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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基于SNOMED-CT的医学名词

词典构造与拓展方法，将目标文本进行中文分词

从而获得每个句子之中的词语。其次，利用语义

依存算法对分词的句子进行分析从而获得名词

短语。最终，以已有的规范化的医学词典SNOMED-

CT为基础与文本中所提取的医疗短语进行对比

通过预先定义的相似度对备选名词短语进行筛

选，所选得的名词短语则被视为新的医学名词，

从而组成词典。本发明解决同概念多表达、缩写、

简称等问题，构造覆盖面更广的基本医学术语词

典。本发明作为自然语言处理的第一部，可为后

续命名实体识别、关系提取、实体对齐等任务提

高速度以及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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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SNOMED-CT的医学名词词典构造与拓展方法，其特征在于：其包括以下步

骤：

步骤1，获取原始医疗文本进行中文分词以获得每个句子之中的词语；

步骤2，利用语义依存算法对分词的句子进行分析获得名词短语构成备选词语表；

步骤3，在备选词语列表中通过与基础词语列表SNOMED-CT中的词汇进行相似度计算，

相似度Sim(tc，tm)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tc代表备选词，tm代表SNOMED中的参考词，Simst(tc，tm)表示tc和tm两者的笔划相

似度，Simpy(tc，tm)表示tc和tm两者的拼音相似度，Simss(tc，tm)表示tc和tm两者的最大子字

符串相似度；

步骤4，将备选词语表中相似度大于设定阈值的词汇录入词典，依次迭代形成自定义医

学词典。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SNOMED-CT的医学名词词典构造与拓展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1中采用结巴分词算法对原始医疗文本进行分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SNOMED-CT的医学名词词典构造与拓展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2的具体步骤为：

步骤2.1，利用hanlp语义依存分析算法对原始医疗文本进行标注并获得每个词的词性

标注以及词语词之间的语义依存关系标签；

步骤2.2，找出文本里所存在的所有名词短语形成备选词语表，名词短语由一个名词作

为根，并包含全部通过定中关系与之相连接的词而形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SNOMED-CT的医学名词词典构造与拓展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3中笔划相似度的计算步骤如下：

步骤3.1.1，对待匹配词语和目标词语分别按照预设的编码规则进行字体结构、四角编

码和笔划数的分析编码得到六维笔划特征码，第一个维度代表字的结构，第二到五维代表

四角编码，第六维代表笔划；

步骤3.1.2，计算词语的六维笔划特征码的每个维度pi的相似度 相似度 的

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同一维度上的每个编码分别对应一个数值，其中字的结构维度 四角

编码维度 以及笔划维度 为备选词的第i维的数值，

为SNOMED参考词的第i维的分数值，max(pi)为第i个维度可取的最大值；

步骤3.1.3，计算待匹配词语和目标词语的字符相似度 字符相似度 计算公

式如下：：

步骤3.1.4，计算每对词之间的笔划相似度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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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c代表备选词，tm代表SNOMED中的参考词，Len(tm)表示参考词tm的字的个数。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SNOMED-CT的医学名词词典构造与拓展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3中拼音相似度的计算步骤如下：

步骤3.2.1，对待匹配词语和目标词语的拼音重新编码得到三维拼音特征码，三维分别

为韵母、声母和声调；每一维度根据对应的韵母、声母或声调不同赋予不同数值；

步骤3.2.2，计算词语中三维拼音特征码的每个维度pi的相似度 相似度 的计

算公式如下：

其中，同一维度上的每个编码分别对应一个数值，其中韵母维度 声母维度

以及声调维度 为备选词的第i维的值， 为SNOMED参考词的第

i维的值，max(pi)为第i个维度可取的最大值，

步骤3 .2 .3，计算待匹配词语和目标词语基于三维拼音特征码的字符相似度

字符相似度 计算公式如下：：

步骤3.2.4，计算每对词之间的拼音相似度则为：

其中，tc代表备选词，tm代表SNOMED中的参考词，Len(tm)表示参考词tm的字的个数。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SNOMED-CT的医学名词词典构造与拓展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3中最大子字符串相似度采用现有的计算公式计算，

其中，tc代表备选词，tm代表SNOMED中的参考词，LCS代表最大相似子字符串，Len代表字

符串长度。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SNOMED-CT的医学名词词典构造与拓展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4中的设定阈值取值为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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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SNOMED-CT的医学名词词典构造与拓展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系统数据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SNOMED-CT的医学名

词词典构造与拓展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医护人员可通过病历进行分诊，确认后续所需进行的检查，疾病的诊断，以及判断

最终所需的治疗。但是目前我国在医疗产业1多重问题，最为紧迫的则为医护人员短缺，医

疗资源分配不均，以及大量的误诊案例，仅在临床护理当中每年平均约有5700万病例被误

诊，总误诊率高达27.8％。

[0003] 目前在诊断的过程中有大量的病历需要人工进行阅读、理解、分析以及做出最终

的判断。随着病人数量的日益增长和对疾病诊断准确率要求的不断提高，需要分析的病历

数量成倍增长，医生的工作量也急剧增高，需要增加更多人员来应对更大量的诊断需求。然

而我国目前平均每476人拥有一位医生，医生缺口达到9万多人，并且面临着技术水平参差

不一，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匀等问题。优质医疗资源全部集中在大城市，而村镇人口经常面临

无法在本地诊治常见病之外的疾病，为诊断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智能自动诊

断以及辅助诊断的引入则可缓解我国在此方面所面临的难题。智能辅助诊断技术可大大提

高诊断的速度和效率，并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智能辅助诊断技

术依赖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而自然语言处理则包括命名实体识别、关系提取、实体对齐等

模块。这些模块在最基础层面则都依赖于一个或多个标准医学词表。由于语言的多样性表

达目前现有的标准化词表并不能完全覆盖文本中所出现的大部分词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SNOMED-CT的医学名词词典构造与拓展方法。

[0005]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基于SNOMED-CT的医学名词词典构造与拓展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07] 步骤1，获取原始医疗文本进行中文分词以获得每个句子之中的词语；

[0008] 步骤2，利用语义依存算法对分词的句子进行分析获得名词短语构成备选词语表；

[0009] 步骤3，在备选词语列表中通过与基础词语列表SNOMED-CT中的词汇进行相似度计

算，相似度Sim(tc,tm)的计算公式如下：

[0010]

[0011] 其中，tc代表备选词，tm代表SNOMED中的参考词，Simst(tc,tm)表示tc和tm两者的笔

划相似度，Simpy(tc,tm)表示tc和tm两者的拼音相似度，Simss(tc,tm)表示tc和tm两者的最大

子字符串相似度；

[0012] 步骤4，将备选词语表中相似度大于设定阈值的词汇录入词典，依次迭代形成自定

义医学词典。

[0013] 进一步地，步骤1中采用结巴分词算法对原始医疗文本进行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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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进一步地，步骤2的具体步骤为：

[0015] 步骤2.1，利用hanlp语义依存分析算法对原始医疗文本进行标注并获得每个词的

词性标注以及词语词之间的语义依存关系标签；

[0016] 步骤2.2，找出文本里所存在的所有名词短语形成备选词语表，名词短语由一个名

词作为根，并包含全部通过定中关系与之相连接的词而形成。

[0017] 进一步地，步骤3中笔划相似度的计算步骤如下：

[0018] 步骤3.1.1，对待匹配词语和目标词语分别按照预设的编码规则进行字体结构、四

角编码和笔划数的分析编码得到六维笔划特征码,第一个维度代表字的结构，第二到五维

代表四角编码，第六维代表笔划；

[0019] 步骤3.1 .2，计算词语的六维笔划特征码的每个维度pi的相似度 相似度

的计算公式如下：

[0020]

[0021] 其中 ，同一维度上的每个编码分别对应一个数值 ，其中字的结构维度

四角编码维度 以及笔划维度 为备选

词的第i维的值， 为SNOMED参考词的第i维的值，max(pi)为第i个维度可取的最大值，比

如在第三个维度，max(p3)＝9。(第三维是p3对吗？)

[0022] 步骤3.1.3，计算待匹配词语和目标词语的字符相似度 字符相似度 计

算公式如下：：

[0023]

[0024] 步骤3.1.4，计算每对词之间的笔划相似度则为：

[0025]

[0026] 其中，tc代表备选词，tm代表SNOMED中的参考词，Len(tm)表示参考词tm的字的个

数。

[0027] 进一步地，步骤3中拼音相似度的计算步骤如下：

[0028] 步骤3.2.1，对待匹配词语和目标词语的拼音重新编码得到三维拼音特征码，三维

分别为韵母、声母和声调；每一维度根据对应的韵母、声母或声调不同赋予不同数值；

[0029] 步骤3.2 .2，计算词语中三维拼音特征码的每个维度pi的相似度 相似度

的计算公式如下：

[0030]

[0031] 其中，同一维度上的每个编码分别对应一个数值，其中韵母维度 声

母维度 以及声调维度 为备选词的第i维的值， 为SNOMED参

考词的第i维的值，max(pi)为第i个维度可取的最大值，

[0032] 步骤3 .2 .3，计算待匹配词语和目标词语基于三维拼音特征码的字符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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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相似度 计算公式如下：：

[0033]

[0034] 步骤3.2.4，计算每对词之间的拼音相似度则为：

[0035]

[0036] 其中，tc代表备选词，tm代表SNOMED中的参考词，Len(tm)表示参考词tm的字的个

数。

[0037] 进一步地，步骤3中最大子字符串相似度采用现有的计算公式计算，

[0038]

[0039] 其中，tc代表备选词，tm代表SNOMED中的参考词，LCS代表最大相似子字符串，Len代

表字符串长度。

[0040] 进一步地，步骤4中的设定阈值取值为0.9。

[0041] 本发明采用以上技术方案，首先，将目标文本进行中文分词从而获得每个句子之

中的词语。其次，利用语义依存算法对分词的句子进行分析从而获得名词短语。最终，以已

有的规范化的医学词典SNOMED-CT为基础与文本中所提取的医疗短语进行对比通过预先定

义的相似度对备选名词短语进行筛选，所选得的名词短语则被视为新的医学名词，从而组

成词典。本发明解决同概念多表达、缩写、简称等问题，构造覆盖面更广的基本医学术语词

典。本发明作为自然语言处理的第一部，可为后续命名实体识别、关系提取、实体对齐等任

务提高速度以及精度。

附图说明

[0042]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43] 图1为本发明一种基于SNOMED-CT的医学名词词典构造与拓展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44] 图2为本发明步骤1中文分词的切割示意图；

[0045] 图3为本发明语义依存分析示意图；

[0046] 图4为本发明六维笔划特征码示意图；

[0047] 图5为本发明三维拼音特征码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8] 为使本申请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申请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申请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

本申请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中

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0049]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申请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描述。

[0050] 为解决同概念多表达、缩写、简称等问题。本发明旨于构造覆盖面更广的基本医学

术语词典。作为自然语言处理的第一部，可为后续命名实体识别、关系提取、实体对齐等任

务提高速度以及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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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如图1至图5之一所示，本发明一种基于SNOMED-CT的医学名词词典构造与拓展方

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52] 步骤1，获取原始医疗文本进行中文分词以获得每个句子之中的词语；

[0053] 具体地，由于中文是象形文字，所以中文文本是以字成句，而拉丁语系中以词成

句。在基于文本的基础上抽取医疗词汇则需要对原始文本进行分词处理。利用结巴分词算

法对原始医疗文本进行分词，如图2所示，将一句话切割至粒度最小的词串。

[0054] 步骤2，利用语义依存算法对分词的句子进行分析获得名词短语构成备选词语表；

进一步地，步骤2的具体步骤为：

[0055] 步骤2.1，利用hanlp语义依存分析算法对原始医疗文本进行标注并获得每个词的

词性标注以及词语词之间的语义依存关系标签；

[0056] 步骤2.2，找出文本里所存在的所有名词短语形成备选词语表，名词短语由一个名

词作为根，并包含全部通过定中关系与之相连接的词而形成。

[0057] 具体地，因为医学名词通常较为复杂并且由多个短词所组成，所以需要依赖语义

依存分析算法而识别名词短语从而构成备选医学名词列表。利用hanlp语义依存分析算法

对原始文本进行标注并获得每个词的词性标注以及词语词之间的语义依存关系标签。

[0058] 如图3所示，当获得词性标注以及语义关系后，任务转化为找出文本里所存在的所

有名词短语。名词短语由一个名词作为根，并包含全部通过定中关系与之相连接的词而形

成。最终，这些名词短语形成备选词语表。

[0059] 步骤3，在备选词语列表中通过与基础词语列表SNOMED-CT中的词汇进行相似度计

算，相似度Sim(tc,tm)的计算公式如下：

[0060]

[0061] 其中，tc代表备选词，tm代表SNOMED中的参考词，Simst(tc,tm)表示tc和tm两者的笔

划相似度，Simpy(tc,tm)表示tc和tm两者的拼音相似度，Simss(tc,tm)表示tc和tm两者的最大

子字符串相似度；

[0062] 具体地，在备选词语列表中通过与基础词语列表SNOMED-CT中的词汇进行相似度

计算以决定每个是否是医学相关词语。此处相似度计算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笔划相

似度，第二部分为拼音相似度，第三部分为最长子字符串相似度。计算备选名词与基础词典

中词语的相似度，并形成最终的自定义医学词表。

[0063] 进一步地，步骤3中笔划相似度的计算步骤如下：

[0064] 步骤3.1.1，对待匹配词语和目标词语分别按照预设的编码规则进行字体结构、四

角编码和笔划数的分析编码得到六维笔划特征码。

[0065] 具体地，字符笔画相似度的计算为原创方法。现有的算法通常只考虑字的结构相

似度而未具体到笔画相似度，此模块可捕捉到更低层次的细节。为解决常见错别字的问题，

例如脉搏(脉博)，痉挛(痉孪)，汉字笔画层面的相似度需要被考虑。汉字的构字相似度是以

三个特征来衡量的，结构，四角编码，和笔画数。这三个特征形成一个6维特征，如图4所示，

第一个维度代表字的结构，第二到五维代表四角编码，第六维代表笔划。第一维度的值的定

义如表1所示。第六维度由0至Z代表笔画数，35划以上也皆由Z代表。

[0066] 表1：字形结构编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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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0068]

[0069] 步骤3.1.2，字与字之间的相似度则取决于两个特征向量的差，计算词语的六维笔

划特征码的每个维度pi的相似度 相似度 的计算公式如下：

[0070]

[0071] 其中 ，同一维度上的每个编码分别对应一个数值 ，其中字的结构维度

四角编码维度 以及笔划维度 为备选

词的第i维的值， 为SNOMED参考词的第i维的值，max(pi)为第i个维度可取的最大值比如

在第三个维度，max(p3)＝9。

[0072] 步骤3.1.3，计算待匹配词语和目标词语的字符相似度 字符相似度 计

算公式如下：：

[0073]

[0074] 步骤3.1.4，计算每对词之间的笔划相似度则为：

[0075]

[0076] 其中，tc代表备选词，tm代表SNOMED中的参考词，Len(tm)表示参考词tm的字的个

数。

[0077] 进一步地，为解决南北方言中前后鼻音的差异，an,en,in,和ang,eng,ing的混淆，

L和N的混淆等问题，以及拼写时声调混淆所导致的错别字，字级别的拼音相似度需要被考

虑。

[0078] 本发明提出了拼音相似度的原创计算方法，拼音相似度的计算步骤如下：

[0079] 步骤3.2.1，如图5所示，对待匹配词语和目标词语的拼音重新编码得到三维拼音

特征码，三维分别为韵母、声母和声调；每一维度根据对应的韵母、声母或声调不同赋予不

同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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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 具体地，一个汉字是由韵母+声母+声调3个部分组成，韵母与声母的值的定义如表

2和表3所示。声调的编码则为一声二声三声四声分别对应0、1、2、3。

[0081] 表2：韵母编码表

[0082]

[0083]

[0084] 表3：声母编码表

[0085]

[0086] 步骤3.2 .2，计算词语中三维拼音特征码的每个维度pi的相似度 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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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公式如下：

[0087]

[0088] 其中，同一维度上的每个编码分别对应一个数值，其中韵母维度 声

母维度 以及声调维度 为备选词的第i维的值， 为SNOMED参

考词的第i维的值，max(pi)为第i个维度可取的最大值，

[0089] 步骤3 .2 .3，计算待匹配词语和目标词语基于三维拼音特征码的字符相似度

字符相似度 计算公式如下：：

[0090]

[0091] 步骤3.2.4，计算每对词之间的拼音相似度则为：

[0092]

[0093] 其中，tc代表备选词，tm代表SNOMED中的参考词，Len(tm)表示参考词tm的字的个

数。

[0094]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拼音相似度的计算对声母韵母编码进行了重新定义，并且每

个维度之间的相似度计算为原创。相较于现有方法，本算法的优势是通过计算每个维度间

绝对差可以捕捉到发音相似的差距信息，比如ai和ei发音相似的韵母之间的绝对差则较

小，而er和ai发音相差较大的韵母之间的绝对差则相对较大。

[0095] 进一步地，步骤3中最大子字符串相似度的计算方法为现有方法，而因其较为简单

和计算速度快的优势被广泛应用。为解决简写等问题，最大子字符串相似度为，

[0096]

[0097] 其中，tc代表备选词，tm代表SNOMED中的参考词，LCS代表最大相似子字符串，例如

“头孢呋辛”与“头孢拉定”的LCS为“头孢”，Len代表字符串长度。

[0098] 步骤4，将备选词语表中相似度大于设定阈值的词汇录入词典，依次迭代形成自定

义医学词典。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步骤4中的设定阈值取值为0.9。

[0099] 本发明采用以上技术方案，首先，将目标文本进行中文分词从而获得每个句子之

中的词语。其次，利用语义依存算法对分词的句子进行分析从而获得名词短语。最终，以已

有的规范化的医学词典SNOMED-CT为基础与文本中所提取的医疗短语进行对比通过预先定

义的相似度对备选名词短语进行筛选，所选得的名词短语则被视为新的医学名词，从而组

成词典。本发明解决同概念多表达、缩写、简称等问题，构造覆盖面更广的基本医学术语词

典。本发明作为自然语言处理的第一部，可为后续命名实体识别、关系提取、实体对齐等任

务提高速度以及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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