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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健康态信息评价规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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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随着主动健康理念的推广普及，健康的概念已延伸到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人体的各系统具有良好的
生理功能，即人体健康态。各种便携式、穿戴式健康监测设备兴起，与传统医疗检测设备相结合，共同为人
们健康态的评价提供有效手段。人体健康态数据的采集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包含多个健康数据采集体系构
成的协同网络。在繁琐的数据采集过程中，操作的不规范、设备的异常以及采集过程中的突发情况都会对
数据的质量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后续个人健康态的评估及干预方案的制订。数据质量控制在医学领域，尤
其是人体健康态的信息评价管理中还处于起步阶段。为了保障人体健康信息化数据的准确性，进一步推动
健康态评价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本研究研究了关于人体健康数据的评价规范和质量控制建议，旨在为健康
管理和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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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of human health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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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active health concept, the conception of health has been extended to physical
health, mental health, and good physiological function of various systems of the human body, i.e., human health
status. The rise of a variety of portable and wearable health monitor devices,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medical testing
equipment , has jointly provided an effective means for the evaluation of people’s health status. Data acquisition of
human health status is a complex project, which includes a collaborative network of multiple health data acquisition
systems. In the cumbersome data acquisition process, non-standard operation, equipment abnormalities and
emergencies in the acquisition process will affect the quality of data, thus affecting the subsequent evaluation of
personal health statu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vention programs. Data quality control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in the medical field, especially in the information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human health statu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accuracy of human health information data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health
status evaluation, this study has studied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and quality control suggestions on human health data,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health management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Human health status information; Data quality control; Health status evaluation; Evaluation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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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也是幸福

受视健康、呼吸健康、糖代谢健康等 8 大类 22 项健

指数的关键指标之一。为了让人们以更好的状态

康信息的采集 [1]。获得的健康数据类型不局限于离

面对未来快节奏的学习、工作、生活以及竞争挑战，

散型数值数据，还包括时间序列数据、影像数据、文

健康管理作为一门学科和行业正在兴起并日趋完

本数据等多模态数据，这些多模态的数据之间在数

善。健康管理通过采集人们的生理信息、社会环境

据结构、数据类型和信息内容上都具有显著差异。

信息与健康数据来预测受测者的健康状态。在建

随着中检院牵头起草的 IEEE P2801 医学人工智能

立人体健康态信息数据库的过程中，数据采集的不

数据集质量管理国际标准的正式发布 [2]，揭示了未

规范与设备良莠不齐导致了目前的健康信息采集

来对健康数据质量管理方面的需求提出了更高的

混乱、评估结果准确性无法得到保障。为了保障用

要求。为此，本研究针对健康信息数据研究了数据

于准确评估人体健康态的高质量数据，推动健康态

质量控制的方法，建立多个节点的健康数据质量控

评价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本研究针对不同类型健康

制体系，根据数据采集设备、采集流程和方法、采集

数据进行分析，设计了健康数据的质量控制规范，

场景、数据的可重复性和可信度，制订相应的数据

为后期医疗和健康应用提供依据。

采集和质量控制的标准和规范。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于数据采集人群的纳入以及排除标准由各

数据采集

科室专业人员决定。理论上获取的 8 类数据分别

本研究依托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主动健康和

对应 8 类人群，如睡眠科数据获取人群以患有睡眠

老龄化科技应对”专项课题（2018YFC2000803）
，隶

障碍的中老年人群为主，血压数据是从参与社区体

属于“主动健康产品和人体健康态评估的安全有效

检人群中获取。数据的采集标准以及数据标记流

体系及标准体系研究”项目。该项目在全国不同地

程由多位该领域的从业人员，根据其业内的专业知

域，针对不同人群，构建体温、体重、体脂率、血压、

识给出数据质量评价结果。数据质量的标签分为

心电、心率、血氧、血管弹性、心肺音、血糖、脑电、呼

3 类，0 表示存在严重数据质量问题被认为不可用

吸、睡眠、眼底、屈光状态等数据采集的协同网络，

的数据；1 表示数据中带有一些异常但仍被认为是

实现健康态数据的动态实时上传及统一管理。数

可用的普通信号质量；2 表示信号质量好。每个样

据采集地除了北京协和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

本需至少 3 个人进行标记。当同一组样本 2 个人

医院等课题参与单位，还包括医院体检中心、基地医

标记结果与第 3 个人不同时，按少数服从多数原

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健康数据中心、居民家庭等

则。当同一组样本 3 个人标记结果均不相同时，视

其他数据源，实现多中心的数据采集，避免数据来源

为信号质量普通。由于不同数据对信息的灵敏度

单一、
设备型号单一导致的数据偏差。

要求不同，所以不同数据的质量标签样本的对应

数据种类与采集量：①心血管健康采集静息血

的时间长度不同。为了后续建立测试者一体化的

压、动态血压、心率及心率变异性 300 例，Holter 动

数据质量报告，与专家进行沟通将不同数据的质量

态心电图 500 例以及长程的心电监护数据 300 例；

标签对应的时间长度控制在 1 min 的整数倍。不同

②糖代谢健康采集无创穿戴式血糖监测、SMBG 血

数据类型的质量标准与标签获取的难度也不同，

糖监测与 CGM 持续血糖监测 300 例；③睡眠健康采

时序连续型数据和影像类数据如眼底照片、脑电

集睡眠脑电图、睡眠质量睡眠结构、睡眠体位、鼻息

等具有丰富的信息且数据的质量标准成熟，所以

气、肢体运动等睡眠多导图 PSG 数据 100 例，可穿戴

可以得到完整的数据质量标签。相比之下，血压、

式睡眠监测设备（智能手环、
体动仪 2 ～ 3 种）500 例

血糖、呼吸气体成分等静态离散型数据的信息量

与睡眠监测床垫 200 例；④视健康采集眼底成像照

少且业内没有完善的规范标准以获取质量标签，

片 5000 例；⑤呼吸道健康采集呼吸气体分析数据、

所以可以用于研究不同设备与不同操作规范对该

肺功能指标与指压式血氧检测数据 200 例；⑥日

类健康信息的影响。

常健康数据采集测试者体温、身高、体重、体重指数

1.3

实验方法

（BMI）与体脂含量 1000 例。在测试过程中，根据

信号质量标签获取的完整度以及后续训练采

实验条件与实验设计需要，受测者分别进行以上一

用的人工智能模型都与数据类型密切相关，本研究

类或者多类的健康项目数据采集。

建立的健康数据的质量控制方法根据健康数据的

1.2

实验数据分组与标签获取

类型分为 3 类：①针对血压、血糖、呼吸气体分析

建立人体健康信息数据的过程中，测试者会接

等离散值类型的数据质量控制方法；②针对心电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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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脑电、PSG 等持续性输出数据类型的数据质量

1.3.2

控制方法；③针对眼底照片、屈光检测图像、脑电图

健康数据是记录个体一段时间内生理参数变化

等影像输出数据的质量控制方法。

的 数 据，如 睡 眠 心 电、睡 眠 眼 电 以 及 睡 眠 心 冲 击

1.3.1

离散数据类型质量控制模型

离散健康数

时序连续数据质量控制模型

时序连续的

信号等。针对时序连续类型的数据，人类专家视

据类型是由多项个体生理指标：血压的 3 项指标、

力检测的规则是依据数据的波形特性，即根据信

血糖的 4 项指标以及测试个体的身高、体重等基本

号的幅度特性与周期特性将数据划分为正常数

信息构成。该类数据除明显的数据异常、数据缺失

据段落与异常数据段落

和数据格式异常外，常见的异常还包括数据范围异

占整体信号长度的比例来判别该段信号整体的

常，数据趋势性异常和突然波动性异常。但由于其

数 据 质 量。 由 于 获 取 连 续 数 据 质 量 标 签 的 工 作

信息量少且各项指标间关系的不明确性，所以难以

量远大于影像数据，且数据质量标签反映异常数

得到离散数据的质量标签，通常需要通过无监督聚

据的严重程度具有模糊性，所以本研究采用半监

类学习方法进行估计 。

督 学 习 方 法 进 行 训 练。 将 整 段 数 据 划 分 为 多 段

[3]

[6]

。专家通过异常信号

对于离散数据的波动性异常，可通过观测一类

的信号单元，通过无监督学习聚类得出这些信号

指标中的多个属性之间是否出现异常。如在呼吸的

单元中的异常项，最后根据整段数据中异常单元

3 项指标中的呼吸气体分析、肺功能指标、指压式血

的分布与占比情况有监督学习得出信号整体的

氧检测，这 3 个属性之间具有高度的耦合关系而非

数据质量标准。

独立 。所以突然波动检查是根据测试组内 3 项指

为了增强训练模型的泛化能力，将时序信号

标的突然性波动或者对属性间数值是否合理进行

的波形特性抽象为特征向量。提取出特征包含熵

的监测。由于属性之间的高度相关性，所以采用拐

值类特征（样本熵、能量熵、多尺度熵等）[7] 和数学

点法与基于密度的离群因子来联合判别异常 [5]。离

统计类特征（均值、均方差、方差）[8]。基于 PCA 技

散型数据质量控制除了对明显的异常数据进行筛

术的半监督学习方法训练标签不完整的模型。该

选，还可以用于研究不同设备与不同操作规范对该

方法大致分为无监督学习过程与监督学习过程。

类健康信息的影响。对主动健康设备与医用设备

在无监督学习过程中，利用 PCA 故障检测的原理

采集的数据的统计学特征进行比较，以及对规范操

将信号一个特征窗内的多维特征作为 t 时刻的在

作和不规范操作条件下获取的数据统计学特征进

线数据进行故障检测。根据数据异常占比越大信

行比较，通过控制环境变量和设备变量，将标准设

号质量越差，且多导联的数据之间具有相似度高

备以及规范操作视为标准值，记录其他条件下的健

的性质。对故障检测模型中的特征和参数进行调

康态参数见图 1。根据图 1 可以得到不同测试条件

整，获取最佳故障检测方法，即信号通过故障检测

下健康参数的偏差与分布情况。

聚类后，信号质量越高的样本中检测出的异常数

[4]

据段落越少，同时多导联数据之间的故障检测结
果越相似。基于最佳的故障监测方法，将多导联的
连续数据转化为 0-1 的最佳故障检测矩阵结果。
采用有监督学习的方法建立故障检测结果与人工
标签之间的映射关系。多组连续的故障检测结果
作为训练集，对应的人工标签作为标签集，可以训
练出特征映射矩阵。根据在线故障检测结果与特
征矩阵得到在线数据的质量估计结果，整体流程
见图 2。如果全程只采用机器学习，一方面对训练
样本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参与
处理的数据量和运算的复杂度，会令算法难以运
用在实时的线上输出模式。而只采用无监督学习
进行故障检测则缺少了性能的反馈，往往难以获
得较好的分类效果。相比本研究采用的半监督学
习方法，综合两种不同学习方法更加适用于临床
图1

不同测试条件下健康态参数与标准的偏差

实践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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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连续数据的质量控制流程

图像数据质量控制模型

图3

对于影像类数据，

其质量标签的获取难度较低，易于得到完整的数据

2

图像类型数据的质量控制流程

结果与讨论

2.1

离散型健康数据的数据统计

质量标签，所以人工智能模型的选择上主要采用有

通过对离散型数据在不同设备与不同情境时

监督的学习方法。相比其他两类数据类型，影像数

测量的健康态参数的统计与比较，本研究得到不同

据拥有丰富的信息量。在不同的场景下图像中的

健康态参数在规范操作与非规范操作下的数据统

有效信息具有差异性，因此通过视觉检测相对于基

计，见图 4。图 4 中测量点距离坐标轴对角线越近

线显著变化的时频区域，利用图像分割技术划出感

则表示医用设备与主动健康设备在该环境下的差

兴趣的区域（ROI）缩小目标范围 。如在脑电图像中，

异越小。图 4 显示非规范操作对主动健康设备测

根据脑电的 δ 波（1 ～ 3 Hz）
、θ 波（4 ～ 7 Hz）
、α 波

量舒张压的影响远大于测量收缩压。在相同测试

（8 ～ 13 Hz）和 β 波（14 ～ 30 Hz）所处频段特性，

环境下，主动健康设备与医疗设备对收缩压的测量

用快速傅里叶变化公式分别计算出不同频段数据在

基本一致。而对于舒张压的测量医用设备与主动

图谱中的大致位置，
并筛选出目标图像范围

。信号

健康设备测量的结果则有明显的差异。通过对情

处理是进一步的定位目标数据并将其干扰项分离

景的进一步细分，将测试环境分为 4 类，分别比较

的过程。

4 类环境下主动健康设备与医疗设备对舒张压的测

[9]

[10]

为了增强模型的泛化能力使系统更广泛地适

量偏差如图 5。图 5 显示，在情景 1 下，主动健康设

用于多种健康影像数据的场景，本研究从处理后

备的测量结果普遍偏高，而在情景 2 下主动健康设

的图像数据中提取通用特征 ERS/EDR，手动提取

备测量的结果则普遍偏低。由此得知在操作不规

特征和卷积网络自动抓取的图像细节特征

范时，主动健康设备测量的舒张压不准确，且误差

[11]

。其

中通用特征中包含有图像平滑度、熵聚焦准则、欧

的偏移与具体的操作习惯有关。

拉数、前景与背景能量比，这些属性能直观反映图
像特性的特征 [12]。手动提取特征的获取则需要结
合数据的信号知识和医学的背景，运用这些特征
区分和识别常见的运动伪影、汗性伪迹、工频干扰
等特殊图像质量异常现象 [13]。自动抓取的图像细
节特征则是利用深度学习网络从图像信息中筛选
一些肉眼难以发现的隐形特性。将这些特征进行
融合并输入到学习网络中用于训练特征到质量标

图4

不同操作规范下医用设备与主动健康设备的健康态数据

图5

不同操作规范下医用设备与主动健康设备的健康态数据

签的映射。最后基于有监督学习的图像质量自动
评价体系，利用诸如 Weka 机器学习工具箱 [14]，将
至少 3 个单独的分类器的输出融合在一起。用于
融合的集成分类器是一个投票系统，它使用“最小
概率”组合规则组合不同分类器的后验概率得到
最吻合训练标签的判别结果 [15]。当影像数据是时序
连续型场景，每个样本序列之间具有较强的时间相
关性。则需要补充隐马尔科夫模型或动态贝叶斯模
型来获取样本在时间序列上的连续性关系 [16]，整体
流程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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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时序连续数据与图像数据的质量评价规范

例，本研究分别计算了整体数据的幅度熵特性、周

对时序连续数据和图像数据质量控制模型的

期熵值特性以及信号比，见表 2。由表 2 可知，通过

训练，按照通常训练集和测试集的划分方案，大约

质量控制获取的高质量数据的幅度与周期的熵值

80% 的数据被用来训练，剩余约 20% 的数据被用

均降低，即信号幅度和周期的稳定性变强。而信号

于测试。对健康数据尤其是具有完整质量标签的

的信噪比也得到提升，从而验证了质量控制方法可

图像数据和部分质量标签的时序连续型数据进行

以保障健康信息化数据的准确性。

训练后，在测试样本中混淆矩阵的情况见图 6。图
表2

6 显示该质量控制模型对信号质量具有显著的区分

质量控制对数据的影响

能力。针对图像数据类型与时序连续数据类型质

数据类型

量控制的性能见表 1。

原始数据

0.3276

-2.9084

4.5587

数据质量低的数据

0.4898

-1.9527

-2.9906

数据质量高的数据

0.2658

-3.0921

4.9475

3

数据幅度特性 数据周期特性 信噪比（dB）

总结
本研究研究了图像健康数据、时序连续健康数

据和离散健康数据这 3 种不同数据型的质量判别
方法，实现了多模态人体健康数据的评价规范化。
利用模型迁移的思想，通过数据的共性特征和该数
图6

据的个性特征联合训练，解决了相同数据类型但不

图像数据与时序连续数据质量的混淆矩阵

同场景下模型泛化能力不足的问题。但本研究目
表1

前只关注了不同数据类型之间的差异，未来可以进

图像数据和时序连续数据预测性能（%）

数据类型

ACC

REC

PRE

F1

图像数据

93.88

94.56

91.30

93.22

时序连续数据

82.14

82.75

70.08

79.82

一步考虑不同数据类型之间存在的数据耦合关系，
对更多模态的数据进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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