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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复杂网络的不同名中医治疗肺癌用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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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两位名中医为例，探索不同名中医治疗肺癌用药经验的共性规律，为名中医治疗肺癌

的经验总结与传承提供数据支撑。方法

基于复杂网络算法，对两位不同的名中医临床电子病历进行挖掘

分析，找出其辨证与用药经验的共性规律。结果

发现了两位名中医对肺癌的辨证分型的共性之处为气阴

两虚、痰瘀郁肺、痰瘀互结；针对不同的证型，两位名中医常用中药的共性之处为北沙参、南沙参、麦冬、天门
冬、太子参、炙僵蚕、炙鳖甲、半夏、生薏苡仁等。结论

借助复杂网络算法，本研究构建不同名中医的“证-

证”和“证-药”复杂网络，通过分析不同复杂网络图谱的相似之处可以挖掘分析不同名中医治疗肺癌用药规
律的共性特点，对当代名中医经验总结与传承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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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化程度相对较高，便于数据的分析与利用。

WHO 最新发布的癌症报告显示，2018 年全球近

如何运用合适的大数据分析与挖掘分析方法，从中医

18.4%，肺 癌 的 发 病 率 与 死 亡 率 依 然 稳 居 排 行 榜 第

癌用药规律的共性特点，更好地认识中医治疗肺癌疾

1000 万人死于癌症，其中 180 万人死于肺癌，占总数的

一[1]。在肺癌疾病的防治方面，中医药有显著的效果，
特别是在全身调治、术后调理、增强体制、改善生存质

临床电子病历大数据中挖掘分析不同名中医治疗肺
病的个体化医学核心内涵，对当代名中医临床经验总
结与传承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同时,为中医临床诊

量、延长生存期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2]。中医理论

疗知识库的建立，中医智能化辅助诊疗系统（中医 AI

自身有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发

前研究的热点之一[5]。

展成熟是一代代名中医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不断总

系统）的中医处方智能化推荐奠定数据基础[4]，也是当

中医诊疗过程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进行辨证

结自己的临床经验，找出共性规律形成共识的过程，

论治和遣方用药的过程，该过程具有模型性、复杂性

共性规律的挖掘有利于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更利

等无尺度复杂网络特性，因此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

[3]

于中医技术的推广应用 。

统[6-7]。王珊珊等[8]借助复杂网络算法对名老中医周仲

随着我国中医医疗机构信息化的发展，中医电子

瑛肺癌的辨治思路进行了挖掘分析，整理出了周老对

病历系统的广泛普及，许多当代名中医在肺癌的诊疗

肺癌治疗的用药规律；杨涛等[9] 借助复杂网络对周仲

过程产生了大量的电子病历数据，其治疗肺癌优秀的

瑛治疗冠心病用药规律进行挖掘分析，整理出了周老

临床经验也蕴藏在这些海量的数据之中。电子病历

治疗冠心病的用药规律；崔慧娟等[10] 利用数据挖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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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张代钊教授运用中医药治疗肺癌经验数据进行

药异名规范化等[12]。中医证型名称参照《中医内科学》

了整理和挖掘，总结出了张教授治疗肺癌的用药规

证型分类，中药标准名称参照《中药学》教材中的中药

[11]

律。孔维莲等 利用社团分析等复杂网络算法，对薛

名称。以两位名中医的肺癌诊疗为主题，分别构建肺

教授治疗不同疾病的处方及药物配伍进行分析挖掘，

癌诊疗数据集。借助复杂网络算法，分别构建两位名

得出了薛教授治疗不同疾病的常用复方核心药物组

中医治疗肺癌的“证-证”和“证-药”多尺度复杂网络，

合。目前，大多报道都是对单个名老中医的经验数据

找出其核心证型以及核心证型对应的核心方药，以分

进行挖掘分析，而鲜有报道对不同名中医诊疗疾病的

析两位名中医治疗肺癌辨证分型和用药经验的共性

经验进行挖掘分析，本研究尝试借助复杂网络算法对

特点，并以可视化的方式进行直观展示。

两位不同的名中医治疗肺癌的临床电子病历数据进
行挖掘分析，以期找出两位名中医在肺癌疾病治疗过
程中用药经验的共性规律，为青年中医学习名中医的
经验提供新的方法和模式。
2
2.1

资料及方法
数据来源
本研究用到的肺癌电子病历数据，来源于国内某

三级甲等中医院两位名中医的肺癌患者门诊中医电

结果

3
3.1

一般结果
本研究对收集的两位名中医治疗肺癌的临床中

医电子病历和处方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名中医 A 的

有效电子处方 1102 条、中药 397 味，名中医 B 有效电子

处方为 1107 条、中药 386 味。对两位名中医诊断的肺
癌证型进行频次统计分析得出，名中医 A 诊断的肺癌

证型频数排名前 5 证型有气阴两虚（741）、痰瘀郁肺

子病历。其中，在名中医 A 的肺癌病人 187 例中男性

（529）、痰 瘀 互 结（337）、热 毒 痰 瘀（204）、癌 毒 走 注

年龄 57 岁，有效处方 1102 张，平均复诊 5.8 次；在名中

型分别是气阴两虚（973）、痰瘀郁肺（535）、痰瘀互结

116 例，女性 71 例，最小年龄 31，最大年龄 83 岁，平均

（112）；名中医 B 的肺癌辨证分型中频数排名前 5 的证

医 B 的肺癌病人 156 例中，男性 102 例，女性 54 例，最

（301）、脾虚痰浊（237）、肺脾气虚（103）。对两位名中

小年龄 35，最大年龄 76 岁，平均年龄 55.5 岁，有效处方

医开立的电子处方中的中药进行频数统计分析得出，

2.2

参、南沙参、麦冬、泽漆、山茨菇、太子参、白花蛇舌草、

1107 张，平均复诊 7.1 次。
纳入标准

名中医 A 的处方中使用频数排名前 20 的中药有北沙

两位名中医接诊的肺癌患者，西医的第一诊断均

仙鹤草、猫爪草、炙鳖甲、炙僵蚕、肿节风、法半夏、制

为肺癌，且采取了中医保守治疗或术后采取中医保守

南星、生黄芪、露蜂房、半枝莲、天门冬、炙桑白皮、生

治疗,以服用中药汤剂为主，治疗过程中随访或治疗后

薏苡仁等；名中医 B 使用频数排名前 20 的中药有北沙

随访患者的症状有明显改善，且患者满意度较好的。

参、南沙参、麦冬、太子参、天冬、苏梗、栀子(生)、花蕊

同时，患者的电子病历信息完善（已对患者隐私信息

石、炒白术、姜半夏、制大黄、补骨脂、地骨皮、生薏苡

进行脱敏处理），包括患者的基本信息（性别、年龄、职

仁、炒莱菔子、山茱萸、浙贝母、鱼腥草、红豆杉、生蒲

业）、诊疗信息（就诊时间、就诊次数、西医诊断、中医
诊断、中医证型、舌苔、脉象、症状体征、电子处方），以

黄等。见表 1、表 2。
3.2

构建“证-证”和“证-药”复杂网络

中医临床诊疗与用药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网

及随访记录等信息。
2.3

排除标准
本研究的排除标准：中医诊断和中医证型信息缺

失的；纳入标准指标信息不完善的；无随访记录或治
疗中及治疗后随访效果不明显的患者。
2.4

数据处理
对采集的两位名中医治疗肺癌电子病历和处方

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主要包括两位名中医的辨证证
型名称的统一规范化和标准化、中药组合的拆分、中
2

表1
序号

名中医 A

辨证证型频数分布表
名中医 B

病机

频数

序号

病机

频数

1

气阴两虚

741

1

气阴两虚

973

3

痰瘀互结

337

3

痰瘀互结

5

癌毒走注

5

肺脾气虚

2

痰瘀郁肺

4

热毒痰瘀

529
204
112

注：仅列举频数排名前 5 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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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瘀郁肺

4

脾虚痰浊

535
301
237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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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名中医 A

序号

中药频数分布表

中药

频数

序号

1

北沙参

1057

1

3

麦冬

1001

3

5

山茨菇

6

白花蛇舌草

9

猫爪草

11

炙僵蚕

13

法半夏

15

生黄芪

17

半枝莲

19

炙桑白皮

2

南沙参

4

泽漆

7

太子参

8

仙鹤草

10

炙鳖甲

12

肿节风

14

制南星

16

露蜂房

18

天门冬

20

生薏苡仁

1001
978
930
801
795
759

名中医 B
中药

频数

北沙参

1060

2

南沙参

4

太子参

7

苏梗

麦冬

5

天门冬

6

栀子(生)

9

炒白术

11

制大黄

13

地骨皮

8

花蕊石

657

10

姜半夏

563

12

补骨脂

14

生薏苡仁

16

山茱萸

18

鱼腥草

20

生蒲黄

737
586
533
531
517
507
494
488
450
360

注：仅列举频数排名前 20 的中药

15

炒莱菔子

17

浙贝母

19

红豆杉

1057
1031
1025
1025
1023
1021
1021
1019
893

图1

名中医 A 辨证核心证型

图2

名中医 B 辨证核心证型

888
886
886
886
886
843
843
760
757
756

络系统。在这个网络系统中，中医诊断的证型和开立
的中药分别构成不同的节点。节点间的多条连线代
表证型或中药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连线的多少代表
节点在整个复杂网络中的重要性的大小[13]，连线的数
量叫做节点度，其数值越大，说明其在整个杂网络中
的重要性越大。

将名中医 A 和名中医 B 的证型数据分别进行分

析，并将复杂网络的置信度设定为 0.95，生成多尺度骨
干网络图谱，通过调整节点度阈值和聚类系数，得到

“证-证”复杂网络（见图 1、图 2），将证型和中药同时导
入并对生成的多尺度骨干网络进行聚类分析，将聚类

系数设定为 65，生成的“证-药”多尺度网络图谱（见图
3、图 4），最 终 得 到 相 应“ 证 型 - 中 药 ”聚 类 表（见 表
3、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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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名中医 A“证-药”多尺度网络图
表4
序号

4
4.1

名中医 B 证型-中药分类表

证型

名中医 B 核心药

1

气阴两虚

北沙参

2

痰瘀郁肺

姜半夏[105]、浙贝母[95]、炒白术[88]、泽漆[67]

3

痰瘀互结

露蜂房[79]、白介子[67]、僵蚕[59]、炙鳖甲[48]

4

脾虚痰浊

苏梗[87]、茯神[79]、红豆杉[74]

5

肺脾气虚

旋复花[80]、枇杷叶[78]、茜草根[64]

[156]

、南沙参[124]、天冬[89]、麦冬[57]

分析及讨论
辨证分型共性分析
本研究对两位名中医的辨证分型分别进行统计

与挖掘分析得出,名中医 A 和名中医 B 对肺癌的辨证

分型的共性之处，肺癌的常见的主要证型多为气阴两
虚，同时兼有的证型多为痰瘀郁肺、痰瘀互结。肺癌
图4

名中医 B“证-药”多尺度网络图

表3

名中医 A 证型-中药分类表
名中医 A 核心中药

序号

证型

1

气阴两虚

太子参[121]、南沙参[119]、北沙参[101]、麦冬[85]

2

痰瘀郁肺

炙鳖甲[111]、山慈菇[104]、泽漆[91]、猫爪草[81]

3

痰瘀互结

红豆杉[91]、炙僵蚕[56]、制南星[48]

4

热毒痰瘀

白花蛇舌草[74]、半枝莲[51]、肿节风[49]、露蜂房[37]

5

癌毒走注

[87]

[82]

炙鳖甲 、露蜂房 、炙蜈蚣

注：中括号里的数值为网络节点度

[67]

气阴两虚之人，卫气不能固摄肌表，容易感受外面邪
气，外邪不出必然导致气机不畅，然后就会形成痰瘀，
痰瘀不化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癌毒。癌毒容易走注，容
易扩散和转移，还容易复发。肺癌患者在手术后和放
化疗后，会大大的损伤元气，而耗伤气阴，以致肺癌的
患者气阴两虚的居多。
《杂病源流犀烛》中说道：
“ 当邪
气积聚在胸中的时候，便会阻塞气道，而使得气机不
得通畅，进而化生为痰为瘀；此时皆邪气与正气相搏
斗，正气无法制胜的时候便会形成有形的结块”。肺
气虚，气机不畅，痰瘀在胸胁无法外出，久之必然郁阻
肺络，而成痰瘀郁肺和痰瘀互结之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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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肺癌证型数据复杂网络的聚类结果可以看出，

名中医 A 和名中医 B 对气阴两虚、痰瘀郁肺、痰瘀互结

之证型的认识是一致的。与此同时，两位名中医对肺
癌的辨证分型也有些许差别：名中医 A 认为，除去常

北沙参、南沙参、太子参、天门冬、麦冬等益气养阴的
中药；当主要证型为痰瘀郁肺、痰瘀互结时，共性的常
用中药为炙鳖甲、山慈菇、猫爪草、泽漆、姜半夏、浙贝
母、炒白术等化痰散结的药物。

见的主证和兼证外，还易夹杂热毒，后期也会形成癌

肺癌患者在不同发病阶段会出现不同的主证和

毒走注；名中医 B 则认为，还易夹杂脾虚痰浊和肺脾气

兼证，中医在临床治疗的用药过程中会根据实际证型

虚，正气虚则肺脾失养，久必会引起脾气亏虚。该核

情况“随证加减”。通过设置骨干网络中显示的证型，

心证型数据分析的结果也得到了两位名中医的认可，

找出两位名中医“证型-药物”复杂网络图谱的相同证

目前大多数的中医专家学者在肺癌病机的认识上有

型对应的不同药物，从而可以直观地看出两位名中医

一个共识，肺癌的病机是以正虚为本，痰凝、瘀阻、湿

的随证加减规律。例如，当兼证有热毒痰瘀、癌毒走

[8]

聚、毒结等为标 。
4.2

不同证型对应核心方药共性分析
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临床中医开方用药是根据辨

证的结果进行的，使用经方的原则也是“有是证用是
药”，根据患者的主要证型和兼有证型对中药进行相
应加减配伍。中医开立的处方中药物的分布具有君
臣佐使的规律，是非随机性的,并且具有复杂网络中的

注时，名中医 A 常用中药有白花蛇舌草、半枝莲、肿节

风、露蜂房、炙鳖甲、露蜂房、炙蜈蚣等；而当兼证有脾
虚痰浊、肺脾气虚时，名中医 B 常用的中药有苏梗、茯

神、红豆杉、旋复花、枇杷叶、茜草根等。该分析结果
也基本符合两位名中医的用药特点。
5

多尺度网络特性。基于复杂网络算法，构建两位名中

小结
新一代中医人才的成长过程中，需要“勤求古训、

医“证型-药物”复杂网络，根据证型与药物的节点度，

博采众方”，不断地向不同的名老中医学习。通过建

以及药物之间配伍的关联度，得出两位名中医气阴两

立不同名中医临床诊疗信息数据集，借助基于复杂网

虚、痰瘀郁肺、痰瘀互结等证型的核心处方的复杂网

络的数据挖掘算法，构建“证型-证型”和“证型-中药”

络图谱。图 3、图 4 中的红色节点代表一个证型，蓝色

复杂网络，并生成网络图谱，可以实现对不同名老中

色节点代表一味中药，证型与中药之间的连线代表证

医辨证、用药等方面经验的分析挖掘及比较研究。本

型对应的药物，一个证型对应多个药物，多个证型也

研究通过比较可以直观地展现不同临床中医师诊疗

可以对应一个药物；药物之间的连线的多少表示两个

肺癌疾病的辨证施治遣方用药思路，同时可以方便地

药物之间配伍的次数，可根据连线的数量筛选证型对

快捷地发现不同名中医临床诊疗疾病用药经验的共

应的核心药物组合。

性规律。该方法对总结传承当代名中医的临床经验，

通过对比两位名中医“证型-药物”复杂网络图谱

（图 3、图 4），从两个图谱的相似之处可以看出两位名
中医针对相同证型的用药共性之处。当肺癌患者的

帮助青年中医快速成长具有较大的临床意义，同时对

中医临床知识库的构建及中医 AI 系统的发展奠定数
据基础。

主要证型为气阴两虚时，两位名中医的用药组成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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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mmon Law of Different Famous TCM Experiences in Treating Lung Cancer Based on Complex Network
Shen Ganglei1 ，Hu Kongfa1＊＊ ，Yang Tao1 ，Dai Caiyan1 ，Xie Jiadong1 ，Ye Fang2

(1.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2. Wuxi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Wuxi, Jiangsu 214071, China；3.National TCM Master ZHOU
Zhongying's Work Station in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aking two famous TCM as examples, to explore the common law of the medication experience of

different famous TCM in the treatment of lung cancer, and to provide data support for the summary and inheritance of the
experience of famous TCM in the treatment of lung cancer.Methods

Based on complex network algorithm, two different

clinical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of famous Chinese medicine were excavated and analyzed to find out the common law
betwee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medication experience. Result

The common points of the two famous TCM's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yping of lung cancer are deficiency of both qi and yin, stagnation of phlegm and blood
stasis, phlegm and blood stasi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yndrome types, the common points of the two TCM's commonly

used TCM are Radix Salviae Miltiorrhizae, Radix Salviae Miltiorrhizae, Radix Ophiopogonis, Radix Pseudostellariae
Root, Stir-fried Silkworm, fried turtle shell, Pinellia ternata, raw Coix seed, etc.Conclusion

With the help of complex

network algorithm, the complex network of syndrome-syndrome and syndrome-medicine of different famous TCM can be

constructed. By analyzing the similarities of different complex network atlase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famous TCM in treating lung cancer can be excavated and analyzed, which is of great clin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summary and inheritance of the experience of contemporary famous TCM.

Keywords: Data mining, complex network, lung cancer, experience inheritance of famous and old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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