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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图谱和专家访谈分析杨霓芝教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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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知识图谱挖掘技术分析杨霓芝教授益气活血治疗糖尿病肾病的临证思路，为临床

治疗提供指导。方法

系统收集广东省中医院杨霓芝教授门诊 2007 年 5 月至 2017 年 7 月治疗糖尿病肾病

病历，严格筛选后通过广东省中医院大数据团队中医药大数据智能处理与知识服务系统进行相关数据挖
掘，并对专家进行访谈，转换为书面文字整理。结果

杨霓芝教授擅长使用益气活血法治疗糖尿病肾病，在

遣方用药方面有律可循，主要以黄芪、白术、菟丝子、山萸肉、太子参等益气补肾药和丹参、桃仁、泽兰、当归
等活血药为主；太子参-旱莲草、丹参-黄芪、当归-淫羊藿为常用药对；大黄为糖尿病肾病后期慢性肾衰的专
药。以益气活血法为主线，可以根据糖尿病肾病不同阶段进行化裁。结论

本研究对益气活血法的中药、

配伍及药-症关系加以综述研究，表明杨霓芝教授治疗糖尿病肾病以益气活血法为主，配伍得当，药症关系
密切，为今后进一步的临床研究提供思路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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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DN）即糖尿病

针对性的干预治疗试验，可是在临床实践中，往往由

性肾小球硬化症，是糖尿病最主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

于副作用过大，不能取得满意结果[5]。糖尿病肾病在

一，也是导致慢性肾功能衰竭的主要原因之一[1]。糖

中医文献中早有记载，属于中医学“消肾”
“ 下消”
“肾

尿病肾病是重要的原发病，且可继发而导致相关心血

消”等范畴[6]，相关治疗的方药汗牛充栋，显示出中医

管疾病。根据美国国家终末期肾脏病（end stage renal
disease，ESRD）登 记 处 资 料 分 析 显 示 ，从 1997 年 至

2014 年的 658168 名透析人群中，因糖尿病肾病导致的

终末期肾脏病患者中，心血管复合事件发生率为 14.6/
100 人/年，远远高于 IgA 肾病的 3.5/100 人/年 ，这对世
[2]

在防治糖尿病肾病进展中的巨大潜力。名老中医经
验系由名老中医通过几十年大样本临床诊疗经验锤
炼所得，是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系统地继承名
中医防治糖尿病肾病的临床经验、挖掘潜在的中医药
诊疗规律，显得格外重要。

界带来了重大的疾病及经济负担。目前，临床上对于

杨霓芝是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

糖尿病肾病主要采用降糖、降脂、控制血压、饮食治疗

生导师、博士后合作教授，广东省名中医，第五批全国

等综合治疗。除此之外，中医药方面有着独特的优

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
《国家中医

[3]

[4]

势，中成药如黄葵胶囊 、海昆肾喜胶囊 等，对延缓糖

药管理局-杨霓芝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尿病肾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现代医学历来的

导师，国家中医肾病临床研究基地、广东省中医院肾

研究中，虽然针对 DN 发病机制各主要环节都曾有过

病科学术带头人，从事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 40 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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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肾脏病的治疗方面经验独到，在学术上一直提倡以

确保访谈的质量和可信度。采访者预先确定好半结

“益气活血法”为基本方法治疗慢性肾脏疾病，并在实

构式访谈以获得全面的回答。本采访由杨霓芝名老

际工作中加以具体运用，收效良好。本研究通过知识
图谱数据挖掘和专家访谈法，以初步学习和展现杨霓
芝教授治疗糖尿病肾病的经验。本文受国家重点研
发 计 划 资 助（2018YFC1704100，2018YFC1704102）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面上项目（61871141）资助。
1

资料与方法

1.1

月 21 日进行面对面访谈，持续十分钟。问卷包括以下
两个层次进行。分别是开放式问题及深度问题，并依
具体情况灵活安排问题顺序和深入访谈的内容，以现

场获得的信息为依据进行调整。开放式问题主要向

受访者介绍采访：①益气活血的概念；②益气活血法
治疗糖尿病肾病常用特色治法及化裁。深入访谈问

大数据知识图谱经验挖掘

1.1.1

中医药工作室弟子卢家言对杨霓芝教授在 2019 年 2

题主要包括：大数据挖掘名医经验的看法。
整个访谈过程有录音记录，后期逐字逐句转录为

病例选取标准
病例选取标准 ：①广东省中医院 2007 年 5 月至

书面文字，并根据上下文对语音表达的情感进行记

诊断为“糖尿病肾病”；②均符合 WHO1990 年制定的 2

形成稿件后交回杨教授核对。在后面分析过程中，遇

30mg/24h 或 UMA30mg/L；④排除伴有严重心、肺、肝脏

访谈。

2017 年 7 月十年间，于杨霓芝教授门诊就诊病人，第一

录。访谈者对录音过程进行反思并记录现场回忆录，

型糖尿病相关诊断标准；③尿微量白蛋白 UAE 大于

到 需 要 进 一 步 了 解 的 地 方 ，再 次 联 系 杨 教 授 进 行

等脏器功能障碍者；⑤排除合并有急慢性传染性疾

2

本研究筛选出 78 个门诊患者共 256 诊次病例资料，通

2.1

病、严重脑血管疾病、精神疾病以及肿瘤患者。最后，
过广东省中医院大数据团队中医药大数据智能处理
与知识服务系统 （软件著作权号 2017SR561055），运

结果分析

2.1.1

[7]

用本体模型和深度学习技术的中医（TCM）知识图构
建框架进行相关数据挖掘。
1.1.2

数据分析技术
为了方便语义距离计算和语义推理，根据不同的

知识图谱挖掘结果
中药频次结果分析
基于知识图谱的画像分析与智能推荐可得，杨霓

芝教授临床治疗糖尿病肾病常用中药频次较高的（n>
100）的药物有甘草（218）、丹参（194）、黄芪（170）、菟

丝子（150）、制首乌（146）、桃仁（136）、女贞子（134）、
制山萸肉（127）、白芍（120）、泽兰（114）、白术（105）。

维度将构建的知识图聚合成结构化的矢量表示。矢

常用药物中，除了益气活血常用药物外，亦有固护脾

量表示用于根据临床情景差异重新生成结构化数据

胃药（甘草、白术）。反映了杨教授在益气活血主要思

集。生成的数据集可以存储到元知识仓库中以供进

想下，亦注重中焦脾胃健运功能的思想。具体详情

一步使用。数据集的每个样本都存在于稀疏矩阵中，
并被赋予标签列表，其中标签对应于元知识。生成的
数据集进一步用于训练递归神经网络（RNN）模型，用

见图 1。
2.1.2

中药配伍结果分析

将常用中药进行知识图谱关联，将分类设置为 7

于计算给定元知识的知识元素向量集，以发现潜在的

类。常用中药之间关联紧密的显示为同一背景图案。

隐藏知识，从而构建特定领域的知识图。利用关于中

这是机器语言识别的结果，不同大小的圆圈代表药物

草药频率和知识推理的效应模式，可以将网络中的节
点聚合成结构化向量，以反映网络中元知识之间的推

不同权重，具体见图 2。进一步分析可得中药之间关

联关系，箭头代表方向向量，即药物之间的使用聚类，

论。所有推论向量都有方向和权重。方向用于表示

双向箭头可以提炼出双向趋势，即药对。如“覆盆子-

顺序关系。权重值表示关系的强弱。

金樱子”
“ 太子参-旱莲草”
“ 丹参-黄芪”
“ 当归-淫羊

1.2

专家访谈法研究设计

藿”
“ 金樱子-覆盆子-芡实”
“ 白茅根-茜草”
“ 桂枝-泽

本研究采用了面对面的专家访谈法，通过相对客

泻”
“ 红花-赤芍”
“ 麻黄-桑白皮”
“ 苍术-黄柏”
“ 酸枣

观的专家观念和指导，以避免一些相关的潜在偏倚。
并确保采访者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相应知识背景，以
2

仁-合欢皮”
“ 牛膝-桑寄生”
“ 茯苓-黄精”等。具体详
情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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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分析
2.1.3

基于知识图谱的画像分析名医验案中药频次

图 2 常用中药之间关联关系图 3 药物-症状关联
药物-症状关联结果分析

2.1.4

药物-疾病-证型分析结果
通过知识图谱，可得到药物-疾病-证型的关系。

证，是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理概括，

通过迭代，可得到药物与症状关系，如“尿蛋白/泡

一般由一组相对固定的、有内在联系的、能揭示疾病

沫尿”与“丹参”的关联，
“ 尿血”与“川芎”的关联，提示

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病变本质的症状和体征构成[9]。

当病人出现尿血、蛋白尿时，可酌证给予丹参或川芎

本研究主要挖掘在相关疾病及证型中，杨霓芝教授的

等活血药物。这也是从深度挖掘角度反映了杨教授

用药特色规律。如“慢性肾衰”病与“大黄”有着双向

益气活血的特色思想。另外，中医四诊亦与处方思路

关联，提示大黄在慢性肾衰病中为常用搭配药物，值

存在的密切关系，如“砂仁”和“苔黄厚腻”
“ 麦芽”和

得进一步深入挖掘。据美国、日本及许多西欧国家统

“苔黄厚”
“ 女贞子”和“脉沉弱”都存在单向向量关系，
提示在病人出现苔黄厚腻的情况时，可酌症加予砂仁
燥湿行气。黄苔主里证、热证，厚苔是胃气夹湿浊邪
[8]

气熏蒸所致，主邪盛入里，或内有痰饮湿食积滞 。当
出现苔黄厚时，患者可见食积脘痞，是尚未转为“苔黄
厚腻”的节点，可用“麦芽”以佐以健脾消食。具体详
情见图 3。

计资料表明，DN 已经升为 ESRD 首位病因[5]。现代药

理研究表明，大黄能减少肠道对氨类物质的重吸收，
促进尿素和肌酐的排泄；抑制残余肾单位的病理性增
生；提高血清补体水平，增强补体活性，提高细胞免疫

功能，减少免疫变态反应的发生；抑制 IL-6 等细胞因

子的分泌，减轻免疫炎症反应[10]，为杨霓芝教授善用大
黄治疗 DN 和慢性肾衰提供了依据。
“ 藿香”与“脾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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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有着双向关联，提示在“脾肾气虚，湿热内阻”证型

中止呕，发表解暑等作用，但在同为脾肾气虚的证型

的患者中，藿香可作为临床酌证加减药物。另外，
“脾

下，
“ 湿浊内阻”和“湿热内阻”条件下的不同使用，体

肾气虚，湿浊内阻”证与“藿香”仅存在单向关联，提示
藿香并非该证型的充分条件，藿香具有芳香化浊，和

图 4 药物-疾病-证型关联分析

2.2

和加减变化，然后采用专家面对面调查方法，由杨霓

专家访谈结果

基于以上描述分析，形成糖尿病肾病的治疗主药
表1

芝教授逐一评阅，形成专家访谈意见(表 1)。

益气活血法大纲下常用药物——按功效分类

功效

2.2.1

现了该药的微调使用规律。具体见图 4。

药物

补脾肺之气

黄芪

党参

人参

太子参

西洋参

淮山

补肾气药

熟附子

淫羊藿

菟丝子

山茱萸

肉苁蓉

杜仲

巴戟天

补肾阴药

熟地

女贞子

墨旱莲

制首乌

石斛

枸杞子

金樱子

活血药

丹参

川芎

红花

桃仁

泽兰

赤芍

养血药

熟地

制首乌

当归

白芍

黄精

桑寄生

益气活血的概念

中医理论认为，气为血帅，血为气母。通过益气

“益气活血”是根据中医气血关系的基本理论，将

可以生血、行血、摄血，通过活血祛瘀通络可以消散瘀

补气和活血化瘀两大治疗法则相结合，依据糖尿病肾

血，畅通脉络。最终达到气血运行周身，相互调和，发

病所处阶段及兼夹证不同辨证给药，纠正糖尿病肾病

挥正常生理功能的目的。而针对于糖尿病肾病，气虚

患者气虚血瘀状态的治法。糖尿病肾病患者存在气

之脏主要责之于肺脾肾，故益气主要是补益肺脾肾三

虚血瘀证，气虚血瘀证贯穿于糖尿病肾病的始终，故

脏之气。血瘀贯穿始终，是导致糖尿病肾病缠绵的病

益气活血法适用于糖尿病肾病。

因及病理产物。此时，患者症见面色晦暗，脉沉涩，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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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活血祛瘀的方法，消散瘀血，畅通脉络。
临证过程中，杨霓芝教授总结糖尿病肾病疾病在

2.2.2

益气活血法治疗糖尿病肾病常用特色治法及

化裁

演变过程中可伴肺胃燥热、气阴两虚、水湿、湿浊、浊

益气活血法治疗糖尿病肾病，常用的特色药物如

毒等兼证，但始终以气虚血瘀为主线。根据杨霓芝教

下。益气药包括补肾药及补脾药。补肾药常用盐山

授多年临床经验，肺气虚兼见肺燥、肺阴不足，脾虚兼

萸肉、菟丝子、女贞子、黄精、熟地。补脾气常用黄芪、

见胃热，肾气虚兼见肾阴不足。早期以肺肾气虚为

党参、白术、淮山。活血药包括当归、桃仁、泽兰、川

主，后期以脾肾气虚为主，但始终以肾气虚为主。故

芎、赤芍、丹参、三七。结合药物频次分析、关联分析

在治疗中既要重视气虚，亦不忘血瘀，立足气虚血瘀

及杨霓芝教授临床经验筛选可得，杨霓芝教授临床治

这一根本，同时要兼顾水湿、浊毒等病理因素，予以泄

疗糖尿病肾病常用核心药物组为黄芪、丹参、制首乌、

浊蠲毒等治法。总之，益气活血，即补气活血，此乃补
肺脾肾之气，活血祛瘀通络。

图5

泽兰。详情见图 5。

结合药物频次分析、关联分析及杨霓芝教授临床经验筛选常用核心药物组

此外，以益气活血法为主线，可以根据糖尿病肾

但有价值的信息。采用数据挖掘这一前沿方法，对名

病演变过程中不同阶段进行化裁。糖尿病肾病早期

老中医临证经验进行研究，可以多维度解析个中规

临床以气阴两虚者多见，常以参芪地黄汤加减治疗。

律，分析名老中医临证经验中蕴藏的理法方药，实现

随着病情的进展，患者易出现肝肾阴虚证，常用六味

名医经验的有效总结与传承。

地黄汤合二至丸加减治疗。若阴损及阳，常出现脾肾

为了避免一些相关的潜在偏倚，数据挖掘还需要

阳虚证，临床常用实脾饮合肾气丸加减治疗。病变后

结合实际，进行专家访谈，通过与专家有效的沟通，让

期可出现阴阳两虚证，临床常选用金匮肾气丸合二至

专家结合临床进行指导，才能总结更加贴合实际的名

丸加减治疗。具体化裁可分为养阴清燥、养阴利水、

医经验。更值得注意的是，数据挖掘前，病例纳入标

养阴化浊和养阴清热。临床中各证型加药可因人、因

准和排除标准值得研究者仔细斟酌考量。纳入标准

地、因时不同而适当灵活选用。

如疾病诊断需明确；患者依从性要高，按时随诊一年

2.2.3

以上，规律坚持用药；临床疗效好，包括症状改善，实

大数据挖掘名医经验的看法
名老中医是中医药界的瑰宝。名老中医经验的

总结和传承是培养中医新生代人才的重要途径。因
此，总结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和用药规律，
对中医药的薪火相传具有重要意义和应用价值。
中医药的传承经过了口传心授、文献记载的过

验室指标表明病情进展速度低于平均水平，病情稳定
甚至好转。排除标准如自服未知药物等。
3

讨论
名老中医经验是中医传承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程，但在医学日益昌明的今天，仅仅依靠这些方法略

总结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和用药规律，对

显不足。数据挖掘能从大量数据中揭示隐含而未知，

中医药的薪火相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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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源泉[11]。

及处方变化等信息，构建名医验案本体库。计算机根

杨霓芝教授学术思想渊源于《内经》
《金匮要略》

据领域知识的定义，运用真实案例+知识本体构建，从

《难经》等中医经典理论，并受李杲、张景岳、王清任等

定义显性知识关系，到层次化的知识集，进而应用深

中医名家学术思想的影响，博文广见，师古创新。在

度神经网络（DNN）对知识集中知识元进行无监督的

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杨霓芝教授认识到气虚血瘀贯穿

空间向量学习，利用学习到的知识元向量，通过多轮

糖尿病肾病始终，其因气虚而发病，因血瘀而致疾病

的迭代后达到知识元预测误差和空间向量的平衡，得

迁延难愈，其中气虚为本，血瘀为标，二者互为因果，

出向量变化趋势。通过知识元向量训练的方法，过滤

构成本虚标实、虚实夹杂的病机特点，
“ 气虚血瘀”是

提取出客观的知识关系并进一步融合了知识向量的

[12]

贯穿慢性肾脏病发展始末的主要病机 ，并依此提出

学习，使结果客观、分析可视化（知识地图）、样本空间

“气血之要,古今脉承；气虚血瘀，肾病之由”的学术思

稳定，为进行知识聚类和隐性知识的挖掘打下良好的

[13]

基础。

想，主张以益气活血法治疗肾脏病 。
既往对于名老中医经验数据挖掘，多着眼点在于

结合知识图谱，并通过两位工作室跟诊学习的弟

对名老中医用药情况的自然语言处理，采用频数分析

子进行初步筛查结果总结临床经验，再由高年资医生

[14]

获得高频中药或方剂 ，将常用中药进行归经分析及
[15]

[16]

四气五味归纳 ，聚类分析获得方药群组 ，关联规则
[17]

指导后，提呈杨霓芝教授本人过目指点，最终提炼出
最后结果。形成了“跟诊学习-机器挖掘-资料再学

分析获得关联药对或核心药物组 ，或采用神经网络

习”的过程，有效避免了单纯跟诊学习的不全面性，及

法，决策树法，复杂系统熵聚类、无监督的熵层次聚类

单纯机器学习造成的偏倚。总结出杨霓芝教授治疗

[18]

等复杂计算形成核心药物网络 。这对于显性描述的

糖尿病肾病临证经验中，常用药物、药物关联、药物-

知识是有效的。但名医经验中的隐性知识，如蕴藏在

症状关联、药物-疾病-证型关联三个层次的结果。这

病案内的症状、中医四诊、辨证处方、随症加减、中药

些是既往研究方法所不具备的。
但本研究尚存在需要提高的部分：一是样本量未

配对等复杂知识关系，并不能准确客观的表示出来。
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方法并不能呈现出知识元的空间

能形成大数据规模，导致部分知识未能由机器识别学

关系，很难评判知识效果。机器挖掘、深度学习技术，

习。亦是知识图谱中一些碎片化知识未能形成临床

往往容易因数据量不足，而产生偏倚结果，此时，需要

意义的原因。二是目前研究只局限于经验挖掘，并未

中医学专业人士加以进行筛查。

深入到机制研究部分。下一步拟通过网络药理学等

本研究通过跟诊学习，收集十年的相关病历资
料，并结合人工智能领域的语义网络和本体技术，分

辅助进一步深度挖掘名老中医经验，以更好的继承学
习，为临床服务。

别定义整理患者就诊情况、中药处方、多次就诊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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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Law of Professor Yang Nizhi for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Based on Knowledge Graph Experimental
Mining

Luo Yueming ，Lu Jiayan ，Li Xiaopeng ，Weng Heng1 ，Hou Haijing1,2 ，Liu Xusheng1,2 ，Yang Nizhi1,2
1

1,2

1

(1.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405, China；2.
Guangdong Hospital of TCM, Guangzhou 51012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professor Yang Nizhi's medication rules of diabetic kidney disease.Method

A total

of 256 cases of outpatient of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were collected from Guangdo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May 2007 to July 2017, and the data was analyzed by us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ig Data

Intelligent Processing and Knowledge Service System for data mining.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Yang Nizhi was executed
and its process was recorded.Result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8 TCM herbs was more than 60 times, which were Milkvetch

Root, White Atractylodes Rhizome, Dodder Seed, Asiatic Cornelian Cherry Fruit, Heterophylly Falsestarwort Root,
Salvia Root, Peach Seed, Hirsute Shiny Bugleweed Herb, Chinese Angelica. According to conven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herbs with the higher rate were kidney-tonics and those for activating blood stasis. Heterophylly
Falsestarwort Root-Yerba Detajo Herb, Salvia Root-Milkvetch Root, Chinese Angelica are commonly used as medicine

suits. Rhubarb is a special medicine for chronic renal failure in the late stage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Taking

"Replenishing Qi and Activating Blood" as the main line, it can be used on different stages of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Conclusion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herbs, their compatibil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rug-disease in

"Replenishing Qi and Activating Blood" method. It is suggested that Professor Yang Nizhi treats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with "Replenishing Qi and Activating Blood" method, with proper compatibility and close relationship of medicines,
which provides ideas and basis for further clinical research in the future.

Keywords: Data mining,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Replenishing Qi and Activating Blood, Yang Nizhi
（责任编辑：闫

群，责任译审：钱灵姝）

〔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ateri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