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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患者画像的抑郁症阅读材料推荐模型研究∗

□刘忠宝　赵文娟

　　摘要　阅读疗法是治疗抑郁症的有效方法,然而阅读疗法往往需要具有图书馆和心理学背

景的专业人员为患者提供阅读材料,这项工作非常繁杂而且费时费力.鉴于此,以微博“树洞”存

在的抑郁症患者数据为研究对象,在建立患者画像和阅读材料画像的基础上,通过比较两类画像

的匹配度,为患者提供适合的阅读材料.本研究对于抑郁症的治疗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对

阅读疗法的深入研究和落地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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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时至今日,抑郁症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心理疾

病,是目前世界第四大疾病,２０２０年成为仅次于心

血管病的世界第二大疾病,到２０３０年抑郁症患者人

数预计将超过所有心血管患者的总和,成为世界第

一大疾病[１].抑郁症主要症状是心情低落、思维迟

缓、意志衰退并伴随着其他心理和生理症状,严重影

响患者的情绪和行为,并且经常反复发作.世界卫

生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表明,心理问题导致１２％的

疾病,其中４６％的疾病与抑郁症直接相关[１].抑郁

症患者自杀的死亡风险比普通人群高２０倍以上,预
计到２０３０年抑郁症将成为致残和自杀的第一诱

因[２].目前,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不足,对自身是否

处于抑郁症患病状态没有意识,部分人对心理疾病

存在偏见,不愿意主动寻求帮助.此外,抑郁症是比

较敏感的心理疾病,主动就诊的抑郁症患者可能会

再次遭受心理伤害,因此,超过７０％的抑郁症患者

在早期阶段不会寻求医疗帮助,这导致他们的病情

进一步恶化[３].
作为一种典型的心理疗法,阅读疗法现已被证

明是缓解抑郁症患者抑郁风险的一种有效方法.中

医自古以来就注重“情志调摄治未病”和“情志相胜”
的治疗理念和方法,«吕氏春秋»记载了名医文挚采

用心理疗法来治愈齐国君主齐湣王忧郁症的案

例[４].与传统治疗方法相比,阅读疗法有效地扩大

了受众范围,减轻了患者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双重

压力.然而,阅读疗法往往需要具有心理学和图书

馆背景的专业人员为患者提供阅读材料,这项工作

非常繁杂而且费时费力.推荐模型的出现为解决上

述问题提供了可能.因此,本研究以微博“树洞”存
在的抑郁症患者数据为研究对象,在建立患者画像

和阅读材料画像的基础上,通过比较两类画像的匹

配度,来为患者推荐适合的阅读材料,进而缓解患者

的抑郁倾向.

２　研究进展

阅读疗法是指以文献为媒介,将阅读作为养生、
保健以及辅助治疗疾病的手段,使自己或指导他人

通过对文献内容的学习、讨论和领悟,养护或恢复身

心健康的一种方法[５].目前,阅读疗法引起国内外

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国外研

究主要侧重于心理学、医学等领域.麦卡利斯(McＧ
CullissC)等针对阅读疗法的模式和内容给出建议,
并分析了阅读疗法对改善心理健康的作用[６];布鲁

斯特(BrewsterE)对英国阅读疗法的书方模式进行

了梳理[７].在国内,王波针对阅读疗法的基本原理、
概念和最新进展进行研究[８],并探讨了中国历史上

的阅读疗法医案,包括先秦到汉代的阅读疗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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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医案[９],魏晋南北朝的阅读疗法思想和医案[１０],
以及明清时期的阅读疗法思想和医案[１１],进一步整

理了中国古代和国外典型的阅读疗法书目,并对阅

读疗法的书目类型进行划分并给出实例[１２];宫梅玲

等主要研究阅读疗法的书方以及实践模式,包括对

失恋大学生的抑郁情感书方分析及配伍等[１３],并探

讨了阅读疗法的运作模式[１４];林佳瑜对高校具有育

儿焦虑情绪的女职工实施阅读疗法,为阅读疗法实

践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案[１５];潘悦利用交互式阅读疗

法为学龄前儿童提供有针对性的情绪疏导[１６];赵晓

华等对移动互联网时代基于自媒体的高校图书馆开

展阅读疗法的可行性和实现方式进行了探讨[１７];张
怀涛等从学科融合角度,探讨了阅读疗法与相关学

科之间的联系,明确了促进阅读疗法发展的主干学

科和辅助学科,进一步丰富了阅读疗法的理论体系

与方法体系[１８].
近年来,一些学者逐渐意识到书目对于阅读疗

法成效的重要性,并开展了一系列深入研究.吴笑

兰全面梳理了近年来我国高校图书馆阅读疗法书目

编制研究情况,并对其中的书目选择和文献揭示问

题进行了深入研究[１９].王景文等利用文献计量方

法,在梳理我国阅读疗法书目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指
出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我国阅读疗法书目研究缺

乏突破性成果;二是我国阅读疗法书目实践严重不

足.这为后续阅读疗法书目研究指明了方向[２０].
宫梅玲等通过研读心理学家推荐且学生反馈良好的

阅读材料,给出了适用于治疗童年创伤性抑郁症的

书目分类:第一类是童年创伤性抑郁症作家的写实

文学,第二类是有童年创伤的心理学家撰写的疗伤

文献,第三类是精神病专家和心理学家撰写的治疗

抑郁症的文献[２１].徐海军等以宫梅玲研制童年创

伤引发的抑郁障碍配伍书方为例,重点探讨了阅读

疗法师选择阅读疗法理论书、中医理论书、抗抑郁的

书的方法[２２].田花蔓等在分析大学生心理健康问

题的基础上,从适应环境挫折、学习挫折、情感挫折、
自我认知挫折、人际交往挫折等方面对高校阅读疗

法书目选择标准进行了研究[２３].解荣等以现有阅

读疗法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利用例证法揭示书目

特征,探讨阅读疗法书目的选择方法,建立特征化的

阅读疗法书目体系[２４].此外,他们还从读者视角探

讨了阅读疗法书目的评价指标.该研究立足于阅读

疗法实践,利用扎根理论方法对访谈数据的深入分

析,得到阅读疗法书目评价指标,并引入阅读疗法心

理学 原 理 和 吸 引 力 因 素 理 论 揭 示 评 价 指 标 的

内涵[２５].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兴

起,一些学者针对阅读疗法视域下的患者画像与阅

读材料推荐方法展开研究.患者画像指基于抑郁者

患者真实数据形成的描述患者属性及其行为的标签

集合,其中包含了患者的需求、行为、兴趣、心理、性
格等.阅读资料推荐方法根据患者画像描述的患者

抑郁程度和兴趣偏好,智能推送有助于治疗的阅读

材料.韩梅花等探讨了大数据环境下基于“用户画

像”的阅读疗法新模式[２６].该模式首先依据“伯恩

斯抑郁症清单”得到抑郁情绪种子词;接着利用 TF
－IDF算法或聚类算法扩充种子词,进而得到抑郁

情感词典;然后,利用抑郁情感词典,通过计算微博

用户的抑郁情感指数得到“用户画像”;最后,根据用

户抑郁情感指数高低,推送具有一定疗效的阅读材

料.刘丹等对基于用户画像的高校图书馆阅读疗法

模式展开研究[２７].该模式首先通过扩充 HowNet
词典得到情绪词典;接着,基于情绪词典分析大学生

的微博文本,得到大学生的“情绪画像”;然后,根据

得到的负面情绪倾向,发现潜在的患者;最后,利用

现有的信息推送技术,向患者自动推送阅读材料.
辛云星对阅读疗法在青少年减压方面的有效性问题

进行了研究并搭建了“心悦读”青少年阅读推荐平

台[２８].该平台每周为用户推荐一定数量的阅读材

料.该平台分别用用户配置文件和阅读材料配置文

件表示用户画像和阅读材料画像,利用基于内容过

滤的方法进行推荐.此外,该平台还能够根据用户

的压力状态和阅读行为,及时更新用户配置文件,以
便使推荐结果更符合用户需求.

上述研究重点关注阅读疗法的理论、方法和实

践,而对于如何利用阅读疗法为患者提供有针对性

的阅读疗法服务方面的研究尚不成熟,特别是这些

研究对患者的抑郁倾向和偏好分析不够深入,这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阅读疗法的实际效果.本研究旨

在引入用户画像和智能推荐技术和方法,在阅读疗

法实施过程中突出患者抑郁倾向和偏好分析,通过

建立患者画像和阅读材料画像,智能地为患者推荐

适合的阅读资料,以期为患者提供更为精准的阅读

疗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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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患者画像

建立患者画像的目标是通过对患者数据的分

析,为患者打上特征标签,以获得患者的阅读偏好和

行为习惯.患者画像建模的基本流程包括数据采集

层、数据处理层、标签分析层.数据采集层借助 API
接口和网络爬虫程序从微博“树洞”抓取患者的静态

数据、动态数据以及微博文本数据;数据处理层对收

集到的海量数据进行必要的去噪、转换和分词等预

处理,并利用机器学习算法进行深层次的数据挖掘

和关联分析;标签分析层为每位患者打上特征标签,
并采用聚类算法将患者划分成若干个具有相似特征

的患者群体.患者画像建模如图１所示.

图１　患者画像建模

３．１　数据采集层

目前,抑郁症患者常常到微博“树洞”倾诉迷茫和

痛苦.“树洞”来源于«皇帝长着驴耳朵»一书,理发师

最先发现皇帝长了驴耳朵,他担心自己不小心将该秘

密泄露出去,于是就跑到山上将秘密告诉了树洞.后

来,“树洞”就被引申为袒露心声、隐藏秘密的地方.
微博“树洞”结合了微博和“树洞”的优势,具有匿名发

布、言论自由、内容丰富、发布迅速等特点,成为目前

广大网民匿名倾诉的主要平台.本文依据３．２节构建

的情感词典,利用文本挖掘技术对微博“树洞”发布的

微博信息进行分析,进而识别出哪些博主是抑郁症患

者.本文借助 API接口和网络爬虫程序从微博“树
洞”获取患者的静态数据、动态数据以及微博文本数

据,其中患者的静态数据和动态数据分别指:
(１)患者静态数据

患者静态数据描述患者的基本属性,主要包括

发帖数、关注者数、粉丝数、用户性别、用户年龄、注
册天数和区域代码.注册天数是指患者自注册微博

之日起的总天数,区域代码是指患者所处地理位置,

微博提供了区域代码列表,例如１１表示北京市.
(２)患者动态数据

患者动态数据描述患者的交互属性,主要包括

转发频率、评论频率、点赞频率、发帖频率和微博发

布时间.其中,转发频率、评论频率、点赞频率、发帖

频率表明患者与其他患者互动的行为特征,通过数

量/注册天数进行归一化处理.由于患者相比正常

人晚上更容易失眠,因此在患者动态数据中加入了

微博发布时间.

３．２　数据处理层

数据处理层的任务是通过对患者数据分析,以
期得到患者特征表示.其基本流程是:首先,构建抑

郁情感词典,该词典由基础情感词典、表情符号词典

以及自杀基础词典组成;接着,利用Jieba工具对微

博文本数据进行分词;然后,利用 Word２vec算法将

分词后的微博文本数据表征为向量形式,基于抑郁

情感词典,对分词后的微博文本数据进行遍历与匹

配,得到患者的抑郁情感词,利用 TF－IDF算法对

抑郁情感词进行加权求和运算,得到患者抑郁指数,
根据抑郁指数大小,可以将抑郁症患者分为轻度、中
度、重度三类;对于抑郁成因,一方面可以参考患者

在微博上的注册信息,其中部分信息可能涉及抑郁

成因,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文本分析工具抽取微博文

本特征,利用典型相关分析算法将微博文本特征与

抑郁成因集合(如遗传因素、内分泌因素等)进行关

联分析,进而得到患者的抑郁成因;最后,融合患者

的静态数据、动态数据、抑郁指数、抑郁成因得到患

者特征表示{发帖数,关注者数,粉丝数,用户性

别,用户年龄,注册天数,区域代码,转发频率,评

论频率,点赞频率,发帖频率,微博发布时间,抑郁

指数,抑郁成因}.在上述流程中,抑郁情感词典构

建至关重要,下面给出该词典构建的具体过程.
抑郁症情感词典构建基于基础情感词典.目

前,基础情感词典主要包括“知网情感分析用词语

集”[２９]和“大连理工大学中文情感词汇本体库”[３０].
“知网情感词典”分为中文和英文两部分,其中,中文

词典包括正负面评价词典和正负面情感词典.由于

抑郁症是一种由负面情绪引发的疾病,因此选用中

文负面情感词典.该词典包括１２５４个负面情感词.
“大连理工大学中文词汇本体库”从词语词性类别、
情感类别、情感强度及词汇极性等不同角度描述中

文词汇或者短语.鉴于抑郁症与心理学的密切关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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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故选用哀、惧、恶和惊等四类共计３４５７个负面情

感词.上述两类负面情感词存在部分交叉,经去重

处理后,共计得到３９１６个负面情感词,将其作为基

础情感词典.
基础情感词典是从现有的公开词典中提取并建

立的,该词典对负面情绪的覆盖面大,但抑郁症的针

对性不强,因此,有必要根据抑郁症的特点对基础情

感词典进行扩展.目前常见的词典扩展方法是通过

计算知识库和语料库的相似度,将相似度较高的词

语扩展到词典中.词典扩展包括情感种子词选取、
词向量表示和相似度计算等步骤.首先,根据临床

医学广泛使用的汉密尔顿抑郁测量表和伯恩斯抑郁

自查表,并结合心理学给出的抑郁症症状,构造抑郁

情感种子词,如“妄想”“焦虑”“惊恐”“叹气”“痛苦”
“压抑”“烦闷”等;接着,将微博文本数据作为语料

库,并利用 Word２vec算法得到词向量表示;然后,
利用相似度计算方法计算与种子词相似的词;最后,
选取与每个种子词相似的前n个词扩充到基础情感

词典.由于语料库规模较大,基础词典扩展可以采

用迭代的方式,即将上一轮的扩展词作为下一轮的

种子词,实现词典的增量式扩展.
表情符号是微博文本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

些符号直观地表明了患者的情绪.抑郁症患者的情

感表达相对是消极的,因此,选取微博文本数据中的

消极表情符号建立表情符号词典.表１给出了微博

文本数据中的消极表情符号.
表１　微博文本数据中的消极表情符号

表情符号 描述 表情符号 描述

委屈 抓狂

可怜 泪

失望 衰

生病 伤心

　　抑郁症患者属于自杀高风险人群,而且倾向于在

微博中表达自杀意图和自杀方式.目前还没有关于自

杀意图和自杀行为的公开词典,因此,采用人工筛选方

式将１６个代表性词语作为自杀基础词典(见表２).
表２　自杀基础词典

安眠药 跳楼 自焚 触电

跳崖 砒霜 沉湖 咬舌

上吊 割动脉 卧轨 撞车

绝食 割腕 投井 农药

３．３　标签分析层

标签分析层通过对患者数据的分析,提取关键

信息并发现信息之间的潜在联系,为患者打上特征

标签.单一患者和患者群体的标签集合可分别视为

单一患者画像和患者群体画像.与单一患者画像相

比,患者群体画像从多个维度表征患者特征的相似

度,如患者群体的性别、年龄、发帖数等基本属性的

相似度、患者群体之间转发频率、点赞频率、发帖频

率等互动属性的相似度等.此外,根据患者动态数

据的变化情况,及时调整单一患者和患者群体的标

签集合,进而完成患者画像和患者群体画像的更新.
在患者画像建模过程中用到一系列机器学习算

法.引入相似度计算方法比较患者与特征标签之间

的相似性,并为患者打上特征标签.利用聚类算法

对患者进行聚类分析,得到患者群体.聚类的目的

是将具有相近兴趣和需求的患者聚合在一起.聚类

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对于某患者,推
荐模型不仅能根据该患者画像推荐阅读材料,而且

还能推荐其所在患者群体的阅读材料,有效地扩大

了阅读材料的推荐范围;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新患

者,其动态数据较少,无法建立有效的患者画像,但
能根据该患者的静态数据初步判断其所属的患者群

体,将其所在患者群体的阅读材料推荐给该患者,随
着患者动态数据规模的增大,患者画像的刻画能力

增强,推荐模型能够提供更具针对性的阅读疗法服

务.在缺乏先验知识的情况下,KＧmeans聚类算法

能够根据患者的相似度,将患者划分为不同的类簇,
各类簇内部元素之间具有较大相似性,各类簇即为

患者群体.该算法的具体流程是:
第一步:随机选取 K个患者的特征向量作为聚

类中心;
第二步:遍历全体患者,并计算每个患者的特征

向量与聚类中心之间的距离,当距离小于事先给定

阈值时,则认定该患者与位于聚类中心的患者具有

较大相似性,将两者归并至同一类簇;
第三步:根据上述聚类结果,重新计算 K 个类

簇的中心,更新聚类中心;
第四步:不断迭代,重复第二步和第三步,直到

K个聚类中心不再变化或此次聚类结果与上次聚类

结果趋同;
第五步:得到最终聚类结果.
聚类中心 K的选取至关重要,会直接影响聚类

８８

基于患者画像的抑郁症阅读材料推荐模型研究/刘忠宝,赵文娟

　　　ResearchontheReadingMaterialRecommendationModelBasedontheUserProfileofPatientswithDepression/LiuZhongbao,ZhaoWenjuan



2
0

2
1

年
第1

期

结果.聚类中心的选取目前主要有经验选择、随机

选择、最小最大原则等方法,其中最小最大原则根据

聚类对象的相似性来选择聚类中心,对经验知识的

依赖较小,也可克服随机选择的盲目性.鉴于心理

学已经明确给出抑郁症的类别划分,因此,聚类中心

选取可结合最大最小原则和心理学给出的抑郁症类

别划分进行选取.

４　基于患者画像的推荐模型

在建立单一患者画像和患者群体画像的基础

上,对阅读材料进行画像建模,通过比较两类患者画

像与阅读材料画像的匹配度,分别为单一患者和患

者群体推荐适合的阅读材料.

４．１　阅读材料画像

阅读材料选取依赖于合理的分类标准.本研究

采取的阅读材料分类标准是:第一类是医学专业的

阅读材料,即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撰写的治疗抑

郁症的阅读材料;第二类是患有抑郁症的作家撰写

的纪实类阅读材料;第三类是患有抑郁症的精神病

学家和心理学家撰写的治疗抑郁症的阅读材料.根

据上述分类标准,给出阅读材料的主要来源:一是中

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面向大学生的常见

心理困扰对症书目»给出的９６种阅读材料;二是重

度抑郁症患者李兰妮在«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

患者的精神档案»一书中提到的３０余种阅读材料;
三是阳光工程心理互助网提到的８０余种抑郁症治

疗阅读材料.三类阅读材料共计２００余种.为了扩

大阅读材料搜集范围,定期地(如一周)在当当网、京
东图书等网站上,利用“抑郁”“抑郁症”“心理健康”
“忧郁”“童年创伤”等检索词搜索关于抑郁症普及、
治疗以及抑郁症患者撰写的写实书籍.由图书馆

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等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的选书团

队认真研读这些书籍,从其专业角度出发,根据书籍

与抑郁症的匹配度,分别给出每本书籍的综合评价.
此外,结合网友的书评以及对作者及其经历的分析,
选出备选阅读材料.上述选书方式增加了阅读材料

选择的可信度.
根据前期的实地调研和文献梳理,本文认为在

基于患者画像的推荐模型中,阅读材料主要考虑作

者、图书类型、出版时间、适用人群、热度、抑郁主题

等方面的特征.对于作者,患者可能对曾经的患者

所著的书籍较为感兴趣,如李兰妮、奥卡拉罕、斯瓦

多等;对于图书类型,患者可能偏爱某些特定类型的

图书,如医学、心理学、励志等类型的图书;对于出版

时间,患者可能对某一时段的阅读材料感兴趣;对于

适用人群,抑郁成因不同的患者对阅读材料的选取

也不尽相同;对于热度,患者对销量高、阅读次数或

下载量多的阅读材料具有一定的兴趣;对于抑郁主

题,为了精确地获得阅读材料特征,利用LDA(Latent
DirichletAllocation)主题模型对阅读材料的摘要、引
言、正文等进行抑郁主题抽取,利用 TFＧIDF算法对

抑郁主题词进行加权运算,取权值最高的抑郁主题

词作为阅读材料的主题,该权值称为抑郁主题隶属

度.综上所述,阅读材料画像可描述为{作者,图书

类型,出版时间,适用人群,热度,抑郁主题隶属

度}.

４．２　推荐模型

目前主流的推荐方法有基于内容的推荐方法、
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方法、基于深度学习的推荐方

法和混合推荐方法.这些方法由于缺乏患者对阅读

材料的浏览、评分、评论等历史数据,故无法适用于

基于患者画像的阅读资料推荐.因此,借鉴协同过

滤思想,利用相似度计算方法分别计算单一患者和

患者群体与阅读材料之间的匹配度,将匹配度较高

的阅读资源分别推荐给单一患者和患者群体.两种

推荐方式的流程基本相同,当患者群体内患者数量

很少导致不足以形成类簇时,利用单一患者画像进

行推荐.推荐模型如图２所示.
该推荐模型的基本流程是:
第一步:建立面向抑郁症患者的单一患者画像、

患者群体画像以及面向阅读材料的阅读材料画像;
第二步:对各类画像的标签进行聚类并归纳为

若干主题,利用主题描述患者特征和阅读材料特征;
第三步:借鉴协同过滤思想,通过Pearson相关

系数计算患者和阅读材料之间的相似度;
第四步:患者和阅读材料之间的相似度即为两

者的匹配度,按匹配度降序排列,将匹配度高的阅读

材料推荐给患者.

４．３　阅读疗法实施路径

基于患者画像和阅读材料推荐模型,围绕阅读

疗法服务模式、阅读材料提供路径、阅读材料提供方

式、阅读材料使用方式等方面,探讨图书馆开展阅读

疗法的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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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于患者画像的推荐模型

　　(１)阅读疗法服务模式

融合线上线下优势创新阅读疗法服务模式.心

理学的研究表明,环境会对人产生重要影响.图书

馆应专门设立阅读疗法阅览室,并在其中布置画作、
绿植以及舒适的桌椅,通过轻柔的音乐使抑郁症患

者放松心情,营造适合阅读疗法的阅读环境.引入

虚拟现实技术,让无法到图书馆的患者在线能够享

受到同样的阅读疗法服务.虚拟现实是一种集图形

学、仿真、传感、多媒体于一体的信息技术,虚拟的视

觉感知和视觉互动,创造了一个虚拟的现实世界.
阅读疗法具有增加患者参与度、构建虚拟现实环境

的需求.因此,将阅读疗法与虚拟现实技术相结合

是可行的.患者可以通过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多种

感官来阅读推荐模型推送的阅读材料.虚拟现实阅

读治疗基于患者的目标驱动,治疗模式可以实现沉

浸式的心理体验和深层次的虚拟互动体验.线上阅

读方便快捷,但容易引起患者视觉疲劳、心情浮躁等

问题.因此,图书馆可以根据本文提到的阅读材料

来源,购置一些纸质书籍,为患者提供更多的阅读

选择.
(２)阅读材料提供路径

根据患者画像与阅读材料画像的匹配度,可以

为患者提供定制化的阅读材料.图３给出了三条阅

读材料提供路径.路径１是将患者画像与阅读材料

进行粗粒度匹配,并通过服务调度引擎,向患者提供

所需的阅读材料;路径２是将患者画像与从阅读材

料中抽取出的阅读单元进行细粒度匹配,阅读单元

由阅读材料的章节组成,对阅读单元进行多维度融

合,向患者提供细粒度的阅读材料;路径３是向第三

方服务提供者开放患者画像接口,允许经授权的服

务提供者对患者画像进行抓取,根据患者需求,为其

提供相应的阅读材料.

图３　阅读材料提供路径

(３)阅读材料提供方式

阅读材料不仅可以通过图书馆的系统平台向患

者的计算机终端进行推送,也可以利用新媒体技术

和移动通信技术进行推送,如微博、微信、电子邮件、
腾讯 QQ等.此外,图书馆可以面向抑郁症患者群

体,开通微信公众号,定时或不定时地推荐一些阅读

材料,以适合不同抑郁程度的患者阅读.一般情况

下,推荐模型推送的阅读材料均是文字信息,这种单

调的信息呈现方式严重地影响了患者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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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必要探索将阅读材料可视化、情境化、游戏

化的新路径.利用文本挖掘技术,对阅读材料进行

文本分析,构建阅读材料的知识图谱,借助可视化技

术,直观地呈现阅读材料的知识架构和知识体系,方
便患者掌握阅读材料的全貌,患者可以选择感兴趣

的章节进行详细阅读,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患者的阅

读效率.引入语义分析技术,对阅读资料进行语义

挖掘,生动描绘阅读材料的情境化语境,复现作者和

主人公的生活场景,有助于增强患者对阅读材料的

认同感.借鉴游戏化阅读思想,将阅读过程视为游

戏过程,每完成一个阶段的阅读任务,给予患者一定

的积分,当患者完成全部阅读任务时,其所获得的积

分可以兑换相应的奖励.上述做法有助于提高患者

阅读的参与度和完成度.
(４)阅读材料使用方式

根据患者画像中的“抑郁指数”和“抑郁成因”可
以得到患者的患病程度和患病原因.对于抑郁指数

较高的患者,其抑郁程度较重,需要借助临床医生开

具的处方药物进行治疗.对于抑郁指数较低的患

者,可以寻求阅读疗法来缓解病症.阅读材料画像

中的“适用人群”和患者画像中的“抑郁成因”明确了

阅读材料的适用症状.在阅读疗法实践中,阅读顺

序对于阅读疗法效果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建议患

者先阅读患有抑郁症的作家撰写的纪实类阅读材

料,这些阅读材料具有一定的情感宣泄和审美教育

功能,对于缓解苦恼、不安情绪具有一定作用,能够

辅助治疗患者心理和精神上的某些轻微疾病.等到

患者心情平静,享受到阅读带来的疗愈体验后,可以

再阅读患有抑郁症的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撰写的

治疗抑郁症的阅读材料以及医学专业的阅读材料.
在实施阅读疗法过程中,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一
是在阅读初期,患者可能无法静心阅读,建议患者先

听轻柔的音乐放松心情,或找知心朋友宣泄负面情

绪,等情绪稳定后,再进行阅读;二是患者可以对自

己喜欢的阅读材料反复阅读,并做好阅读疗法日记

和读书感悟;三是如果条件允许,图书馆可以组织群

体阅读活动,通过个体阅读和群体阅读相结合的方

式,患者能够及时交流阅读心得,纾解心理压力,坚
定治疗抑郁症的信心和决心.

４．４　应用案例

从微博“树洞”爬取１１４名抑郁症患者的静态数

据、动态数据以及微博文本数据.以患者“走饭”为

例,给出单一患者画像.通过对患者数据的分析可

知,患者性别为女,患者年龄为２８岁,注册时间为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７日,粉丝数为５６５６１１人,发帖数为

１８９６个,关注者数为３６８人,发帖频率为１４９,评论频

率为０２１,转发频率为０１１,点赞频率为００７,地理

位置在江苏省,发帖时间为晚上１１点４８分.根据抑

郁情感词典,得到该患者的抑郁情感词有:死、离开、
哭、誓死、离去、孤立、苦、疼、创伤、害怕、纠结、痛苦、
悸动、葬礼、残疾、受苦、焦虑、不适、悲伤、车撞、丧心

病狂、安眠药、惊悚、惊吓、伤感、自卑、车祸、死尸.利

用TFＧIDF算法对抑郁情感词进行加权求和运算,得
到该患者的抑郁指数为０５３５０３０７２２６１８１０３.抑郁成

因集合为{１,２,３,４,５},其中１表示遗传因素,２表示

内分泌因素,３表示压力因素,４表示性格因素,５表示

日常琐事因素.利用典型相关分析算法得到该患者

的抑郁成因为５.该患者的注册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３月

１７日,自杀时间为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８日,由此可知,该患

者的注册时间为１２７５天.微博提供的江苏省代码为

３２.性别男和女分别由１和０表示.融合患者的静

态数据、动态数据和抑郁指数,可得“走饭”的患者画

像为{１８９６,３６８,５６５６１１,０,２８,１２７５,３２,０１１,

０２１,００７,１４９,２３:４８,０５３５０３０７２２６１８１０３,５}.
将１１４名患者采用 KＧmeans聚类算法聚合成

为不同的类簇,得到图５所示的聚类结果.聚类效

果由准确率 P(Precision)、召回率 R(Recall)和 F１
值(FＧmeasure)来衡量,三者的计算公式如下:

P＝
TP

TP＋FP×１００％

R＝
TP

TP＋FN×１００％

F１＝
２×P×R

P＋R ×１００％

其中,TP、FP、FN 分别表示正确分类的患者数、错
误分类的患者数以及无法分类的患者数.

在本实验中,TP＝１０５,FP＝４,FN＝５,由此可

知,P＝９６．３３％,R＝９５．４５％,F１＝９５．８９％.上述实

验结果表明 K－means聚类算法适用于患者聚类场

景.由图４可以看出,１１４名患者聚为三个簇,即三

类患者群体,分别由 A、B、C表示.三类的中心分别

为患者“卖火柴的女孩０１a”“寻_劫余”和“旅行的孤

独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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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患者画像聚类结果

以书籍«当下的力量»为例,给出阅读材料画像.
该书的作者为埃克哈特托利,图书类型为心灵读

物,出版时间为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该书的热度由当当网

的销量１３６０８７册来表示,利用 LDA 主题模型对该

书的摘要、引言、正文等进行主题抽取,得到宁静、狂
喜、欢乐、成就、安全、力量、平和、摆脱、信念、信心、
活力、青春、充实等１３个主题词.利用 TF－IDF算

法对主题词进行加权运算,得到该书籍的主题是平

和,其主题隶属度为０．６７１１２９３１２５０６０４１.适用人群

集合基本上与抑郁成因集合相对应,可以表示为{１,

２,３,４,５,６},其中１表示因遗传因素引起的抑郁症

人群,２表示因内分泌因素引起的抑郁症人群,３表

示因压力因素引起的抑郁症人群,４表示因性格因

素引起的抑郁症人群,５表示因日常琐事因素引起

的抑郁症人群,６表示面向全体抑郁症人群.该书

的阅读材料画像为{埃克哈特托利,心灵读物,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６,１３６０８７,０．６７１１２９３１２５０６０４１},利
用 Word２vec算法将阅读材料画像中的非数值转化

成数值,以便于后续匹配度计算.
将患者画像和阅读材料画像归纳映射为若干主

题,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计算患者与阅读材料之

间的匹配度,将匹配度高的阅读材料推荐给患者.
表３和表４分别给出了为患者“走饭”和患者群体 A
推荐的阅读材料列表.根据需要,将排名靠前的阅

读材料推荐给患者和患者群体.
表３　为患者“走饭”推荐的阅读材料列表

阅读材料 匹配度

当下的力量 ０．６１８８６３０４８７９２２１４７

思维改变生活 ０．５４８０２３５８９４２５０７３５

走出抑郁 ０．４９８４３６８０４５６８７４２８

永远成长的苹果树 ０．４０５８８９１２７０５６９８２５

阅读材料 匹配度

其实没那么糟 ０．３２５９０９７０２９８４２３３９

活下去的理由 ０．２２０９４５０９８７４１５８８４

生命的重建 ０．１５０９４５３６９０４２３８８７

 

表４　为患者群体 A推荐的阅读材料列表

阅读材料 匹配度

构建生活 ０．５９５３６０８７４５９８１２０９

当下的力量 ０．５２３９９７５３３１４８０９２４

永远成长的苹果树 ０．４６２８９４０３８８４２３９８１

新世界,灵魂的觉醒 ０．４２５０９９２４８０６３４７９３

一颗找回自我的心 ０．３９８３６５２３００９５８１２３

发现未知的自己 ０．２８０９６４４８９６３１４８０３

回到当下的旅程 ０．１８８９６０７８９６３２０８６２

 

５　结语

抑郁症患者往往选择在微博分享他们的迷茫和

痛苦.因此,本研究立足于阅读疗法,从微博“树洞”
获取患者数据,建立患者画像和阅读材料画像,通过

比较两者的匹配度,为患者提出适合的阅读材料.
本研究不仅推动了阅读疗法的深入研究,而且丰富

了阅读疗法的落地实践.后续研究将主要侧重于建

立推荐结果的反馈系统,患者可以通过反馈系统提

交推荐结果的反馈信息,该信息有助于进一步完善

推荐模型的性能,也会对研判抑郁症的治疗效果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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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ReadingMaterialRecommendationModelBased
ontheUserProfileofPatientswithDepression

LiuZhongbao　ZhaoWenjuan

Abstract:Asaneffectivewaytotreatdepression,bibliotherapyoftenrequiresprofessionalstaffwith
bothlibraryandpsychologicalbackgroundtoprovidereadingmaterialsforpatients,whichisverycompliＧ
catedandtimeＧconsuming．Inviewofthis,thispapertakesthemicrobloginformationpublishedbythepaＧ
tientswithdepressioninthe“treehole”astheresearchsubject,andconstructsuserprofileofboththepaＧ
tientsandthelearningmaterials．Thesimilarityofthetwouserprofilesiscomparedtoprovidesuitable
readingmaterialsforpatients．Thepaperplaysanimportantroleinpromotingthetreatmentofdepression,

andalsoprovidesacertainreferencevaluesfortheresearchandpracticeofbibliotherapy．
Keywords:Depression;PatientProfile;Bibliotherapy;ReadingMaterial;Recommendation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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