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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本友明提供了一神用于咨洵特征狀況的近程特征咨洶系統 包括收集輸入的特征數

据的輸入裝置 其中特征數掘包括介休棕洪符碩 目和介休析洪符碩 目數掘、多瑚特征碩

目和勻各瑚特征頤目肘匝的特征碩 目數据 以及迅程服各器 包括根据特征數据申的介

伸林洪符碩 目數掘存儲特征數掘的存儲裝置、介休特征分析裝置、群組特征分析裝置和

綜合特征分析裝置。本友明胚提供了一神相匝的用于咨洵特征狀況的近程特征咨珣方法。



近程特征咨洵系統及方法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一神近程特征咨洵系統及近程咨洵方法。

背景技木

舀前，致力于快速、准碗地提供各神信息井肘介人以及企此的活功迸行分析指昇的

咨胸服各此迅速崛起 。而且，隨看堵如汁算帆的信息她理役各的性能以及近程汁算帆系

統的快速友展，基于迅程汁算帆系統的能肚任大規模數掘她理的迅程咨洵系統 日益成力

俗洵服各血中提供倍息咨洵服簽的重要手段 。

近程咨洵系統的其中一介匝用是收集介人或人群的各神特征信息，堵如健康信息，

胸物刀慣倍息等，井迸行相匝分析的近程特征咨洵系統，堵如近程健康咨洵系統，沅程

胸物刁慣 咨洵系統 。 迭些咨柑系統所得出的特征分析結果肘介人的生活或者企此活功等

是非常有意又的。 因此，人們一百在致力于迭梓的近程特征咨洵系統的升友 。

肘于庇用于介人/人群健康領域的近程健康咨洵系統，自20世兒80年代 以宋 已有各神

述程健康咨洵系統陡鏤何 世井投入尖阮使用，越宋越多的用戶示于使用迭梓的近程健康

咨洵系統宋孜取各神健康信息，而免去了在匡院中鋒常遭受的肘同浪強，花費巨大等麻

煩 。肘于介人/人群的灼物刀慣迸行分析的近程灼物刁慣咨洵系統，迭些系統所能提供的

分析信息肘于大型超市或妾坊的鋒萱活功來碗是十分有意又的。但是，現有技木中的近

程健康咨洵系統、近程灼物刁慣咨洵系統仍存在堵多不足。伙技木角度宋考慮，現有的

述程特征 ，例如健康咨洵系統在系統投汁、數扼她理方面存在睹多不足，例如，缺少迸

行堵如群休數扼分析和介人分析相鈷合的高級分析她理的功能、井 丘缺少特征狀況，例

如健康狀況預洲分析她理的功能等等。

友明內容

考虎到圳有技木中的上迷不足而作出本友明。本友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神近程特征咨

洵系統，咳近程特征咨洵系統能夥肘所收集的介人特征數扼迸行包括介休分析她理、群

狙分析她理 以及介休和群組相鈷合的綜合分析她理，井且能移迸行相位的預測分析灶理，

伙而能夥提供具有較高精碗度的分析鈷果 。

根掘本友明的一介方面，提供了一神用于咨洵特征狀況的近程特征咨洵系統，其特



征在于，包括 輸入裝置，收集輸入的特征數掘，特征數掘包括介休棕洪符碩 目和介休

缽洪符項 目數掘 、多碩特征碩 目和勻各項特征碩 目肘庇的特征碩 目數掘 以及迅程服莠

器，包括存儲裝置，根掘特征數掘中的介休棕洪符碩 目數掘存儲特征數掘 介休特征分

析裝置，根掘存儲裝置中存儲的特定介休坊吹和尚前輸入的特征數扼生成介休統汁分析

結果和介休夫耿鈷果，井且基于特定介休肪吹和圭前輸入的特征數掘、介休統汁分析結

果和介休夫耿結果生成介休特征分析扳告，群組特征分析裝置，根掘存儲裝置中存備的

所有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特征數掘生成第一多介群組、勻第一多介群組肘匝的群坦統

汁分析鈷果和群狙夫耿鈷果，井且基于第一多介群組，群組統汁分析鈷果和群狙夫耿結

果生成群組特征分析扳告，和綜合特征分析裝置，根掘存儲裝實中存儲的特定介休坊坎

和圭前輸入的特征數扼和群組特征分析裝胃生成的第一多介群組生成勻特定介休防吹輸

入的特征教掘肘匝的第二多介群狙和涉及第二多介群組的仇化的預測分析拮果，井且基

于第二多介群坦和仇化的預洲分析結果生成綜合特征分析扳告 。

根掘本友明的另一介方面，提供 了一神用于咨洵特征狀況的近程特征咨洵方法，其

特征在于，包括 輸入她理，收集輸入的特征數掘，特征數掘包括介休析洪符碩 目和介

休林洪符項 目數扼 、多碩特征碩 目和勻各碩特征碩 目肘匝的特征碩 目數掘 存備她理，

根掘特征數掘中的介休林洪符碩 目數掘存備特征數掘 介休特征分析她理，根掘特定介

休仿吹和舀前輸入的特征數掘生成介休統汁分析結果和介休夫耿結果，井且基于特定介

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特征數掘 、介休統汁分析結果和介休夫耿鈷果生成介休特征分析扳

告，群組特征分析她理，根掘所有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特征數掘生成第一多介群紐、

勻第一多介群坦肘匝的群組統汁分析結果和群組夫耿結果，井且基于第一多介群組，群

組統汁分析鈷果和群組夫耿鈷果生成群組特征分析扳告，和綜合特征分析她理，根掘特

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特征數扼和群組特征分析她理生成的第一多介群組生成勻特定

介休防吹輸入的特征數掘肘匝的第二多介群組和涉及第二多介群組的仇化的預洲分析鈷

果，井且基于第二多介群組和仇化的預洲分析結果生成綜合特征分析扳告。

附圈槐明

結合在況明弔中井枸成悅明弔一部分的附圈用于稅明本友明的具休安施方式，井勻

匕迷忠休悅明和下迷尖施方式的祥細悅明一起肘本友明的原理迸行悅明。

圈 1是昱示根扼本友明的第一尖施例的近程健康咨洵系統的忠休枸造的示范性框圈

圈2A和團2 是昆示根掘本友明的尖施例的近程健康咨洶系統她理的健康數掘的尖例



的示意圈

團3是昱示根掘本友明的第一安施例的近程健康咨洵系統中的介休健康分析裝置的枸

造的示范性框團

團4是昱示根掘本友明的第一尖施例的近程健康咨洵系統的群組健康分析裝置的枸造

的示范性框圈

圈5是昱示根掘本友明的第一尖施例的近程健康咨洵系統的綜合健康分析裝置的枸造

的示范性框圈

圈6A是昱示用于分析咨洶肺的高血庄症的患病凡險的預測器的示范性安例的生成迂

程的示意團

圈6B是昆示用于用于分析咨洵肺的高血庄症的患病凡險的預測器的示范性奕例

圈6C是用于分析不同群坦的高血匝症的患病川險的多介預洲器的示范性突例

團7是昱示根掘本友明第一尖施例的第一奕型例的近程健康咨洵系統的思休枸造的示

范性框團

圈8是昱示根掘本友明的第一妥施例的第二交型例的近程健康咨洵系統 b的洋細系

統役汁圈

圈9是 沈明使用根掘本友明的第一尖施例的第二交型例的近程健康咨洵系統 b的介

休 丐健康咨洶服簽提供方的連接的示意圈

圈 0是思示根掘本友明的第二尖施例的近程胸物刁慣咨洵系統的忠休枸造的示范性

框圈 以及

團 11是昱示根掘本友明的第二奕施例的近程胸物刁慣咨洵系統所她理的炳物刁慣數

掘的奕例的示意圈。

具休安施方式

下面將參照附團況明本友明的各介尖施例 。

第一央施例

現在將參照圈 1具休地視明根扼本友明的作力近程特征 咨 洵系統的第一尖施例的迅

程健康咨洵系統 1，其中特征是指事物某神特性或活功，"健康 是特征的一神具休表述。

團 是昱示根扼本友明的第一妥施例的近程健康咨洵系統 1的忠休枸造的示范性框圈。近

程健康俗洵系統是肘作力特征狀況安例的健康狀況迸行咨洵的系統 。 特征狀況，即作力

介休的特征的具休表現。 作力特征狀況的奕例的健康狀況是健康的具休表現，包括，疾



病，如高血座症、心肛病、共痛、 胃痛等，以及亞健康身休狀恣，正常身休狀恣，迄功

貝身休狀杰等或健康狀杰等級等。

在根掘本友明的作力近程特征咨洵系統的第一奕施例的近程健康咨洵系統 1中，她理

的利象是介休 即用 的健康數掘，健康數掘是本友明的特征數掘的一介突例 。 本文

中的介休可以是介人，也可以是家庭或卑位。下面首先將肘作力特征數掘奕例的健康數

掘迸行具休稅明。 -

根掘本友明的第一奕施例的近程健康咨洵系統 1可以匝用于肘介人的健康狀況迸行

咨洵，也可以匝用于肘由若干介介人組成的人群的健康狀況迸行咨洵。下面首先肘在近

程健康咨洵系統 1匝用于咨洵介人的健康狀況的情形 即介休就是介人 肘所她理的健康

數掘迸行悅明。 團2A和圈2 昱示的是根掘本友明的第一奕施例的近程健康咨洵系統 1所

她理的健康數掘的妥例。健康數掘包括各碩 目和勻各碩 目肘匝的碩 目數掘。 其中碩 目是

指介休棕洪符碩 目和多介作力特征碩 目奕例的健康碩 目。作力特征碩 目數掘的突例的健

康碩 目數掘是指肘匝于健康碩 目的具休數掘，其表示力數值或代碉。健康數掘胚可以迸

一步包括數掘輸入日期 健康數据輸入肘同 ，健康數掘輸入吋同是特征數掘輸入肘同

的一介奕例 ，表示每吹輸入健康數掘的肘間。 圈 2A和團 2B分別是輸入肘同分別力

2009-12-1 和2009-12 - 的兩介不同的健康數掘的奕例 。呈然圈中末示出，如果在她理中要

考慮肘效性的活，健康數掘中也可以包括各介健康碩 目數掘芹生的肘間，即力各介健康

碩 目數掘加上肘間，咳肘同可以是健康數掘輸入肘同，拳例宋視， "今 日是否砍酒

Y<2009- - > " 。 要注意的是，迭里的健康碩 目 "今 日是否砍酒 只是作力以 "一天 "

力卑位輸入一吹的健康數掘的尖例的悅明，舀健康數掘是 以 "一周 " 力革位，或者以 "特
定肘同 " 力卑位肘，健康碩 目的投置要做相匝交化，例如交化力 "迭周是否砍酒 " ， 迭

段肘間是否砍酒 " 。

在健康數掘中，介休棕洪符碩 目是用未匡分不同介休的碩 目。以圈2A和2B中所示力

例，弓各介休棕洪符碩 目肘匝的介休棕洪符碩 目數掘包括姓名、身份征弓碑，移劫咀活

弓硝等 。

在健康數掘中，其中一部分的健康碩 目數掘是能夥直接表征健康伏況的數掘，堵如

身高休重比值、血匝值、血氧含量等，迂有部分的健康碩 目數掘是可能肘健康狀況芹生

影晌的數掘，包括年齡、生活狀況 堵如耿此、熬夜、這功、砍酒等 、家庭狀況 婚

姻狀況，于女介數 等。

在健康數掘中，健康碩 目有多神存在模式，各介健康項 目可以 以伙器洲量碩 目的模



式存在或以棕准何卷碩 目的模式存在，以伙器洲量碩 目的模式存在的健康項 目是其數掘

是通迂寺用伙器伙人休洲量的碩 目，以下將 以伙器洲量碩 目的模式存在的健康碩 目筒林

力攸器洲量健康碩 目，堵如心跳、血庄等碩 目。勻伙器測量健康碩 目肘匝的伙器洲量健

康碩 目數掘，堵如血庄值、血氧含量等。 以棕准何卷碩 目的模式存在的健康碩 目是近程

健康咨洵系統 1的輸入裝置 12a向介休提供的枋准 何 卷中的項 目，以下將 以棕准同卷碩 目

的模式存在的健康碩 目筒林力棕准何 卷健康碩 目，堵如用戶的年齡、生活狀況 堵如熬

夜、迄功、砍酒，耿仙等 、家庭狀況 于女介數、婚姻狀況 等。勻棕准同卷健康碩

目肘位的棕准何卷健康碩 目數掘，堵如年齡大小，耿此代碑等等。

要注意的是在尖施本友明的迂程中可以根掘需要肘各介健康碩 目的存在模式迸行夷

活的役置，例如，伙人休洲量的健康碩 目，身高，休重等也可以投置力棕准同卷健康碩

目。 健康項 目的癸型和數量可以根掘使用情況的不同而交化，迭些肘于本領域技木人貝

宋況是昱而易兄的。

另外，在本岌明的奕施例中，力使悅明更筒浩，假投健康碩 目中的攸器洲量健康碩

目數掘是直接表征健康狀況的數掘，林准同卷健康碩 目的數掘是可能肘健康狀況芹生影

晌的數掘乃口圈2A和圈2 所示。在奕阮使用中可以健康碩 目井不必按照此假役迸行投置，

例如林准同卷健康碩 目數掘也可以包括直接表征健康狀況的數掘，堵如身高、伸重等，

速肘本領域技木人貝宋況是昱而易兄的。

以上介紹的是將近程健康系統 1匝用于介人的健康狀況的咨洵的情形申所她理的健

康數扼的介紹 。在近程健康咨洵系統 1匝用于人群的健康狀況的咨洵中肘，在近程健康咨

洵系統 所她理的健康數掘巧匝用于介人健康狀況的咨洵的情形中稍有不同。近程健康咨

洵系統 所她理的健康數掘是情況癸似的多人組成的一介人群 ，如一介家庭或一介卑位

即介休 相夫的健康數掘。在速里 "情況癸似 " 指的是，他們可能是厲于相同的耿此，

或者是生活司慣癸似的同一介家庭中的成貝等等。在近程健康咨洵系統 1匝用于人群健康

的咨洵的情形中，即介休 即一介人群 的健康數掘妥阮上是若千介人的健康數掘的綜

合 。在迭梓的健康教掘中，同梓包括匡分不同介休的介休棕洪符碩 目，堵如帷弓，屯活

弓碑等等，胚包括健康碩 目，其中包括直接表征介休 即人群 的整休健康狀況的健康

碩 目，以及可能肘健康狀況芒生影晌的健康碩 目，即有夫介休 即人群 的生活狀況的

健康碩 目，其中，要注意的是，直接表征健康狀況的部分健康碩 目數掘匝咳是鋒迂造舀

的她理后的能夥直接反映咳介休 即人群 中多介人的整休健康狀況的數掘 。

接下宋返回參照圈 1稅 明近程健康咨洵系統 1的各介組成部分。近程健康 咨洵系統



包括近程服各器 10 、輸入裝實 2a和輸出裝置 2b，在近程服各器 10中迸一步包括存儲裝

置 140 、介休健康分析裝置 110、群組健康分析裝置 120和綜合分析裝置 130

輸入裝置 12a的作用是收集輸入的健康數据 。輸入裝置將介休的健康數掘估輸到近程

服簽器 10迸行她理 。 圭近程服各器 10完成肘健康數掘的她理井生成健康分析扳告后，輸

出裝置 12b接收井以預定格式將健康分析扳告向用戶輸出。其中，上迷健康分析扳告包括

作力介休特征分析扳告的奕例的介休健康分析扳告、作力群組特征分析扳告的妥例的群

組健康分析扳告和作力綜合特征分析扳告的奕例的綜合健康分析扳告，迭些扳告的內容

包括珍斷結果 、健康狀況預洲分析、健康等級坪份或者改善健康狀況的建伙等等 。

根掘本友明的第一尖施例的近程健康 咨洵系統 中的輸入裝置 12a和輸出裝置 2b是

能膨占迅程服努器 10迸行數扼交挽的任何硬件、軟件或者硬件和軟件的結合 。 例如，輸

入裝置 12a和輸出裝實 12b可以被包括在便攜式/台式汁算帆，移功屯活，PDA、或者咨洵

服努方提供的指定役各等等中。 汪匝理解的是，輸入裝置 12a和輸出裝置 2b可以存在于

共同的投各中，例如可以通迪同一台移功屯活、PDA或便擄式汁算桐等，既完成健康數

掘的收集又完成健康分析扳告的輸出，或者，也可以分立地存在于不同的投各中，例如

通迫便攜式汁算帆收集健康數掘，而依靠移功咆活輸出健康分析扳告。

在尖施本友明的迂程中，可以將輸入裝置 12a 和輸出裝置 12b 投置力自功 根掘舀

肘的通信連接杯境 或手功 用戶偏好 宋逝擇不同的估輸方式，比如基于 FTP HTTP

切汶的文件估輸方式或基于 GS OPR 切汶的短信伎輸方式等。裝置 2a 和 2b 勻近

程服各器 10 之間迸行的數掘估輸可以根掘各神需要采取多神伎輸規則，比如定肘/即肘

伎輸棚則、加密/明文伎輸規則等。

近程服各器 10 申包括的各介裝置是近程健康咨洵系統 1肘健康數掘的迸行她理的核

心部件 。 下面分別肘它們迸行洋細介紹 。

．存儲裝置 140

近程服各器 10 申的存備裝置 140 將伙輸入裝置 12a 接收的健康數掘存儲 以供近程服

各器 10 中的其他裝置使用。在存儲健康數掘肘，存儲裝置 140 合根扼健康數掘中的介休

林洪符碩 目數掘宋存儲健康數掘，以將厲于不同的介休的健康數掘四分。華例未碗，存

儲裝置 140 能移基于上迷健康數掘中的介休棕洪符項 目數掘，堵如姓名、身份征弓碉、

移功咆活弓碑等等中的一介或它們的任意組合，未生成唯一匡分介休的介休洪別代碑，

井按照介休洪別代碑在存儲裝置 140 中划分存儲匡。厲于同一介休的健康數扼被存備在

存儲裝置 140 中同一存儲匡中，己迭到將不同介休的健康數扼 匡別保存的目的。 或者是



不同介休的健康數掘被混合地存儲在存備函中，各介健康數掘都具有唯一的索引，再根

掘介休洪別代碑力各介介休投立一介寺用索引表 以指向厲于咳介休的所有健康數掘 。迂

可以 以本領域技木人貝熟悉的任何造合的方式在存儲裝置 14 中存備健康數掘 以將厲于

同一介休的健康數掘集合在一起。上迷的存儲匡可以是不同的存備裝胃 堵如 DD

可以是同一存儲裝置 HDD 中的不同分匠，也可以是不同的數掘倖等。

在用戶 普鋒多吹使用迫近程健康咨洶系統 1 的情形中，存儲裝置 140 合根掘介休洪

別代碑存備咳介休坊吹使用近程健康咨洶系統 1 肘所輸入的健康數掘 。 舀介休，即用戶

圭前輸入了新的健康數掘后，存儲裝置 140 根掘介休洪別代碑所硝定的位置將圭前輸入

的健康數掘和數掘庫中原有的咳介休坊吹輸入的健康數扼集合在一起。 圭介休舀前沒有

輸入健康數掘肘，則將舀前輸入的健康數掘圭作零值她理。

圭健康數掘在近程服各器 10 中的存備裝置 140 中保存之后，迂程服芬器 10 中的介

休健康分析裝置 110 、群組健康分析裝置 120 和綜合健康分析裝置 13 0 合根掘需要伙存

儲裝置 140 中稠用所需要的健康數掘迸行她理 。 卜
2．介休健康分析裝置 110

介休健康分析裝置 110 根掘存備裝置 140 中存儲的特定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健康

數掘生成介休統汁分析結果和介休夫跌鈷果，井且基于特定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健康

數掘 、介休統汁分析結果和介休夫耿拮果生成作力介休特征分析扳告的尖例的介休健康

分析扳告 。接下來參照圈 祥紐塊明近程服努器 10 中的作力介休特征分析裝置尖例的介

休健康分析裝置 110 。 團 是昱示根掘本友明的第一尖施例的近程健康咨洵系統 1 中的

介休健康分析裝置 110 的枸造的示范性框團。 如團 3 所示，介休健康分析裝置 1 0 包括

介休統汁分析革元 11、介休夫耿分析卑元 112 和介休扳告生成卑元 113 。下面肘介休健

康分析裝置 10 中的各介革元迸行洋細介紹 。

介休統汁分析卑元 11肘存儲裝置 140申的特定介休仿吹和圭前輸入的健康數掘迸行

統汁分析，生成反映健康伏況的交化趙勢的介休統汁分析鈷果，其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

輸入的健康數掘包括多介健康數扼 。具休來況，介休統汁分析革元 11統汁出特定介休坊

吹和舀前輸入的健康數掘中的各介健康碩 目數掘的交化超勢，例如健康項 目數掘隨輸入

肘同交化的交化趙勢 。 在忠結出的健康數掘中的健康碩 目數掘的交化超勢中，直接表征

健康狀況的健康碩 目數掘的交化超勢能移直接反映在介休最初使用系統 1至舀前的肘段

內健康狀況的交化起勢，華例未悅，在林准范固以上的血庄值不斷升高，迭往往預示高

血庄症的口超汗重。 所得出的健康狀況的交化超勢是肘咳介休迂去的健康狀況的忠結 。



休扳告生成卑元 113 .
在介休統汁分析羊元 11得出的介休統汁分析結果申，健康狀況的交化超勢是由直接

表征健康狀況的那部分健康碩 目數掘的交化超勢反映出的。然而，健康數掘中胚有部分

健康碩 目數掘是可能肘健康狀況有影晌的數掘，堵如生活狀況、家庭狀況的，伙介休統

汁分析結果申得不到勻速些健康碩 目數据的交化超勢勻健康狀況的耿系，因此需要后面

的夫耿分析模快 112肘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健康數掘迸行迸一步的她理。

介休夫耿分析革元 112 ，配置力肘存儲裝置 140中的特定介休仿吹和舀前輸入的健康

數扼井肘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健康數掘中的健康碩 目數掘拭行夫耿算法得出特定

介休坊坎和舀前輸入的健康數掘中革介健康碩 目數掘、健康碩 目數掘的坦合 以及健康碩

目數掘的排列分別勻健康狀況夫瑛的介休夫耿鈷果 。介休夫耿分析卑元 112中迸行的夫耿

分析能移挖掘出健康數掘中的健康碩 目數掘之同的夫耿 。 在健康碩 目數扼 中，百接表征

健康狀況的健康碩 目數掘 血庄值等 或此癸健康碩 目的組合巧健康伏況 高血庄

症等 的夫耿是百接和明昆的 如，較高的血庇值 血庄值 180/120 表示患有高血庄症 。

然而，力了得出可能肘健康狀況芹生影晌的，表示生活狀況，家庭狀況的健康碩 目數掘

"今 日是否砍酒 Y 勻健康狀況 高血匝症 的夫職，則需要挖掘出可能肘健

康狀況芹生影晌的健康項 目數掘和直接表征健康狀況的健康碩 目數扼或健康碩 目組合之

同的夫耿 。 華例宋悅，如果找到了砍酒勻較高的血庄值之間的夫耿，則也就能移得出砍

酒勻高血庄症之間的夫耿，就能夥得出砍酒早致高血庄症的鈷果 。

以上 "今 日是否砍酒 Y" 勻 "高血庄症 " 的夫耿是健康數掘中羊介健康碩 目數掘

勻健康狀況夫耿的央例 。胚存在多介健康碩 目教掘的組合勻健康狀況的夫耿，例如，介

休夫耿分析卑元 112能移得出 "今 日是否砍酒 Y 和 "今 日是否熬夜 Y" 迭兩介健康

頃目數掘的狙合均 血庄值 180/120 的夫耿，即得出砍酒，熬夜兩碩活功的組合勻高血

瓜症的夫耿 。 江存在某些健康碩 目數扼的排列勻健康狀況的夫耿，例如，介休夫耿分析

卑元 112得出 "迄功肘同 30m ns 、 "今 日是否砍酒 Y 、 "今 日是否熬夜 Y 的

冊列，即先這功，再砍酒、再熬夜，或者是先砍酒，再這功，再熬夜等，勻 血匝值 180/120

的夫耿，即可以得出 "這劫肘間 3 m ns 、 今 日是否砍酒 Y" 、 "今 日是否熬夜

Y 的排列勻高血匝症的夫耿 。

找出以上速些肘象之同夫耿鈷果是夫耿分析革元 112的主要功能 。在几吹友生相同情

況之后，夫耿分析羊元 112便秋力迭梓 的事件 堵如 砍酒 或事件的坦合 /排列 堵



如 " 砍酒 、 " 熬夜 和較高的血庄值的夫耿強，可以肯定，用戶在鋒仿上迷事件組

合后，合出現相匝的健康狀況。那么圭其下一吹鋒坊同佯事件狙合肘，相同的症狀就可

能再吹友生。

介休夫瑛分析卑元 1 1 2 所迸行的夫耿分析所基于的是夫耿算法，它是數掘挖掘算法

中的一神，是在由多介事各組成的事努集中找出多介事努中的每一介事努所包含的多介

碩集之間的夫睽的算法。在介休夫耿分析羊元 1 1 2 所迸行的夫耿算法中，使用特定介休

坊坎和圭前輸入的健康數掘作力一介事各集，特定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健康數掘中的

每一介健康數掘作力咳多介事各中的一介事簽 ，井且使用由咳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

的健康數掘中的每一介健康數掘中的至少一介健康碩 目數据組成的集合作力多介碩集中

的一介碩集 。 在介休夫耿分析羊元 1 1 2 扒行的夫耿算法中，首先需要投置夫睽算法的支

持度國值和置信度，隨后通迪努華健康數掘中的健康碩 目數掘集合 即包含一介或多介

健康碩 目數掘的集合 井汁算各介健康數掘中的各介健康碩 目數掘集合 即，碩集 之

間的支持度和置信度，將所汁算的各介健康項 目數据集合之同支持度和置信度分別和支

持度域值和置信度國值迸行比較，兩介或多介健康碩 目數掘集合之間的支持度和置信度

大于國值則臥力兩介或多介健康碩 目數掘集合之同有夫耿，最后將存在夫耿的兩介或多

介健康碩 目數掘集合此力介休夫瑛鈷果保存。

以下肘本友明的第一奕施例中的介休夫耿分析革元 1 1 2 迸行的夫耿分析所基于的夫

耿算法迸行洋細介紹 。

首先介紹在夫耿算法中比較重要的几介參數，其中包括，事努、事努集、碩 、碩的

集合 、碩集，支持度和置信度 。在本友明的第一奕施例中，用戶的每一吹輸入，例如同

一日期的輸入，的全部或者部分健康數掘可以被看成一介事各，例如，圈 2 A 和圈 2 中

所示的健康數掘可以作力丙介不同的事各、由若干介事各坦成的集合被林作事努集 。 具

休而吉，圈 2 A 所示的多介健康碩 目數掘的組合 或者所有健康碩 目數掘 是事努 T

圈 2 B 所示的多介健康碩 目數掘的坦合 或者所有健康碩 目數掘 是事各 T 2 ，事芬集 D

是 T 和 T 2 組成的集合， T T 2 ) 。 事各中的每一介健康碩 目數扼被林力碩 ，如 今

口是否砍酒 Y 而如果考慮分析肘吋同的敏感性的活 ，碩 是 " 今 日是否砍酒

Y <2009-12-1> " 。碩集是事各中一介或多介健康碩 目數掘的集合，拳例宋倪，碩集 A

w 今 日是否砍酒 Y<2009-12-1> ，碩集 B w 血庄值 180/120
mm Hg

< 2 0 0 9 - 12 w 。所渭的夫耿結果是碩集之同的夫耿，華例宋悅是碩集 A 和碩集 B 之

同的夫耿，即伙碩集 A 可以推出碩集 B ，即 刀丰 支持度指的是即 A 和 B 迭兩介碩集



在事各集 D 中同吋出現的概率，在事努集 D 中包含碩集 力 的事各的數 目所占事各集

中所有事芬數 目的百分比，而置信度指的是即在出現碩集 A 的事各集 D 申，碩集 B 也同

肘出現的概率，即事各集 D 中，即包含碩集 B 的事各的數 目巧包含碩集 A 的事努的數

目的比值。

5 事努之同的夫耿可能是即肘的，也可能具有肘同間隔。 比如，一吹大量的砍酒可能

早致立刻的共疼，同吋，也可能早致仗期的影晌，比如連鎂丙三天的高血庄 。

肘于即吋的夫耿，此吋健康數掘中的健康數掘輸入肘同在她理迂程中是不考慮的。

可以利用現有的事各集迸行夫耿分析，假投有事各集 D

0 今 日是否砍酒 Y ) 血庄值 180/120 Hg

今 日是否砍酒 Y ， 血匝值 180/120 Hg ) ，

今 日是否恢酒 Y ， 血庄值 180/120 mmHg ， 今 日是否熬夜 Y

今 日是否砍酒 Y ， 今 日是否早餐 Y

( 今 日是否熬夜 Y )， 今 口是否早餐 Y )， 今 日是否砍酒 Y )

5

在事努集 D 的 介事努中，有 介事各包含 ( ( 今 日是否砍酒 ， 血庄值 1 0/120

mmHg )，即事努 1、2、3 ，所 以，此吋支持度的鈷果力 60% 在事各集 D3 的

介事各中有 4 介事各包含 今 日是否砍酒 ，其中 3 介事各包含 ( 血匝值 180/120

m g ，此肘置信度的鈷果力 75%。 夫耿分析革元合力支持度和置倍度分別投
20 置一定的國值，圭肘不同碩集之回的夫耿迸行汁算肘，如果汁算所得的支持度和竇信度

均超迂相匝的國值，則夫耿分析卑元臥力碩集之間是有夫耿的。華例宋稅，假如此吋役

置的支持度和置信度的國值都是 60%，伙上面汁算的錯果可以得出，碩集 A 勻碩集 B 有

夫耿 。換旬活塊，伙碩集 A 和碩集 B 的夫耿能夥得出砍酒能移立即昱致較高的血匝值，

換旬活悅砍酒早致立即的 在本吹杞汞的肘段 內，就芹生效果的 高血庄症 。

25 但有些影晌不兄得在舀天就反映出宋，比如此吹的砍酒也可能造成之后丙天的胃疼，

如果只利用舀天 沮泵的事努集，迭佯的夫耿就不能被反匝出來 。 力了能休現出迭神隱藏

在肘同差之中的夫耿夫系，介休夫跌分析卑元 112 需要肘原有的事各集迸行重新組合，

將特定肘 「川同隔的事努組合成新的肘效性事各，而速些新合成的肘效性事各合枸成新的

肘效性事努集，吋效性是指在她理是要考虎健康數扼的健康數掘輸入肘同。 在迭神情形
30 中，伙特定介休所吹和舀前輸入的健康數掘中以成肘的方式逝擇健康數掘迸行狙合，井



以咳健康數据的狙合作力夫睽算法中的事各，其中，以成肘的方式迭擇出的健康數掘的

健康數掘輸入肘間的差值力預定值 事芬中包括 以成肘的方式逝擇出的健康數掘中的全

部健康碩 目數扼 井且成肘逝擇出的健康數扼 中的至少一介健康碩 目數掘狙成的集合作

力多介碩集中的一介碩集 。 速里的狙合是指將 以成肘的方式迭擇出的健康數掘的全部健

康項 目數掘合井在一起，其中肘匝于同一健康碩 目但是肘匝于不同健康數掘輸入肘同的

健康碩 目數掘互相 匡別 ，例如 今 日是 否 坎酒 Y<2009- - > 和 今 日是否 砍 酒

Y<2009-12-3> 在作力的事努健康數掘的組合中作力兩介不同的碩 目她理。例如，肘于每

天 沮汞的原始事各集 {T T2， ，Tn ，其中 T 表示伙 沮汞升始第 天的杞衰 。

如果我們感共趣肘效性力丙天的夫耿，則將吋即同隔力兩天 即隔天 的事各集合井，

生成丙天間隔 隔天 事各集 D，幼 T +T3 T2+T4 T3 +T5，．…，Tn-2+Tn 。 所枸成的

吋效性事各中的碩 目也將表明肘同。 比如 D，力

今 口是否砍酒 Y<2009- - > 血庄值 180/120 mm g <2009-12-03>

( 今 口是否砍酒 Y<2009-12-2> , 血庄值 180/120 mm g <2009-12-04 )

今 H是否砍酒 Y<2009-12-3 > 口血匝值 180/120 mHg <2009-12-05> ，

今 日是否熬夜 Y<2009-12-3> ) ，

( 口今 日是否砍酒 Y<2009-12-4>w ， 今 日是否早餐 Y<2009-12-6 > } ,

( 今 日是否熬夜 Y<2009-12-5> ， 今 日是否早餐 Y<2009-12-7> ， 今

日是否砍酒 Y<2009-12-5>

今 日是否砍酒 Y<2009- - > w宋 自 2009 年 12 月 1 日的沮泵，而 血庄值 18 0 /120

mHg <2009-12-03>w宋 自兩天后的沮泵 。

在事各集 D3 的 5 介事努申，有 介事各包含 ( 今 日是否砍酒<T> ，血庄值 180/120

mm g T+2>w ，其申，T 力特定 日期，T+2 力特定 日期丙天之后，即事各 1、2 、3 ，

所 以，此肘支持度的拮果力 60% 在事各集 D3 的 5 介事各中有 4 介事各包含 今 日是

否砍酒 ) ，其中 3 介事努包含匕血匝值 180/120 mmHg ，此肘置信度的結果力

7 5%。 夫耿分析卑元合力支持度和置信度分別投置 定的國值，舀肘不同碩集之同的夫

耿迸行汁算肘，如果汁算所得的支持度和置信度均超迂相匝的國值，則夫耿分析卑元臥

力碩集之間是有夫耿的。率例來悅，假如此吋投置的支持度和置信度的嘲值都是 60%



秋上面汁算的結果可以得出，碩集 A 勻項集 B 有夫睽。 換句活況，伙項集 A 和項集 B

的夫耿能夥得出砍酒能移早致兩天后較高的血庄值，換句活兢砍酒丙天后仍合早致高血

庇症 。在此情形中，有可能即找出即肘的夫跌又找出肘效性的夫耿，此奕施例中只肘肘

效性的夫耿感共趣，即具有不同健康數掘輸入肘同的健康碩 目數扼之回的夫耿。另外，

迭里的隔天 相隔一天 只是華例現明，速梓的情形也同梓造用于隔多天，隔周等等。

介休夫耿分析裝胃 112 合男華事各集 D 中所有的碩集，錨蛟尋找其他的有夫耿的

碩集，在以上的奕例中，碩集 A 或 B 中都只有一介碩 健康碩 目數掘 ，夫耿分析挖掘

的是卑介健康碩 目數掘之同的夫耿，圭碩集 A 或 B 中是多介碩的狙合或者是多介碩的排

列肘，鋒迂占上面癸似的她理，可以得到健康碩 目數掘的組合 /健康碩 目數掘的排列勻健

康狀況之間的夫耿。 圭在事努集 D 中不能再找出夫耿肘，夫耿分析終止。 夫耿分析能

夥用多神具休的晤吉尖現，例如 Ap or 算法，作力本領域技木人貝公知技木，本友明將

省略肘 Apn or 算法等的具休執行的介紹 。

夫耿分析裝置 112 生成的介休夫耿結果能夥昱示出健康數掘中有夫介人生活狀況、

家庭狀況等的革介健康碩 目數掘、健康碩 目數扼 的狙合 /排列勻直接表征健康狀況的健康

碩 目或健康碩 目組合之同的夫耿，伙而昱示出健康數掘中羊介健康碩 目數掘、健康碩 目

數扼 的組合、健康碩 目數掘的排列分別勻健康狀況夫耿的夫耿結果 。 介休夫耿結果被伎

輸至介休扳告生成卑元 113 以供下一步的她理 。

接下來，介休扳告生成卑元 113 合基于伙存儲裝置 140 中淺取的特定用戶坊吹和圭

前輸入的健康數扼 、介休統汁分析結果和介休夫耿拮果，以預定格式生成介休健康分析

扳告。也就是 況，介休扳告生成卑元 11 生成的介休健康分析扳告中包括特定用戶坊吹

和尚前輸入的健康數掘、介休統汁分析拮果和介休夫耿鈷果 。

3 群組健康分析裝置 120

接下末參照團 4 碗明近程服各器 10 中的作力群組特征分析裝置奕例的群狙健康分析

裝置 120 。 群坦健康分析裝置 120 根掘存備裝置 140 中存儲的所有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

的健康數掘生成多介群狙、勻多介群坦肘匝的群組統汁分析結果和群組夫耿結果，具休

而吉，群狙健康分析裝實 120 伙存儲裝置 140 中漆取所有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健康數

掘井肘它們迸行聚癸生成多介群狙，井肘多介群坦分別迸行統汁、夫耿分析等灶理 以生

成群坦統汁分析結果和群組夫耿鈷果 ，井且基于所有介休肪吹和舀前輸入的健康數掘、

多介群組、群狙統汁分析結果和群狙夫耿結果生成作力群狙特征分析扳告的妥例的群組

健康分析扳告。 團 4 是昱示根掘本友明的第一奕施例的近程健康咨洵系統 的群組健康



分析裝置 120 的枸造的示范性框圈。群坦健康分析裝置 120 包括聚癸革元 121 ，群組統

汁分析卑元 122 ，群組夫跌分析串元 123 和群組扳告生成革元 124

聚癸串元 121 首先肘存儲裝實 140 中所有介休坊坎和圭前輸入的健康數掘執行聚癸

算法，目的是分別基于健康數掘中的卑介健康碩 目或者碩 目的組合，將群狙健康分析裝

置 120 中的所有用戶的健康數掘聚癸成多介群組 第一多介群組 。 在生成的第一多介

群坦中，由基于卑介健康碩 目所生成的群組，其中，存在于同一群狙中的健康數掘的肘

匝于咳羊介健康碩 目的健康碩 目數扼相同或在同一數掘范固內 由基于多介健康碩 目所

生成的群組中，其中，存在于同一群狙中的健康數掘的肘匝于咳多介健康項 目的多介健

康碩 目數掘分別相同或分別在同一數掘范固內。 下面以一介具休突例稅明分別根掘革介

健康頤 目或健康碩 目的組合肘多介健康數掘聚癸的迂程 。 例如，有四介介休 A，B，C ，

D，他們的所具有的健康碩 目和碩 目數掘分別力 A 耿並司，身高 160，收入 1000

B 耿此 2，身高 18 0 ，收入 1 0 0 C 耿此司，身高 17 0 ，收入 2000 D

耿此 2，身高 18 5 ，收入 3000 。如果基于健康碩 目 "耿此 "，肘四介介休迸行聚

癸，相同耿仙的，即作力的健康碩 目數掘的表示具休耿血的代碑相同的介休被放入一介

群坦中， 和 C 被聚在一介群組 1 中，B，D 在群組 2 中。舀基于健康碩 目 身高 "迸

行聚癸，則 A 在群組 1 身高<165 中，B、C 和 D 在一介群組 2 身高> 16 中。 舀

基于耿血和身高迸行聚癸吋，A 在群組 1 耿血司，身高<165 申，B，C 在群組 2

耿此二2 ，身高大于 165 中，D 在群組 耿此 ，身高>165 中。在基于身高和收

入迸行聚癸肘，A ，C 在群坦 1 身高<165 ，收入< 0 0 中，B，D 在群組 2 身高

>165 ，收入>1000 中。 根掘同一卑介健康碩 目或同一多介健康碩 目的組合所生成的群

組被林力同一癸群組，因此聚癸羊元 121 生成第二多介神癸的群組，也就是，華例來碗，

舀健康數掘中，聚癸算法所根掘的羊介健康碩 目的數 目和多介健康碩 目的組合的數 目的

忠和是 介 第二多介 ，就合生成 介神癸的群坦，迭 介神癸的群坦的忠數是 M

介 第一多介 。

在聚癸迂程中，肘于很多昆而易兄有具有重大意叉的枋准，系統可以預役聚癸林准，

比如上述的耿血聚癸，胚有性別聚癸等。 然而，肘于夏朵的林准，人工預役的棕准就完

全不能肚任，例如，以上按怎梓的收入棕准聚癸才算科羊 年齡、身高居吹如何聚英才

算合理 更別塊計肘兩介 以上碩 目的組合的聚癸。此肘，就需要利用到聚癸算法。聚癸

算法需要首先伙各介用戶的健康數扼 中枸造一介數掘矩萍 以及相昇度矩陣，再基于咳數

扼矩陣和相昇度矩陣迸行健康數掘的聚癸。



下面洋細介貂聚癸卑元 121 中肘健康數掘所執行的聚癸算法。聚癸算法需要將不同

介休連同其健康數掘中所有的健康碩 目數掘用一介數掘矩陣表示。例如，有 介用戶，

每介用戶具有勻 p 介健康碩 目數掘，如身高值、休重值、耿此代碑等等。 迭梓的數掘結

枸可以表示力一介 n X p 矩陣，如下所示

聚癸算法胚需要一介相昇度矩陣，它包括所有成肘的 n 介用戶的怕近度，通常用 n

X n 相昇度矩陣宋表示，如下所示

2 \

/ 3 2 0 2

(n \ 2 n n -\) 0

其中刁 是介休 和介休 的健康數掘之間的洲量差或相昇度 。通常， 是一

介非魚的數值，介休 和 的健康數扼越相似或越相近，就越接近 0，介休 和 的健康

數掘之同差昇越大，其值越大。 同吋， ，刀 ，井且

相昇度可以用多神癸型的數掘來汁算，包括匡同棕度交量 ，身高，休重等 ，

村林勻非肘林二元交量 男女，或是否砍酒 Y 或者 ，分癸交量 u或耿仙 ，

序數交量 如耿位等 和比例林度交量 非我性的刻度，如指數刻度 等等，或迭些交

量的坦合 。

，刀的具休汁算方法和迂程是本領域技木人貝公知的，因此迭里不再螢迷。

軌行聚癸算法可 以采取 多神具休的迄算方法 。 例如，本央施例 中所使用的划分方法

pa on ng me hod 中的 k 均值算法。在划分方法的她理中，首先，伙拾定 n 介介休

中隨帆地逝擇 k 介介休，k 介介休中每介介休的健康數掘 包含 p 介健康碩 目 表一

介簇的初始均值 卒，幻，．‥ 斗 。肘剩余的每介介休 n-k ，根掘其勻各介簇均值的距萬，

即 肘于 k 介簇均值， x ，2，…k ，將它指派到 ，，．最小的簇 。之后

重新汁算每介簇的均值。如本領域技木人貝熟悉的，均值可以按如下方法定叉 三堆數



扼 組 ，一介 簇 中有 丙介健 康 數 掘 健 康 數 掘 利，扔，．‥巧 ) 和 健 康 數 掘 Y

J ．均值 Z 是 z Z /2 z x + y )/2 z幻，．‥ ，兀其中 + y n

(x + y )/2 。使用新的簇均值，將每一介肘象再重新分配到簇申，錐鍥重新汁算簇均值。

重夏 以上功作直到准則函數收欽 。 通常，采用平方侯差准則。 挽句活碗，肘于簇中的每

介肘象，求肘象到其簇申心距萬的平方和。迭介准則拭圈最小化 E 以使簇尺可能緊湊和

狙立。

除上迷方法外 ，本領域技木人貝公知的尾吹方法 e a ch ca metho 、基于密度

的方法 ens y-based metho 、基于阿格的方法 rid-based me ho 、基于模型的方

法 d-based me ho 等等。以上所列出的各神軌行聚癸算法的方法只是拳例悅明，作

力本領域技木人貝公知常哄，迭里不再一一洋細況明。 本友明所使用的執行聚癸算法的

方法不限于上迷各神，胚包括本領域的技木人貝了解的其他任何造合的方法。

鋒迂聚樊羊元 121 聚癸后生成的多介群組被估輸至后面的裝置。

接下宋，群狙統汁分析單元 122 肘上述第一多介群組迸行迸一步分析。群組統汁分

析革元肘第一多介群坦中的每一介群組中的健康數扼迸行統汁分析，生成昱示聚癸卑元

12 生成的第一多介群組中的每一介群組的健康狀況的群坦統汁分析結果 。具休而言，

癸似于介休健康分析裝置 110 中的介休統汁分析革元 11 的她理，群坦統汁分析卑元 122

通迂肘第一多介群組中的每一介群狙中的各介健康數掘中所有的健康碩 目數掘迸行統汁

分析，尤其是能移直接表征健康狀況的健康碩 目數掘迸行統汁分析，所得到的統汁分析

結果能夥昱示出咳群組的典型健康狀況。例如，舀統汁出咳群組所包括的健康數掘中超

迂棕准值的血庄值 即，較高的血庄值 出現頻率超迪一定國值，則可以得出咳群組中

"較高的血庇值 " 頻繁出現，亦即高血庄症是咳群組的典型健康狀況 。 群坦統汁分析鈷

果被伎輸至群坦扳告生成裝置 124 .
接下宋，群組夫耿分析羊元 12 肘第一多介群組迸行夫耿分析她理 。 群組夫耿分析

羊元村聚癸卑元 121 生成的第一多介群組中的每一介群組中的健康數掘的健康碩 目數掘

軌行勻介休健康分析裝置 110 中所執行的相同的夫耿算法，得出上迷第一多介群組中的

每 介群狙中的健康數掘中的健康碩 目數掘或健康碩 目數掘的組合分別勻健康狀況夫耿

的群組共耿結果 。 群組夫耿分析卑元 123 所迸行的夫耿分析是基于勻介休健康分析裝置

10 中的介休夫耿分析羊元 112 同梓的原理，只不迂是在每一介群組的范圃內肘咳群組

包含的健康數扼迸行夫耿分析 以找出夫耿結果，具休而吉，是將咳群組內所有的健康數



据作力事努集，而每一介健康數掘作力事各，迸行勻介休健康分析裝置 110 中的介休夫

睽分析卑元 112 相同的夫耿分析 以得出夫耿結果，其申夫耿算法是在由多介事努組成的

事簽集中找出多介事簽 中每一介事各所包含的多介碩集之 『日 的夫耿的算法。 在夫瑕算法

中，使用第一多介群組中的每一介群組所包括的所有健康數扼作力一介事各集，第一多

介群狙中的每一介群組的每一介健康數掘作力多介事各中的一介事努，井且使用由第一

多介群組中的每一介群坦中的每一介健康數掘中的至少一介健康碩 目數掘組成的集合作

力多介碩集中的一介碩集 。

胚要注意的是，群組勻介分析的差別在于介休事各集中的氾汞都是一介介休的，而

群組分析中，杞衰可能末源于不同介休，所 以在碩集的生成迂程中，群組夫耿分析革元

123 需要根掘 沮泵的末源迸行甄別，保征只有未 自于同一介介休的事各和健康碩 目數扼

能組合成分析所用的事努集和碩集，以避免不同介休 沮泵之同的混淆 。 即 同厲于某群

狙的介休 A 和 B，A 某坎喝酒，只合早致 A 的共疼，而如果 B 在同一天碰巧胃疼 ，和 A

喝酒匝咳元夫。 在速神情形中，首先所有介休仿吹和舀前輸入的健康數掘中厲于同一介

休的健康數掘包括兩介以上的健康數掘，伙所有介休仿吹和圭前輸入的健康數掘中厲于

同 介休的健康教掘中以成肘的方式逝擇健康數扼迸行組合，井以 咳健康數扼 的組合作

力夫蛾算法中的事各，其中，以成肘的方式逝擇出的健康數扼 的健康數掘輸入肘同的差

值力舨定值 事努中包括 以成肘的方式逝擇出的健康數掘中的全部健康碩 目數掘 井且

成肘迭擇出的健康數掘中的至少一介健康碩 目數掘組成的集合作力多介碩集中的一介碩

集 。迭里的狙合是指將 以成肘的方式迭擇出的健康數掘的全部健康碩 目數掘合井在一起，

其中肘匝于同一健康碩 目但是咐匝于不同健康數掘輸入肘同的健康碩 目數掘互相匡別。

肘于本情形的另外一神她理是 只杞汞事各和碩 目所厲的介休的介休洪別代碑，址

群組夫耿分析卑元 123 自己剔除元夫的介休 A 勻介休 B 之同杞汞的夫耿，因力其夫耿的

偶然性，很雅迭到分析國值，而不可能枸成夫耿規則。

最后群坦夫耿分析卑元 12 將各介群組的共耿分析結果作力群組夫耿結果估輸至群

組扳告生成裝置 124

勻介休健康分析裝置 0 中的介休扳告生成革元 11 癸似，群組扳告生成卑元 24

基于聚癸卑元 121 得到的第一多介群組，在群組統汁分析卑元 122 中生成的群組統汁分

析鈷果 以及在群狙夫耿分析卑元 123 中生成的群組夫耿結果 以預定格式生成群組健康分

析扳告。也就是悅，群組夫耿分析卑元 12 所生成的群組健康分析扳告包括第一多介群

坦、群組統汁分析鈷果 以及群坦夫瑕結果 。



由以上描迷可知，介休健康分析裝置 110 中的介休統汁分析革元 11和介休夫耿分

析串元 112 勻群鋁健康分析裝置 120 中的群組統汁分析革元 122 和群坦夫睽分析革元 123

可以分別共用一介統汁分析卑元和夫耿分析革元。

4．綜合健康分析裝置 130

接下宋參照圈 5 肘根掘本友明的第一妥施例的近程健康咨洵系統 1 的綜合健康分析

裝置 30 迸行祥細悅明。在介休健康分析裝置 110 以及群組健康分析裝置 120 的她理完

成之后，近程健康咨洵系統 1 完成了肘健康數扼 的初步分析 。 力得到更准硝，全面的健

康咨洵扳告，需要肘介休的健康數掘和群組健康分析裝置 120 得出的多介群組迸行迸一

步的綜合分析。要了解的是，介休的健康數掘勻群組健康分析裝置 120 所生成的多介群

組之同合有一定的肘匝性，換旬活悅，健康數掘肘匝的介休能移根掘其 自身的情況可以

被伯入各介群組中。科孚地正碗地將介休伯癸到各介群組中合力介休的健康杞汞提供 良

好的健康數掘背景和參照，迭佯的比肘能力介人健康狀況的現狀的了解、健康狀況的末

宋交化超勢的預洲等提供更多的信息 。 比如，一介 30 步的咨洶怖，其 10 年后的健康超

勢，就可以 以 目前 40 步 咨洵怖的忠伸健康形式作力比肘和參考 。 如果其友現 40 步肘，

其健康可能受到門重的影晌，井能夥找到可能的原因，井鈷合 自己的健康夫耿分析所得

出的鈷果 ，以及第三方寺家等的指早，可以提前采取預防措施，或改善生活刁慣 以避免

可能的健康凡險。

根掘本 友 明的第一妥施例 的作 力綜合特征 分析裝置的尖例的綜合健康分析裝 置

130，綜合健康分析裝置 130 根掘存備裝置 140 中存儲的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健康

數掘和群組健康分析裝置 120 生成的多介群貌 第一多介群組 生成勻特定介休仿吹輸

入的健康數掘肘匝的多介群狙 第二多介群狙 和涉及第二多介群組的仇化的預洲分析

鈷果，具休而 言，綜合分析裝置 130 肘爪存儲裝置 140 漆取的特定介休仿吹和舀前輸入

的健康數掘和群組健康分析裝置 120 生成的第一多介群組執行伯癸、預測等她理生成勻

特定介休仿吹輸入的健康數掘肘匝的第二多介群狙和涉及第二多介群坦的仇化的預測分

析結果，井且基于第二多介群坦和涉及第二多介群坦的仇化的預洲分析鈷果生成綜合健

康分析扳告。

圈 5 是昱示根掘本友明的第一央施例的近程健康咨洵系統 1 的綜合健康分析裝置

130 的枸造的示范性框團。 綜合健康分析裝置 1 0 包括相似度汁算卑元 13 1、但癸卑元

1 2，預洲算法卑元 1 3 、綜合仇化革元 134 和綜合扳告輸出卑元 13

相似度汁算卑元 13 1 基于相似度算法肘存儲裝置 140 中的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



的健康數掘和群組健康分析裝置 120 生成的第一多介群組中的每一介群組之同迸行汁

算，以得出反映特定介休仿吹和舀前輸入的健康數掘和每一介群狙之同的相似程度的多

介相似度 。 相似度汁算革元 13 1 汁算相似度的迂程勻在群組健康分析裝置 120 中介紹的

聚癸算法中的相昇度 切 化 刀 汁算迂程相同，相似度汁算革元 13 1 汁算特定介休仿吹和

舀前輸入的健康數掘和每一介群組的中心貞，或者是上面介紹迂的簇均值之同的相似度 。

相似度汁算卑元 13 1 所得到的多介相似度被保存以供接下宋的灶理使用。作力本領域技

木人貝公知技木，將省略肘相似度汁算的具休迂程的碗明。

接下來，怕癸卑元 132 根掘上迷相似度汁算羊元 13 1 算得到的相似度肘特定介休

坊吹和舀前輸入的健康數掘和多介群組迸行伯癸她理以伙多介群組中逝擇出勻特定介休

肋吹和圭前輸入的健康數扼肘庇的多介群組，即第二多介群組 。迭里所林的 "肘匝 相

呂于使得 咳特定介休 "炬癸 迸多介群現中，即特定介休的健康數掘勻其被伯入的群組

中包括的鈍大多數健康數掘非常相似。具休而言，伯癸她理是，在群坦健康分析裝置 120

生成的 < 介 第二多介神癸 的 介 第一多介 群組中，怕癸卑元 2 分別

伙 介神癸的群組中的每一介神癸的群狙中， 逝擇出勻特定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健

康教掘相似度最高的群組 。 即，伯癸卑元 132 伙 介神癸的 介群組中逝擇出 介勻

特定介休肪吹和圭前輸入的健康數掘肘匝的群坦，即第二多介群組 。華例宋碗，肘特定

介休所吹和些前輸入的健康數掘迸行伯芙后裝置后，介休 X 可以被伯入群組健康分析裝

實 120 所生成的 介群坦 第一多介群組 中的 介群組中，則 介群組中其余的

介群組被刪除，最后得到 介群組，即丐特定介休仿吹和舀前輸入的健康數掘肘匝的多

介群組 第二多介群組 。 伯癸卑元 1 2 所得到的第二多介群組被保存井以供至下一步

的她理使用。

接下宋，預洲算法卑元 1 3 利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健康數掘和第二多介群組

我行預洲算法 以得出勻第二多介群姐一一肘匝的預洲健康狀況交化的多介預測分析結

果，即第二多介群坦中每一介群組都有一介相匝的夫于健康狀況的預洲分析拮果 。在預

洲分析啦元 1 2 中迸行的用于預洲數掘肘象的連鎂取值的預洲算法的泣程申，特定介休

坊吹和尚前輸入的健康數掘將作力預測路往上的參數和決定市貞的一部分，借此可以得

到第二多介群狙中的每一介群組的預測分析鈷果 。

預洲算法需要生成預洲器 。 圈6A是昱示用于分析咨洵肺的高血庄症的患病凡險的預

洲器的示范性妥例的生成迂程的示意圈，圈6B是昱示用于用于分析咨洵怖的高血庄症的患

病凡險的預測器的示范性奕例，圈6C是用于分析不同群組的高血匝症的患病凡險的多介預



洲器的示范性安例，其中的健康碩 目及健康碩 目數掘役置只是華例悅明。預測算法執行

迂程中，大部分預測器利用群坦中的健康數掘，即利用所有的同厲于迭介耿此和迭介耿

位的群組，例如 "咨洵此 " 耿並的 "咨洵肺 " 耿位的群組的健康數掘，井計肘特定健

康狀況，例如高血庄症，得到預洲的結果，如高血匝症的凡險高、中、低。

拳例宋碗，用戶 X 可能被怕入不同的群狙 A 、B、C ，如果我們肘此用戶的特定的

健康狀況 。 例如，高血庄症 感共趣，我們可以通迂枸造勻每一介群坦肘匝的預洲器，

如群組 A - a 預洲器，群組 - a 預測器，群組 C - a 預測器，等等。每一介預洲器都合

芒生相位的。的預洲結果，如凡險預洲結果 1，凡險預洲拮果 11，凡險預洲結果 111 。根

掘使用佯本的不同，預測算法的預洲鈷果合有所不同。枸造預洲器有多神公知的方法，

肘于萬散數掘，包括決策榭分癸法、朴素央 什斯、央 什斯信念阿絡、和支持向量帆等。而

肘于連鍥數掘，可使用我性和非我性回伯 e g ess o 方法。在此友明中，各神算法都能

較好的完成任簽，力了表迭方便，我們在此使用決策村迸行塊明。

決策村伯納是伙癸棕杞 特定的健康狀況 的圳銖元組孚刁決策榭 。決策榭是芙似于

流程圍的榭鈷枸，其中每一介市貞表示一介健康碩 目 耿仙、收入、生活方式等

的洲拭，每介分支代表一介測拭輸出，而每介村什市貞存放一介癸析弓 特定的健康狀況

的預洲結果 。 村的最放尾市貞是根市貞 。

大多數決策村伯鈉算法都沿用 自項向下的方法，伙圳鎳元狙及和他們的相夫睽的癸棕

弓 特定的健康狀況的預測結果 升始枸造決策榭，隨看村的枸建，圳銖榭逆伯地划分成

較小的分支。 系統合按照特定的順序逝擇所有的健康碩 目生成洲拭市貞，直到此市貞下的

分支具有相同的癸棕弓 特定的健康狀況的預測結果 。

預洲分析卑元 132 合首先根扼特定的 厲性逝擇度量 作力分裂准則，硝定 自上而下的

決策榭的枸造順序。 比如信息增益作力厲性逝擇度量，即仇先逝擇具有最高信息增益的厲

性作力市貞 的分裂厲性，咳厲性是鈷果划分中的元組分癸所需的信息量最小，井反映迭

些划分的最小隨帆性和 不純性 。

息增益可以由以下公式得出

n仿 ( 三 , 1 ，什，

其中，几 是 D 中任意原則厲于預洲錯果 C 的概率，井用 C / 估汁。 如果迭擇

了健康碩 目 A ，比如 婚姻 作力逝中的健康碩 目，則決策榭按照其所有可能的健康碩 目數

掘的厲性值 即健康碩 目數掘所有可能的取值 A A ，，，A，，或婚姻 禾婚 ，已婚 ，萬



婚 )迸行分癸，將決策村分成三介分支。

如果健康碩 目數掘的所有厲性值 A 力淫壞值，如收入，則必須先硝定 A 的 最佳 分裂

貞，其中分裂貞是 A 的國值。首先將 A 的指按速增需排序，典型的，可以將兩貞同的千

均值看作可能的分裂貞 。 速梓，蛤定 A 的 v 介值，則需要汁算 v- 介可能的分裂，肘于每

介可能的分裂貞汁算 ，逝擇具有最高信息增益的貞作力其最佳分裂克，其肘匝的

信息增益，作力此厲性的信息增益 。如果此連壞厲性被逝作分裂准則，則決策村根掘最佳

分裂貞 s p po 力國值，分力丙介分支 A< s p po A>sp po t

除了信息增益外，胚有增益率和 G 指枋等指析可以用宋泱健康碩 目數掘的厲性值逝

擇 。

舀特定的預洲器，比如決策榭枸造完成井淨測拭和仇化。可將其他的數掘杞汞根掘決

策榭的結果伙上至下迸行分析，直到找到其所需的預洲結果 。

下面以一介奕例晚明所得到的預洲分析結果 。 以團 2 A 和 2 所示的數掘力例，3 5

步 的外 淹 咨洵公司咨洶怖張某，同吋厲于 3 5 步群狙，咨洵肺群組，外盜企並群組，已婚，

有 2 介孩于。肘于張某所厲的每一介群組都合拾出一定的夫于特定健康狀況的預洲分析

錯果 。 華例來況，肘于張先生的高血庄症的預測，首先將其具休的健康數掘笙迂咨洵此

咨洵肺的高血庄症的預洲算法，得到其高血庄症的具休凡險，例如是 7 5% 再將張某的

健康數掘鋒迂有孩子的群組的預洲算法，其高血匝症的凡險力 5 0% 接看，將其數掘鋒

迂銓常迄功的群細的預洲算法，其高血庄症的凡險力 2 5 % 。鋒迂以上她理所得出的分別

勻仇化的群組健康分析信息中包含的多介群坦一一肘匝的反映健康狀況交化的多介預洲

分析鈷果，例如，分別勻咨洵怖的群組、有孩子的群組、鋒常這劫的群狙一一肘匝的三

介高血庄症的凡險，即預測分析錯果分別是 7 % 5 0%和 2 5%，迭些預洲分析結果被保

存井迭入下一步的她理。然而，由此，力了使介休得到更清晰的預洲結果，有必要利用

綜合仇化羊元 134 肘上迷多介預洲分析結果迸行仇化 。

綜合仇化革元 1 4 根掘上迷相似度汁算卑元 13 1 得到的多介相似度，肘多介預測分

析鈷果迸行杖重分配以生成仇化的預洲分析結果 。通迫參照特定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

健康數掘和勻特定介休坊吹和尚前輸入的健康數掘肘匝的第二多介群組之間的相似度，

可以得出特定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健康數掘肘于不同的預測算法的傾 向性。基于相似

度，將綜合仇化卑元 134 肘多介健康預測分析信息迸行迸行杖重分配，例如肘其迸行加

杖乎均，不同的加枚根掘相似度的大小決定，最后得到仇化的預洲分析信息 。 以上面的

張某的例于來碗，張某在咨洵肺聚芙的傾 向性力中等 假投力 0．3 ，有孩子家庭的傾 向

2



性力低等 假投力 0．1 ，而在鋒常健身的聚癸上力高等 假役力 0．6 ，則其可能的加

杖乎均鈷果力 0．3 75% + . 1* 0% + 0 .6 25% 4 5% 。綜合上迷鈷治，可以得到張某患高

血匝症的凡險力 4 5 % ，是介休分析結果和群狙分析相鈷合所得到的，迭介結果相肘未悅

具有更高的精硝度，速是一介肘健康狀況的預洲的准碉可信的結果 。

上面的迸行加杖乎均汁算只是一介筒卑的示范性妥例 。 其基于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

輸入的健康數掘和第二多介群組之同的相似度，將各介群組的預洲分析錯果迸行加杖得

出錯果 。迸一步，更夏朵的迸行杖重分配的汁算公式可以是，例如

)
. ，，

吶耶 ．R ，
十日2 S

，．A 2 十 十 cx ，叭S 扒 H 5

其中 E x 是介休 X 的舨測結果 是介休，且汞厲于 n 介群組 勺是相肘于第 介群

組的參教 屯 是介休 X 相肘于群組 的相似度 巧 是群休 的預洲鈷果 c 是相肘于群

休 相似度的幕參 以及 是相肘于群休 預測鈷果的幕參數 。

但是，加杖汁算只是一介相肘筒卑的初始方法。隨看數掘的增加，公式舍不斷地被

仇化 以便更精碗地勻妥阮情況相似合 。 比如在公式中增加參數，或肘不同的公式碩使用

不同的幕吹方等等。 公式也可以逝用中位數、國值、等數掘迸行似合 。

最后，綜合扳告輸出羊元 13 5 基于第二多介群狙和涉及第二多介群組的仇化的預洲

分析結果 以預定格式生成綜合健康分析扳告，亦即，綜合扳告輸出卑元 1 所生成的綜

合健康分析扳告包括第二多介群組和涉及第二多介群組的仇化的預洲分析結果 。

至此，近程健康咨洵系統 1鋒迂上迷的介休健康分析裝置 1 10、群坦健康分析裝置 120

和綜合健康分析裝置 1 0肘健康數掘的灶理，分別生成介休健康分析扳告，群組健康分析

扳告和綜合分析扳告 。

最后，輸出裝置 2 b接收井以預定格式輸出上迷介休健康分析扳告、群組健康分析扳

告和綜合健康分析扳告。

伙 以上肘作力近程特征咨洵系統妥例的近程健康咨洵系統的描述，可以怕納出一神

用于咨洞健康狀況的作力近程特征咨洵方法奕例的迅程健康咨洵方法，咳方法包括

輸入她理，收集輸入的健康數掘，健康數掘包括介休棕洪符碩 目和介休棕洪符碩 目

數掘、多項健康碩 目和勻各碩健康碩 目肘匝的健康碩 目數掘

存儲她理，根扼健康數掘申的介休棕洪符碩 目數掘存備健康數掘

介休健康分析她理，根掘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健康數掘生成介休統汁分析鈷

果和介休夫耿拮果，井且基于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健康數掘、介休統汁分析結果



和介休夫跌結果生成介伸健康分析扳吉，

介休健康分析灶理迸一步包括

介休統汁分析步驟，肘特定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健康數掘迸行統汁分析，生

成反映健康狀況的交化超勢的介休統汁分析鈷果

介休夫耿分析步驟，肘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健康數掘中的健康碩 目數掘

執行夫耿算法得出特定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健康數掘中卑介健康碩 目數掘 、健康

碩 目數掘的坦合及健康碩 目數掘的排列分別勻健康狀況夫睽的介休夫耿結果，其中

的夫耿算法是在由多介事努組成的事努集中找出多介事各中每一介事各所包含的多

介碩集之間的夫跌的算法，特定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健康數掘作力一介事各集，

特定介休仿吹和舀前輸入的健康數掘中的每一介健康數掘作力多介事努中的一介事

葬，井且使用由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健康數掘中的每一介健康數掘中的至少

一介健康項 目數扼組成的集合作力多介碩集中的一介項集，圭健康數掘具有肘效性

的情形申，在夫耿算法中，伙特定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健康數掘中成肘迭擇健康

數掘狙合成事芬，在成肘迸擇出的健康數掘中的兩介健康數掘的健康數掘輸入肘回

的差是預定值，事各中包括成肘逝擇出的健康數掘中的全部健康碩 目數掘 井且以

成肘的方式逝擇出的健康數扼 中的至少一介健康碩 目數掘組成的集合作力多介碩集

中的一介碩集 以及

介休扳告生成步驟，基于特定介休坊吹和尚前輸入的健康數掘 、介休統汁分析

鉑果和介休夫耿鈷果生成介休健康分析扳告。

群坦健康分析灶理，根掘所有介休仿吹和舀前輸入的健康數掘生成第一多介群組、

勻第一多介群坦肘匝的群組統汁分析鈷果和群組夫耿拮果，井且基于第一多介群組，群

組統汁分析鈷果和群組夫耿結果生成群組健康分析扳告，

群組健康分析她理迸一步包括

聚癸步驟，分別基于卑介健康碩 目和多介健康碩 目肘存備她理中所有介休坊吹

和舀前輸入的健康數扼執行聚癸算法以生成第一多介群組，在第一多介群組中，

山基于卑介健康頤 目所生成的群組，其中，存在于同一群坦中的健康數掘

的肘匝于革介健康碩 目的健康碩 目數掘相同或在同一數掘范固內，

由基于多介健康碩 目所生成的群組中，其中，存在于同一群組中的健康數

扼 的肘匝于多介健康碩 目的多介健康碩 目數掘分別相同或分別在同一數掘范園內

群組統汁分析步驟，肘第一多介群組中的每一介群組中的健康數掘迸行統汁分



析，生成昱示第一多介群組中的每一介群組的健康狀況的群狙統汁分析結果

群坦夫耿分析步驟，肘第一多介群貌中的每一介群組中的健康數掘的健康項 目

數掘執行夫耿算法，得出第一多介群組中的每一介群坦中的健康數掘的健康項 目數

掘或健康碩 目數掘的組合分別勻健康狀況夫耿的群組夫瑕結果，在夫耿算法中，使

用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健康數掘作力一介事各集，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

的健康數掘中的每一介健康數掘作力多介事葬中的一介事各，井且使用由特定介休

坊吹和舀前輸入的健康數掘中的每一介健康數掘中的至少一介健康項 目數掘組成的

集合作力多介碩集中的一介碩集 在健康數掘具有肘效性的情形中，即健康數掘迸

一步包括健康數扼輸入肘同肘，特定介休坊吹和尚前輸入的健康數掘包括兩介以上

的健康數掘，伙特定介休仿吹和舀前輸入的健康數扼 中以成肘的方式逝擇健康數掘

迸行組合，井以咳健康數掘的組合作力夫耿算法中的事各，其中，以成肘的方式逝

擇出的健康數掘的健康數掘輸入肘同的差值力預定值，事各中包括 以成肘的方式逝

擇出的健康數掘中的全部健康項 目教掘 以及

以成肘的方式迭擇出的特征數扼 中的至少一介特征碩 目數扼狙成的集合

力多介碩集中的一介碩集 以及

群組扳告生成步驟，基于第一多介群組，群組統汁分析緒果和群組夫耿結果生

成群組健康分析扳告。

綜合健康分析她理，根掘特定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健康數掘和群組健康分析她理

山成的第 多介群組生成勻特定介休坊吹輸入的健康數掘肘匝的第二多介群組和涉及第

多介群坦的仇化的預洲分析鈷果 ，井且基于第二多介群組和仇化的預洲分析結果生成

綜合健康分析扳告 。

綜合健康分析她理迸一步包括

相似度汁算步驟，汁算出反映特定介休肪吹和圭前輸入的健康數掘分別勻群組

健康分析她理生成的第一多介群組中的每一介群狙之間的相似程度的多介相似度

伯癸步驟，基于多介相似度，肘特定介伸坊吹和尚前輸入的健康數掘和第一多

介群坦執行伯癸，以伙第一多介群組中逝擇出勻特定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健康數

捆肘匝的第二多介群組

預洲算法步驟，肘特定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健康數扼和第二多介群組拭行預

測算法以得出勻第二多介群坦一一肘匝的預測健康狀況交化的多介預洲分析結果

綜合仇化步驟，根掘多介相似度肘多介預洲分析結果迸行杖重分配以生成仇化



的預測分析結果

綜合扳告生成步驟，基于第二多介群組和仇化的預測分析結果生成綜合健康分

析扳告。

輸出她理，接收井以預定格式輸出介休健康分析扳告、群坦健康分析扳告和綜合健康分

析扳告。

第一交型例

下面參照圈7介紹第一安施例的第一交型例 。 團7是昱示根掘本友明的第一奕施例的

第一奕型例的近程健康咨洵系統 a的示范性框團。在圈7以及下面肘第一交型例的近程健

康咨洵系統 a的描迷中，勻第一妥施例相同的部分將使用同梓的析弓來表示，井且省略

肘它們的悅明。 此外，力悅明的方便，下面以在肘介人的健康狀況迸行咨洵的匝用力例

肘近程健康咨洵系統 a迸行悅明。而近程健康咨洵系統 a在肘人群的健康狀況迸行咨洵

的匝用中只需迸行勻第一安施例中相同的交化就可以了。

在使用近程健康咨洵系統 a的迂程中，介休能夥通迂筒卑輸入文字或者晤音形式的

息在偷入健康數掘中加入自由輸入的內容，迭包括一些夫于咳介休所感知的健康狀況，

用戶的心情、起居刁慣 、工作狀恣和各神活功等因人而昇而可能雅 以依靠林准同卷孜得

的數掘，或者是介休臥力肘健康狀況有影晌但是暫肘未被棕准同卷采納的內容 。

在速佯的情形下，近程健康咨洵系統 a 必須具有數掘哄別裝置 160，使得健康數掘

在存儲裝置 140 中存備之同鋒迂一定的她理。數掘洪別裝置 160 伙介休 自由輸入內容洪

別出附加的健康頤 目及相位的健康碩 目數掘，井將附加的健康碩 目及相匝的健康碩 目數

扼加入健康數掘中，附加的健康碩 目在健康數掘中以介休 自由輸入碩 目的模式存在。

數掘洪別裝置 160 肘介休 自由輸入內容的她理如下。 首先，輸入的信息需要被數掘

洪別裝置 160 辨伙和捕捉到。一般來倪，重要的信息包括肘同，用戶的感受，健康狀況、

活劫等。初始阱段 ，數掘洪別裝置 160 合列出相夫的數掘格式，比如肘同，頻率，夫鍵

嗣和勻之相夫的同又嗣、反又嗣等嗣典，用于捕捉相夫信息 。隨看數掘的增加，特殊的

信息，如高頻率出現的夫鍵嗣將合被數掘洪別裝置 160 杞汞，井加入伺典。隨看介人用

戶的使用量增加，介人祠典合隨之丰富，數据洪別裝置 160 合在初始祠典的基酣上生成

針肘每介用戶的嗣典。介休 自由輸入內容的內容有的是可以直接反映健康狀況的，有的

是可以表示心情，生活狀悉，生活刁慣的，迂有其他的能夥肘健康狀況咨洵有部助的數

掘 。 下面是一些夫鍵嗣芙別的拳例，其中健康狀況的妥例包括，胃疼、胃服、抑郁、失



眠、酸疼、疲芳、精神抖撤、沒有食欲等 心情和感受的安例包括，升心、快示、不快、

好心情 、郁岡、不升心、雅迂、委屈、坐立不安、志忑、乎靜、激功、不舒服 等 生

活刀慣和狀況的尖例包括，剛友工狡 、朋友聚合、狂秋、通宵、加班等 表示頻率的奕

例包括，X 坎、X 瓶、X 週、每天都、一周 X 吹 等。

被洪別的夫鍵嗣將作力有效的健康數掘的介休 自由輸入內容加入事各 沮汞，作力下

一步分析的肘象。 迸一步 ，根掘公知的自然晤言 她理技木，可以肘用戶輸入的筒卑晤旬

迸行遐輯和晤叉分析，己得到更洋尺的信息 。

拳例宋悅，假投介休 自由輸入內容中包括 "今天加班很久，特別疲芳，光得胃兀始

疼了" 。 肘于速一晤旬，可以提取相位的健康數扼 。 例如，前面的 "加班 " 可被理解力

原因，疲芳是感抗，而胃疼可以臥力是結果 。 而迭旬活就可以作力一介事各 (( 加班很

久 " )，( "疲芳 " )，( "胃疼 沮汞下來 。數掘哄別裝置 160 根扼所洪別的不同數掘的內

容役立附加的健康碩 目，井將洪別出的內容作力相匝的健康碩 目數掘，如同上例，可以

得出自由輸入 仁加班很久，自由輸入 2 疲旁，自由輸入 胃痛，如圈 2B 所示。 其中

自由輸入 1 表示生活狀況，自由輸入 2 和 自由輸入 3 都是表征健康狀況。

包含 了伙器洲量碩 目、棕准同卷碩 目和介休 自由輸入碩 目的健康數掘隨后被介休健

康分析裝腎 110 、群組健康分析裝實 120和綜合健康分析裝置 1 0 以如同第一奕施例的方式

迸行她理 。根掘介休 自由輸入內容所生成的介休 自由輸入健康碩 目數掘能移丰富健康數

捆的中的健康碩 目數掘，使得根扼本友明的第一尖施例的近程健康咨洵系統 的分析結果

更加全面。

另外，在健康數掘中包括了介休 自由輸入健康碩 目數扼 的情形中，由于介休 自由輸

入健康碩 目數掘包含大量的符弓奕休 夫鍵祠和短晤 等夏奈肘象 文梢 ，因此，

在群組健康分析裝置 120中執行的聚癸算法力了洲量夏朵肘象同的距萬，通常要引入非度

量的相似度函數 。 例如，力了比較兩介向量X和y，有几神方法可以定又迭梓的相似度函

數 s x，刀 。 其中包括將相似度函數定又力余弦度量

s y ． 3

*l l

其中，土 是向量 兀 的特置， 兀 是向量 兀 的歐几里得范數。 伙本辰上阱，是 X 和 y

之間央角的余弦值 。

上迷度量可用其一介癸似交神替代，即 Ta o o 系數，或 Tan oto 距萬



J V，
x x + y

第二交型例

力使得近程健康咨洵系統迸行數掘她理的功能更加完各，在第一奕施例的基咄上，

根扼第一央施例的第二交型例的沅程健康咨洵系統 b中胚迸一步包括一些其他的裝置組

件 。 均第一尖施例完全相同的裝置和卑元將用勻第一奕施例中相同的枋弓宋表示，因此

省略肘它們的塊明。下面參照圈7和圈8晚明根掘本友明的第一安施例的第二交型例的近

程健康咨洵系統 b。團8是昱示根掘本友明的第一奕施例的第二交型例的近程健康咨洵系

筑 b的佯細系統役汁圈。圈9是悅明使用根掘本友明的第一奕施例的第二交型例的近程健

康咨洵系統 b的介休勻健康咨洵服各提供方的連接的示意團。如圈9所示，介休，即用戶

通迂移功役各、桌面役各在住所或者商用盟控站通迫因特阿或元域 阿絡均位于服各提供

方她的沅程健康咨洵系統的近程服簽器交換數掘 。

a．輸入裝置 2a和輸出裝置 2a

在輸入裝置 2a和輸出裝置 2b包括多介用于洲量健康數掘的伙器 ，力筒便汁，圈8

中只示范性地列出伙器 1，伙器2和攸器 。輸入裝置 12a和輸出裝實 12b中江包括伙器洪別

器、用戶信息 /注釋輸入界面 即，棕准同卷項 目輸入界面 、信息整合格式特化模抉、

客P 服簽提供商交流平台、客戶數掘表迭模抉 即，介休 自由輸入內容的輸入模坎 、

數掘包暫存部、包括數掘封裝模坎、加密解密模抉、數掘解封裝模抉和估輸模式逝擇模

坎的1/ 接 口。 輸入/輸出裝胃 2b和近程服努器 10之同的連接可以采取寺用通珮手

段和現有通 爪手段的多神通 爪模式的組合，如圈7中所示通 爪模式 1，通 爪模式2 通爪

模式 8的組合 。

在近程健康咨洵系統 b的裝置 12a和 2b中役汁有統一數掘格式的接 口，井根掘可能

的不同伙器和數掘 栓查扳告等 投汁相匝接 口，將一切可能的數掘 、團像和甫音等格

式的數掘墾理成近程服各器 10統一接收的數掘結枸，以此妥現模坎化、封裝化投汁，在

喊少其它系統的交功的前提下，向疼可能多的伙器兼容 。

b．近程服各器 10

上迷的介休健康分析裝置 110 、群組健康分析裝置 120和綜合健康分析裝置 130中的每一

介中都包含分系統 1/ 模抉、數掘管理模抉、數掘儲存模抉和數扼分析模抉。 除此之外，

迅程服簽器中迂包括用于介人憶私保折的隱私保折裝置 150 、數掘管理裝實 170、功能折

展接 口180 ，扳瞥裝置、交互裝置、健康碩 目存在模式特換裝置以及包括數掘封裝模抉、



加密解密模映、教掘解封裝模抉和估瑜模式迭擇模坎的1/ 接 口。

1 隱私保折裝置 150

在群組健康分析裝置 120的她理迂程中，健康數掘迸入群組健康分析裝置 120后，合

跟其他介休 即，用戶 的健康數掘放置在一起她理，井且可能合作力健康狀況分析的

參考值呈現蛤其他介休，迭里存在介人/人群的隱私通迂系統提供咨洵服努迂程中被泄露

的凡險。 因此，有必要迂唬健康數扼 中一些隱私的信息，比如，姓名，移劫咆活弓昭等

等 。可以使得健康數掘在迸入群組健康分析裝胃120之前先通泣隱私保折裝置，借此迂唬

掉健康數掘中的有夫介人/人群的隱私的數掘。迂唬后的健康數扼再迸入群組健康分析裝

腎 120后，則不合有介人/人群的隱私泄露的川險。

2 ．數掘管理裝置 170

根扼本友明的第一交型例的近程健康咨洵系統迸一步包括數掘管理裝置 170，數掘管

理裝置 170肘存儲裝胃140中的健康數扼 的完整性，以及近程健康咨洵系統中估輸的介休

健康分析裝首 110 、群組健康分析裝置 120和綜合健康分析裝實 1 0所生成的結果的數扼流

和健康數掘的數扼流迸行管理。

數掘管理裝置 170包括肘存儲裝置 140中的健康數掘的完整性迸行管理的數掘安栓卑

元、數扼整理串元、數掘集成卑元、數掘交換革元。 其中，數扼安粒羊元配實力肘收集

的健康數掘迸行安全栓查 以防止數掘擴帶病毒迸入系統而早致肘系統的破杯 。

數扼整理單元的功能是肘所收集的健康數掘迸行整理。 因力在健康數掘收集完成之

后，所收集的數扼有可能缺失。 比如，因力遺忘，用戶投有測量休重。迭梓的缺失值舍

影晌整休的數掘辰量，力下一步的數掘分析和她理帶宋困雅 。 數掘清理卑元通迂缺省值

末填朴可能的缺失值。 比如，休重等缺失值，如果最后一吹洲量吋同很近，將使用最近

一吹洲量的休重值作力缺省值 。 而如果最后一吹洲量間隔較仗，已迭到相匝國值，則將

根掘之前洲量的休重交化超勢做出判斷，作力缺省值。 同肘，任意缺省值都舍被棕 沮，

力精碗分析作參考 。

數扼集成革元配置力肘收集的健康數掘中伯因于各神原因的數扼 出現不兼容的情況

迸行稠整 。 比如，用戶可能漏填信息，或使用不同晤吉 表示相同的意思。數扼鈷枸可能

的數掘沖突、晤又昇枸同題，需要通迂數掘集成卑元的集成她理迸行集成。

數掘管理裝置 170胚包括肘近程健康咨洵系統中伎輸的介休特健康分析裝實 110、群

組健康分析裝置 120和綜合健康分析裝置 1 0所生成的結果的教掘流和健康數掘的數掘流



迸行管理 以保征數据流的高效侍輸的數掘流管理革元。 力了保征數掘流的通惕，服努器

端的模坎化和封裝化，以及系統功能的可折展性，系統將通迂數掘管理裝置 170 服各器

或軟件 將集中管理和碉用介休健康分析裝置 110生成的數掘 鈷果 、群組健康分析裝

置 120生成的數掘 以及綜合健康分析裝置生成的數扼 ，同吋，數扼管理裝置 170中的數掘

流管理卑元江同肘血責和外部迸行數掘交抉 健康分析扳告的輸出 和管理 。 數掘管理

革元匝她于近程咨洵系統的近程服努器 10中勻其中的各介裝置直接連接的位置。

上面介鉛的數掘管理裝置 170中集成的各介功能羊元只是拳例晚明，在安阮使用中可

以根掘需要和分解、組合或刪減，只要保旺數掘管理裝置 170能移奕施肘近程健康咨洶系

統中所有伎輸的數掘的數掘鈷枸和數掘流侍輸迸行管理即可。

3 ．扳瞥裝置 未思示

根掘本友明的第一妥施例的第二交型例的近程健康咨洶系統迸一步包括扳瞥裝置，

配置力基于利用聚癸算法愉測萬群貞的方法，椅測存儲裝置 140 中的特定介休坊吹和圭

前輸入的健康數掘中的健康碩 目數掘中的健康碩 目數掘萬群貞，栓洲群組健康分析裝置

生成的第一多介群組中的群組萬群貞 ，栓洲綜合健康分析裝置生成的第二多介群組中包

含的健康數掘萬群貞 ，井在友現健康碩 目數掘萬群貞、群組萬群貞和/或健康數掘萬群魚

肘迸行相匝的扳瞥。 扳瞥裝置所椅洲的萬群貞就是一些數掘姐 向勻數扼 的一般行力或模

型不一致 。 迭可能意味看數掘錯碳，也可能意味看昇常情況 。 本領域技木人貝公知的基

于聚癸分析的萬群貞的栓州方法，一般有 以下几神，包括基于統汁分布的萬群魚粒洲，

基于距萬的萬群貞栓測，基于密度的萬群庶粒測和基于侷差的萬群貞栓洲。 迭里我們主

要介紹基于距萬的萬群貞栓洲用宋晚明迭一迂程 。

在基于距萬的萬群貞栓州中，如果數掘集合 D 中肘象至少有 P、C、「部分勻肘象。
的距萬 切 大于國值 妹．，" 則林肘象 。是以 C、「和 妹，力參數的基于距萬的萬群貞 。

即，只要在數掘集中，某介肘象沒有足移多的近卻，則被定又力萬群貞 。

比如，作力一介 以年齡和休重力參數的二錐的數掘集，假投有一數掘貞 ，在以 卉，。
力半往的范固內數掘貞的介數太少，其中 朴．是預

" 先役定的判定萬群庶的國值，因此，

速介數扼 貞就被伙力是 介昇常數掘貞 。 而和迭介數掘貞相夫耿的相夫用戶和其他數掘

也將余被 洪別出來，井通知用戶和系統作力各案 。

夫于數扼之間的距萬 朴．。的汁算，可以是基于，華例末悅，井領域技木人貝熟悉的

歐几 里得距萬，曼哈頓距萬，閑可夭斯基距萬宋汁算每一介數掘魚之間，或數掘貞到簇

-心之間，或考簇中心到簇中心之同的距萬 山



迭里所指的扳警方式包括友芹扳警，指示汀扳警或彈出窗口扳警等等方式。扳警裝

胃可以位于近程服努器 10 中任何合造的位置，只要能夥袂取上迷的健康數掘，多介群組

等教掘就可以了。

4)．交互裝置 未昱示

近程健康咨洵系統的近程服各器 10 中包括交互裝實，交互裝置使得介休笙山近程特

征咨洵系統勻其他介休和/或勻健康咨洵服努提供方之同迸行互功咨洵交流。交互裝置將

力所有用 即介休 、健康提供商和匡斤寺家提供相匝的交流乎台，如 BB ，聊天窗

口、阿站、郎件或屯活等方式，根掘不同的主題迸行交流 。例如，相芙的寺此服各人貝

和相X寺家通迂和系統及用戶的交流，配合系統仇化的組合和碉配，更好的提供服各。

例如，杜匡匡院可以通迂勻本系統合作宋更好的力杜囚老人做保健服努，介人健康寺家

可以通迂系統更好的了解其用戶的身休狀況，作出更客硯及吋地判斷。

5 ．健康碩 目存在模式特抉裝置 未昱示

在近程健康咨洶系統 b 中，迸一步包括作力特征項 目存在模式特換裝置突例的健康

碩 目存在模式特換裝置，配置力基于以伙器測量碩 目的模式、枋准同卷碩 目的模式和介

休 自山輸入碩 目的模式中的一介模式存在的特定健康碩 目的使用頻率勻預定頻率的比較

結果，碗定咳特定健康碩 目的存在模式是否特換力伙器測量碩 目的模式、棕准同卷碩 目

的模式和介休 自由輸入碩 目的模式中另外的一介模式。

在健康數掘中，按照使用頻率等級 由高至低排列，健康碩 目包括 以伙器洲量碩 目的

模式存在的健康碩 目，以林准 河卷碩 目的模式存在的健康碩 目，以介休 自由輸入碩 目的

模式存在的健康碩 目。肘于迭三神使用頻率等級的健康碩 目，每一介都具有使用頻率國

值，即預定頻率，尚以伙器測量碩 目的模式、棕准 何卷碩 目的模式和介休 自由輸入碩 目

的模式中的一介模式存在的特定健康碩 目的使用頻率比預定頻率更大，則特換成力具有

更高一級的使用頻率等級的健康碩 目，其中位于使用頻率等級最高級的伙器洲量健康碩

目在使用頻率大于國值吋，保持不交。 例如，出現頻率大于國值的介休 自由輸入健康碩

目數掘可以通泣被系統納入棕准同卷中作力枋准同卷健康碩 目。 圭 以攸器測量碩 目的模

式、棕准同卷碩 目的模式和介休 自由輸入碩 目的模式中的一介模式存在的特定健康碩 目

的使用頻率比預定頻率更小，則特換成力具有更低一圾的使用頻率等級的健康碩 目，其

中位于使用頻率等圾最低級的介休 自由輸入健康碩 目在使用頻率小于國值肘，保持不交。

例如，不合迢的、使用頻率低于國值的伙器洲量健康碩 目則不必使用寺用伙器而特換力

林准同卷健康碩 目或迸一步特挽力介休 自由輸入健康碩 目。 舀然，舀一些健康碩 目數掘



井不能被伙器測量吋，也不能將咳數掘肘匝的健康項 目數掘肘匝的健康碩 目特換力以伙

器測量的模式存在。數掘存在模式特換革元可以根掘需要投置在服各器 10 申任何適于盟

測健康數扼使用頻率的位置。

裝胃
6 功能折展接 口180

近程服各器 10中具有功能折展接 口，所有將宋的折展羊元都可以通迂速介接 口和系

統相連，央現即插即用的功能折展，團7中只示范性地昱示功能折展卑元 1、2、3 、4 。例

如，保險公司可以通泣增加革元未分析保險成本和役汁保險芹品。

以上在第二交型例中稅 明的各介部件在使用迂程中可以根掘不同需要逝擇它們中

的任意一介或者任意几介的組合 。

第二尖施例

下文將參照團 10 和圈 11 具休槐明根掘本友明的近程特征咨洵系統的第二尖施例的

近程灼物刀慣 咨洵系統 2 。圈 10 是昱示根掘本友明的第二尖施例的近程胸物刁慣咨洵系

統 2 的框團，其中 "胸物刀慣 " 是特征的另一神具休表迷。近程胸物刁慣咨洵系統 2 用

于肘灼物刁慣狀況迸行咨洵。 胸物刁慣包括，肘品牌的追求，胸物的搭配喜好等。如團

10 所示，近程灼物月慣咨洵系統 2 包括輸入裝置 22a 、輸出裝置 22b、近程服各器 20

近程服芬器 20 中包括存儲裝置 240 ，作力介休特征分析裝實的另一尖例的介休胸物司慣

分析裝胃2 0、作力群坦特征分析裝置的另一奕例的群鉗胸物刀慣分析裝實 220 、作力綜

合特征分析裝置的另一尖例的綜合胸物刁慣分析裝置 230 等 。 勻如圈 1 所示的本友明第

奕施例中的近程健康咨洶系統 1 比較，迅程姻物司慣 咨洵系統 2 的系統枸造完全勻之

相同，第二奕施例和第一奕施例之同的差昇仗在于系統她理的數掘不同。 近程灼物刀慣

咨洵系統 2 肘作力特征數据另一尖例的胸物刁慣數掘迸行她理，得出介人胸物刁慣數掘

中的作力特征碩 目數掘另一妥例的胸物刀慣碩 目數掘勻胸物刁慣狀況的夫系，拳例末塊，

用戶的生活狀況 例如，砍酒，迄功，耿此等 和家庭狀況 婚姻，于女介數 ，勻

姻物刁慣 包括肘品牌的追求，灼物搭配喜好等 之間的夫系 。圈 11 是昆示根掘本友明

的第二奕施例的近程胸物刁慣咨洵系統 2 所她理的胸物刀慣數掘的另一突例的示意團。

迭里的近程胸物刁慣咨洵系統既同梓既可以位用于介人胸物刁慣的咨洵，也可以匝用于

人群灼物刀慣的咨洵。 以下肘分析介人的灼物刀慣數掘的近程胸物刁慣咨洵系統迸行碗

明，肘于人群的胸物刁慣迸行分析的近程胸物刁慣咨洵系統只需要將一介人群圭作一介

"概念上的介人 ，肘所分析的胸物刁慣數掘迸行勻第一奕施例中癸似的交化，她理的

3



迂程占逸程介人胸物刁慣 咨洵系統完全一致 。

下面描迷根掘本友明的第二安施例的胸物刁慣數掘的枸成。如圈 11 所示，馬前面描

述的健康數掘相同，作力特征數掘另一奕例的胸物刁慣數掘中包括能夥唯一地洪別介休

的介休林洪符頤 目及相匝的介休棕洪符碩 目數掘 、以及多碩作力特征碩 目另一奕例的胸

物刁慣碩 目以及相匝的作力特征碩 目數掘另一奕例的胸物刀慣碩 目數掘 。 胸物刁慣碩 目

按照存在模式划分，包括伙器測量健康碩 目、林准同卷健康頤 目等 。 其中，勻上迷的第

一尖施例癸似，伙器洲量健康碩 目是造合的伙器所測量，拳例宋惋，超市收根台的茶昭

扣描伙所洪別的商品茶碉弓。 棕准 何卷健康項 目是介人胸物刁慣咨洶系統 2 提供的。在

胸物刁慣碩 目數掘中，包括能夥直接表征胸物刀慣狀況的包括代碑和數值的數掘，如荼

碑打描伙伙洪別的茶昭弓反匝的商品品牌，商品名林等，胚包括能移肘胸物刀慣狀況芹

生影晌的數掘，如耿此，家庭人數等 。

下面描迷近程介人胸物刀慣咨洵系統 2 肘介人胸物司慣數掘的她理迂程 。輸入裝置

22a 收集卿物刀慣數掘，井將介人胸物刀慣數扼估輸至近程服各器 20

近程服各器 20 中的存儲裝實 240 根掘灼物刁慣數扼 中的介休林哄符碩 目數掘存儲胸

物刁慣數掘

介休胸物刁慣分析裝置 2 10 根掘存備裝置中存儲的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灼物

刀慣數掘生成介休統汁分析鈷果和介休夫耿鈷果，井且基于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

胸物刁慣數掘 、介休統汁分析結果和介休夫耿鈷果生成作力介休特征分析扳告的另一安

例的介休灼物刀慣分析扳告，巧第一尖施例中的介休健康分析裝置 110 癸似，在介休胸

物刀慣分析裝置 2 10 也包括介休統汁分析卑元、介休夫耿分析羊元和介休扳告生成卑元。

統汁分析卑元肘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胸物刀慣數扼迸行勻第一尖施例中的介休統

汁分析卑元 11 相同的她理，統汁出特定介休仿吹和舀前輸入的胸物刀慣數掘中各介灼

物刀慣碩 目數扼 的交化超勢，伙而得到反映姻物刁慣伏況的奕化超勢的介休統汁分析錯

果 。 介休夫瑛分析卑元肘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灼物司慣數掘迸行弓第一尖施例中

的介休夫耿分析卑元 112 相同的夫耿分析，找出介人胸物刁慣數掘中的直接表征胸物刁

慣狀況的胸物刁慣碩 目數扼或迭些胸物刁慣項 目數掘的組合和能夥影晌生活狀況的胸物

刁慣碩 目數扼之 「 夫耿的介休夫耿結果，例如，用戶的耿此勻追求品牌的夫耿，用戶心

情勻胸物量的夫耿，其中介休胸物月慣分析裝置中的介休夫職分析裝置扒行的夫耿算法

是在山多介事簽狙成的事券集中找出多介事努中的每一介事各所包含的多介碩集之間的

夫耿的算法 。 在夫耿算法中，使用特定介伸坊吹和圭前輸入的灼物月慣數掘作力一介事



努集，特定介休坊吹和肖前輸入的胸物刁慣數掘中的每一介胸物刁慣數掘作力多介事各

中的一介事努，井且使用由特定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灼物刀慣數掘申的每一介胸物刀

慣數掘中的至少一介灼物刁慣碩 目數掘組成的集合作力多介碩集中的一介碩集。在考虎

到胸物刁慣數掘的肘效性的情形中，特定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胸物刀慣數据包括丙介

以上的胸物司慣數掘，伙特定介休仿吹和尚前輸入的灼物刀慣數掘中以成肘的方式逝擇

胸物刀慣數掘迸行組合，井以咳胸物刁慣數掘的狙合作力夫耿算法中的事各，其中，以

成肘的方式逝擇出的胸物刁慣數掘的胸物刀慣數掘輸入肘間的差值力預定值

事各中包括 以成肘的方式逝擇出的姻物刀慣數掘中的全部胸物刁慣碩 目數掘 井且

成肘逝擇出的胸物刀慣數扼 中的至少一介胸物刀慣碩 目數掘組成的集合作力多介碩集中

的一介碩集 。最后，介休扳告生成卑元接收井根掘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胸物刁慣

數掘，介休統汁分析鈷果和介休夫耿結果宋生成介休胸物刁慣分析扳告。

接下宋描迷群坦灼物刁慣分析裝置220 肘介人胸物司慣數掘的她理 。胸物刁慣分析裝

置220 根掘存儲裝置中存儲的所有介伸坊吹和圭前輸入的灼物刁慣數扼生成多介群組 第

多介群坦 、勻第一多介群組肘匝的群坦統汁分析結果和群組夫耿結果，井且基于所

有介休所吹和圭前輸入的胸物刁慣數扼 ，第一多介群組，勻第一多介群紐肘匝的群狙統

汁分析錯果和群狙夫耿鈷果生成作力群組特征分析扳告的另一妥例的群組胸物刁慣分析

扳告。 勻第一奕施例的近程健康咨洶系統 1癸似，近程胸物刀慣咨洵系統2的群組胸物刀

慣分析裝置220 也包括聚癸卑元、群組統汁分析卑元，群組夫耿分析卑元和群狙扳告坐成

卑元。

群組灼物刁慣分析裝實 220 的聚癸卑元基于聚癸算法肘所有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

灼物刁慣數掘迸行她理 以分別根掘胸物刀慣數掘中的卑介胸物刀慣碩 目和灼物刁慣碩 目

的組合生成第一多介群組，在第一多介群坦中，由基于卑介姻物刁慣碩 目所生成的群坦，

其中，存在于同 群狙中的炳物刀慣數掘的肘匝于卑介灼物刁慣碩 目的胸物司慣碩 目數

掘相同或在同一數掘范固內，由基于多介灼物刁慣碩 目所生成的群組，其中，存在于同

一群組中的灼物刀慣數扼 的肘匝于多介胸物刀慣碩 目的多介胸物刁慣碩 目數掘分別相同

或分別在同一數扼范固內。群組姻物刁慣分析裝置 220 中的聚癸卑元所基于的聚癸算法

勻第一尖施例中描述的完全一致 。

群組灼物刁慣分析裝實 220 中的群組統汁分析卑元肘多介群組中的每一介群組中的

胸物刁慣數扼迸行統汁分析，生成昱示多介群組中的每一介群組的胸物刀慣狀況的群組

統汁分析鈷果 。



接下宋群組卿物刁慣分析裝置 220 中群狙夫耿分析革元肘多介群組中的每一介群組

中的灼物刀慣教扼 的灼物刀慣碩 目數掘軌行夫耿算法，得出多介群組中的每一介群組中

的胸物刁慣數掘的灼物刁慣碩 目數掘或灼物刀慣碩 目數掘的組合分別勻胸物刁慣狀況夫

瑕的群細夫耿鈷果 ，在夫耿算法中，使用第一多介群組中的每一介群組所包括的所有胸

物刁慣數掘作力一介事各集，第一多介群組中的每一介群狙的每一介胸物刁慣數掘作力

多介事各中的一介事各，井且使用由第一多介群狙中的每一介群組中的每一介炳物司慣

數掘中的至少一介胸物刃慣碩 目數据組成的集合作力多介碩集中的一介碩集。在考虎胸

物刀慣數掘的肘效性的情形中，其中所有介伸防吹和舀前輸入的卿物刁慣數掘中包括的

厲于同 介休的胸物刀慣數掘包括兩介以上的灼物刁慣數掘，伙所有介休坊吹和舀前輸

入的胸物刁慣數掘中包括的厲于同一介休的胸物刁慣數掘中以成肘的方式逝擇胸物刁慣

數扼迸行組合，井以咳灼物刀慣數掘的組合作力夫耿算法中的事努，其中，以成肘的方

式逝擇出的胸物刁慣數掘的胸物刁慣數掘輸入肘間的差值力預定值 事努中包括 以成肘

的方式逝擇出的胸物刁慣數掘中的全部胸物刁慣碩 目數掘 井且成肘迭擇出的胸物刀慣

數扼 中的至少一介灼物刁慣碩 目數掘組成的集合作力多介碩集中的一介碩集。

群貌統汁分析 鈷果和群組夫耿結果被伎輸至群組扳告生成革元。 群坦胸物刁慣分析

裝置 220 中的結果生成卑元基于前迷的第一多介群坦、肘匝于第一多介群狙的群組統汁

分析結果和群組夫耿鈷果 以預定格式生成群狙胸物刀慣分析分析扳告。

接下來，綜合灼物刁慣分析裝實 230 肘存儲在存儲裝置 240 中的特定介休坊吹和舀

前輸入的胸物刁慣數掘和上迷群組胸物刁慣分析裝置 220 中的聚癸羊元 121 生成的多介

群組迸行伯芙、預洲等她理，生成勻特定介休仿吹輸入的健康數扼肘匝的多介群狙 第

二多介群組 和涉及第二多介群組的仇化的預洲分析錯果，井且基于第二多介群狙和涉

及第二多介群組的伏化的預洲分析結果生成綜合健康分析扳告。勻第一妥施例癸似，在

綜合胸物刀慣分析裝置 230 中，綜合卿物刀慣分析裝置 230 中的相似度汁算卑元先汁算

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胸物刁慣數掘分別勻群組姻物刁慣分析裝置生成的第一多介

群組中的每一介群組之間的相似程度的多介相似度 。 綜合灼物刀慣分析裝置 230 中的伯

癸卑元根扼上面的多介相似度，肘特定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灼物刀慣數掘和多介群組

迸行垣芙她理 以伙多介群組中逝擇出勻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胸物刁慣數掘肘匝的

第二多介群坦 。 接下宋，綜合胸物刁慣分析裝置 230 中的預洲算法卑元基于預洲算法肘

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灼物回慣數掘和第二多介群組迸行預洲分析，得出勻第二多

介群組一一肘匝的多介灼物刀慣預洲分析結果 。 接下宋，綜合卿物刁慣分析裝置 2 0 中



的綜合仇化卑元結合相似度肘多介胸物刁慣預測分析結果迸行杖重分配，以生成仇化的

灼物刁慣預測分析結果 。最后，上迷她理所生成的第二多介群坦和涉及第二多介群組的

仇化的胸物刁慣預洲鈷果迸入綜合胸物刁慣扳告生成卑元，綜合姻物刀慣扳告生成卑元

基于勻特定介休肘匝的多介群組和仇化的胸物刁慣預測結果 以預定格式生成作力綜合特

征分析扳告的另一奕例的綜合胸物刀慣分析扳告。

根掘本友明的第二尖施例的近程胸物刁慣咨洵系統 2 也可以做出勻第一奕施例的相

同的交型，在根扼第二安施例的交型例的近程胸物刁慣咨洵系統 2 中的胸物刀慣數掘中

也可以包括介休 自由輸入內容，井迸一步包括數掘洪別裝置，也可以迸一步包括交互裝

置、數掘管理裝置、扳警裝置以及隱私保折單元，胸物刁慣碩 目存在模式特換裝置、輸

入/輸出裝置中的統一數掘接 口等等申的任意一介或它們的坦合 。

上面描迷泣的本友明的各介她理裝置中分別使用的各神算法，包括聚癸算法、夫耿

算法、預洲算法等以及相似度汁算、基于聚癸算法的萬群貞栓測方法等均是本領域技木

人貝所公知的，有夫其具休原理和算法流程的內容可以參凡 Da a g C o cepts a nd

Tec h q es Sec o nd Ed on by [Canada] J aw e an che ne ambe

以上的各介奕施例描迷了根掘本友明的作力近程特征咨洵系統的尖例的近程健康咨

洵系統和沅程胸物刁慣咨洵系統，肘介人或人群的除健康狀況 。灼物刁慣狀況 以外的其

他特征狀況迸行咨洵系統也可以作力近程特征咨洵系統的尖例 。另外，力了槐明的筒便，

在根掘本友明的奕施例的沅程健康咨洵系統和近程胸物刀慣咨洵系統的稅明中，只肘解

抉本友明所什肘的技木何題所必需的夫鍵部件作出了洋細視明，而省略了肘其他非X鍵

部件的悅明，如系統的昱示裝實、咀源裝置等等。

其他的仇貞和交型肘本領域技木人貝未悅是容易想到的。 因此，本友明就較竟的方

面而吉，井不局限于迭里昱示和描迷的具休細市和典型奕施例 。 在不脫萬所附的杖利要

求及其等同概念所定又的忠 的友明枸思的宗 旨和范固的情況下，可迸行各神交型 。



杖 利 要 求

1．一神用于咨洵特征狀況的近程特征咨洵系統，其特征在于，包括

輸入裝置，收集輸入的特征數掘，所迷特征數掘包括介休枋洪符碩 目和肘匝的介休

棕洪符碩 目數掘、多碩特征碩 目和勻各碩特征碩 目肘匝的特征碩 目數掘 以及

近程服各器，包括

存儲裝置，根掘所述特征數掘中的所迷介休棕洪符碩 目數掘存儲所迷特征數

掘

介休特征分析裝置，根掘所迷存儲裝置中存備的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特

征數扼生成介休統汁分析鈷果和介休夫跌鈷果，井且基于所迷特定介休所吹和舀前輸入

的特征數掘 、所迷介休統汁分析拮果和所迷介休夫耿錯果生成介休特征分析扳告，

群組特征分析裝置，根掘所述存儲裝置中存儲的所有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特

征數掘生成第一多介群狙、勻所迷第一多介群鍋肘匝的群組統汁分析鈷果和群組夫耿結

果，井且基于所迷第一多介群組，所述群組統汁分析鈷果和所迷群組夫耿鈷果生成群組

特征分析扳告，和

綜合特征分析裝置，根掘所迷存儲裝置中存儲的所迷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

的特征數掘和所迷群坦特征分析裝置生成的所迷第一多介群組坐成勻所述特定介休坊吹

輸入的特征數掘肘匝的第二多介群組和涉及所迷第二多介群組的仇化的預洲分析結果 ，

井且基于所述第二多介群組和所迷仇化的預洲分析鈷果生成綜合特征分析扳告。

2．如杖利要求 1 所迷的近程特征咨洵系統，其特征在于，迸一步包括

輸出裝置，配置力接收井以預定格式輸出所迷介休特征分析扳告、所迷群狙特征分

析扳吉和所迷綜合特征分析扳告。

3 如杖利要求 1 所述的近程特征咨洵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介休特征分析裝置包括

介休統汁分析羊元，配置力肘所迷存備裝置中所述特定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特征

數扼迸行統汁分析，生成反映特征狀況的交化超勢的所述介休統汁分析結果

介休夫職分析卑元，配置力肘所迷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特征數掘中的特征碩

目數掘執行夫耿算法得出所迷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特征數掘中卑介特征碩 目數

掘、特征碩 目數掘的坦合及特征碩 目數掘的排列分別勻所迷特征狀況夫耿的所迷介休夫

耿鈷果 以及



介休扳告生成革元，配置力基于所述特定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特征數掘、所迷介

休統汁分析結果和所迷介休夫耿結果生成所迷介休特征分析扳告。

4．如杖利要求 所迷的近程特征咨洵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介休特征分析裝置中的介

休夫耿分析羊元執行的所迷夫瑕算法是在由多介事各組成的事努集中找出所迷多介事努

中的每一介事簽所包含的多介碩集之間的夫耿的算法。

5．如杖利要求 4 所迷的近程特征咨洵系統，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夫耿算法中，使用所迷

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特征數掘作力 介事各集，所述特定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

特征數掘中的每一介特征數掘作力所述多介事努中的一介事努，井且使用由所迷特定介

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特征數掘中的每一介特征數掘中的至少一介特征碩 目數掘狙成的集

合作力所述多介碩集中的一介碩集 。

6．如杖利要求 4 所迷的近程特征咨洵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特征數掘迸一步包括特征

數掘輸入肘同，所迷特定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特征數掘包括丙介 以上的所述特征數掘，

伙所述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特征數掘中以成肘的方式迭擇特征數掘迸行組

合，井以咳特征數捆的組合作力所迷夫睽算法中的事各，其中，以成肘的方式逝擇出的

特征數掘的特征數掘輸入肘同的差值力預定值

所迷事努中包括所述 以成肘的方式逝擇出的特征數掘中的全部特征碩 目數掘 井且

成肘逝擇出的特征數扼 中的至少一介特征碩 目數掘坦成的集合作力所迷多介項集中的一

介碩集 。

7．如杖利要求 所迷的近程特征咨洵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群組特征分析裝置包括

聚癸卑元，配置力分別基于革介特征碩 目和多介特征碩 目肘所迷存備裝置中所迷所

有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特征數掘執行聚芙算法以生成所迷第一多介群組，在所迷第一

多介群鈕中，

由基于卑介特征碩 目所生成的群組，其中，存在于同一群組中的特征數掘的肘匝

于所迷卑介特征碩 目的特征碩 目數掘相同或在同一數掘范固內，

由基于多介特征碩 目所生成的群組中，其中，存在于同一群組中的特征數掘的肘

匝于所迷多介特征碩 目的多介特征碩 目數掘分別相同或分別在同 數掘范園內



群組統汁分析革元，配置力肘所述第一多介群坦中的每一介群組中的特征數掘迸行

統汁分析，生成昱示所述第一多介群組中的每一介群組的特征狀況的所述群組統汁分析

結果

群組夫瑕分析羊元，配置力肘所迷第一多介群組中的每一介群組中的特征數掘的特

征碩 目數掘執行夫耿算法，得出所迷第一多介群組中的每一介群組中的特征數掘的特征

碩 目數掘或特征碩 目數掘的坦合分別勻特征狀況夫耿的所迷群組夫耿結果 以及

群組扳告生成卑元，配置力基于所迷第一多介群組，所迷群坦統汁分析結果和所述

群組夫耿結果生成所迷群組特征分析扳告。

8．如杖利要求 7 所迷的近程特征咨洵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述群狙特征分析裝置中的群

組夫耿分析卑元執行的所迷夫耿算法是在由多介事努組成的事各集中找出所迷多介事各

中每一介事各所包含的多介碩集之同的夫瑕的算法。

9．如杖利要求 8 所迷的近程特征咨洵系統，其特征在于，在所迷夫耿算法中，使用所迷

第一多介群狙中的每一介群組所包括的所有特征數掘作力一介所迷事各集，所述第一多

介群狙中的每一介群組的每一介特征數掘作力所迷多介事各中的一介事各，井且使用由

所迷第一多介群狙中的每一介群組中的每一介特征數掘中的至少一介特征碩 目數掘組成

的集合作力所迷多介碩集中的一介碩集。

10．如杖利要求 8 所迷的近程特征咨洵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述特征數掘迸一步包括特

征數扼輸入肘間，所迷所有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特征數掘中包括的厲于同一介休的特

征數掘包括兩介 以上的所迷特征數掘，

伙所述所有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特征數掘中包括的厲于同一介休的特征數捆中以

成肘的方式逝擇特征數掘迸行組合，井以咳特征數掘的組合作力所迷失耿算法中的事各，

其中，以成肘的方式逝擇出的特征數掘的特征數掘輸入肘同的差值力預定值

所迷事各中包括所迷 以成肘的方式迭擇出的特征數掘中的全部特征碩 目數掘 井且

成肘逝擇出的特征數掘中的至少一介特征碩 目數掘組成的集合作力所迷多介碩集中的一

介碩集 。

1 ．如枚利要求 1 所迷的近程特征 咨洵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綜合特征分析裝置包括



相似度汁算革元，配置力汁算出反映所述存備裝置中存儲的所迷特定介休坊吹和舀

前輸入的特征數掘分別丐所迷群狙特征分析裝實生成的所迷第一多介群組中的每一介群

組之間的相似程度的多介相似度

怕芙串元，配置力基于所迷多介相似度，肘所迷所迷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特

征數掘和所迷第一多介群組迸行伯癸她理 以伙所迷第一多介群組中逝擇出勻所迷特定介

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特征數据肘匝的所迷第二多介群組

預測算法卑元，配置力肘所迷特定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特征數掘和所述第二多介

群鉗執行預洲算法以得出勻所迷第二多介群組一一肘匝的預洲特征狀況交化的多介預洲

分析鈷果

綜合仇化卑元，配實力根掘所迷多介相似度肘所迷多介預洲分析結果迸行杖重分配

以坐成所述仇化的預洲分析結果 以及

綜合扳告生成羊元，配置力基于所迷第二多介群組和所迷仇化的預洲分析鈷果生成

所迷綜合特征分析扳吉。

1 ．如杖利要求 1 所迷的沅程特征咨洵系統，其特征在于，迸一步包括扳警裝置，

配置力基于利用聚癸算法粒洲萬群庶的方法，栓測所述存儲裝置中的所迷特定介休

坊吹和圭前輸入的特征數掘中的特征碩 目數掘中的特征頤 目數掘萬群貞，粒測所述群組

特征分析裝置生成的所迷第一多介群坦中的群貌萬群魚，栓測所迷綜合特征分析裝置生

成的所迷第二多介群貌中包含的特征數掘萬群貞，井在友現所迷特征碩 目數掘萬群貞、

所迷群組萬群貞和/或特征數掘萬群貞吋迸行相匝的扳警。

3．如杖利要求 1-12 意一碩所迷的近程特征咨洵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特征數掘中

包括分別以攸器洲量碩 目的模式存在的特征碩 目和以林准 何卷碩 目的模式存在的特征碩

目。

14．如枚利要求 3 所迷的近程特征咨洵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近程服努器迸一步包括數掘洪別裝置，圭所述輸入裝置收集的所迷特征數掘中

包括介休 自由輸入內容肘，所迷數掘洪別裝置伙所述介休 自由輸入內容洪別出附加的特

征碩 目及相匝的特征碩 目數掘，井將所迷附加的特征碩 目及相匝的特征碩 目數掘加入所

述特征數掘中，所迷附加的特征碩 目在所迷特征數掘中以介休 自由輸入碩 目的模式存在。



．如枚利要求 14 所迷的近程特征咨洵系統，其特征在于，迸一步包括

特征碩 目存在模式特換裝置，配置力基于以所迷伙器測量碩 目的模式、所迷棕准何

卷碩 目的模式和所迷介休 自由輸入碩 目的模式中的一介模式存在的特定特征碩 目的使用

5 頻率勻預定頻率的比較結果，硝定所述特定特征碩 目的存在模式是否特換力所迷伙器洲

量碩 目的模式、所迷棕准向卷碩 目的模式和所述介休 自由輸入碩 目的模式中另外的一介

模式。

16．如杖利要求 14 所迷的近程特征咨洵系統，其特征在于，迸一步包括

交互裝置，所迷交互裝置使得所迷介休鋒 由所迷近程特征咨洵系統勻其他介休和/

或勻特征咨洵服芬提供方之同迸行互功咨洵交流。

7．如枚利要求 4 所迷的近程特征咨洶系統，其特征在于，迸一步包括

數掘管理裝置，所迷數掘管理裝置管理所迷存儲裝置中的特征數掘的完整性，以及

所述近程特征咨洵系統中伎輸的所迷介休特征分析裝置、所迷群坦特征分析裝置和所迷

綜合特征分析裝置所生成的鈷果的數扼流和所迷特征數掘的數掘流 。

18 如杖利要求 14 所迷的近程特征咨洵系統，其特征在于，迸一步包括

隱私保折裝置，所迷隱私保折裝置在所述特征數掘迸入所迷群坦特征分析裝實之前

20 迂唬所迷特征數掘中的隱私信息 以防止所迷隅私信息泄露 。

19．如杖利要求 14 所迷的近程特征咨洵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述輸入裝置和所迷輸出裝

置具有統一數掘格式的接 口。

25 20 一神用于咨洵特征狀況的近程特征咨洵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輸入她理，收集輸入的特征數掘，所述特征數掘包括介休棕洪符碩 目和肘匝的介休

林洪符碩 目數掘、多碩特征頤 目和丐各碩特征碩 目肘匝的特征碩 目數掘

存儲她理，根掘所迷特征數掘中的所迷介休棕洪符碩 目數掘存備所迷特征數掘

介休特征分析她理，根掘所述存儲她理中存備的特定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特征數

30 掘生成介休統汁分析結果和介休夫耿結果，井且基于所述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特



征數掘 、所述介休統汁分析結果和所述介休夫耿錯果生成介休特征分析扳告，

群坦特征分析她理，根据所迷存儲她理中存儲的所有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特征數

掘生成第一多介群坦、勻所迷第一多介群組肘位的群組統汁分析結果和群組夫耿結果，

井且基于所述第一多介群組，所迷群狙統汁分析結果和所迷群坦夫耿結果生成群組特征

分析扳告，以及

綜合特征分析她理，根据所迷存備她理申存儲的所述特定介休仿吹和圭前輸入的特

征數掘和所迷群組特征分析她理生成的所迷第一多介群組生成勻所迷特定介休坊吹輸入

的特征數掘肘匝的第二多介群組和涉及所述第二多介群組的仇化的預洲分析鈷果，井且

基于所迷第二多介群組和所迷仇化的預測分析結果生成綜合特征分析扳告。

2 1．如杖利要求 20 所迷的近程特征咨洵方法，其特征在于，迸一步包括

輸出她理，接收井以預定格式輸出所迷介休特征分析扳告、所迷群狙特征分析扳吉

和所迷綜合特征分析扳告。

22．如杖利要求 20 所迷的近程特征咨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介休特征分析灶理包括

介休統汁分析步驟，肘所迷存儲她理中存儲的所述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特征

數掘迸行統汁分析，生成反映特征狀況的交化起勢的所迷介休統汁分析錯果

介休夫耿分析步驟，肘所迷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特征數掘中的特征碩 目數掘

扒行夫耿算法得出所迷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特征數掘中革介特征碩 目數掘、特征

頤 目數扼 的組合及特征碩 目數掘的排列分別勻所迷特征狀況夫耿的所迷介休夫耿結果

以及

介休扳告生成步驟，基于所迷特定介休仿吹和圭前輸入的特征數掘、所述介休統汁

分析館果和所迷介休夫耿鈷果生成所迷介休特征分析扳告。

23．如枚利要求 22 所迷的近程特征咨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介休特征分析她理中的

介休夫睽分析步驟執行的所迷夫跌算法是在由多介事努組成的事各集中找出所迷多介事

努中的每一介事簽所包含 的多介項集之間的夫耿的算法 。

24．如杖利要求 2 所迷的沅程特征咨洵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迷夫耿算法中，使用所

迷特定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特征數掘作力一介事各集，所迷特定介休仿吹和圭前輸入



的特征數据申的每一介特征數掘作力所迷多介事各中的一介事各，井且使用由所迷特定

介休坊吹和尚前輸入的特征數掘中的每一介特征數掘中的至少一介特征碩 目數掘組成的

集合作力所迷多介碩集中的一介碩集 。

25．如枚利要求 23 所迷的近程特征咨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特征數掘迸一步包括特

征數掘輸入肘同，所迷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特征數掘包括丙介以上的所迷特征數

掘，

伙所迷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特征數掘中以成肘的方式逝擇特征數掘迸行組

合，井以 咳特征數掘的組合作力所迷失耿算法中的所迷事努，其中，以成肘的方式逝擇

出的特征數掘的特征數掘輸入肘間的差值力預定值，所迷事努中包括所述 以成肘的方式

逝擇出的特征數扼 中的全部特征碩 目數掘 以及

以成肘的方式逝擇出的特征數掘中的至少一介特征碩 目數掘組成的集合作力所迷多

介碩集中的一介碩集。

26．如杖利要求 20 所迷的近程特征咨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群坦特征分析她理包括

聚癸步驟，分別基于卑介特征碩 目和多介特征碩 目肘所述存儲她理中所迷所有介休

坊吹和舀前輸入的特征數掘執行聚癸算法以生成所迷第一多介群組，在所迷第一多介群

組中，

山基于卑介特征碩 目所生成的群組，其中，存在于同一群坦中的特征數掘的肘匝

于所迷卑介特征碩 目的特征碩 目數掘相同或在同一數掘范固內，

由基于多介特征碩 目所生成的群狙中，其中，存在于同一群坦中的特征數掘的肘

庇于所迷多介特征碩 目的多介特征碩 目數掘分別相同或分別在同一數扼范固內

群鉗統汁分析步驟，肘所迷第 多介群組中的每一介群組中的特征數掘迸行統汁分

析，生成昆示所迷第一多介群組中的每一介群組的特征狀況的所迷群組統汁分析結果

群組夫耿分析步驟，肘所述第一多介群組中的每一介群組中的特征數掘的特征碩 目

數掘拭行夫耿算法，得出所迷第一多介群組中的每一介群組中的特征數掘的特征碩 目數

扼或特征碩 目數掘的組合分別勻特征狀況夫耿的所迷群狙芙耿結果 以及

群組扳告生成步驟，基于所迷第一多介群組，所迷群狙統汁分析拮果和所迷群組夫

瑕縮果生成所迷群坦特征分析扳告 。



27．如杖利要求 26 所迷的近程特征咨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群現特征分析她理中的

群組夫耿分析步驟軌行的所迷夫耿算法是在由多介事冬組成的事各集中找出所迷多介事

莠中每一介事芬所包含的多介碩集之間的夫睽的算法。

28．如杖利要求 所迷的近程特征咨洶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迷失耿算法中 使用所

述第一多介群狙中的每一介群坦所包括的所有特征數掘作力一介所迷事努集，所迷第一

多介群狙中的每一介群坦的每一介特征數掘作力所迷多介事各申的一介事各，井且使用

由所迷第一多介群狙中的每一介群組中的每一介特征數掘中的至少一介特征碩 目數掘組

成的集合作力所迷多介碩集中的一介碩集 。

2 ．如枚利要求 2 7 所述的近程特征 咨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特征數扼迸一步包括特

征數掘輸入肘同，所述所有介休肪吹和圭前輸入的特征數掘中包括的厲于同一介休的特

征數掘包括丙介以上的所迷特征數掘，

伙所迷所有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特征數掘中包括的厲于同一介休的特征數掘中以

成肘的方式迭擇特征數掘迸行組合，井以咳特征數掘的組合作力所迷失耿算法中的事努，

其中，以成肘的方式迭擇出的特征數掘的特征數掘輸入肘同的差值力預定值，所迷事努

中包括所迷 以成肘的方式逝擇出的特征數掘中的全部特征碩 目數掘 以及

以成肘的方式逝擇出的特征數掘中的至少一介特征碩 目數掘組成的集合作力所迷多

介碩集中的一介頤集 。

．如杖利要求 20 所迷的近程特征咨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綜合特征分析她理包括

相似度汁算步驟，汁算出反映所述存儲她理中存備的所迷特定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

的特征數掘分別勻所述群坦特征分析她理生成的所述第一多介群坦中的每一介群狙之同

的相似程度的多介相似度

伯癸步驟，基于所述多介相似度，肘所迷所迷特定介休坊吹和舀前輸入的特征數掘

和所迷第一多介群組迸行伯癸以爪所迷第一多介群組中逝擇出勻所迷特定介休坊吹和舀

前輸入的特征數掘肘匝的所迷第二多介群組

預洲算法步驟 ，肘所迷特定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特征數掘和所迷第二多介群組軌

行預測算法以得出勻所迷第二多介群組一一肘位的預洲特征狀況交化的多介預洲分析結

果



綜合仇化步驟，根掘所述多介相似度肘所迷多介預洲分析結果迸行杖重分配以生成

所迷仇化的預洲分析結果 以及

綜合扳告生成步驟，基于所迷第二多介群組和所迷仇化的預洲分析結果生成所迷綜

合特征分析扳告。

3 1．如杖利要求 20 所迷的近程特征咨洵方法，其特征在于，迸一步包括扳警她理，

基于利用聚癸算法愉洲萬群貞的方法，栓測所迷特定介休坊吹和圭前輸入的特征數

掘中的特征碩 目數据中的特征碩 目數掘萬群貞，栓測所述群組特征分析她理生成的所述

第一多介群組中的群組萬群貞，粒洲所述綜合特征分析她理生成的所述第二多介群組申

包含的特征數扼萬群貞，井在友現所迷特征碩 目數掘萬群庶、所述群組萬群克和/或特征

數掘萬群貞吋迸行相匝的扳警。

2．如枚利要求 20 3 任意一項所述的逝程特征 咨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特征數掘

中包括分別以伙器洲量碩 目的模式存在的特征碩 目和以枋准 何 卷碩 目的模式存在的特征

碩 目。

33 如枚利要求 32 所迷的近程特征咨洵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近程服各器迸一步包括數掘洪別她理，圭所迷輸入她理收集的所迷特征數掘中

包括介休 自山輸入內容肘，所述數掘哄別她理伙所述介休 自由輸入內容洪別出附加的特

征碩 目及相匝的特征碩 目數掘，井將所迷附加的特征碩 目及相位的特征碩 目數掘加入所

述特征數掘中，所迷附加的特征碩 目在所迷特征數扼 中以介休 自山輸入項 目的模式存在。

34．如杖利要求 3 所沐的迅程特征咨洵方法，其特征在于，迸一步包括

特征碩 目存在模式特抉她理，基于以所迷伙器洲量碩 目的模式、所迷棕准向卷碩 目的模

式和所迷介休 自由輸入碩 目的模式中的一介模式存在的特定特征碩 目的使用頻率勻預定

頻率的比較結果 ，硝定所迷特定特征碩 目的存在模式是否特換力所迷伙器測量碩 目的模

式、所述林准同卷碩 目的模式和所迷介休 自由輸入碩 目的模式中另外的一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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