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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几十年来，随着计算机性能的不断提高，它在医学、生物学等各个领域的应用已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

中，计算机辅助诊断已成为众多医学工作者的研究热点。重点介绍了基于Ｂａｙｅｓ公式医生辅助诊断系统的研究与开发，该
系统将成为医生诊断及治疗的重要辅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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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传统的疾病诊断过程主要是医生在过去史料的基础上，凭借个人知识经验加以综合分析、推理，进而得出各种疾病出
现的概率。这种诊断的；隹确度很大程度取决于医生个人的知识结构和行医经验，会因医生不同而产生较大偏差。为了避免
这种情况，可以利用计算机来辅助诊断。计算机辅助诊断与传统的疾病诊断基本环节一致，但不是凭经验，而是用一种定
量的推理模式，再根据定法则做出合理的临床判断…。目前，医学计算机辅助诊断系统中的常用模型主要有：基于统计
学原理（Ｂａｙｅｓ公式）、基于模糊数学原理、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等㈦。
Ｂａｙｅｓ公式是计算机辅助诊断系统中使用最早和最多，也是最成熟的方法之一，其实质是利用现有资料的统计规律分
析估计后验事件概率的大小，是一种经验的半定量化，可应用于疾病的辅助诊断。这种方法的一个优点是可以利用验后病
案反馈回来，充实现有统计数据，以进一步提高诊断；隹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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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广东药学院医药信息工程学院，５１００（）６，广东省广州市广＂Ｉ大学城外环东路２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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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基于Ｂａｙｅｓ算法的诊断

床表现或检验结果的组合（症候）：

对病人的诊断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原理分析

Ｐ｛Ａｉ）为各疾病发生的先验概率，即医

步骤：收集病人症状特征：根据个人

生在具体诊断某患者前所掌握的疾病

知识及经验积累做出诊断决策，并给

Ａ１的发病情况。

出疾病解决方案；最后是对此次诊断

２．１

Ｂａｙｅｓ算法Ｂａｙｅｓ公式是英国数学

家Ｔｈｏｍａｓ Ｂａｙｅｓ提出来的，后被发
展为一种系统的统计推断方法，称为

Ｐ（ＢＩＡｉ）为存已知疾病Ａｌ条件下，

进行总结，或作为进一步的病案统计

ＢａｙｅＳ（贝叶斯）方法。Ｂａｙｅｓ公式

各症状Ｂ出现的“条件概率”，即在ＡＩ

增加经验值，或作为新的经验用作以

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一整套理论与方

条件下某临床症候Ｂ的可能性，可以通

后的诊断依据。整个过程见图１。

法，在自然科学及国民经济的许多领

过收集足够数量的病例得到。
Ｐ（ＡｉｌＢ）称为后验概率，表示在患

域中都有着广泛应用。

者出现症状Ｂ Ｂ，－Ｊ，患疾病Ａｌ的可能性。

Ｂａｙｅｓ公式“１定义设Ａ１，Ａ２，Ａ３…，
Ａｎ为一完备事件组，对任意的事件

对于两个或更多症状存在的情况，也

Ｂ，且Ｐ（Ｂ）＞Ｏ，贝０

可用Ｂａｙｅｓ公式计算。在各症状彼此独

Ｐ（Ａｉ）Ｐ（ＢＩＡｉ）

９（Ａｉｌ８）２彳——一（滓１，２…Ⅱ）公式１
∑Ｐ（Ａｊ）Ｐ（Ｂ！Ａｊ）

立的前提下，它们同时出现的概率是
０

各自单独出现时概率的乘积，Ｂａｙｅｓ公

已知出现了试验结果Ｂ，要求找出使得

式可写为：

结果Ｂ发生的可能性最大的一个条件

Ｐ（Ａｉ｜Ｂｍ

∑Ｐ（Ａｊ）Ｐ（ＢＩＩＡｊ）ＰｔＢＺＩＡｊ）唰～）

（或原因）Ａｉ。具体的计算方法是－
先算出每个Ｐ（Ａｉ），这些在试验之前就
已经知道的概率，称之为先验概率，
它反映了各种条件（或原因）发生的

可能性大小；然后计算Ｐ（ＢＩＡｉ），它表

ＢⅡ）＝产业魁业些吐睁忆ｍ跏

在运用Ｂａｙｅｓ模型时，须注意以下
问题．
●模型中讦÷疾病互斥，先验概率
Ｐ（Ａｉ）之和要为Ｉ。

幽１医学亏冢对疾厢的谚断过栏

３．２基于Ｂａｙｅｓ公式医生辅助诊断系统
的诊断过程医生辅助诊断系统的功能
是对图１的过程进行模拟，以辅助医生
作出诊断。所谓辅助诊断，即计算机
本身不负有直接的医疗责任，只提供
给医生诊断参考，或为医学教学提供
学习研讨的资料。实际诊断过程中，

示在岗发生的条件下产生的结果Ｂ的概

●先验概率Ｐ（Ａｉ）的确定。参考文

率；又由Ｂａｙｅｓ公式反推出在结果Ｂ发

献报道和历史资料统计频率作为近似

系统主要发挥两个作用

生的条件下，条件（或原因）Ａｉ发生

估计，如果用以产生后验概率的病例

有病案统计资料辅助医生进行疾病诊

的概率Ｐ（ＡｉｌＢ），称Ｐ（ＡｉＩＢ）之为后先验

不是一个时期的全部病例，也不是从

断，并提供发生概率最大疾病的可能

概率．再比较各个Ｐ（ＡｉｌＢ）的大小，就

全部病例中随机抽取的，那么先验概

常规治疗方案供医生选择ｉ二是通过

可以找出结果Ｂ发生的可能性最大的这

率Ｐ（Ａｉ）便不能用相应的频率估计，需

分析、概括，建立新的或修改已有的

个条件Ａ。

寻求别的来源。

病案统计模块，以符合实际情况要

一是通过已

Ｂａｙｅｓ公式用于辅助诊断由Ｂａｙｅｓ

●用于鉴别诊断的症候指标须互

求，并进一步统计验后病案以充实现

公式可得“Ｂ是由Ａｉ引起”的可能性

相独立无关，因为独立才可以用乘法

有数据。此过程不仅可以提高系统诊

Ｂ）的大小，它与乘积Ｐ（Ａｉ）Ｐ（ＢＩＡｉ｝

公式。通常症候之间是不独立的，但

断的准确率，也为疾病的进一步研究

成正比。例如，在医疗诊断中，为

如果尽量注意选取相对独立的症候，

提供了宝贵数据。

了明确出现症状Ｂ的患者患疾病Ａ１，

仍可取得满意的结果。

２．２

Ｐ（Ａｉ

Ａ２·中每－ｒｅ的可能性，可用Ｂａｙｅｓ

●计算出各后验概率Ｐ（ＡｉｌＢ）后，

在基于规则系统中，通过指定推
理规则、建立知识库可以实现医生的

公式算出在有症状Ｂ的情况下，起因于

作为临床判断的依据只有当Ｐ（ＡｉｌＢ）（ｉ＝

诊断过程。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建立

疾病Ａｉ的概率Ｐ（ＡｉＩＢ），并比较各后验

Ｉ，２，…，ｎ）间差距达五倍以上或某一后验

辅助诊断系统诊断过程的模型见图２。

概率Ｐ（ＡｉＩＢ）的大小来推断患哪种病的

概率值达０．８５Ｂ？，方可下结论。

４系统设计与实现

可能性最大，这种思想方法也被广泛
应用于有模板的模式识别中。
Ｂ为用于疾病鉴别诊断的某一临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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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系统模型的建立
３．１医学专家对疾病的诊断过程‘４１医生

基于Ｂａｙｅｓ公式的辅助诊断系统重
点要完成以下功能·基于－Ｂａｙｅｓ＋２式下

进行认证，以决定

１２］齐振国，崔瑾．基于主观Ｂａｙｅｓ方法的甲状

能否进入系统。其

腺专家系统模型．沈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

次是根据用户类型

学版，２００２，２０（１）．

决定其操作权限，

【３】祝国强医药数理统计方法．北京：高等教

从而进入不同工作

育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７—２１．

界面。

【４］韦晓虎，郑虹．基于事例推理的医学诊

本系统运用

图２基于Ｂａｙｅｓ公式医峰辅助谚断系绩的诊断过程

断专家系统玉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

Ｍｉｃ ｒｏｓｏｆｔ ＶｉＳ ＬｌａＩ

学），２００６，２７（３）．

Ｃ＋＋６．０作为开发

【５］程勇，陈卫国医学影像专家系统的研究和

平台，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

应用破射学实践，２（Ｍ蝎，２１（３）：３０９

２０００作为后台数

［６］熊武，马斌荣医学诊断专家系统的发展现

据库，在实现系统

状及趋势分析．医疗设备信息，２００６，２１（４）

基本功能的条件下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２—２３】

动态病案统计模块知识库的设计与实

可使用户界面更加友好：同时，更注

（责任编辑：赵士洁）

现，即在基于Ｂａｙｅｓ公式下可以根据实

重系统数据的完整性，并用各种约束

际需要建立、修改、删除知识库中的

来减少用户误操作。
（上接第４２页）见，随着计算机和网络

病案模块；相关疾病治疗方案知识库
设计与实现；用统计学原理（Ｂａｙｅｓ公

５结论

式）数学模型实现诊断，知识库的更

在计算机辅助诊断系统中应用

新，即疾病案例的进一步统计，Ｂａｙｅｓ

Ｂａｙｅｓ公式，可使病案统计数据不断

算法在医学上应用的改进。

充实，诊断准确率不断提高，使系统

综合相应需求，系统的整个流程
见图３。

逐步趋向完善，以帮助医生提高诊断
技能，起到“医生助手”和“延伸记

考虑到医生辅助诊断系统能通过

技术的不断发展，远程医学尤其是远
程病理学的临床应用，将有广阔的发

展前景。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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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系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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