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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在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诊断中应用数字化信息监测与控制系统的价值遥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2 月于我院收治的 60 例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进行分析袁所有患者收治入院后袁均同时采用
两种监测方式袁分别为数字化信息监测方式与控制系统及多导睡眠监测方式袁以多导睡眠监测中的呼吸暂停通
气指数渊AHI冤作为患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诊断金标准遥 比较数字化信息监测与控制系统及多导睡眠监测的
AHI袁对数字化信息监测与控制系统的应用价值进行评价遥 结果 根据多导睡眠监测的 AHI 分组袁轻度组的
DAMICS-AHI 与 PSG-AHI 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按照数字化信息监测与控制系统测出的 AHI 分组
发现袁轻度组与鼾症组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当 PSG-AHI逸5 时袁发现在 DAMICS 诊断下袁DAM鄄
ICS-AHI 的值逸7.6 时袁特异度为 100.00%袁灵敏度为 94.20%袁约登指数在此时达到一个最大值遥 PSG-AHI逸15
时袁DAMICS-AHI 在中重度患者的诊断中袁特异度为 95.90%袁灵敏度为 94.20%袁最佳诊断点为14.15遥 结论 睡眠
呼吸暂停综合征的出现会对患者的睡眠产生较大影响袁会造成患者睡眠质量的严重降低袁临床需要对患者睡眠
情况进行分析袁才能采取对症的治疗方式为患者进行有效的治疗遥 采用数字化信息监测与控制系统进行诊断袁能
有效监测患者的睡眠情况袁及时发现患者睡眠过程中发生的呼吸事件袁操作相对简便袁同时能分析患者不同分期
的睡眠时间占比情况袁具有较高的准确度袁临床价值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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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value of digital information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ystem in
the diagnosis of sleep apnea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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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digital information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ystem in the diagnosis of
sleep apnea syndrome. Methods A total of 60 cases of sleep apnea syndrome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18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for analysis. After all patients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two
monitoring methods were used at the same time, namely, the digital information monitoring method and the control sys鄄
tem and the polysomnography monitoring method. The apnea ventilation index in polysomnography was used as the gold
standard for diagnosis of sleep apnea syndrome. The AHI from the digital information monitoring and the control system
and polysomnography was compared, and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digital information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ystem
was evaluated.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AHI grouping under polysomnograph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鄄
tween the DAMICS-AHI and PSG-AHI in the mild group(P>0.05); according to the AHI grouping detected by the digi鄄
tal information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ystem,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ild
group and the snoring group(P>0.05). When PSG-AHI逸5, it was found that under DAMICS diagnosis, when the value
of DAMICS-AHI逸7.6, the specificity was 100.00%, and the sensitivity was 94.20%. The Youden Index could reach a
maximum at this time. It was found that when PSG-AHI逸15, in the diagnosis among moderate to severe patients, the
specificity of DAMICS-AHI was 95.90%, the sensitivity was 94.20%, and the optimal diagnosis point was 14.15. Con鄄
clusion The emergence of sleep apnea syndrome will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patient忆s sleep, and will cause a se鄄
rious decrease in the patient忆s sleep quality. Clinically,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patient忆s sleep status in order to
adopt symptomatic treatment methods for effective treatment of patients. The digital information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ystem are used for diagnosis, which can effectively detect the patient忆s sleep status and timely discover the respiratory
events that occur during the patient忆s sleep. The process is relatively simple.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nalyze the pro鄄
portion of sleep time of patients in different stages, with a high accuracy and a high clinical value.
[Key words] Sleep apnea syndrome; Digital information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ystem; Polysomnography monitoring;
Clinical monitoring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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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一种较为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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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观察指标

记录 PSG-AHI 与 DAMICS-AHI 检测的特异度尧

睡眠疾病袁该疾病在临床上具有较高的发病率袁对人
体健康构成较大的危害[1]遥 该疾病属于睡眠呼吸暂停

灵敏度袁其中灵敏度=真阳性人数/渊真阳性人数+假阴

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发生率为 4.00%遥 睡眠

假阳性人数冤伊100%遥

低通气综合征中的常见类型遥 有研究显示袁我国阻塞

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主要临床表现为夜间缺氧尧白天嗜
睡袁随着病情的进展袁还可能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出
现袁严重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2]遥 有数据显示袁中年人

性人数冤伊100%遥 特异性=真阴性人数/渊真阴性人数+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8.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袁计量

资料以渊x依s冤表示袁采用 t 检验袁计数资料以[n渊%冤]表

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发病率为 2%~4%遥 目前多导

示袁采用 字2 检验袁对 DAMICS-AHI 与 PSG-AHI 进行

合征的诊断金标准[3]遥 随着临床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袁

为打鼾患者的诊断点袁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渊ROC

睡眠监测渊Polysomnography袁PSG冤为睡眠呼吸暂停综

相关性分析袁分别以 PSG-AHI逸15 与 PSG-AHI逸5作

出现了一种新的监测技术要要
要数字化信息监测与控

曲线冤袁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DAMICS冤遥 在该技术下袁只需患者躺于病床上即可产

2 结果

制系统渊Digital information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ystem袁

生多个传感信号袁这些信号能通过床旁盒及网络传递

至电脑屏幕上袁从而实现对患者的监测[4]遥 本研究通过
对比 PSG 与 DAMICS袁探讨 DAMICS 在睡眠呼吸暂停

2.1 一致性

参照叶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诊治指南曳 [6]袁

并根据 PSG 的监测数据不同进行分组袁将 60 例患者

综合征中的临床价值袁现报道如下遥

分为 4 组袁其中鼾症组 7 例渊AHI约5冤尧轻度组 11 例

1 资料与方法

渊AHI跃30冤遥 所得数据均符合正态分布遥 见表 1遥 根据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2 月于我院收治

的 60 例打鼾患者进行分析袁分别给予以上患者数字化
信息监测与控制系统及多导睡眠监测遥 其中男 42 例袁

渊5臆AHI约15冤尧中度组 5 例渊15臆AHI臆30冤尧重度组 37 例
DAMICS 测量数据不同进行分组袁可以将患者分为以

下 4 组袁其中 AHI约5 的鼾症组 6 例尧5臆AHI约15 的轻

度组 13 例尧15臆AHI臆30 的中度组 8 例尧AHI跃30 的
重度组 33 例遥 见表 2遥

女 18 例袁年龄 20耀83 岁袁平均渊48.59依4.85冤岁袁平均

BMI渊28.02依2.82冤kg/m2遥 纳入标准院淤符合睡眠呼吸暂
停综合征诊断标准者曰于无精神类疾病袁言语意识清

晰者遥 排除标准院淤存在心律失常者曰于伴随肺尧肾等
脏器功能严重衰竭者曰盂拒绝签署知情同意书者遥
1.2 方法

表 1 根据 PSG-AHI 分组的 AHI 值比较渊x依s冤
组别
鼾症组
轻度组
中度组
重度组

所有患者在收治入院后均同时进行 DAMICS 监

测与 PSG 监测遥 DAMICS 监测参数包括心电图尧体温尧

口鼻气流尧血氧饱和度尧睡眠体位尧鼾声等遥 PSG 监测

DAMICS-AHI

t值

P值

7

1.98依0.35

3.82依1.09

12.449

0.000

5

20.96依3.26

16.76依2.18

2.395

0.044

11
37

n

组别
鼾症组

图尧心电图尧胸腹呼吸运动及口鼻气流等遥

轻度组

1.3 诊断标准

中度组

金标准遥 1 次低通气渊H冤为监测到患者的口鼻气流波

PSG-AHI
渊n=60冤

9.03依1.05

52.01依7.41

渊n=60冤

9.27依2.47

45.92依5.11

0.693
5.241

0.490
0.000

表 2 根据 DAMICS-AHI 分组的 AHI 值比较渊x依s冤

参数包括经皮外周血氧饱和度尧鼾声尧脑电图尧肌电

以诊断AHI约5 时袁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诊断

n

重度组

6

DAMICS-AHI
渊n=60冤

2.19依0.41

PSG-AHI

t值

P值

2.36依0.59

1.833

0.069

21.49依3.57

5.098

0.000

渊n=60冤

13

11.29依3.42

10.98依3.41

33

54.48依7.96

50.09依8.11

8

25.29依4.39

0.497
2.992

0.620
0.003

幅下降超过 50%袁同时存在 1 次 SaO2 下降超过 4%曰1 次

2.2 DAMICS 诊断准确性

连续中断情况 遥 5臆AHI约15袁血氧饱和度最低值在约

DAMICS-AHI 的值逸7.6 时袁特异度为 100.00%袁灵敏

在 80%耀85%时为中度曰AHI跃30袁血氧饱和度最低值约

15 时袁DAMICS-AHI 在中重度患者的诊断中袁 特异

呼吸暂停事件渊A冤为患者的口鼻气流存在超过 10 s 的
[5]

85%耀90%时为轻度曰15臆AHI臆30袁血氧饱和度最低值
80%时为重度遥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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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PSG -AHI 逸5 时 袁 发 现 在 DAMICS 诊 断 下 袁

度为 94.20%袁约登指数能达到最大遥 当 PSG-AHI逸
度为95.90%袁灵敏度为 94.20%袁最佳诊断点为14.1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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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临床研究认为袁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发病原因
与上呼吸道狭窄尧扁桃体肥大以及肥胖等因素有关袁
患者大多临床表现为嗜睡尧打鼾尧头痛尧睡眠过程中发
生呼吸暂停尧记忆力下降等症状遥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
征的发生若未引起患者的重视袁随着病情的进展袁会
导致患者睡眠质量严重下降袁降低患者的机体免疫力袁
导致患者的健康受到严重的威胁遥 通常睡眠呼吸暂停
综合征在经过有效尧对症的治疗后袁能取得较好的预
后效果袁有效缓解患者的睡眠缺氧症状袁改善患者的
睡眠质量遥 因此袁有效的诊断方式袁尽早确诊对于患者

十分重要遥 目前临床上仍公认 PSG 为睡眠呼吸暂停

综合征的诊断金标准遥 但 PSG 监测导线连接多尧操作
过程十分繁琐袁且应用 PSG 的价格较高袁患者的经济
负担重袁给患者造成许多不便遥 随着医疗技术及科学

著窑

多遥 在轻度患者中袁其睡眠呼吸事件相对发生得较少袁

有许多事件是发生于临界点的袁而在 DAMICS 下袁在
呼吸事件的监测中袁具有较高的敏感性袁因此患者躺
于监测床上时袁床垫可能在感受患者的呼吸事件临界

点上袁存在一定的偏差[14]遥 如一些患者的低通气呼吸
仅仅是接近临界点但并非为低通气呼吸事件袁而在

DAMICS 监测下袁由于其高敏感度袁而将该事件列为
低通气呼吸事件遥 又或者是袁患者在睡眠过程中更改

了睡姿袁如翻身等袁这些情况也会对 DAMICS 的监测

结果造成影响袁造成其监测值偏高[15]遥 由于中尧重度患
者的特点是会发生较多的睡眠呼吸事件袁且大量呼吸

暂停及低通气等睡眠事件值均远超过了临界值袁因而
在诊断中尧重度患者中袁DAMIICS 的判断较为准确遥本
研究结果显示袁按照 PSG-AHI 分组袁在轻度组两种诊
断方式的诊断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按

技术的不断发展袁近年来研究了许多具有较高诊断价

照 DAMICS-AHI 分组袁两种监测方式在轻度组与鼾症

原理与 PSG 存在很大的不同袁包括传感带床垫与带

发现在 DAMICS 诊断下袁DAMICS-AHI 的值逸7.6 时袁

值的监测方式遥 在 DAMICS 监测方式下袁其所应用的

气囊式遥 在 DAMICS 下袁沿着床垫按照纵向分区的方
式将床垫分为多种互不相通的区域袁在每个区域内均

设置有封闭的流体囊袁以充入具有规定压力的流体[7]遥 在
床垫上配置了许多温度传感元件及触力传感元件[8]袁患
者躺于病床上袁就能通过流体囊及以上配置的传感元

组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当 PSG-AHI逸5 时袁
特异度为 100.00%袁灵敏度为94.20%袁约登指数能达到最

大遥 当 PSG-AHI逸15 时袁 DAMICS-AHI 在中重度患者
的诊断中袁特异度为 95.90%袁灵敏度为 94.20%袁最佳
诊断点为 14.15遥

综上所述袁在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中应用 DAMICS

件袁将患者的各种生理活动所产生的温度变化及压力

诊断袁较应用多导睡眠监测的诊断敏感度更好袁具有

变化等通过床旁变换器将以上电量变化转换为具体

更好的准确度袁能有效监测患者在睡眠过程中发生的

的数字袁经过网络最终将这些数据反馈到电脑屏幕上[9-10]遥

对比 PSG 在 DAMICS 下能够对患者不同分期的睡眠

各种呼吸事件袁监测患者的睡眠信号变化情况袁具有
较高的临床诊断价值遥

时间及占比进行分析袁同时袁还能对患者睡眠时期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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