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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按辈分贾宝玉应怎样称呼称贾代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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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1.“贾宝玉患有高血压病的可能性大不大？” 
2. “贾家的饮食应注意什么？” 

儿
子 

儿
子 

高血压 患病 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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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读《红楼梦》后，可否给出林妹妹体弱
多病的原因、解释、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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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计算 

知识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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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的计算机系统 

专家
系统 

决策
系统 

识别
系统 

问答
系统 

检索
系统 

分析
系统 

…… 

拥有并运用知识是智能的一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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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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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表示和推理 
 

• 临床决策支持的几个实践 
 

• 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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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识表示和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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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表示：知识的计算机编码方法 
     
易生长：易于人工/自动获取、更新 
 
易使用：决策任务改变，不影响知识编码 
 
*易理解：有时候要给出可解释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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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推理：运用知识的合理模式及其计算机实现 
                    合理（合乎逻辑、有效） 
                    可有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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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知识表示方法：规则、本体、计算模型 
 
•两条规则：儿子(A, B),儿子(B, C)→孙子(A, B) 
      孙子(A, B),男人(B) →称呼(A, B, 爷爷) 
 

•一段本体：咳嗽 isa 呼吸症状 
 

•一个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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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计算机能否通过考试是评测智能的标杆。 
（中、日、美） 
 
“基于大数据的类人智能关键技术研究” 
 
基于规则、本体、神经网络的知识表示和推理是核心
技术之一。 
 
 



2016/12/1 

2. 几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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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病理诊断 
 

•临床指南的自动执行 
 

•智能药师工作站 
 

•**临床知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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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远程数字病理智能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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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标 
•为小医院配备病理医生 
 

•减少病理医生疲劳 
 

•方便会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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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为小医院配备病理医生 
 实现远程租用大医院病理医生 
 

•减少病理医生疲劳 
 屏幕显示、推荐阳性区域 
 

•方便会诊 
 推荐合适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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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为小医院配备病理医生 
 实现远程租用大医院病理医生； 
 

•减少病理医生疲劳 
 屏幕显示、推荐阳性区域、推荐合适诊断结论 
 大图像的展示技术、基于SVM和NN的模式识别（机器学习） 
 基于规则和本体的知识表示和推理技术 
 

•方便会诊 
 推荐合适医生 
 基于规则和本体的知识表示和推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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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计算机可执行的临床实践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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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标 
 
•减少治疗合并症状病人的失误 
 

•辅助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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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减少治疗合并症状病人的失误 
常见慢性疾病治疗知识库及自动推理系统 
 

•辅助教学 
随机生成案例，提示规范学生治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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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减少治疗合并症状病人的失误 
常见慢性疾病治疗知识库及自动推理系统 
基于规则的疾病诊疗流程知识表示和推理 
 

•辅助教学 
随机生成案例，提示规范学生治疗过程 
基于规则的过程知识表示和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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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推理，可满足多个临床流程的并发使用，识
别禁忌/矛盾，给出最佳诊断结论/治疗方案 

一种血栓和一种溃疡的临床工作流，可能的矛盾点是:阿司匹林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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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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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病人王小明年龄小于60周岁，且收缩压小于140mmHg，舒张压小于
90mmHg，且种族不是黑人，再次生成推荐：系统给出的推荐是服用利尿剂，或者
服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或者服用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ARB）或者服用钙通道
阻滞剂（CCB），或者联合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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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智能药师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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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标 
 
•辅助药师制定关键药的合理使用规范 
 

•辅助药师发现不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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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辅助药师制定用药规范 
提供用药知识编辑平台 
 

•辅助药师发现不合理用药 
依据病历内容给出（不）合理用药及其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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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辅助药师制定用药规范 
提供用药知识编辑平台 
基于规则和本体的用药知识表示和推理 
 

•辅助药师发现不合理用药 
依据病历内容给出（不）合理用药及其解释 
基于计算模型(机器学习)和规则的病历理解 
基于本体和规则推理的决策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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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结 

临床决策支持是多种知识的综合运用 
 

1.知识表示和推理是CDS的灵魂 
  —什么样的容器决定了什么样的内容 
 
2. 是多种知识表示和推理的集成 
  —浅层决策、深层决策； 
  —大数据小知识、大知识小数据 
 
3.热点技术不重要，重要的是会用新、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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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展 望 

从医学知识“获取—运用—获取” 
 

1.系统要越用越智能； 
 

2.研究与开发要并举； 
 

3.临床知识平台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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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谢！ 
 
 

张志政 
东南大学计算机学院 
seu_zzz@se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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