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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灰色統計於心臟病資料屬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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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與心臟病相關的因素可謂錯綜複雜，如何從中確定重要的因素做為醫師診斷時的參考，是一重要問
題。本論文將以灰色統計的方法分析心臟病資料庫中的類別屬性及數值屬性的重要程度，並給予排序。從本
論文之分析結果可知在類別屬性方面，心臟病與心絞痛、運動引發心絞痛、心電圖為異常、運動心電圖 ST 間
最高斜率有連續兩個以上的 ST 段上升超過 1mm 以上等屬性因素較有關聯，但是空腹血糖值是否大於 120 之
屬性與心臟病之關係較小，符合臨床醫學經驗。在數值屬性方面，心臟病與冠狀動脈被阻塞的數量、最大心
跳速率與運動心電圖 ST 下降程度等屬性因素較有關聯，亦符合臨床醫學經驗。本論文已證實灰色統計的方法
於選擇重要屬性方面是有參考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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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根據衛生署發表的統計資料顯示，近年來
台灣每年大約有 4000 人死於急性心肌梗塞症。若
以本病死亡率在 15 ~ 20%，則每年至少有 2 萬 5
千人至 3 萬人罹患心肌梗塞症[1]。由於人口逐年
老化以及飲食習慣西式化，未來以心血管所衍生
的心臟疾病將成為我國重要的醫療問題。雖然有
些心臟病，例如先天性心臟病及瓣膜性心臟病，
以聽診器就可以明確的判斷出心臟病，但是也有
一些必須作胸部 X 光檢查以及心電圖檢查，或甚
至其他侵入式的詳細檢查，才能做正確的診斷。
但是由於心臟病的相關因素是非常的錯綜複雜，
而且經由醫療儀器擷取的數據可能含有「灰色
量」，亦即這些數據在某個不確定區間變化，因
此如何降低資料中的隨機性，並從中確定重要的
因素以便做為醫師診斷時的參考，對現今而言乃
是一重要的問題。
為協助醫師探討心臟病檢查項目之重要性，
有一些針對大量屬性之分析方法分別被提出：例
如以統計分析中的卡方檢定進行類別屬性之相關
性檢定，以 T 檢定與 ANOVA 檢定進行數值屬性
之分析，或是以資料採礦(Data Mining)技術[8]進
行心臟病資料之屬性重要程度分析。本論文擬以
灰色系統理論(Grey System Theory)中的灰色統計
的方法﹙Grey Statistics﹚探討心臟病患者資料集
之屬性與心臟病的關聯性，並分別給予類別屬性
與數值屬性相對重要程度的排序，做為醫師診斷
時的參考。
灰色系統理論是中國華中理工大學鄧聚龍教
授於 1982 年所提出。主要是針對系統不明確性、
資訊不完整性，亦即所謂「信息不夠及現有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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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充足」的狀況下，進行關於系統的灰色相關分
析與模型建構，並藉著預測和決策等方法來探討
及了解系統的特徵和行為。灰色系統理論的主要
目的是希望能充分運用諸多灰色系統中的部份已
知信息，透過系統分析、灰色生成、灰色建模、
灰色預測、灰色統計、灰色決策與灰色控制等方
法，來釐清隱藏其中的問題，找尋其中發展規律，
進而提出解決之道。灰色預測則是灰色系統理論
的重要技術，藉由灰色預測可運用少量的資料去
預測未來的資料訊息 [2-5]。灰色預測是以灰色模
型(GM, Grey Model)所進行的一種預測方法，其
目的是找出某一動態序列數據間的發展關係，而
其優點為：(1)建模樣本量小，(2)計算量小、簡便
易行，(3)不要求樣本數據需符合常態分配。中國
大陸學者陳飆於 1986 年提出了灰色預測控制器[2,
3]來控制未知的系統之後，灰色預測的應用便開
始快速的發展。在 2002 年 Kuen-Yih Shy 等人[6]
所發表之論文是利用灰色預測的方法來搭配自我
調整控制器，因為自我調整控制器必需藉由輸出
入的資料來設計，所以利用灰預測來預測輸出入
的資料， Shy 等人的研究結果發現利用灰預測可
產生自我調整時所需的資料，也能夠濾除雜訊使
系統更穩定。在 2001 年 Chien-Hsin Chou[7]也發
表一篇利用灰預測去對實際系統與目標系統之間
的誤差做事先的調整，使得系統更穩定。
本論文之章節安排如下：下一節將本論文
擬解決之問題做一描述，包含心臟病症患者資料
集之介紹與本論文之主要目標。第 3 節將說明類
別屬性與數值屬性的灰色統計分析法。結果與討
論以及最後之結論分別於第 4 節與第 5 節說明。
材料及方法
問題描述
本論文以葡萄牙波多大學(University of Porto)人
工智慧及電腦科學實驗室所分享的心臟病患者資
料集[9]為研究對象，提出灰色統計方法將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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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類別與數值屬性共 13 個條件屬性之相對重
要程度排序，做為醫師診斷之參考。此資料集具
有 1 個目標屬性與 13 個條件屬性，包含 7 個類別
屬性及 6 個數值屬性，共有 270 筆對象資料。該
資料集可區分為患有心臟病(120 位)及無心臟病
(150 位)等兩類資料集，以下將這些條件屬性依類
別屬性及數值屬性分別說明於表一與表二，其中
屬性序號為原資料集之序號。為便於與其他研究
方法比較，本論文採用文獻〔8〕的做法，將 270
位病患之原始資料以分層﹙無/有心臟病﹚抽樣方
式進行如下:
1. 將 150 位無心臟病患者之資料隨機分成兩群
group A: 80%(120 筆資料)及 group B: 20%(30 筆
資料)。
2. 將 120 位有心臟病患者之資料亦隨機分成兩群
group C: 80%(96 筆資料)及 group D: 20%(24 筆資
料)。
3. 將 group A 及 group C 的資料組合成為訓練資
料：120 筆無心臟病與 96 筆有心臟病共 216 筆資
料。
4. 將 group B 及 group D 的資料組合成為測試資
料：30 筆無心臟病與 24 筆有心臟病共 54 筆資料。
上述之分法已確保訓練與測試資料中無 /有
心臟病之比例﹙150 : 120 = 55.56% : 44.44%﹚與
母體相同。本論文將 group A 及 group C 組合成訓
練資料共 216 筆，依據類別屬性及數值屬性分別
將灰色統計理論適當的應用於心臟病資料庫中的
屬性相對重要程度分析中，主要關鍵是應用灰色
統計之白化函數 (Whitening function)將原始資料
映射至灰矇矓集以便進一步計算灰統計值以及屬
性相對重要程度值，並據此給予排序。
灰色統計之屬性分析法
進行資料屬性分析前，必須先確認資料品質
之良窳及重要屬性之完整性，因為若資料有空值
﹙Missing values﹚或錯誤值等，則會造成分析結
果不正確[10]。本論文所取得之資料集有兩筆資
料的屬性很容易被誤認，其一是歸類為有病的資
料列向量中較具重要性的三種屬性：血管阻塞
數、胸痛、運動時引發心絞痛之屬性值皆為 0，
只有心電圖 ST 段異常下降屬性值呈現偏高的情
形；其二是無病的資料列向量，其血管阻塞數卻
有極度危險的 3 條，心電圖 ST 段異常下降也是
屬於危險的 1.8。但謝醫師認為心臟病患者有其特
殊性[11]，因此仍不能將此兩筆資料去除。灰色
統計之分析法是對各個統計對象有關項目的樣本
進行處理以瞭解項目所屬灰類[2]：設 I 為評估對
象指標集 I={1, 2, …, w}，J 為評估項目指標集
J={1, 2, …, m}，K 為灰類指標集 K={1, 2, …,
n}，又設 d , i∈ I, j∈ J 為對象 i 對於項目 j 的
樣本值，則可得樣本矩陣 d 為 d=[ d ], i∈ I, j∈ J,
以及設 f 為 k 灰類之白化函數(Whitening function)。本論文採用之 k 灰類白化函數包含下列三
種：﹙1﹚ ''1 灰類''白化函數如圖一所示，其中(d0,
d20)為折點值，亦即 d >=d20，則''1 灰類''之默認
度定義為 1，﹙2﹚''2 灰類''白化函數如圖二所示，
其中(d10, d30)為折點值，亦即 d <=d10，則''2 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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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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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之默認度定義為 1，﹙3﹚ ''3 灰類''白化函數如
圖 三所 示， 其中 (d10, d51) 為折 點值 ，亦 即
d <=d10 及 d >=d51，則''3 灰類''之默認度定義
為 1。本論文將樣本數據運用上述白化函數映射
以便進一步計算出灰統計值與屬性相對重要程度
值，以便給予排序。因此評估項目所屬灰類是依
臨床醫學之知識先行決定如下：由於類別屬性是
以統計方法計算，在有心臟病與無心臟病之類別
中皆是以其統計量表示其支持度，因此評估項目
採用''1 灰類''之白化函數。然而，數值屬性須依其
特性而用不同之白化函數，採用之原則是讓某項
目若屬於健康範圍，則其值為小，如表三所示。
於下列兩節中將具體詳述如何計算類別屬性及數
值屬性之屬性相對重要程度值。
類別屬性分析法 本節針對訓練用的心臟病患者
資料集的類別屬性 chest 說明灰統計屬性分析
法，本方法除灰色默認度之映射外，其餘步驟參
照[8]之做法。屬性 chest 有 4 個屬性值﹙A31, A32,
A33, A34﹚，屬性描述如表一所示，灰統計屬性
分析法說明如下：
頻率統計：頻率表示某一個屬性值在各自類別中
出現次數。
支持度之計算：支持度表示某一個屬性值在各自
類別中出現之機率。
默認度之映射：將各自支持度經由''1 灰類''之白化
函數映射。
信賴度之計算：在各自類別中的默認度除以兩類
別默認度總和。
屬性相對重要程度之計算：每一屬性值之相對重
要程度依下列公式計算：ABS(無病信賴度-有病信
賴度)*((無病頻率+有病頻率)/總人數)，再將該屬
性所屬之每一屬性值之相對重要程度相加，其中
ABS 為取絕對值函數。此式之含意為信賴度差異
愈大，頻率愈高，則屬性相對重要程度愈高。
類別屬性 chest 分析的結果如表四，其餘 6
個類別屬性依此類推，其結果如表五。舉例說明
表四之屬性相對重要程度之計算過程：屬性值
A31 在無心臟病類別中出現 13 次，其支持度為
0.108=13/120，在有心臟病類別中出現 4 次，其
支持度為 0.042=4/96，無心臟病之默認度之映射
為 0.128=0.108/0.844，有心臟病之默認度之映射
為 0.049=0.042/0.844，無心臟病之信賴度為
0.723=0.128/(0.128+0.049)，有心臟病之信賴度為
0.276=0.049/(0.128+0.049)，最後 A31 之屬性相對
重要程度因而為
0.035=(0.723-0.276)*(13+4)/(120+96)。
以上默認度之折點值皆取 0.844，是因為有心
臟病(C group)類別中所有類別屬性的支持度 (即
機率值)的最大值為 0.844，以此值為默認度之折
點值，使得默認度之範圍仍在[0, 1]之間。
數值屬性分析法 本節針對訓練用的心臟病患者
資料集的數值屬性說明灰統計的數值屬性分析
法，其具體分析法如下步驟：
1. 決定白化函數及折點值：在各自類別中樣本
矩陣為 d=[ d ], i∈ I, j∈ J, 決定每一屬性之
灰類白化函數及折點值，如表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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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認度之映射：將樣本矩陣代入白化函數計
算每一屬性值之默認度。
3. 默認度之平均值計算：由於兩類樣本矩陣之
人數並不一致，因此以每一屬性值之默認度
平均值代表該屬性值。
4. 灰統計值﹙delta﹚計算：計算公式為
delta=sqrt(abs(f_avg(1)-f_avg(2)))，其中
f_avg(i)為兩類各自默認度之平均值，其中
i=1,2 表示無心臟病與有心臟病的兩類別，
abs()為取絕對值函數，sqrt()為開根號函
數。以此灰統計值代表數值屬性之屬性相對 表四、chest 類別屬性分析結果
重要程度。
結果如圖四，其餘 5 個數值屬性依此類推，
其結果如表七之 GS 方法。
2.

表五、類別屬性重要程度比較表

表六、3 種方法之類別屬性相對重要程度分析比較表
表一、類別屬性描述

表二、數值屬性描述

表七、3 種方法之數值屬性相對重要程度分析比較表
數值屬性排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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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數值屬性所屬灰類白化函數

灰統計值
NWV MHR OP age BP SC
數值屬性

圖一、''1 灰類''白化函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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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2 灰類''白化函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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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3 灰類''白化函數圖
有/無心臟病屬性默認度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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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有心臟病與無心臟病類別屬性默認度比較圖
數值屬性排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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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統計值
NWV MHR OP age BP SC
數值屬性

圖五、數值屬性相對重要程度排序圖﹙屬性代號如表
二﹚

結果與討論
由圖四的屬性默認度比較圖可以得知以下訊

息：
女性在無心臟病之屬性默認度及男性在有心臟病
之屬性默認度皆較高，表示男性得心臟病之機率
較女性高。
心絞痛﹙A34﹚在有心臟病之病患其屬性默認度
偏高。亦即，當胸痛類型是因心絞痛而引起，則
被歸類為有心臟病之可能性很高。
空腹血糖值是否大於 120 與心臟病之關係較小。
心電圖正常﹙A71﹚而有心臟病者較少，大多數
心臟病者之心電圖為異常﹙A73﹚而且運動會引
發心絞痛﹙A92﹚以及運動心電圖 ST 間最高斜率
有連續兩個以上的 ST 段上升超過 1 mm 以上
﹙A112﹚。
心臟病者得地中海型貧血乙型﹙A133﹚者亦較
多，這可能是葡萄牙地區性的情形。
從表五類別屬性相對重要程度排序比較可以
得知：白化函數(Whitening function)之折點值愈
大，則屬性相對重要程度值亦愈大；白化函數之
折點值對於屬性相對重要程度值之排序有所影
響，但重要屬性仍然歸屬於重要。於圖五中可知
數值屬性之屬性相對重要程度排序依次為 1.
NWV﹙冠狀動脈被阻塞的數量﹚ 2. MHR﹙最大
心跳速率﹚ 3. OP﹙運動心電圖 ST 下降程度﹚4.
age﹙年齡﹚5. BP﹙休息時血壓﹚ 6. SC﹙血液中
膽固醇含量﹚，由此可知，心臟病與冠狀動脈被
阻塞的數量、最大能達到之心跳速率與運動心電
圖 ST 下降程度等因素最有關連，符合臨床醫學
經驗。
在類別屬性重要程度分析法中，傳統上有以
卡方檢定進行相關性檢定。在數值屬性重要程度
分析法中，傳統上有以 T 檢定與 ANOVA 檢定進
行重要性分析。近年來有以資料採礦 (Data
Mining, DM) 進行類別屬性與數值屬性相對重要
程度分析﹙以下簡稱為 DM 方法 [8]﹚。本論文
提出灰統計﹙Grey Statistics, GS﹚分析類別屬性
與數值屬性相對重要程度﹙以下簡 稱 為 GS 方
法﹚。以下將比較這些方法之差異，其結果如表
六與表七所示。表六為 3 種方法之類別屬性相對
重要程度分析比較。以卡方檢定法計算各個類別
之條件屬性與目標屬性間的相關程度，須先計算
其卡方值，之後才以此值查表算出 P-value 。
P-value 愈小，表示此屬性愈重要。在 95%信心水
準之下，P-value < 0.05 則為重要之屬性。因此從
表六可知卡方檢定法僅過濾掉 FBS 屬性﹙空腹血
糖值﹚，亦即選擇前 6 個屬性為重要屬性；在此
6 個重要屬性中，DM 方法及本論文所提出 GS 方
法皆位居前六名，表示本文 GS 方法的有效性。
在排序上本論文所提出 GS 方法在 slope 屬性略為
不同，然而在醫學上已證實 ST 段上升超過 1 mm
以上已表示心肌梗塞，ST 段下降超過 1 mm 以上
已表示冠狀動脈痙攣現象[11]，其嚴重程度不亞
於運動引發心絞痛，因此本論文所提出 GS 方法
於選擇重要屬性方面頗有參考價值。表七為 3 種
方法之數值屬性相對重要程度分析比較。T 檢定
法之 P-value 愈小，表示此屬性愈重要。在 95%
信心水準之下，P-value < 0.05 則為重要之屬性。
因此從表七可知 T 檢定法會過濾掉 BP 屬性﹙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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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時血壓﹚與 SC 屬性﹙膽固醇含量﹚，亦即選
擇前 4 個屬性為重要屬性。在此 4 個重要屬性中，
DM 方法及本論文所提出 GS 方法皆位居前 4 名，
表示本文 GS 方法的有效性。

結 論
本論文以灰色統計的方法將心臟病資料庫的
資料依各屬性在其有病及無病兩類別的差異性而
給予排序。從以上之分析可知，不論類別屬性或
數值屬性，本論文的方法皆能有效地篩選出重要
屬性。在類別屬性方面，心絞痛、運動引發心絞
痛、心電圖異常以及運動心電圖 ST 間最高斜率
有連續兩個以上的 ST 段上升超過 1 mm 以上等屬
性因素較能突顯兩類別的差異，但是空腹血糖值
是否大於 120 之屬性的差異性較小，符合臨床醫
學經驗。在數值屬性方面，心臟病與冠狀動脈被
阻塞的數量、最大之心跳速率與運動心電圖 ST
下降程度等屬性因素較有關聯，亦符合臨床醫學
經驗，由上可知本方法的正確性。經由本論文灰
統計白化函數之折點值試驗，我們推論對於不同
樣本，屬性重要程度值將會有所不同，但針對心
臟病之屬性重要程度之排序約略一致。因此本論
文所提出灰色統計方法於選擇重要屬性方面有其
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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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factors related to the heart disease are complex. How to identify some important factors to
act as the diagnostic considerations for doctors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This paper will propose a novel method of
grey statistics to analyze data attributes in a heart disease database, including class attributes and numerical attribute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hen to distinguish some important data attributes related to the heart disease and to rank
these attributes. We find that the heart disease is more relation to some class attributes including angina pectoris, exercise_induced angina, abnormal electrocardiography and abnormal slope of ST segment in ECG, and some numerical attributes including the number of major vessels oppilated, maximum heart rate achieved and the drop level in the
slope of ST segment in ECG. These results of this paper are all coincidence with the clinical knowledge. We have verified that the method of grey statistics is valuable to sort some more important attributes.
Keywords: Grey statistics, Whitening function, Heart disease, Attribute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