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数据在生技医疗之应用 



大数据,云计算及数据采矿之应用  
SMAC(Social, Mobile, Analytics and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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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大数据开放挖宝 

 



马云 :IT时代 
把人变成了机器 
而DT时代 
把机器变成了智慧化的
人，所以这正在我们进
入一个新型的时代。 



网络带宽的增长 

来源： Plattner and Zeier, “In-Memory Data Management”, 2011, p. 15-16; * Driscoll, “Big 

Data Now” 



                                                                                                                          

 

 

 

 

 

 

 

 

 

 

 

 

 

 

 

 

 

 

 

 

 

 

 

 

云计算 :  快速运算  大量储存 
Wikipedia®和维基百科标志是维基媒体基金会的注册商标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Cloud_computing.svg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Cloud_computing.svg
http://wikimedia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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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aS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PaaS 
Platform as a Service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 

云端运算产业类型 

IIaaS  I2aaS 
Information & intelligence as a Service 



      什么是大数据？ 

大数据现象的源起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 

                 ——认知大数据的萌芽阶段 

 

Data Analysis in  Large  Database 

 



          2011年，世界著名的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发布了《大数据：创新、

竞争和生产力的下一个前沿》，详细列举了大数据的核心技术，深入分

析了大数据在不同行业的应用，明确提出了政府和企业决策者应对大数

据发展的策略。这是从经济和商业维度诠释大数据发展潜力的第一份专

题研究成果，因而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McKinsey 

麦肯锡 



     WEF  2012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大数据处

理技术被视为“2012 年最应该关注的科学技术”，被誉为

“改变世界的第一位科学技术”。该论坛发布的《大数据 

大影响》报告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即“大数据已经成为一

种新的经济资产类别，就像货币或黄金一样”。 

达沃斯
论坛 



           2012年3月29日，美国奥巴马政府颁布了《大数据的研究和发展

计划》，拟通过提高从大型复杂的数字数据集中提取知识和观点的能

力，进而加快美国科技进步的步伐，加强国家安全，并改进教学与研

究。该战略涉及美国联邦政府的六个部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NSF）、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美国能源部（DOE）、美国

国防部（DOD）、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和美国地质

勘探局（USGS）。这些部门承诺将投资总共超过两亿美元，来大力推

动和改善与大数据相关的收集、组织和分析工具及技术。  

奥巴马
政府 



        2012年4月，大数据洞察组（Big Data Insight Group）

独立制作、EMC赞助业界的第一份大数据趋势报告——《解读

大数据的商业价值和战略意义》出炉。该报告对大数据在英国

企业中的应用趋势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解读，采访了超过300

位英国金融、商业和IT业的企业决策者，采访企业类型涵盖大

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报告指出，英国企业普遍对大数据非常

感兴趣，但在部署相关项目的早期还未真正认识到大数据的商

业价值。 

大数据
洞察组 



        联合国秘书长执行办公室于2009 年正式启动了“全球脉动”

（Global Pulse）倡议项目，旨在推动数字数据和快速收集和分

析方式的创新。作为该项目的研究成果，由“全球脉动”资深发

展经济学家埃玛纽尔·勒图（Emmanuel Letouzé）牵头撰写的

《大数据促发展：挑战与机遇》报告于2012 年5 月发布。该报告

全面分析了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运用大数据促进社会发展方

面所面临的历史机遇和挑战，并系统地给出了在应用过程中正确

运用大数据的策略建议。 

联合国 



        

        

        2012年6月，经合组织OECD召开统计委员会第9

届会议，发布《使用大数据作决策》研究报告，阐述了

大数据现象对决策的潜在重要性和支撑作用，并特别分

析了大数据对官方统计带来的各种挑战。 

        大数据的研究应用在中国起步相对较晚。2012年，中国计算机协会决

定成立“大数据专家委员会”，推动大数据的发展。同年6月，阿里巴巴集

团宣布，将在集团层面设立首席数据官，负责全面推进“数据分享平台”

战略。同年7月，“第二届大数据世界论坛”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及亚洲

地区最早创办及规模最大的大数据专业论坛。同月，首届中国大数据应用

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 

经合组
织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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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 ( Dealing with  DATA  )   11 FEBRUARY 2011 VOL 331 

SCIENCE www.sciencemag.org 

 







Data Mining包含六大领域 

Database systems, 

Data Warehouses, 

OLAP 

Machine 

learning 

Visualization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Data Mining 

Statistical and data 

analysis methods 



CRISP-DM六个阶段 

Business 

Understanding 

Data Preparation 

Evaluation 

Data 

Understanding 

Modeling 

Deployment 

Data 



26 

完整的算法SQL Server 2008已提供 

    判定树判定树  群集群集  时间序列时间序列  

时序群集时序群集  关联规则关联规则  

贝氏机率分贝氏机率分
类类  

类神经网络类神经网络  

SQL Server 2000已提供 

罗吉斯回归罗吉斯回归  

线性回归线性回归  文字数据采矿 



Binary Classifier (二元分类) 

Numeric Predictor (数值预测) 

Time Series (时间序列) 

C&R TREE (分类回归树) 

Quick Unbiased Efficient Statistical Tree (QUEST判定树模型) 

CHAID (分类树) 

Decision List (判定树列表) 

Regression (线性回归分析) 

PCA/Factor (主成分分析) 

Neural Net (类神经网络) 

C5.0 (判定树) 

Feature Selection (特征选取) 

Discriminant Analysis (判别分析) 

Logistic (罗吉斯回归) 

Generalize Linear Model (广义线性模型) 

Cox Regression 

常用的Data Mining及统计机器学习方法-1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支持向量机) 

Bayes Net (贝氏分类器) 

SLRM (自我学习反应模型) 

GRI关联 

Apriori关联 

CARMA关联(连续交易) 

Sequence Clusterc序列关联 

K-Means (K-Means分群) 

Kohonen (自我组织化) 

Two-Step (二阶段) 

Anomaly (异常检测) 

Random Forests (随机森林) 

ICA (独立成分分析) 

Multivariate adaptive regression spline (MARS多元适应性回归平滑) 

Pmml(预测模型标记语言) 

Boosting 

常用的Data Mining及统计机器学习方法-2 



SQL Server 2012 +  
Office 2013 + R + Hadoop (SPARK) 

………………. 







大数据为什么这么热 
物联  物物相联  IOT 

大数据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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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物联应用  IOT 

数据源：http://www.ithome.com.tw/news/88562 

在物联网架构下推行的城市物联应用，像是电力侦测网、可识别行人交通号志、
自动感测汽车，医疗中心病人侦测器与平板、家庭电器的娱乐与健康监控系统、
企业照明、温控与安全管控，以及工厂生产自动化监测等。 



会思考的智慧家庭 联机到云端管家 

数据源：今周刊2014.96期 



 
大数据 

毒品分析  
简例 

 



报纸新闻 



新闻声量新闻声量  

毒品与枪,集团,金钱,前
科有关系 



事件关系事件关系  

摇头丸 铤而走险 

公克 0.47 

23岁 0.47 

一应俱全 0.47 

安非他命 0.13 

10公斤 1.0 

50元 1.0 

*摇头丸与安非他命及年
轻人有关,毒品种类应该

不只一种 
*为钱铤而走险 



事件主题事件主题  

*毒品多样性 
*数量庞大 
*年轻 
*有重火力枪械 



药品监管 





谁在跟踪你的“电子足迹” 



电子足迹 

Cookie大数据 

Text 
Mining 

+ 

浏览行为 



PTT发文 



PTTPTT社群网络分析社群网络分析  

从图中来看，可以发现网友
之间的互动真的非常密切和
多样，除了几位人气王之外
，也有很多小团体和出现众
星拱月的情况．人气王彼此
之间的互动也不在少数 
 
每个圈圈代表一个网友，圈
圈的大小代表该网友被“不
同人”推文的文章次数。圈
圈愈大,代表被拱的次数愈高 
箭头代表的推文的方向 Ａ -
> B表示Ａ推Ｂ的文章。 
相对的在右下那群与中心集
群无交集的,是属于孤鸟群。 



人气王及抬轿王人气王及抬轿王  

我们有图中看出大大小小的圈圈,由于数量庞大,把图形转化成量化数字分析发现,有三个最大圈圈
的人气王为sheng945 , dimand , misaiya。  
抬轿王分别是: sheng945的b2uty03,dimand的LYL1127,misaiva的marco7361,davidhu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计数 - weight 

b2uty03 LYL1127 

marco7361 

davidhu 



FB的意见领袖 



帮你找出谁是意见领袖帮你找出谁是意见领袖,,经营婉君桩脚经营婉君桩脚  

徐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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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相关案例分析－成瘾性、生理伤害 

2007年，权威医学期刊《刺胳针》
（The Lancet，也译作《柳叶刀》）报
导，关于常见管制药品其伤害性及成瘾
性相较，大麻的伤害性及成瘾性比烟、
酒来得轻。但是这一结论并不是基于临
床实证的数据，而是问卷填写人（包括
医生、麻醉师、警察等）的「主观判
断」。实际上，此论文研究的目的并非
确定各种成瘾物（烟、酒、大麻、海洛
因等）的伤害性与成瘾性，而是探索医
师与非医学界人士对这两点的评判是否
相似。 

数据源：资料来自权威医学期刊《刺胳针》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BA%E8%83%B3%E9%87%9D


毒品相关案例分析－GPS定位 

GPS追寻租车 撞见2客毒趴 

胡姓、吴姓男子上周承租一辆黑色轿车，但逾期一周仍未还车，租车公司透过
GPS锁定车在某汽车旅馆，会同警方前往处理，意外查获两名「奥客」在开毒
趴，另查扣壮阳药，警方昨将全案送办。 



毒品相关案例分析－毒品DNA数据库 

毒虫上吊检靠「毒品DNA数据库」押4药头 

台中地检署从2008年开始建置辖区缉毒数据图像库，有如「毒品DNA
数据库」，其中包括1万7千多件起诉的毒品案件，毒犯使用的7万多
支手机门号和800多万笔通联记录，台中地检署缉毒组利用此数据库
做为「封城扫毒」的利器，只要毒犯遭逮，输入关键数据，即能比对
锁定与他曾经往来的毒犯，藉此分析一网打尽。 

可视化通联记录
图 



跨领域专业技术与办案经验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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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elecom Statistic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Empirical 

Rules 

Criminology 



Association web graph of Call Detail Record 
before threshold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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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web graph of Call Detail Record 
after threshold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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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vot graph of relevant call data for few key 
phone 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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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ar graph of relevant call data for few key 
phone 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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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数据应用实例 

中国大陆知名网站百度迁徙运用手机定位
和地理位置坐标的巨量数据，将人口的移
动做可视化之呈现。 



巨量数据应用实例 

美国加州的洛杉矶警局用巨量资料来预测和
预防罪犯事件。利用过往的犯罪数据，并透
过算法，来产生可能有犯罪事件发生的地方
的地图，能预测 250,000平方英尺内，该天
是否可能有犯罪事件发生，然后，警局指示
警员增加到这些不同区域范围的巡逻时间。 

 
数据源：http://www.ithome.com.tw/article/90197 



美国的Santa Cruz、Alhambra和Richmond警局，都使用
PrePol软件，另外在英国肯特郡，也使用此软件来预测犯罪。
现在，这个软件除了能预测财产犯罪，也能预测枪械暴力事
件。 

http://www.ithome.com.tw/article/90197 



61 



62 



中国大陆建立 
国家统计资料统一管理平台 

One-stop 
Shop for 
Business 

Information 
Needs in 

China 

— 国家资料 



数据库介绍数据库介绍  

在线服务、高效检索 

及时、图文并茂的
信息 

丰富多样的信息获
取管道 



数据库介绍数据库介绍  
报表快速查询 

创新的数据查询浏
览方式，超强使用
者体验 

及时、人性化的数
据更新提示 



数据库介绍数据库介绍  

人性化操作接口 

丰富、美观的作
图模块 



灵活、清晰的可视化数据灵活、清晰的可视化数据  
通过动态接口、交互式统计图，灵活、形象地展示统计指针数据，创新数据查询和浏览方式，加强与数据用户
的联动性，以增加统计资料的吸引力和可读性，提高统计资料的社会影响力。 

区域经济
了解各省经
济发展、生
态建设、民
生改善等情
况 

人口 

了解不同普
查年份分年
龄段人口情
况 

房价 
了解全国70
个大中城市
房屋销售价
格变动情况 

食品价格 
了解50个城
市主要食品
价格变动情
况 



强大的分析决策能力强大的分析决策能力  

景气分析 

指标预测分析、空间地理分析 

可以说明使用者有效的监测经济波动情况，并对经济波动起到预警目的，同时通过分析各指标的表现，找出对应的

原因，为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提供参考 



DataMining + BI 的应用 (IN Cloud 

Computing) 

 

 

Customer-focused Operations-focused Research-focused 

●Life-time Value 

●Market-Basket Analysis 

●Profiling & Segmentation 

●Retention 

●Target Market 

●Acquisition 

●Knowledge Portal 

●Cross-Selling 

●Campaign Management 

●E-Commerce 

●Profitability Analysis 

●Pricing 

●Fraud Detection 

●Risk Assessment 

●Portfolio Management 

●Employee Turnover 

●Cash Management 

●Production Efficiency 

●Network Performance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Combinatorial Chemistry 

●Genetic Research 

●Epidem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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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   资料产业 



分子级的算命家 
(Molecular fortune teller) 

DNA芯片技术于医疗之应用 

什么是DNA芯片 

Samples 

(cDNA: copies of 

mRNA) 



b. DNA 芯片在分子医学上的应用   

分子诊断 (molecular diagnosis) 

Cancer classification techniques 



目前约有70余个基因可作为乳癌预后评估的指标 
Nature (2002) 415:530-6 

预后状况预测 (prediction of prognosis) 

开发新药 (drug discovery) 

药效评估 (evaluation of drug effects) 

个人化治疗 (personalized therapy) 

单核甘酸多型性 







健保数据库 
 
BIG DATA点燃智慧医疗火苗 
 

 

 

 



健保数据库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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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数据库网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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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间串档变项说明_1  

医院或医师 

处方、门诊等 

药品、处置等 

82 



档案间串档变项说明_2  

83 



未来展望架构图 

84 



数据处理流程 

85 



资料采矿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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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IRD Papers Grows 
Exponentially 

Courtesy of Yu-Chun Chen 



NHIRD Papers Increase In Both 
Quantity and Quality 

Courtesy of Yu-Chun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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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尔日期：2012年12月20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BT_WfpizWo 

首部介绍特定国家发展之国际医疗平台的国家地理频道纪录片 

，凸显台湾医疗实力 

台湾医疗技术的先进，闻名全球，在举世前200大医院中， 

台湾就占了14家，仅次于美国及德国， 

排名全球第三，不但是亚洲第一，更遥遥领先 





国土信息系统统计区分类系统 

 利用街道巷弄、门牌地址或经纬度等对位功能及区划效果，建置「最小
统计区」、「一级发布区」、「二级发布区」及「准村里发布区」基础
图资。 

三级 

发布区 

二级 

发布区 

一级发布区 

最小统计区 

准村里 

发布区 

乡镇市区等级 

人口约3000人 

人口约450人 

人口约小于
450人 

 
约300人~ 
13000人 
 

向上合并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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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区分类系统 



数据内容 统计主题及项目 

人口概况 
人口统计(户数、人口数等)、人口指标(性比例、户量、人口密度、扶养比、扶幼
比、扶老比、老化指数等) 

人口结构 
分龄人口统计(五岁年龄组、十岁年龄组、三段年龄组等)、分龄儿童及少年性别
人口统计、15岁以上分龄人口统计 

人口特性 15岁以上人口教育程度统计、15岁以上人口婚姻状况统计 

人口消长 出生统计、死亡统计、结婚统计、离婚统计、人口消长统计 

原 住 民 原住民人口统计、原住民户数统计、原住民分龄人口统计 

(乡镇市区 ) (最小统计区) 

国人与外籍大陆港澳人士结婚对数 国人与外籍大陆港澳人士结婚对数 台北市人口密度 台北市人口密度 

社会经济数据库共通平台之人口资料 

96 

统计地理信息应用 

网址：segis.moi.gov.tw 



呈现不同的型态的统计地图，以及与其他类别社经数据
、空间基础图资等套迭分析。 

97 
97 

统计地理信息应用 

柱状图：扶老比/扶幼比 

面量图：扶养比 



社会经济统计地理信息网-提供医疗统计与点位图资 

可与人口、工商、社福、教育等社经属性及点位套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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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地理信息应用 

医疗院所家数统计 



前台南市登革热病例 
（最小统计区统计） 
前台南市登革热病例 
（一级发布区统计） 
前台南市登革热病例 
（二级发布区统计） 
前台南市登革热病例 

（村里统计） 
前台南市登革热病例 
（乡镇市区统计） 
前台南市登革热病例 
（GIS空间点位） 

统计地理信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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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预处理 

数据 
分析 

结果 
可视化 

核心体现在形成了集数据预处理、传染病时
空聚集性探测与早期预警、结果可视化展示
为一体的软件系统 

 首次实现并集成不规则窗口的时空扫描统计量 

 集成时空扫描和WSARE两种算法实现联合预警 

通过Google Maps平台实现了探
测结果的可视化 

实现上采用B/S模式，浏览器操
作，方便用户能通过各种便携
设备进行使用 

J2EE 

开发过程中采用J2EE架构，提高了
软件系统的可移植性与再用价值，方
便其与网络直报系统实现对接 

传染病时空聚集性探测与早期预警集成系统 



运用“云+端”技术提供健康咨询服务 
健康云 医疗云  照护云 

健康感知终端 

益体机 远程12导连移动心电 爱睡宝 腕表 电视机 会员端 

web 
App 

顾问端 
亲人端 

App 

Health plan of  
hypertension  
management 

云 平 台 



远程医疗会诊、教学、监护 

… 

医疗教学 

专科会诊 

远程医疗平台 
远程教学与交流 

远程会诊 

远程监护 

远程ICU监护 远程探视 远程学术交流 远程手术示教 

多科室综合会诊 

 

桌面/移动会诊 

录播系统 媒体交换
中心 

 会诊管理系统 会议管理系统 

 

移动应急会诊 

移动查房/床边会诊 



远程监护&远程门急诊 

远程医疗平台 

 

移动小推车 
ICU 

监护仪 

监护现场 

 

… 

 

 
远程门诊 

医生 

监护人员 
远程监护 

门急诊 

 可移动、一体化：移动推

车无线回传，一套系统多

床共享 

 系统可扩展：与HIS等系

统对接扩充监视信息 

 多画面、可录制：

对接监护仪每床可

显示四路画面，录

相可长期保存供医

学研究 



“三位一体”协同医疗服务体系 

个人/家庭 

益体机 电视机 爱睡宝 腕表 心电 

健康管理、疾病预防在家庭健康管理、疾病预防在家庭  

基层医疗机构 

小病诊疗、院后康复在小区小病诊疗、院后康复在小区  

乡镇医院 
小区卫生 
服务中心 村卫生所 

小区卫生 
服务站 

二级、三级医院 

大病救治在医院大病救治在医院  

EMR 

CIS/LIS/PACS/RIS/CAD 

HIS 

Internet 

In
te

rn
e
t 

双向转诊 

区域医疗云应用区域医疗云应用  

区域心电 

…… 

医疗联盟 

健康监测 健康评估 健康干预 

健康教育 健康咨询 健康促进 

预防 保健 医疗 

康复 健康教育 计划生育 

区域医疗云平台 

医联体 

远程医疗 区域临床检验 

区域影像 健康信息监测预警 

统一预约诊疗服务 



http://www.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richfrombechtle.files.wordpress.com/2008/10/vs2010archexplorer.jpg&imgrefurl=http://richfrombechtle.wordpress.com/2008/10/13/&usg=__qPArABkba3JddWP-O2AT7MRoU1s=&h=500&w=749&sz=95&hl=en&start=3&zoom=1&itbs=1&tbnid=mMsoPo--rTSTfM:&tbnh=94&tbnw=141&prev=/images?q=visual+Studio+Application&hl=en&sa=X&tbs=isch:1&prmd=ivns&ei=TGhwTYmPNsKTtwflnuiTDw


微软 Power BI for Office 365 云端商业智
慧方案 

 

1 in 4 enterprise customers on Office 365 

分享 找到 

Q&A 

行动 

1 Billion Office Users 

分析 视觉 发现 

可扩充  |  可管理  |  可信赖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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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特征 

多类型 (Variety) 

文本、声音、视频、图像数据等 

数据量大 (Volume) 

环境、生物、网络数据等 

高速 时效 (Velocity) 

传感器网络、金融股票数据等 

价值 (Value) 

 

 



时代背景: 信息爆炸 

1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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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智慧的核心 

• 如何收集资料 

营运数据，市场调查资料，固定
Panel追踪 

• 如何管理数据 

ETL，Data warehousing 

• 如何从数据中获取智能 

Data Mining，OLAP，Statistics 

• 如何应用智能 

营销策略，主管决策，互动化
CRM机制 



• 云端运算可以实现适应端通过在在线传数据或购
买数据，通过云数据仓库，进行数据仓库建模或
数据抽取，在线支付使用资料采矿工具和商业智
能相关处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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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aS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PaaS 
Platform as a Service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 

云端运算产业类型 

IIaaS  I2aaS 
Information & intelligence as a Service 



IIaaS是SaaS的延伸  I2aaS 
• 数据采矿和商业智能的原理相
似，均由数据提供信息、产生
知识，再由知识累积智能。而
云端运算可以使这个过程在因
特网上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云
端运算可以提供基于SaaS的知
识与智能分析的服务
（Information&Intelligence as a 

Service），简称IIaaS ;I2aaS，

它是SaaS的延伸。 



医疗大数据 所带来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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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疯」云，再辉煌十年 
 
• 「云端运算(Cloud Computing)即将引爆商业革命，
改写游戏规则，」2009年6月，美国《BusinessWe
ek》如此写道。「云端运算让企业节流，也可以
变得有创意，」2009年7月，美国《哈佛商业评论》
制作后风暴时代首部曲专题，撰文分析。「云端
运算将是一朵长长的雨云(nimbus)，让企业更灵
活，」从去年10月以来，英国《经济学人》也陆
续有着相关报导。近期以来，关于云端运算议题
不断发烧，不仅全球重要媒体关注，各国企业更
是积极投入。 

 



马云：不参与大数据 十年后一定埋怨 

不参与大数据 您及您的企业将迅速被淘汰 
王安  柯达 殷鉴不远 



让我们一起合作 一起努力 
迈向数据的时代 
We are Family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