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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心血管疾病等重大慢性疾病以年均１５％的速度上升为主要疾病，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针对市场对于移动化、便
携化、远程化心电监护系统的需要，开发基于Ａｎｄｒｏｉｄ系统的心电检测系统。Ａｎｄｒｏｉｄ手机作为网关，通过蓝牙接收心电数据并发送
至服务器，服务器ＨＬ７网关构造心电波形的ＨＬ７消息与医疗机构进行心电数据传输。结合医学信息传输标准ＨＬ７，探索Ａｎｄｒｏｉｄ手
机在移动医疗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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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疾病

谱和死因构成正在发生变化，以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

等为代表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正日益严重地威胁着我国人民的

健康，已成为重要的社会公共问题和医疗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无病”或“亚健康”状态，而是追

求更健康、更长寿的生活质量。移动医疗技术如何介入慢性病

防治管理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

本文研究基于Ａｎｄｒｏｉｄ系统的远程心电检测系统。远程心
电检测系统包括心电传感器，Ａｎｄｒｏｉｄ智能手机及远程医疗服务
器。心电传感器是便携式的，可以随身携带，监护设备可以随时

把病人的心电数据记录下来，通过蓝牙发送至手机，手机将患者

信息和心电数据再发送至远程服务器，服务器的ＨＬ７网关能构
造出心电波形的 ＨＬ７消息，与其它医疗信息系统共享医疗
数据。

１　系统结构设计

Ａｎｄｒｏｉｄ系统的远程心电检测系统的总体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系统结构

系统分为三大模块，分别是心电传感器、Ａｎｄｒｏｉｄ客户端和
远程服务端。模块具体描述如下：

１）心电传感器
ｉＢｏｓｅｎＥＣＧ１．０是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Ｓｅｎｓｅ，Ｉｎｃ．推出的是一款便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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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心电监测模块，通过内部集成的精密运算放大器、１２位数模
转换器、高性能处理器以及蓝牙模块和 ＳＤ卡，可在强噪声背
景、高输出阻抗环境中实现体表不同位置的心电信号检测。

２）Ａｎｄｒｏｉｄ客户端
Ａｎｄｒｏｉｄ客户端的作用相当于一个网关，一是通过蓝牙发送

请求数据的命令至传感器并接收数据，同时在界面上绘制心电

图；二是通过Ｗｉｆｉ在后台将心电数据发送至服务器。包含以下
组件：

（１）蓝牙服务：负责与心电传感器建立蓝牙传输的串口信
道，收发数据。

（２）数据适配器：负责分析蓝牙数据流并提取心电数据并
保存。

（３）绘图模块：实现与用户的交互功能，对采集数据进行实
时绘图，以供观察。

（４）网络服务：负责向服务器发出连接请求，将接收的数据
通过Ｗｉｆｉ发送至服务器。
３）服务器端
服务器端对患者的基本信息和生理数据进行存储和管理，

医生通过调阅实时心电数据和电子病历，分析病情，作出诊断。

（１）网络服务：建立监听端口，接收客户端上传的心电
数据。

（２）ＨＬ７网关：建立 ＨＬ７通信机制，生成、解析 ＨＬ７消息，
建立电子健康档案跨机构共享机制。

２　ＨＬ７消息设计

ＨＬ７卫生信息交换标准（ＨｅａｌｔｈＬｅｖｅｌ７）：标准化的卫生信
息传输协议，是医疗领域不同应用之间电子传输的协议。采用

ＨＬ７作为标准的卫生信息系统和医用仪器、设备可以完全做到
无缝联接以及医学数据信息的无障碍交换，为医院内部各子系

统之间、医院之间、医院与卫生行政部门之间的数据交换和资源

共享莫定了基础。

在 ＨＬ７数据格式的定义中，消息（Ｍｅｓｓａｇｅ）是系统间传递
数据的最小数据单元。消息由一组消息段（Ｓｅｇｍｅｎｔ）组成，消息
段又是一系列字段（ｆｉｅｌｄ）按一定顺序的逻辑组合，字段之间用
“｜”分隔；字段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组件（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和子组件
（Ｓｕｂ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它们之间分别用“^”和“＆”分隔。

ＨＬ７对波形数据的支持在于提供多种情况下波形数据的使
用，包括远程使用波形数据；研究、临床上决策的输入；还可获得

波形数据片段，完成波形数据集。在 ＨＬ７框架中，ＯＲＵ消息提
供患者的临床数据的传输，例如，心电图结果到医生工作站等。

ＯＲＵ消息同时可以用于回传医嘱信息与临床检验的结果，如当
需要更新药物或设备时，可以使用ＯＲＵ回传更新结果。当检验
系统作为主动更新方上传心电检测数据时，事件类型定义为

“Ｗ０１”，所以本文中构造的ＨＬ７消息类型为“ＯＲＵ^Ｗ０１”。

３　ＡｎｄｒｏｉｄＳＤＫ对蓝牙的支持

３．１　蓝牙通信技术
蓝牙通信技术是一种支持设备短距离通信（一般 １０ｍ以

内）的无线电技术，能在包括移动电话、ＰＤＡ、无线耳机、笔记本
电脑、相关外设等众多设备之间进行无线信息交换。利用蓝牙

技术，能够有效得简化移动通信终端设备之间的通信。

３．２　Ａｎｄｒｏｉｄ蓝牙ＡＰＩｓ
ＡｎｄｒｏｉｄＳＤＫ２．０版本及以上包含了对蓝牙网络协议栈的支

持，这使得Ａｎｄｒｏｉｄ设备能够无线连接其它蓝牙设备交换数据。
Ａｎｄｒｏｉｄ的应用程序框架提供了访问蓝牙功能的 ＡＰＩｓ（应用程
序接口），这些ＡＰＩｓ让应用程序能够无线连接其他蓝牙设备，实
现点对点，或点对多点的无线交互功能。使用蓝牙 ＡＰＩｓ，一个
Ａｎｄｒｏｉｄ应用程序能够实现下列功能：（１）扫描其它蓝牙设备；
（２）查询本地蓝牙适配器用于配对蓝牙设备；（３）建立 ＲＦ
ＣＯＭＭ信道；（４）通过服务发现连接其它设备；（５）数据通信；
（６）管理多个连接。

所有可用的蓝牙 ＡＰＩｓ都包含在 ａｎｄｒｏｉｄ．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包里，以
下列举部分相关类：

１）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Ａｄａｐｔｅｒ表示本地蓝牙适配器。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Ａｄａｐｔ
ｅｒ使应用程序能执行基本的蓝牙设置，如搜索设备列表，匹配启
动设备，使用一个已知的ＭＡＣ地址实例化一个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Ｄｅｖｉｃｅ，
并创建一个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ＳｅｒｖｅｒＳｏｃｋｅｔ来监听其他设备的连接请求。
２）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Ｄｅｖｉｃｅ表示远程蓝牙设备，使用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Ｓｏｃｋｅｔ

创建关于远程设备的连接，或者查询该远程设备的名字、地址、

类和连接状态。

３）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Ｓｏｃｋｅｔ表示双向连接的蓝牙端口套接字（类似
ＴＣＰ套接字）。应用程序通过 ＩｎｐｕｔＳｔｒｅａｍ或者 ＯｕｔｐｕｔＳｔｒｅａｍ与
其他蓝牙设备交换数据的连接点。蓝牙套接字最常见的协议是

ＲＦＣＯＭＭ协议，它是一个面向连接的流传输，也被称为串口规
范（ＳＰＰ）。
４）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ＳｅｒｖｅｒＳｏｃｋｅｔ表示一个开放的服务器套接字，监

听接入的连接请求（类似 ＴＣＰ套接字）。当一个远程蓝牙设备
发出一个连接请求并被接受时，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ＳｅｒｖｅｒＳｏｃｋｅｔ将返回一
个已连接的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Ｓｏｃｋｅｔ。

４　系统实现

４．１　Ａｎｄｒｏｉｄ客户端设计
进行蓝牙通信需要完成以下四个步骤：（１）设置蓝牙适配

器；（２）发现已经配对或者可用的附近的蓝牙设备；（３）连接设
备；（４）在不同设备之间传输数据。

系统流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系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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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现步骤如下：

１）蓝牙权限声明
运用蓝牙ＡＰＩｓ来执行蓝牙通信，应用程序必须声明ＢＬＵＥ

ＴＯＯＴＨ许可，在文件Ａｎｄｒｏｉｄ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ｘｍｌ中添加代码：
＜ｕｓｅｓ－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ｒｏｉｄ：ｎａｍｅ＝″ａｎｄｒｏｉｄ．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

＿ＡＤＭＩＮ″／＞

＜ｕｓｅｓ－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ｒｏｉｄ：ｎａｍｅ＝″ａｎｄｒｏｉｄ．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ＢＬＵＥ

ＴＯＯＴＨ″／＞

２）与心电传感器建立连接
从Ａｎｄｒｏｉｄ手机端的“本机蓝牙可见”打开蓝牙，再点击“搜

索设备”，ＭＡＣ地址列表中选择“ＥＣＧ＿Ｖ２００：１１：０５：０４：０１：３３”，
即建立与心电检测设备的连接。

（１）Ａｎｄｒｏｉｄ程序初始化函数 ｖｏｉｄｏｎＣｒｅａｔｅ（Ｂｕｎｄｌｅｓａｖｅｄ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ｔａｔｅ）构造蓝牙适配器：

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ＡｄａｐｔｅｒｂｔＡｄａｐｔ＝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Ａｄａｐｔｅｒ．ｇｅｔ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ｄａｐｔｅｒ（）；

（２）搜索设备 ｂｔＡｄａｐｔ．ｓｔａｒｔ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并使用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Ｒｅ
ｃｅｉｖｅｒ注册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Ｒｅｃｅｉｖｅｒ来获取搜索所得的蓝牙设备信息，
如名称，ＭＡＣ地址００：１１：０５：０４：０１：３３。

（３）通过设备的 ＭＡＣ地址来建立一个 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Ｄｅｖｉｃｅ
对象。

在列表事件函数 ｏｎＩｔｅｍＣｌｉｃｋ（ＡｄａｐｔｅｒＶｉｅｗ＜？ ＞ ａｒｇ０，
Ｖｉｅｗａｒｇ１，ｉｎｔａｒｇ２，ｌｏｎｇａｒｇ３）中添加搜索到的设备ＭＡＣ地址：

ｂｔＡｄａｐｔ．ｇｅｔＲｅｍｏｔｅＤｅｖｉｃｅ（ａｄｄｒｅｓｓ）

（４）通过 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Ｓｏｃｋｅｔ的 ｃｒｅａｔｅＲｆｃｏｍｍＳｏｃｋｅｔＴｏ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ｃｏｒｄ（）方法来选择连接的协议／服务，传入唯一的 ＵＵＩＤ，创
建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Ｓｏｃｋｅｔ对象，并通过 ｃｏｎｎｅｃｔ方法建立连接，如果没
配对，则系统自动提示，使用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Ｓｏｃｋｅｔ的ｇｅｔＩｎｐｕｔＳｔｒｅａｍ（）
和ｇｅｔＯｕｔｐｕｔＳｔｒｅａｍ（）方法来读写蓝牙设备。

（５）心电传感器请求数据命令为蓝牙协议［０ｘ４２，０ｘ０１，
０ｘ０１，０ｘ０１，０ｘ０１］，关闭设备命令为蓝牙协议［０ｘ４５，０ｘ０１，０ｘ０１，
０ｘ０１，０ｘ０１］，用ｂｔＳｏｃｋｅｔ．ｇｅｔＯｕｔｐｕｔＳｔｒｅａｍ（）．ｗｒｉｔｅ（）发送实现对
传感器的控制。

３）提取心电数据、并绘制心电图
根据ｉＢｏｓｅｎＥＣＧ传感器的单片机驱动程序提取心电数据，

如图３所示。模块发送的蓝牙数据以“＃＃”为数据帧头，紧跟着
两位是心电数据。如图３所示，０ｘ２３２３是数据帧头，０ｘ０７Ｃ０是
心电数据，通过１６进制转换为１０进制操作，取得心电值，用ｂｔ
Ｓｏｃｋｅｔ．ｇｅｔＩｎｐｕｔＳｔｒｅａｍ（）．ｒｅａｄ（）读取蓝牙数据后，通过数据适配
器取值，再用 ｃａｎｖａｓ．ｄｒａｗＬｉｎｅ（）方法逐点绘制，在手机屏上显
示动态心电图，如图４所示。

图３　心电数据格式

图４　心电图效果

４）数据上传
在向服务器上传数据时，采用 Ｓｏｃｋｅｔ通信协议。Ｓｏｃｋｅｔ通

常称作“套接字”，一个 Ｓｏｃｋｅｔ对象包含了 ＩＰ地址和端口。应
用程序通常通过“套接字”向网络发出请求或者应答网络请求。

套接字之间的连接过程可以分为三个步骤：服务器监听，客户端

请求，连接确认。首先在ＰＣ端建立一个 ＳｅｒｖｅｒＳｏｃｋｅｔ监听客户
请求，本文采用在Ａｎｄｒｏｉｄ手机端监听了上传事件的方法，触发
事件后，通过“ｓｏｃｋｅｔ＝ｎｅｗＳｏｃｋｅｔ（“１９２．１６８．１．１００”，５０８０）；”来
请求连接服务器，并通过 ｓｏｃｋｅｔ．ｇｅｔＯｕｔｐｕｔＳｔｒｅａｍ（）．Ｗｒｉｔｅ（）来
发送数据。

４．２　服务端构造ＨＬ７消息
本文采 用 了 ＨＬ７Ｃｏｎｎｅｃｔ开 源 项 目 构 造 ＨＬ７消 息。

ＨＬ７Ｃｏｎｎｅｃｔ是一个功能齐全且简单易用的接口引擎，
ＨＬ７ＣｏｎｎｅｃｔＳＤＫ提供ＨＬ７ｖ２的消息和ＣＤＡ文档的集成和管理
服务。建立ＨＬ７网关，服务器能与其它医疗机构进行临床数据
共享。

图５　ＨＬ７消息

如图５所示，ＯＲＵ消息的消息段有：
ＭＳＨ：定义消息的来源，目的，目标，和某些语法的细节。
ＰＩＤ：用于记录患者的基本信息，如身份证号码，性别，住址、

联系电话等。

ＯＢＲ：用于传输检验、观察、诊断信息。
ＯＢＸ：用于记录病人的观察结果。波形数据由三个ＯＢＸ消

息段联合定义，ＯＢＸ２字段定义了 ＯＢＸ５观察值的格式。其中
ＣＤ为通道定义：本例中通道名称是 ＣＯＭ７、波形来源是 ｉＢｏｓｅ
ｎＥＣＧ、通道灵敏度是１，测量单位是 ｍｖ，采集频率是１２５Ｈｚ，测
量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是０和４０９６等；ＴＳ为时间定义，包含
测量时间，如２０１２０５２５１３１１１０。ＮＡ为波形数据定义，心电数据
存放在波形数据定义段的 ＯＢＸ５字段中，本例是：“２３１１^２３３９^
２３６０^２４０６^２４５８^２４２１^２４４３^２４０４^２３１６^２３２４^２３３５^２３６４^２３１４^２４１１^
２４０８^２３７９^２３９１^２２９７^２３１２^２４３９^２３５７^２３２７^２４２１^２３８５^２４３８^２４２５^
２４４６^２３９１^２４７１^２３７９^２４５９^２４００^２３８３^２３８７^２３０７^２４３７^２４９２^２３８１^
２３２１^２４８０”。

５　结　语

随着Ａｎｄｒｏｉｄ４．０ＳＤＫ的发布，由于其支持 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Ｈｅａｌ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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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ｉｃ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ＨＤＰ），未来医疗监护应用将会越来越多。本文
开发了基于Ａｎｄｒｏｉｄ平台的心电检测系统，Ａｎｄｒｏｉｄ手机通过蓝
牙接收转发心电数据，该系统模型对移动医疗的应用发展具有

重大意义和参考价值。同时，本文应用ＨＬ７构造了心电波形消
息，使得患者的心电数据能在远程服务器与医疗机构间进行交

换或协作。基于 Ａｎｄｒｏｉｄ手机的远程心电监护应用在远程医
疗、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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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ｎｄ
　　　　　　ｅｎｄ
　　　　ｅｎｄ
　　％ｉｍｓｈｏｗ（ｕｉｎｔ８（ｃ｛ｉ｝））；
　　％ｔｉｔｌｅ（ｓｐｒｉｎｔｆ（′金字塔分解 ｌｅｖｅｌ％ｄ′，ｉ））；
　ｅｎｄ
ｅ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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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ＶＥＧＲＡＤ＝ａｖｅｇｒａｄ（ｉｍｒｅｃ）；
ｉｍｒｅｃ＝ｕｉｎｔ８（ｉｍｒｅｃ）；

４　实验结果及分析

本文所用图片已经过预处理并精确配准，原始图像分辨率

２５６×２５６，且大小为２５６×２５６。仿真实验结果如图５所示，图５
（ａ）、（ｂ）分别为ＣＴ、ＭＲＩ原始图像，（ｃ）为基于 ＮＳＣＴ变换的取
大和平均融合规则的医学图像融合结果，（ｄ）、（ｅ）分别为基于
ＮＳＣＴ以及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的方向梯度和区域能量加权平均规则
的融合结果。

图５　医学图像融合实验结果

从主观上观察图５，可以看出（ｄ）要比（ｃ）融合所得图像更
清晰、更准确，因为改进的融合规则可以增强医学融合图像的可

读性，比传统的取大和平均融合规则具有更丰富的信息量，更高

的对比度。另外，（ｄ）要比（ｅ）融合图像具有更清晰的边缘轮
廓，这是由于基于ＮＳＣＴ变换的医学融合消除了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
带来的医学融合图像的虚影。

从表１客观评价指标来看，基于 ＮＳＣＴ变换的改进融合规
则算法比传统的取大和平均融合规则算法的熵、总相关系数和

标准差各项指标均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并且 ＮＳＣＴ变换比
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的客观评价指标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表１　医学图像融合客观评价

取大和平均

（ＮＳＣＴ）
方向梯度和区域能量

加权平均（ＮＳＣＴ）
方向梯度和区域能量

加权平均（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

熵 ５．３１９０ ５．９２１３ ５．８３９０

总相关系数 ０．８０６８ ０．８４８７ ０．８１９１

标准差 ６３．６３４５ ８０．９３８６ ７８．７７１３

主观和客观评价均说明基于ＮＳＣＴ变换的梯度和区域能量
加权平均医学图像融合算法是有效的，可以获得优质的融合

效果。

５　结　语

文中介绍了用于医学图像分解的 ＮＳＣＴ。在对医学图像特
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改进的中心区域能量加权平

均融合规则。为了验证该改进融合规则的有效性，对于基于

ＮＳＣＴ变换的方向梯度和区域能量加权平均融合规则以及传统
的取大和平均融合规则算法进行了多组仿真实验，并对基于

ＮＳＣＴ变换和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的融合算法做了比较。实验表明，
基于ＮＳＣＴ变换的改进融合规则算法能够获得更好的融合效
果，可以应用于指导医学图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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