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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的跨硬件平台睡眠障碍远程诊断系统
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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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前ꎬ国内睡眠障碍及相关疾病患者不断增多ꎬ而相应的用于评估、临床诊断和干预的医疗资源
严重不足且分布不均ꎮ 为此ꎬ作者提出创新型的“ 睡眠＋互联网” 的解决方案ꎬ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
术手段ꎬ与临床睡眠诊断知识和专家经验深度结合ꎬ设计实现跨硬件平台睡眠障碍远程诊断系统ꎬ并应用于实
践ꎬ为丰富、提高和拓展睡眠诊疗领域初级医护服务的能力和手段ꎬ促进优质医疗资源跨地域共享ꎬ提供了一
条方便、可行的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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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２０１４ 年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ꎬ在世界范

围内 ２７％的人患有睡眠障碍ꎬ而中国各类睡眠障碍
的人群高达 ３８ ２％

[１]

ꎻ我国睡眠障碍人群中有近 ３

角ꎮ 因此ꎬ患者得到及时、准确诊疗的机会有限ꎬ诊
断等待时间较长且成本相对较高ꎮ 基层医院虽有空
余床位ꎬ但缺少诊治能力ꎬ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利用ꎮ

ꎮ 可见ꎬ睡眠障碍普遍存在ꎬ包

②睡眠疾病的诊治具有特殊性ꎬ信息数据获取困难ꎬ
作为睡眠障碍监测的金标准———多导睡眠图( ｐｏｌｙ￣

障碍、下肢不宁综合征等睡眠障碍严重影响了人们

师进行判读ꎬ而基层医院缺少相应的资源ꎬ无法提供

亿人失眠ꎬ约 ２ 亿人打鼾ꎬ５ ０００万人在睡眠过程中
发生过呼吸暂停

[２]

括失眠、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异态睡眠、昼夜节律
的生活 [３] ꎮ 睡眠障碍与许多心脑血管疾病及精神

疾病ꎬ如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卒中、焦虑、抑郁
等密切相关ꎬ还会严重影响人的精神状态

[４]

ꎮ

面对庞大的睡眠障碍人群及对健康的严重威
胁ꎬ中国在提供睡眠诊疗服务方面还远不能满足需
求ꎬ且存在以下问题:①国内睡眠医学起步较晚ꎬ医
疗资源稀缺ꎬ只有部分三甲医院和极少数的二级医
院有睡眠监测室ꎬ独立的睡眠医学专科更是凤毛麟

ｓｏｍｎｏｇｒａｐｈｙꎬＰＳＧ) 数据需要经过专业培训的睡眠技
服务ꎮ ③不同厂家生产的 ＰＳＧ 设备并不兼容ꎬ针对
不同睡眠障碍检测的简化版 ＰＳＧ 也应运而生ꎬ但数
据格式并不统一ꎬ各个医院患者的 ＰＳＧ 数据通常独
立存储ꎬ成为数据孤岛ꎬ无法进行院际间数据的互联
互通和睡眠监测大数据分析ꎮ

为了解决 上 述 问 题ꎬ 作 者 提 出 了 “ 睡 眠 ＋ 互 联

网” 的分析诊断创新理念和解决方案ꎬ利用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ꎬ与临床睡眠诊断知识和
专家经验深度结合ꎬ研究跨硬件平台的睡眠障碍远

[ 作者单位] １０００３２ 北京ꎬ中国移动研究院移动健康和智慧医疗研
究中心( 吴 娜ꎬ许利群ꎬ常耀斌ꎬ方若洁) ꎻ１００１４２ 北京ꎬ空军总医
院航空航天睡眠医学中心( 高 和ꎬ段 莹ꎬ李 燕)
[ 通讯作者] 许利群ꎬＥ￣ｍａｉｌ:ｘｕｌｉｑｕｎ＠ｃｈｉｎａｍｏｂｉｌｅ.ｃｏｍ

程诊断关键技术和系统实现ꎬ并应用于实践ꎬ为丰
富、提高和拓展睡眠诊疗领域初级医护服务的能力
和手段提供一条可行的路径ꎬ能够更便捷、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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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有效地为广大民众和边远地区官兵提供专业、

现医院分级管理、多级多角色用户管理、数据管理、

优质的服务ꎮ

质量控制管理、判读任务管理、睡眠分期智能判读和

１

显示主流 ＰＳＧ 的监测数据ꎬ对睡眠分期和睡眠事件

报告管理功能ꎻ③通用 ＰＳＧ 判读客户端ꎬ能够解析并

系统的总体设计
系统设计目标是将三甲医院的睡眠医学专科打

进行判读ꎬ实现睡眠事件智能判读和监测指标统计ꎮ

造为区域性专业睡眠医学服务中心ꎬ与医联体内的
众多基层医院和部队诊所无缝相连ꎬ为患者提供及
时、优质、专业的服务ꎬ惠及广大患者ꎻ进一步地ꎬ可
对体检连锁机构、老年照护中心等开放ꎬ提供睡眠障
碍、脑认知等功能疾病筛查服务ꎮ

１ １

系统的设计思想

基于上述目标ꎬ系统设计围

绕 ４ 点展开:①构建基于云的智慧医疗睡眠障碍分

２

２ １

关键技术研究与实现
睡眠中心云平台

云平台采用主流的云计算

技术实现数据的海量存储和灵活调用 [５] ꎬ解决远程
睡眠诊疗的分级管理、数据传输、辅助判读、报告管
理等问题ꎬ并满足业务拓展需求ꎮ 云平台为各级医
院提供五大数据服务能力ꎬ包括睡眠大数据高并发

级诊疗服务系统ꎮ 基于睡眠诊疗临床实践以及分级

上传存储、高可靠数据管理、安全数据权限认证、睡

诊疗临床需求ꎬ构建分级、分区域、分角色的睡眠障

眠数据智能分析处理及结果异步返回、高效监测报

碍分级诊疗模式和端到端系统ꎮ ②设计基于云的睡
眠障碍分级诊疗云平台ꎮ 研究和实现睡眠监测大数
据的统一存储、多角色的业务权限和流程的统一管
理、睡眠判读结果的存储和调用、报告的生成和同步

管理等技术ꎮ ③自主研发通用 ＰＳＧ 判读软件ꎮ 研究
主流 ＰＳＧ 的解析、显示和标注技术ꎬ实现整晚同步

告查询ꎮ

２ １ １

基于微服务架构的睡眠云平台设计

针对

高效展示睡眠监测报告需求ꎬ通过聚合器设计模式
和双向绑定技术ꎬ让本地浏览器缓存一次加载服务
端的数百份数据监测ꎬ解决睡眠大数据在网络传输
过程和数据展示过程中的高延迟问题ꎮ 针对数据分

监测脑电、眼电、肌电、呼吸气流及呼吸努力、心电、

析的云端处理需求ꎬ通过异步消息传递微服务设计

血氧及二氧化碳、肢体运动等多项生理参数ꎬ且能够

模式ꎬ实现智能分析算法的云端处理和客户端展示

同步显示ꎬ睡眠分期和事件实时标注等功能ꎮ ④实

的异步传输实时响应需求ꎮ

现 ＰＳＧ 数据智能分析算法ꎮ 基于专家系统和机器

２ １ ２

智能分析和辅助诊断( 睡眠分期、呼吸暂停综合征、

制实现双级权限管理ꎬ保证多线程应用下的并发验

下肢不宁综合征等)ꎬ提高医生工作效率ꎬ提升诊断准

证和密文加密的数据权限需求ꎮ

学习算法对多维生理信号进行各类睡眠障碍问题的

确率ꎮ

１ ２

系统主要功能设计

系统由基层医院管理门

户、面向区域睡眠医学中心云平台、通用 ＰＳＧ 判读
客户端 ３ 个子系统和 １４ 个功能模块组成( 图 １) ꎮ

安全权限框架设计

针对基层和三甲医院

的多角色管理及任务协作ꎬ采用身份认证和授权机

２ １ ３

高可用数据库服务的设计

采用分片模式

和复制集模式结合ꎬ支持睡眠大数据分片和复制需
求ꎬ满足数据库自动故障处理、自动故障转移、自动
扩容ꎬ实现睡眠报告指标索引、动态查询等功能ꎮ

２ １ ４

高并发睡眠数据文件采集设计

采用业内

主流的高并发框架和微设计模式组合ꎬ实现技术和业
务分类、断点续传和多线程并发处理相结合的技术
难点ꎬ满足业务可扩展和灵活配置的在线升级需求ꎮ

２ ２

ＰＳＧ 判读客户端

根据 ＰＳＧ 判读需求 [６￣８] ꎬ客

户端提供 ＰＳＧ、睡眠结构图、波形和评分事件 ４ 个主
要显示窗口ꎮ 其中ꎬＰＳＧ 窗口是整个客户端的核心
窗口ꎬ负责将采集传输的睡眠数据以导联为单位显
示在界面上ꎬ并支持睡眠分期和相关事件判读ꎻ睡眠

系统功能框架

结构图窗口以“ 帧” 为单位ꎬ将所有睡眠分期结果按

各子系统功能:①基层医院管理门户ꎬ实现患者

位ꎬ显示睡眠分期结果和睡眠事件ꎻ评分事件窗口根

图１

就诊信息管理、睡眠监测数据的远程传输和监测报
告的实时查询ꎻ②面向区域睡眠医学中心云平台ꎬ实

照时间顺序显示在窗口中ꎻ 波形窗口以 “ 帧” 为 单
据事件标注顺序依次列出已判读的所有事件和细
节ꎮ 睡眠分期和事件判读视图见图 ２ꎮ

 ３３４

«转化医学杂志»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第 ６ 卷 第 ６ 期
２ ２ 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６ Ｎｏ.６ꎬ Ｄｅｃ ２０１７
睡眠及相关事件的统计和输出

ＰＳＧ 判读

客户端中标志的睡眠分期和相关事件ꎬ最终以监测
指标统计的形式输出给云平台用于生成监测报告ꎮ
为了适配各种类型的统计数据ꎬ客户端定义了树型
结构的可扩展模板ꎬ通过层次结构填充 １４２ 项睡眠
监测指标ꎬ完成睡眠分期、觉醒、心率、血氧、腿动、呼

( ａ) 睡眠分期判读

吸等多类事件的计算ꎮ
２ ３ 睡眠分期智能判读

ＰＳＧ 数据的智能判读是

基于专家系统和机器学习算法ꎬ对多维生理信号进
行各类睡眠障碍问题的智能分析和辅助诊断ꎬ包括

( ｂ) 低通气事件判读

睡眠分期、心电、低通气、呼吸暂停、腿动、血氧等事

( ｃ) 呼吸暂停事件判读

件的智能分析ꎬ用于辅助诊断失眠、昼夜节律障碍、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异态睡眠等ꎮ 其中ꎬ呼吸暂
停、腿动等事件的智能分析采用的方法是基于临床
医学规则构建专家系统ꎬ并利用信号处理技术进行
决策分析ꎮ 本研究将进一步介绍基于机器学习算法
的睡眠分期自动识别方法ꎮ

图２

( ｄ) 腿动事件判读

ＰＳＧ 判读客户端睡眠分期和事件判读视图

ＰＳＧ 判读客户端会涉及多个关键技术ꎬ如跨硬

件平台的设备接入、视图窗口间的信息实时同步、睡
眠事件的统计和标准化输出等ꎮ

２ ２ １

跨硬件平台的设备接入

业界的 ＰＳＧ 监测

设备多是国外进口ꎬ睡眠数据采集没有形成统一规

范ꎬ不同设备的数据格式采用私有协议ꎬ特定格式的
数据只能通过匹配的软件提取信号进行判读ꎮ 因此ꎬ
对各类数据进行智能匹配ꎬ实现主流多导设备的统

一接入ꎬ是通用 ＰＳＧ 判读客户端的基本要求ꎮ 通过
分析不同设备的数据格式ꎬ匹配文件头结构、导联名
称和单位信息ꎬＰＳＧ 判读客户端针对不同的文件格
式采用合适的读取策略确定生理数据类型ꎬ并根据
类型对实际数据进行适配转换ꎬ以最优敏感度显示ꎮ

２ ２ ２

客户端视窗的同步方案

针对 ＰＳＧ 判读客

« 美国睡眠医学会判读手册» 对清醒和睡眠分
期进行了命名(Ｗ 期、Ｎ１ 期、Ｎ２ 期、Ｎ３ 期和 Ｒ 期) [７] ꎬ
以连续 ３０ ｓ 为 １ 帧判读睡眠分期ꎮ 在成人整晚的
睡眠过程中ꎬ慢速眼球运动睡眠和快速眼球运动睡
眠期是以 ９０ ~ １００ ｍｉｎ 的节律交替出现ꎮ 每次交替
为 １ 个周期ꎬ每晚 ３ ~ ５ 个周期 [３] ꎬ通过对国内外相
关技术和实践的研究梳理ꎬ本研究选择和改进了适
合于本系统的技术ꎬ基于脑电信号进行睡眠分期的
智能判读ꎬ通过数据均衡和小波变换实现数据预处
理ꎬ采用基于经验模式分解的 Ｈｉｌｂｅｒ￣Ｈｕａｎｇ 变换 [９]
提取时频域特征并通过样本熵 [１０] 提取非线性动力
学特征ꎬ进一步采用支持向量机分类方法对睡眠分
期识别进行建模ꎮ

本研究 从 国 际 公 认 的 麻 省 理 工 ＰＳＧ 公 开 的
ＭＩＴ￣ＢＩＨ ＰＳＧ 数据库 [１１] 选取样本ꎬ结合空军总医院

经过美国注册睡眠判读技师标注的数据样本进行融
合和建模ꎬ包括健康、轻度失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和下

户端频繁发生的睡眠分期和睡眠事件请求ꎬ采用传

肢不宁综合征患者ꎬ对未经特殊筛选的４ ３５５组 ３０ ｓ
脑电信号数据进行建模ꎬ通过交叉验证和参数寻优

响应延时甚至丢失的问题ꎮ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ꎬ在

获得最优模型参数ꎬ构建分类模型ꎬ基于该模型清醒

统的视窗( Ｗｉｎｄｏｗｓ) 消息响应机制ꎬ容易引发事件
内存映射层引入观察者模式监听系统消息ꎬ并使用
消息队列分类别存储ꎬ从而支持窗口对消息的快速
读取和响应ꎮ 信息同步方案见图 ３ꎮ

和睡眠分期 ５ 类识别准确率为 ８１ １％ꎮ
３

讨论
面对国民医疗健康领域出现的睡眠诊疗问题ꎬ

本研究顺应国家分级诊疗发展大势ꎬ运用最新的理
念和技术设计实现了分级诊疗的系统ꎬ研发了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通用 ＰＳＧ 分析软件ꎬ利用人工智能
辅助医生判读ꎬ代表了最新一代睡眠疾病诊疗技术
的发展ꎮ 睡眠远程诊断系统已经在空军总医院 试
图３

ＰＳＧ 判读客户端视窗的信息同步方案

用ꎬ也为医疗资源缺乏的边防部队官兵的睡眠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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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疾病的诊断和干预奠定了基础ꎬ具有较大的创新
性和开拓性ꎮ 这也意味着在这片蓝海之中的探索将
存在更多的可能性ꎮ 将进一步扩大应用规模ꎬ与各
地基层医院、部队卫生队无缝链接ꎬ基于积累的历史
数据以及不断增加的监测数据ꎬ构建睡眠医疗大数
据中心ꎬ实现生理数据和病例数据的多模态融合分
析ꎬ探索临床决策支持、科研前瞻性研究、个性化、差
异化睡眠医疗等应用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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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更加具有实用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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