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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建大规模的知识库是人工智能、自然语言理解等领域的基础任务之一。症状作为描述病人的主观
感受和诊断疾病的重要依据，更是优化智能导诊，医学问答等任务的重要因素。本文在现有的医学症状知
识库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症状的概念、特征及在医学诊断中发挥的作用，构建了一个公开的中文症状知识
库。该知识库从症状的本体分类、相关疾病、发作部位及多发人群等层面对相关属性进行了详细描述，涵
盖了 8772 种症状共计 146631 条属性关系。所构建的症状知识库是中文医学知识图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并
为 KBQA、知识推理及支持决策等应用提供了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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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uilding a large-scale knowledge base is one of the basic tasks in the field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A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describing the subjective feelings of patients and diagnosing
diseases, symptoms are important factors in optimizing tasks such as intelligent consultation and medical question and
answer. Based on the existing medical symptom knowledge base research, combined with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ymptoms and the role played in medical diagnosi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open Chinese symptom knowledge base.
The knowledge base describes the relevant attributes from the ontology classification of symptoms, related diseases,
seizure sites and multiple populations, covering a total of 146,631 attribute relationships of 8772 symptoms. The
constructed symptom knowledge bas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inese medical knowledge map, and provides a data
foundation for applications such as KBQA, knowledge reasoning and support decision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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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库》，该知识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权威的中
医学知识库之一。其中，中国疾病知识总库
（China Disease Knowledge Total Database，
CDD）是由解放军医学图书馆与重庆维普咨
询有限公司合作研发的一个面向临床医药
学专业人士，同时兼顾大众的知识型数据库
[5]
。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disc)
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开发研
[6]
制的综合性医学文献数据库 。中国中医药
文献数据库收录了 1984 年以来国内出版
的生物医学及其它相关科技期刊的中医药
文献近 59 万余篇,覆盖中医药学、针灸、气
功、按摩、保健等方面的内容。中国中医科
[7]
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自 1984 年开始进
行中医药学大型数据库的建设，目前数据库
总数 48 个，数据总量 120 余万条，包括中
医药期刊文献数据库、疾病诊疗数据库、各
类中药数据库、各类国家标准数据库（中医
证候治则疾病、药物、方剂）等相关数据库。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在
医学领域的广泛应用，研究的主题也逐渐多
元化发展，包括电子病历、临床路径等在内
的各类专科专病知识库建设成为研究热点，
[8]
如要芳等 基于本体的电子病历知识库的
研究，实现了电子病历的分析本体和语义检
[9]
索功能，郑西川等 在临床路径的知识库研
究中，提出了知识库表达模型的三个组件，
建立了知识库的规范化表达用以支持病人
[10]
的诊疗计划,Marek 等 使用文本处理和示
例学习建立了疾病症状模型。
尽管国内在医学知识库的研究已经初
有成效，但从整体情况看仍处于各自为政的
状态，缺乏深度，且对于症状知识的扩展分
类和处理也没有定下一个统一的标准相对
分散。而且，在已经提出的知识库中，关于
症状的发作部位、多发人群及症状本体等重
要分类信息上都存在着缺失、模糊的现象，
难以直接应用于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
华东理工大学在 OpenKG 1上发布了中
文症状三元组关系库，这是一个包含症状实
体的三元组的数据集。中文症状库的数据来
自 8 个主流的健康咨询网站、3 个中文百科
网站和电子病历。它还包含了中文症状与

症状（symptom）是指病人主观感受到
不适或痛苦的异常感觉或某些客观病态改
变，是临床诊断的主要依据，对于早期发现
疾病，诊断疾病具有重要意义。了解病人各
种症状的发生和演变，是临床工作中非常重
要的内容，因为病人的感受是在其病理生理
症状的表现基础上发生的，对疾病的反应是
其他检查不能替代的。了解症状是医生向病
人进行疾病调查的第一步，是问诊的主要内
容。症状各种各样，同一疾病可能有不同的
症状，不同的疾病有可能有相同的症状，若
仅凭单一或几个症状就草率地做出诊断有
可能会造成误诊，这对于辅助诊疗和智能导
诊等自然语言处理应用都带来了极大的挑
战。
从人工智能的概念提出开始，构建大规
模的知识库（KBs，knowledge bases）一直
都是人工智能、自然语言理解等领域的核心
任务之一，是构建知识图谱的基础工作。袁
[1]
凯琦等 提出，知识图谱是语义网和知识库
的融合和升华。同时，构建一个大型的知识
[2]
库也可以支持 KBQA 、知识推理及支持决
策等自然语言处理任务。
知识库目前可以分为两种类型：Curated
[3]
[4]
KBs 和 Extracted KBs 。Curated KBs 是从
维基百科和 WordNet 等知识库中抽取大量
的实体及实体关系合并为结构化的信息。
Extracted KBs 则是直接从上亿个网页中抽
取实体关系三元组。与 Freebase 相比，这样
得到的知识更加具有多样性，而它们的实体
关系和实体更多的则是自然语言的形式，其
精确度要低于 Curated KBs。目前行业内使
用的比较多的还是 Curated KBs,主要是因为
Curated KBs 比较简单，容易构建且噪音少。
医学知识库是对医学领域信息的模型
化表示。我国最早的医学知识库研究源自于
20 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医专家系统，九十年
代的机构知识库（IR），其中的典型代表有
《中国医院知识仓库》（CHKD）、《中国
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中国疾
病知识总库》（CDD）以及中国科学院开发
的大型中医药文献库——《中国中医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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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KG 网址为：http://www.openkg.cn/

UMLS 中概念的链接结果。该数据集还提供
了关键词查询和 SPARQL 查询功能。但该知
识库也有着各种不足之处，例如：三元组的
描述体系不够完整、错别字多以及实体名格
式不规范等，以至于该知识库的质量并不能
作为标准支撑基于知识库的各种应用。
综上，本文为构建一个全面的知识库，
从症状的三元组信息出发，从 OpenKG、
CMeKG2、电子病历、医学教材和其他主流
的医学综合网站等媒介收集和整理了以症
状 为 核 心 的 中 文 症 状 知 识 库 （ CSKB 3 ，
Chinese Symptom Knowledge Base）。本文
主要介绍了症状知识库的构建过程，总结症
状信息在标注过程中遇到的典型问题，并提
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内容丰富的中文症状知识库。CMeKG 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发布 1.0 版本，并于同年 8
月 1 日更新至 2.0 版本。
CMeKG1.0 包括：6310 种疾病、19853
种药物（西药、中成药、中草药）、1237
种诊疗技术及设备的结构化知识描述，涵盖
疾病的临床症状、发病部位、 药物治疗、
手术治疗、鉴别诊断、影像学检查、高危因
素、传播途径、多发群体、就诊科室等以及
药物的成分、适应症、用法用量、有效期、
禁忌证等 30 余种常见关系类型， 关联到的
医学实体达 20 余万，CMeKG 目前的概念关
系实例及属性三元组达 100 余万。CMeKG
的目标是建立大规模、高质量的中文医学知
识图谱，为智慧医疗奠定专业知识基础。
CMeKG2.0 在 CMeKG1.0 的基础上进
行了多维度多层次的扩展与深化，对多源异
构的医学资源进行人机交互的知识提取与
知识融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症状类知识，
并对儿科疾病进行详细描述，CMeKG2.0 目
前已包含 11076 种疾病，18471 药物，14794
症状，3546 诊疗技术的结构化知识描述，描
述医学知识的概念关系实例及属性三元组
达 1566494。与 CMeKG1.0 相比，扩大了医
学知识的覆盖面，进一步提高了其描述信息
的丰富程度。
本文爬取了 CMeKG 中的疾病常见症状、
术后常见症状、药物治疗后症状等涉及
11076 种疾病的症状信息共计 102264 条。原
始语料如图 1 所示：

1 症状知识库相关研究
由于目前国内在建立中文医疗病症知
识库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用于研究的公开
医学知识库也不是很多，为了获得准确全面
的症状信息，本文首先考察了国内外关于医
疗知识资源库和医学知识图谱的构建现状，
从医学教材的症状分类体系出发，主要选用
了三个来源构建语料库

1.1 中文医学知识图谱 CMeKG
CMeKG（ Chinese Medical Knowledge
Graph）是利用自然语言处理与文本挖掘技
术，基于大规模医学文本数据，以人机结合
的方式研发的中文医学知识图谱。CMeKG
[11]
的构建参考了 ICD-10 、ATC、SNOMED、
[12]
Mesh 等权威的国际医学标准以及规模庞
大、多源异构的临床指南、行业标准、诊疗
规范与医学百科等医学文本信息，通过对各
类医学资源的整合，形成了多来源医学文本。
借鉴已有的分类方法，对文本中的信息进行
了抽取、整理与标注。对于这些非结构/半
图 1 CMeKG 语料示例
结构化的文本数据，采用了人工标注加自动
提取两种方法从中提取关系，其中自动提取
从图 1 可以看出原始的语料库是以疾病
使用了规则加 tagging 模型的方法。对于抽
为中心，将症状作为疾病的一个关系组成的
取出的关系进行人工审核评估，从而构建出
三元组，但由于该语料是由机器+人工共同
2
CMeKG2.0 网址为：http://cmekg.pcl.ac.cn/
标注的关系，所以原语料仍然存在错误，比
3
本文已将所提出的知识库资源公开，网址为：
http://47.106.35.172:8005/

3

如“如木僵”、“谵妄等”属于在症状信息
边界的切分上做的不是很好。类似的错误如
“或刺痛”、“或剧烈绞痛”、“鼻孔朝天
或”等停用词在前后的情况，通过构建停用
词表批量处理相关信息。

多与关系信息不对应的错误三元组关系，本
文以规则的方法进行了错误过滤。
1.3 主流的医学综合网站
本文从垂直医疗网站 39 健康网4和寻
医问药网5中获得以症状为核心的结构化数
据，并存储在 MongoDB 数据库中。医疗数
据主要是以疾病为中心，大小为 50M 左右。
数据形式包括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经统计，
共从寻医问药网上爬取症状相关信息 8765
条，39 健康网上症状相关信息 8225 条，其
中的症状信息包括症状定义、症状起因，相
关检查和相关治疗等。人工抽样校对后验证
了该语料中的症状信息是规范化的语言，将
爬取到的医疗数据以键值对的形式储存在
数据库中。

1.2 OpenKG 中文症状库
原语料来自于华东理工大学在 OpenKG
上发布的中文症状三元组关系库。本文摘取
了该症状中的 617499 个三元组，共包含
135485 个实体和 8 种三元组关系类型。原始
语料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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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知识库的构建

根据已收集到的症状资源进行抽样检
查后发现，三元组里的所出现的问题主要分
为三类：实体名错误、停用词与特殊符号未
切分、实体关系的描述体系不统一。我们采
取的处理方法如下。
①对于相同症状的关系信息求出一个
不同来源的交集，因为错误的信息较少同时
存在于不同的知识源。而对于差集中的症状
知识信息，总结错误类型，如手术一般以"
术"结尾，书名一般以“》”结尾，抗体药
物中含有“抗”，药品名字中大量出现“酮”，
“醚”，“素”等关键字样，病史则一般以
“史”结尾等等.....然后总结正则规律匹配字
符串，将符合特征的词条提取出来，再进行
人工校对，因为即使符合规律也有可能没有
问题。（如“抗β2-糖蛋白 1 抗体”不是症
状，但“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过高”就是
一种症状）。
②其中的停用词以“或”，
“等”，“如”
居多。对于这种边界切分不清的情况，我们
采取了统一的处理方法，即总结原语料中的
常见边界停用词，对词条首尾正则匹配停用
词后进行字符串替代为空格，使它变成可用

图 2 OpenKG 语料示例

从图 2 我们可以看出原始症状库的一些
问题：
①分类方式过于冗余，且原症状库中疾
病、症状、科室、检查、药品等实体两两之
间都通过“相关”来建立关系，但“相关”
的定义表述不清，由此定义出的关系类型并
不具有可信度。
②由症状确定治疗药物本身就不符合
医学常识，单依据症状和体征都不能决定治
[13]
疗方法 。例如头疼一症，病因有风、寒、
暑、湿、火、血瘀、气滞等不同，性质又有
寒热虚实的差异，因此，仅凭“头疼”这个
症状是不能决定治疗方法的，只有明白疾病
的原因、部位、性质以及致病因素和病人的
抗病能力的综合信息，才能有效地指导治疗
的方法和用量。对于这种不可信的三元组关
系，我们选择抛弃“症状相关药品”这类关
系的词条。
③词条中有大量的病史、药品、手术、
抗体、细菌、病毒、穴道、书名、部位等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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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健康网网址：http://www.39.net/
寻医问药网网址：http://www.xywy.com/

词条，而对词条中间出现的停用词不予处理，
尽量不改变词条本身原义。由于原语料的来
源较为广泛，实体中还存在有特殊符号，采
取的方法是将带数字、字母、特殊符号的字
符串全部提取，逐一人工校对。
[14]
③在借鉴中文电子病历标注规范 的
经验下，本研究初步制定出了关于症状知识
描述体系，数据库的键值对共分为十个大类、
症状名、定义、同义词、发作部位、所属科
室、多发群体、相关疾病、常用检查、鉴别
诊断及预防治疗。由于本数据集面向知识图
谱的构建和问答，所以所给数据为三元组形
式。
目前症状库共整理 8772 种症状信息，
共计涵盖了不同的<症状-关系-属性>的三
元组共计 146631 条。部分知识信息如下：
{symptom: 眼球内陷,definition:[眼球位置
后退称为眼球内陷。是与眼球突出相反的状
态，与眼球突出相比，较为少见。眼球内陷
指的是由于眼球以外的原因所致的眼球内
陷，必须与眼球缩小病变（小眼球、眼球萎
缩、眼球痨）和随同发生的睑裂缩小所引起
的 眼 球 位 置 后 退 的 假 像 区 别 开
来。],location:[眼|头部], department:[眼
科],population:[老人]，disease:[ A-V 综合

征, 上睑下垂, 小儿颈交感神经麻痹综合
征, 支气管肺癌, 眼眶内静脉曲张, 进行
性面偏侧萎缩症, 霍纳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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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标准

考虑到可能面对的应用场景，本文对已
经收集好的共 8772 种中文症状共计 146，
631 条的三元组信息，从三种角度进行了描
述：症状本体类型、发作部位及多发群体。
症状信息在标注时可能会存在多个属性，在
标注时候就标出多个字符串属性值。
3.1 症状本体类型
本文对症状本体的分类进行了考察，给
出了症状本体类型分类的描述体系。
将症状分为：症状，体征，组合症状，
疾病症状四种类型，并制定了同义词词表。
其中，“症状”是病人自己向医生陈述（或
是别人代述）的痛苦表现，如头疼、腹痛、
鼻塞、恶心、呕吐等；“体征”是医生给病
人检查时发现的具有诊断意义的征候，例如：
白细胞增多、低血糖晕厥、费希尔试验阳性
等；“组合症状”指当多个症状有紧密的伴
发和并发关系时，形成的有规则性的知识信
息，如咯血伴呛咳、右下腹痛伴呕吐等。具
体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症状本体类型分类表
本体类型

症状数量

例子

症状

5856

发热、心慌气短

体征

2195

低血钾、逼尿肌反射亢进

组合症状

333

腹痛伴便血、关节间隙不规则和关节腔狭窄

疾病症状

388

牙龈出血、生长发育迟缓

同义词关系

77

构音困难现象|构音障碍、肘关节疼痛|肘痛

3.2 发作部位
目前已有的研究工作对症状的分类并
不统一，根据发作部位的不同，本文将症状
信息分为：头部（头、眉、眼、鼻、耳、口、
牙）、颈部、胸部、背部、四肢（上肢、下
肢）、腹部、盆腔、腰部、臀部、生殖部位

（男性、女性）、皮肤、全身、其他（神经，
精神，行为及血液循环系统等方面的症状）
十三个大类，其中头部，四肢，生殖部位又
根据细节的不同分为了若干个子类，具体分
类信息如表 2 所示

表 3 多发群体-症状分类表
类别

子类别

数量

例子

头

514

头枕部慢性疼痛、颅内头痛

5

头部

眉

9

眉弓疼痛、眉毛外侧脱落稀疏而细

眼

430

睑结膜泪阜区灰黑色肿物、兔眼

鼻

151

鼻翼扇动、单侧鼻腔阻塞

耳

115

耳前庭听觉失衡、复听

口

342

口腔粘膜弥漫充血、舌苔发黑

牙

70

牙齿咬合无力、牙龈肿胀

颈部

200

甲状腺肿大、颈根部斜方肌及风池穴处有压痛

胸部

696

胸闷、两肺弥漫或散在可逆性哮鸣音

背部

73

脊柱前突变直局部叩痛、驼背

上肢

324

肘部的肿胀压痛、屈腕屈指无力

下肢

305

膝关节间隙弹响和疼痛、扁平足

腹部

713

胃痉挛、下腹剧痛并渐向腹中线扩散

盆腔

173

髋部酸胀不适、盆腔积液

腰部

222

持续性腰痛伴有晨僵、腰大肌痉挛

臀部

88

排粪时肛门灼痛、直肠疼痛

男性

138

睾丸发育不全、阴囊红肿

女性

359

宫颈前唇水肿、阴道黏膜膨胀

皮肤

472

毛孔角化过度、猩红热样皮疹

全身

1401

躯体或颜面某一局部的连续性抽动、疲倦乏力

1587

触觉等刺激反应过度、先天性铜代谢障碍

四肢

生殖部位

其他（神经，精神，行为及血液
循环系统等）

3.3 多发群体
部分症状会有多发人群的属性，根据普
适性的分类方法，将多发人群分为：老人，
儿童，男性和女性四种类别，具体信息如表
3 所示。

4.1 类别分析
按照以上规范和流程，历经一年时间，目
前共收录、标注并人工校对的症状信息 8772
种
对知识库中症状的类别进行统计得到的比
例如图 3、图 4 所示。
从图 3 及图 4 中可以看出，发作部位
在头部和全身的症状信息在种类上占据了
很大的比例，而背部和臀部主要是由肌肉组
成的，生病时产生病理反应的种类比较单一，
从而占据的比例最小，且远小于平均值；从
多发群体的类别分布上面可以看出，女性和
儿童占据了很大的比例，通过观察语料发现
女性为多发群体的症状大多与生产和育儿
有关；小儿由于脏腑娇弱，自身免疫系统未
发育完全，所以在占据比例上这两者高于男
性和老人。

表 3 多发群体-症状分类表
多发群体

数量

例子

老人

92

小孩

291

新生儿手足徐动、小儿夜啼

男性

91

前列腺肥大、附睾肿大发硬

女性

369

双手震颤、日常生活能力减
退和行为异常

产后下腹坠痛或阴道坠胀
感、淤血性乳房痛

4 结果分析

6

发作部位各类别比例
0.3
0.25
0.2
0.15
0.1
0.05
0

图 3 发作部位各类别比例

结果 B 作为标准答案，计算一标者的标注结
果 A 的精确度（P）和召回率（R），进而
计算 F 值，计算公式如式（1）-（3）所示：

多发群体各类别比例
0.5
0.4
0.3
0.2
0.1
0

P

A1和A2一致的标注结果总数
A2的标注总数

A1和A2一致的标注结果总数
R
A1的标注总数

老人

儿童

男性

2PR
F
PR

女性

图 4 发作部位各类别比例

(1)
(2)
(3)

[17]

文献 指出，标注一致性达到 0.8 以上
时，可以认为语料的一致性是可信赖的。最
终，本研究标注的命名实体识别一致率达到
了 0.873，实体关系一致率达到了 0.829，说
明本研究的症状知识库的三元组是可信赖
的。

4.2 人工标注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知识库三元组的准确性，在医
学专家的指导下，针对未经标注的多来源医
疗文本进行了症状及症状关系的标注工作，
共标注出有关 109 中常见疾病的症状的三元
组关系 102，281 个。形式为<实体 1-实体
2-关系-属性>
标注样例：“食物中毒@中度脱水表现
为口渴、躁动不安或易激惹的行为、皮肤弹
性变差和凹眼。食物中毒@严重脱水时，症
状更严重，可表现为休克、意识水平下降、
少尿、四肢湿冷、脉搏细速、低血压或血压
测不出、皮肤苍白。食物中毒@重度脱水患
者还可能出现体位性低血压。”<口渴|躁动
不安|......-食物中毒-症状相关疾病-中度脱
水><休克|意识水平下降|......食物中毒-症状
相关疾病-严重脱水><四肢湿冷-症状相关
部位-四肢><皮肤苍白-症状相关部位-皮肤>
[15]
标注一致性一般可以用 Kappa 值 和 F
[16]
值 来表示。Kappa 值在情感极性分类的语
料标注中应用较广，但实体识别中，若把未
标注的文本作为反例的话，则反例数量巨大
难以统计，此种情况下 F 值接近于 Kappa
值，故可使用 F 值来对实体识别标注语料进
行一致性评价，具体做法是将三标者的标注

5

应用及展望

将收集到的症状知识应用于医疗文本
的分词系统，对处理医疗文本分析将会有帮
助。症状的类别属性可以作为特征，加入到
包括知识库问答在内的各种医疗文本的自
然语言处理应用中；发作部位和相关科室属
性对智能导诊很有帮助；问诊内容属性对辅
助诊疗有很大帮助，属性信息可随症状实体
本身一起用来辅助分词，也可以作为特征加
入到机器学习应用中；也可为知识库问答提
供帮助，一般知识库的问答系统方法都是基
于语义解析的方法(SP-based)和基于信息检
[18]
索的方法(IR-based) ，所以覆盖度更高的
知识库会对问答产生更好的结果，也可为其
他医疗语言资源建设提供扩展和帮助。

7

6 结语
[10]

本文主要对多来源的中文症状信息进
行了总结和分类，初步构建了一个中文症状
知识库（CSKB）。首先调研了国内外各类 [11]
医学知识库资源的整体情况，将已有知识库
的内容进行数据清洗后规范化，形成初步的
语料库。与此同时，整合多来源医疗文本作
为标注文本，和医学专家讨论制定出症状属 [12]
性的描述体系，最后通过多轮迭代的方式标
注医疗文本，并请医疗专家全程把控标注质 [13]
量，以确保准确性，同时使用规则加机器学
[14]
习的方法进行自动抽取，并对构建过程中的
问题的解决方法进行了分析和解决。下一步，
将尝试在包含医疗文本的自然语言处理应 [15]
用中加入已经收集到的知识；同时以现有的
数据作为基础，尝试利用半监督的信息抽取 [16]
等技术进行有关医学知识的自动收录，减少
人工收录、标注、整理的工作量，有效扩充
症状医疗知识库的规模。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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