，Cao Dong1**
1

1

(1. School of Medical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006,
China；2.College of Medical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EM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contain a lot of medical knowledge
and patients' personal health conditions. Extracting and mining this kind of informatio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CM. However, the EMRs of TCM recorded in plain text are a kind of unstructure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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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which hinders the summary and mining of clinical experience of TCM.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how to

use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to extract and classify useful information from unstructured EMRs texts of TCM, such as
symptoms, prescriptions, treatments and so on. Firstly, the texts of EMRs are segmented and labeled. Then the model can
be trained by Naive Bayes and Word2vec algorithm. Finally, the model is tested by the test set data.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ccuracy of information extraction can reach more than 80%. This research has made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in the field of extracting text information from EMRs of TCM, and provided a favorabl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data mining.

Keywords: Naive Bias, Word2vec, EMR of TCM, text information 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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