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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于神经系统疾病, 其主要的生理特性可以反映在患者日常的人机交互行为中. 对交互过程
中产生的相关生理信息进行获取和分析, 有助于神经系统疾病辅助诊断与早期预警. 传统的神经系
统疾病自动检测系统常常只分析单一交互通道中包含的信息, 会造成其他通道中包含的重要信息的
缺失. 为此, 本文提出了一个云端融合的神经系统疾病多通道辅助诊断系统. 首先, 提出一种基于多
通道信息的疾病自动诊断方法, 获取并分析了用户在多个交互通道中释放的生理信息, 并将结果进
行融合, 提升自动诊断的精确性与鲁棒性; 其次, 提出了一个云端融合的框架, 将从不同地区、不同
时刻提取的用户生理信息在云端存储, 降低了数据采集的地域限制与时间限制; 再次, 基于云计算强
大的运算能力, 系统亦可以实时地对用户在自然交互过程中产生的多通道生理信息进行分析, 做出
实时、精确的自动诊断; 最后, 通过语音与笔的交互混合诊断系统实例, 验证基于云端融合的神经系
统疾病多通道辅助诊断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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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神经系统疾病

神经系统疾病为发生在中枢神经系统、周围神经系统、植物神经系统的由细菌感染或遗传等多种
病因引起的疾病, 其症状通常表现为运动障碍及记忆认知障碍等多方面问题, 例如运动能力下降、语
言能力下降、记忆力减弱以及记忆缺失等. 对于不同的神经系统疾病, 其运动功能障碍表现会略有不
同, 主要包括震颤、运动迟缓、步态异常、共济失调等. 即使表现均为震颤, 不同类型的神经系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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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震颤的触发条件也并不相同, 如在病人不动的时候产生静止性震颤, 病人摆出一个特定姿势时触发
的姿势性震颤和病人运动的时候触发的运动性震颤等. 虽然表现方式复杂, 但这些运动功能障碍都具
有一定的特点.
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如 Parkinson 症 [1] , 是一种常见的、缓慢发生的由多巴胺能神经元明显减少,
引起基底神经节功能失调的老年性神经系统疾病, 临床表现为静止性震颤、肌强直和平衡障碍等运动
障碍, 以及声带损伤等; Alzheimer 病 [2] 是一种以认知功能障碍和记忆丧失为主要特征的神经系统疾
病, 临床表现为记忆力减退、语言和定向力障碍等; 脑小血管病 [3] 是指脑内小血管病变导致的疾病,
临床表现主要为认知、情感和运动功能障碍及其他临床综合征.
由于环境的变化以及人口的老龄化, 罹患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数量越来越多 [4∼6] , 这些疾病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患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 由于此类疾病发病机制复杂, 检查步骤繁琐, 医疗费用昂
贵, 因此尚未获得普及的、有效的治疗方案. 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人类对于生理信息
与疾病之间关系认知的逐渐深入, 使得通过计算机获取并分析生理信息, 检测神经系统功能疾病变得
可行, 且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与发展空间. 与人工诊断相比, 通过分析生理信息的计算机辅助诊断系
统可以降低主观因素对判决结果的影响, 有利于疾病的诊断以及早期预警, 对于提升神经系统疾病患
者的存活率有着重要的意义 [7,8] .
1.2

疾病诊断中的人机交互技术

人机交互是 “以人为中心” 的自然交互准则, 用户可使用语音、笔、步态等多种自然的方式与计算
机进行通信. 在传统的人机交互过程中, 计算机接收用户在语音通道、视觉通道、笔通道等某个单通
道释放出的信号, 并加以分析, 进而了解用户当前的状态与需求, 进行相应的响应. 在日常交流时, 人
们会同时接受并理解语音、视觉、手势姿态等来自多个通道的输入信息, 也会同时通过多个通道进行
信息的反馈表达. 因此, 基于单通道的人机交互技术往往无法兼顾其他通道中包含的有效信息, 而多通
道人机交互技术的出现弥补了上述不足. 作为计算机视觉、心理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交叉学科, 多
通道人机交互技术同时对用户在多个交互通道中产生的有效信息进行获取、分析和融合, 并做出更精
确决策和更自然的响应, 使用户在交互过程中感觉更加真实, 产生更加自然的交互行为 [9,10] . 随着计
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云计算、云存储能力的不断提升, 多通道人机交互技术受到的计算及存储方
面的限制越来越小, 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近年来, 基于人机交互技术的疾病辅助检测与评价方法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并发展成为人机交互
领域较为重要的一个分支. 言语病理学家已经证实某些病人的某些病症与发音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并积极尝试在一个可控的临床条件下搭建辅助诊断治疗的声音分析系统 [11,12] . 常见的声音分析系统
普遍用持续元音发音 (sustained phonations) [13] 或连续语句发音 (running speech) [14] 进行声音质量
评价. 分析连续性语句发音的病理情况受到准确发音、构词连接等因素影响, 具有一定复杂性, 不便于
在实际系统中使用. 大量学者和临床工作表明, 通过对持续性元音发音 (例如 “ah. . . ”) 进行评估也能
满足疾病诊断的需求 [15∼18] , 例如 Majidnezhad 等 [17] 通过提取 Mel 频谱倒谱系数 (MFCC) 和小波
包分解 (wavelet packet decomposition) 作为音频特征检测用户是否患有疾病得到较好的判别结果; 牛
津大学的 Tsanas 等 [18] 针对病理特征提取幅值扰动、信噪比等多种音频特征进行模型训练也取得了
较好的诊断结果.
笔交互作为一项成熟的交互技术, 具有交互效率高、认知负荷低等特点. 运笔状态和图形绘制结
果可有效反应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在运动以及认知功能上异常的信息. 因此通常从笔交互任务中提取运
笔特征和绘图特征进行神经系统疾病诊断. 如 Ünlü 等 [19] 从数字笔的笔迹、压力和倾角上提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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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特征, 并将其组合进行模型训练进行 Parkinson 疾病诊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Smits 等 [20] 利用数
字笔提取的信息研究 Parkinson 疾病, 找到了用于定量评估运动徐缓、字体过小和手部震颤症状的特
征. 绘图理解作为检测神经系统疾病的重要手段 [21] , Davis 等 [22] 利用算法对画钟测试 (clock drawing
test, CDT) 进行理解, 得到钟面、数字等组成部分和几何参数用于神经系统疾病诊断, 连线测试 (trail
making test, TMT) 进一步将完成时间、错误次数、连线的笔直程度这些特征与时序相关的运笔特征
结合 [23] 评估了其对于不同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效果.
步态作为人类日常运动中表现的行为特征, 可有效反映人类的移动能力、体能和健康状况 [24] . 步
态分析通过对人类行走过程中身体各部分, 特别是下肢的运动形态与受力情况进行量化分析可有效的
反映神经系统疾病的运动障碍. 现阶段, 步态分析检测参数主要由空间参数和时间参数组成, 其中空
间参数包括步长、步宽及步频等 [25] ; 而时间参数以步态周期性为代表 [26,27] . 如 Lan 等 [28] 提出在智
能手机中安装步行者航位推算系统, 监测并记录步长、步进频率等步态特征, 对特征集进行分类训练
判定用户是否患有 Parkinson 疾病, 取得了准确度较高的判别结果; Chen 等 [29] 提出用一种由粗到细
的特征选择方法, 选择有效步态特征集, 可以较为准确地判别患者是否患有脑小血管疾病.
生理计算 (physiological computing) [30] 作为人体生理与计算机的直接接口, 将解析人类的生理信
号转换为计算机的实时输入从而改善用户的交互体验, 近几年在神经系统疾病检测和预警中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 针对神经系统疾病的特点, 通常从时域和频域两个角度对用户产生的生理信号数据进行特
征提取. 其中时域特征包括生理信号的最大最小值、平均值、标准差等, 主要表征用户对肢体的控制
程度; 频域特征包括低频区域的能量值、频率谱波峰能量和频率特征, 主要表征用户上肢的震颤情况
和动作的能量集中频段 [31] . 如 Patel 等 [32] 证实了使用加速度计的数据来估计 Parkinson 病患者的症
状和运动并发症的严重程度的可行性. 而 Robichaud 等 [33] 的研究表明, 肌肉电信号的分析方法可以
作为一种快速诊断 Parkinson 疾病的有效方法. Jordan [34] 在其工作中使用脑电信号的频谱和分布来
对脑中风进行评价与监控.
综上, 神经系统疾病的症状通常体现在运动能力下降、语言能力下降、记忆力减弱以及记忆缺失
等多个方面. 因此通过单通道人机交互技术进行分析与诊断, 会忽略其他交互通道产生的生理信号中
包含的有效信息, 导致判别结果精度不足. 随着社会人口平均寿命的提升, 多通道人机交互技术的发
展, 将患者在听觉、触觉、视觉等多个通道的交互信息应用到病理识别中, 可获取更精确的诊断结果.
伴随而来的, 是越来越多的需要处理和计算的生理信息与单机服务无法承受的计算负载, 使用大规模
服务器集群做后台处理成为智能交互平台的主要选择, 因此如何存储海量交互信息并进行快速分析与
诊断变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云计算技术 [35] 与云存储技术 [36] 的发展, 存储海量病理数据以及快速分
析变得可能. 首先, 将分散在不同地区、不同规格的医疗机构中获取的相关病理信息统一存储在云端,
真正实现数据的共享. 同时借助于云计算技术强大的计算能力, 对来自多个交互通道的大量交互信息
进行实时处理, 做出精准的决策. 基于上述概念, 本文提出一种云端融合的神经系统疾病多通道辅助
诊断系统, 系统可以使用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使用任何设备将终端采集的多通道的人机交互生
理数据传入云端, 同时实时反馈疾病的判定结果, 具有可扩展、易维护、安全性高、实时性、精度高等
特点, 有效解决传统医疗诊断过程的独立、分散、效率低下以及诊断结果不精确的问题 [37,38] .
本文首先分析了神经系统疾病的产生原因与表现, 并分别介绍了人机交互领域语音、笔、步态等
多个通道神经系统疾病检测及分析方法. 根据现有计算机辅助诊断治疗方法存在的问题及云存储与云
计算存在的优点, 提出云端融合多通道疾病辅助诊断的概念. 其次, 对云端融合疾病诊断的基本框架
与各个模块, 多通道融合的疾病诊断方法进行介绍. 再次, 通过笔和语音通道的系统实例, 验证了云端
融合疾病诊断方法能够满足神经系统疾病辅助诊断的需求. 最后, 对基于云端融合多通道人机交互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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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云端融合的神经系统疾病多通道辅助诊断框架
Figure 1

Cloud-Client synergy based multi-modal aided neurological disease diagnosis framework

病诊断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总结与描述, 并对未来可进一步发展的方向进行了展望.

2
2.1

云端融合的疾病诊断框架
模块划分
云端融合的疾病诊断框架如图 1 所示, 可以划分为 3 部分, 即终端部分、云端部分和融合部分.

终端部分. 包含数据获取与诊断反馈两部分. 数据获取部分对用户交互行为的词法及语法解析,
通过预处理生成用于疾病诊断的交互行为数据并进行本地存储; 诊断反馈部分提供通用交互界面, 供
用户对诊断过程和结果进行管理.
云端部分. 由多通道特征融合、诊断模型训练以及综合诊断决策 3 部分组成. 多通道特征融合
负责将上传的各通道交互行为数据分别进行特征提取, 并依据情况进行统一地特征选择; 诊断模型是
一组能够适配单个通道或多个组合通道特征的机器学习模型, 它们由云端收集的病例数据训练得来;
综合诊断决策部分实现结合模型诊断、评估量表、医生经验的综合评定, 并向医生提供安排诊断交互
任务的服务. 为了支撑上述服务, 云端部署了数据存储单元, 负责病例样本、诊断模型、医学知识和病
人历史信息的存储.
融合部分. 终端提供了诊断数据和在线诊断界面, 云端提供了自动诊断和数据聚合服务, 融合部
分则通过一系列应用协议实现两者之间的桥接和互补. 交互行为提交协议规定了由病人主动发起的诊
断任务数据的提交规则; 病例收集协议规定了云端向终端获取新样本的方法, 以确保为模型取得相匹
配且标记过的训练数据; 病人的诊断任务可由自己主动发起, 也可由医生或系统指派, 指派协议则规
定了定期或临时的诊断任务定制规则. 在线诊断协议对医生介入和管理整个诊断过程提供了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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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框架分析

基于本框架构建的辅助诊断系统所面向的用户主要包含病人和医生两个角色, 病人执行交互任务,
所得数据由终端负责采集并上传至云端进行分析, 最终由终端将诊断结果反馈给病人. 此外, 医生通
过终端参与疾病的整个诊断过程, 包括制定诊断交互任务、查阅单项检查报告、综合多项检查做出诊
断、发布诊断结果等. 每个病人或者医生都有可能拥有多个终端, 这些终端可能是个人电脑、移动设
备或者服务器, 病人可以在家中、医院或者随时随地地进行疾病监测和诊断, 医生也能按需地参与整
个诊断过程. 因此基于本框架构建的辅助诊断系统, 能够充分利用不同时间和空间分布上的诊断信息,
对海量用户数据进行统一存储与资源共享, 并对数据进行快速分析, 提高诊断的时效性.
基于本框架构建的辅助诊断系统是可以与多种不同类型的交互设备相连的, 这些设备可以提供多
通道的交互数据采集, 例如麦克风提供语音交互数据, 数位笔提供笔交互数据等. 为了利用这些来自
于不同设备、不同通道的交互信息, 终端通过原语解析、任务分析和预处理步骤, 生成了与设备无关
的、用于疾病诊断的行为数据, 并且对这些数据的生成设备、通道类型进行标注, 云端根据数据的设
备、通道类型匹配对应的特征提取操作, 最终使这些来自于不同设备、不同通道的交互信息都转化成
病理特征. 得到病理特征后, 云端会根据诊断模型的特征选择列表 (通过训练得到), 对多通道特征进
行统一的特征筛选, 从而实现多通道交互数据的融合和利用.
本框架下的云端诊断模型是一组能够适配单个通道或多个组合通道特征的机器学习模型, 当用户
在终端完成一个或多个诊断交互任务并发送一个诊断请求时, 发送的交互行为数据可能是单个通道或
者不同通道组合而成的, 云端为完成这个请求需要匹配不同的诊断模型, 因此这里云端提供一个模型
组实现不同条件下的自动诊断. 此外, 这个模型组的训练数据来源于多个终端和多种采集通道, 通过
样本采集协议, 使得云端不断吸收终端数据, 将其拆分组合, 实现各模型样本库的扩充, 最后通过定期
重新训练, 保持诊断模型组的持续迭代和优化.
在诊断决策方面, 本框架通过医生管理界面、混合决策机制和在线诊断协议, 实现结合模型诊断、
评估量表和医生专业知识的综合诊断决策. 此外, 通过本框架, 病人在不同地点、由不同医生甚至是不
同医院得出的单项检查或诊断报告都保存在了病人的历史信息当中, 医生能够通过查阅这些信息更加
全面地了解病人的身体状况.

3
3.1

多通道融合的疾病诊断方法
模型概述

基于神经系统疾病的特性, 本文提出了一个多通道融合的疾病诊断方法, 如图 2 所示. 方法主要
由原语分析器、任务分析器、数据处理器、融合管理器、病理特征选择模块、病理模型、混合决策与多
通道交互信息分流优化模块构成.
首先, 用户利用不同通道的输入设备采集的原始信息传输到计算机终端, 通过原语分析器得到对
应通道的交互原语, 并利用任务分析器生成相应的场景任务.
其次, 对任务数据进行处理得到适于训练病理模型的多通道交互特征参数, 本部分主要涉及的模
块包括数据处理器的特征提取、融合管理器的多通道特征信息融合和病理特征选择模块. 实际数据采
集时的交互过程会受到交互环境、交互上下文等多种因素影响, 因此在特征提取前, 需要对数据进行
预处理, 去除输入设备、交互通道噪声或其他因素对交互产生的影响, 加强有用的交互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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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多通道人机交互神经系统疾病诊断流程
Figure 2

Neurological disease diagnosis based on multi-modal interaction

最后, 将特征选择后的多通道融合特征信息进行模型训练得到病理模型. 将病理模型得到的计算
机辅助判别结果与用户数据库、医学知识库、医疗人员等相关意见进行混合决策, 通过多通道交互信
息分流优化将决策结果通过不同通道对用户进行反馈. 本节将对上述模块及其功能进行详细介绍.
3.2

交互原语和任务

交互原语 (interaction primitive, IP) 是用户通过交互设备到计算机的一个词法输入, 表示一个独
立的、最小的、不可分割的操作. 交互任务则是通过原语组成, 根据不同的场景需求分析得到的任务描
述集合. 文献 [39] 将交互原语表示为一个四元组 IP⟨Type, Data, Time, Device⟩, 这里 Type 表示交互
原语, Data 表示交互数据, Time 表示发生时间, Device 表示交互通道, 通过不同的原语组合, 即可得
到相应的场景交互任务.
原语分析器通过对每个通道的交互信息进行词法分析, 从而得到意义相同而形式不同的交互原语;
同时, 原语分析器与交互环境进行实时反馈, 为下一次的词法分析增加上下文信息. 任务分析器根据
不同的评价任务需求, 将原语分析器输出的交互原语按照一定的语法规范进行融合与识别. 这里的融
合为多通道信息语义的分析与融合, 旨在根据不同通道交互原语的特点和交互环境与上下文对用户操
作的影响, 输出带有明确、完整语义的交互任务.
针对神经系统疾病的病理特征与评价方法, 文献 [40] 定义了 9 类交互原语与 6 类交互任务. 以听
觉通道为例, 交互信息通过麦克风采集传入系统后, 通过原语分析器得到与设备无关、与通道相关的
声音原语幅值大小, 任务分析器根据评价任务的不同, 得到听觉通道中不同交互内容的音频. 目前, 业
界普遍通过对患者持续元音发音分析判定是否患有语音疾病, 如文献 [18] 中, 就是通过检测用户元音
发音 /a/ 判定其是否患有 Parkinson 疾病.
3.3

多通道交互特征
数据处理器针对神经系统疾病的病理特性提取能表述其时间与空间特性的线性或非线性特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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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此时的特征参数是从单一交互通道提取的, 经过变换能够反映此通道的特性并体现用户在此通道
的病理反应, 常用空间向量表示. 例如, 神经系统疾病在声音通道常表现为声波非周期性变化, 发音夹
杂着大量噪声以及发音细节的不清楚等, 因此可通过提取音频的幅值、信噪比、频域特征等描述相应
的状态.
融合管理器是将听觉、视觉、触觉、体感等只能描述用户某一种交互行为的单一通道特征信息进
行融合, 得到多元交互特征信息, 以反映在复杂交互环境中用户行为的动态变化. 去除空间上各个输
入通道测量数据与时间上交互轮次起止点模糊和多通道语义信息的不同步导致的 “非精确性”, 得到
鲁棒的混合特征, 是后续认知计算和反馈呈现的前提. 针对神经系统疾病的病理特点, 将提取的笔、语
音、步态、生理等通道特征信息进行多通道信息融合, 提高感知的鲁棒性. 如用户受时间或地域限制
只采集单通道数据信息, 则无需特征融合.
病理特征选择是去除融合特征集合的冗余信息, 得到能够反映用户病理特征的最优子集. 随着多
通道交互的发展, 获取的多通道融合信息特征维度极有可能大于训练的样本量, 过高维度的特征会造
成分类器计算性能的降低, 同时也会因为包含较多的冗余信息或者噪声导致识别精确度的不足. 因此,
可通过有监督或无监督的特征选择方法将维数较高的特征变为维数较低的特征, 降低类内方差, 增大
类间方差, 得到与用户行为相关度较大的特征信息 [41,42] . 特征选择的方法通常可分为过滤器 (filter)
和包装器 (wrapper) 的方法, 前者通常寻找单维表现较好的特征进行特征组合, 根据某种统计方法计
算单维特征与响应结果相关度, 根据分值进行排序选取分值较高的特征维度. 此种方法注重对单维特
征属性的评价, 虽然效率较高, 但是精度有限, 忽略特征之间的相关性, 当数据存在较大的噪声时, 通
常得到的并非最优组合. 后者以高分类精度为目标, 通过搜索若干种特征组合方案, 对组合结果进行评
估, 侧重对特征子集进行评价. 特征选择方法与具体的问题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因此需要选择与目
标相关的特征选择方法, 得到与后续的分类结果更加相关的特征 [43] , 本文选择近年来分类领域常用的
wrapper 特征选择方法.
3.4

病理模型判别机制与交互反馈

病理模型是将多通道交互特征集合作为输入样本, 训练得到引起损失或是错误识别率最小时收敛
的分类器. 分类器的选取对训练过程及最终结果的判定具有很大的影响, 有的分类器对于某一通道的
相关特征较为敏感, 而有的分类器则对另外某些通道的相关特征比较敏感. 此外, 分类器的泛化能力
和拟合能力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个过拟合的分类器可以在训练集上得到较好的拟合训练结果, 但是
在测试集上的测试结果却可能较差; 而一个泛化能力强的分类器可以在测试集得到较好的效果, 其拟
合能力也会相对较弱. 因此分类器需要在泛化能力与拟合能力之间达到平衡. 同时训练数据量与分类
器的性能存在较强的关系, 一个好的分类器或分类系统应该能够平衡训练数据的大小, 调整拟合能力
与泛化能力之间的偏重. 集成学习 (ensemble learning) 作为一种强大的机器学习方法, 对于较庞大及
复杂的学习任务, 通过对弱分类器的结合, 可避免弱分类器学习能力的缺陷与精度的不足, 得到更加真
实的分类模型, 具有比单分类器更精确的分类潜力 [44] , 实验表明, 集成学习的方法对冠心病 [45] 、白内
障 [46] 、Parkinson [47] 等疾病的诊断具有很好的效果.
为了更好地适应不同的用户群体与用户在不同交互通道中的疾病表现, 本文选择集成学习的方法
训练神经系统病理模型, 构建包含单独通道和多通道融合的病理模型库. 这种基于集成学习的多层分
类模型可以考虑到不同分类器对不同通道中包含的交互信息的敏感程度与识别精度的不同, 将多个分
类器的决策结果进行有机的融合, 从而得到更精确的, 能够反映用户多通道交互生理信息状态的自动
诊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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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笔和语音的多通道人机交互神经系统疾病诊断实例流程
Figure 3

Case study of neurological disease diagnosis based on pen and audio interaction

综合考虑计算机自动判别的结果, 用户数据库中存储的用户个人信息, 医学数据库中病情相关的
评价参数的规范与标准, 以及医学人员的专业诊断结果, 建立多属性人机交互混合决策模型, 得到用户
当前状态和日常生活习惯等多种因素对判别结果的影响. 系统在计算得到最终的评价结果后, 凭借多
通道交互信息优化管理器对多通道融合人机交互的判别结果对用户进行反馈.

4
4.1

实例研究: 语音和笔交互混合诊断系统
系统框架

根据云端融合诊断框架和多通道融合的疾病诊断方法, 本文通过对语音通道和笔通道交互结果的
判定作为混合诊断系统的实例, 说明如何利用多通道人机交互进行疾病诊断. 诊断系统的数据处理流
程如图 3 所示.
首先, 通过麦克风与触摸屏采集用户的声音信号与笔信号, 将采集的输入信号经过原语分析器统
一处理, 得到音频幅值以及笔的手势交互原语. 这里, 任务分析器通过对交互原语进行词法分析, 生成
用户执行 “音频 /ah:/” 与 “平面绘图” 任务的结果.
其次, 数据处理器对生成的交互任务信息进行如降噪、剔除无效信息等预处理. 将生成的交互行
为数据传输到云端并针对神经系统疾病提取与病理相关的特征参数. 在声音交互任务中, 从声音夹杂
噪声、发音器官运动状态等多方面提取声音通道特征; 在笔交互任务中, 从运笔状态和图形绘制结果
提取笔通道特征.
再次, 将声音通道与笔通道提取的特征融合, 得到多通道融合特征. 为了避免信息冗余, 选择基于
相关性的特征选择方法 (correlatioin-based feature selection, CFS). 对语音特征、笔特征、语音与笔的
融合特征分别进行特征选择, 得到与分类结果更相关, 维数更低的多通道交互特征.
最后, 利用交叉验证的方法对语音通道、笔通道、语音与笔多通道交互特征进行模型训练与测试,
得到语音通道诊断模型、笔通道诊断模型、语音和笔通道融合诊断模型. 为了避免单一分类器对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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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信息的特征较为敏感, 过度拟合影响判定结果, 提出基于集成学习的病理模型训练方法, 使用包
含时空交互信息的语音与笔融合特征对 “基” 分类器进行模型训练, 并将对应的预测结果作为特征输
入到第二层模型, 得到语音和笔通道融合的集成学习诊断模型. 综合考虑用户数据与医学知识得到诊
断结果, 将诊断结果从云端返回到终端, 并通过信息的分流优化以麦克风与显示屏结合的方法对用户
进行实时诊断反馈.
4.2

实验数据采集

本文主要通过笔通道和语音通道进行多通道神经系统疾病诊断, 用户数据采集地点为北京市顺义
区各乡镇以及北京协和医院, 共 176 例用户数据. 其中 88 人次在北京协和医院经过系列严格筛查,
临床诊断患有神经系统疾病, 包括 14 例 Parkinson、62 例脑小血管病变、12 例运动障碍 (平均年龄
62.8 岁, 男性 64 人), 其中运动障碍为神经系统异常引起的运动障碍, 但无法判定具体的疾病类型; 88 人
次健康用户 (平均年龄 62.7 岁, 男性 64 人), 为保证训练数据的均衡, 健康用户组从招募的 729 个普
通测试人群中选出与每一个病人样本性别、年龄相匹配的样本. 样本挑选步骤如下: 对于每一个疾病
用户样本, (1) 从健康测试人群中挑选性别匹配的用户数据集合; (2) 从步骤 (1) 的数据集合中选择与
病人年龄 N 相同的用户数据; (3) 如果步骤 (2) 没有与年龄 N 完全匹配的用户数据, 逐步扩展年龄搜
索范围到 N ± i (i = 1, 2, 3, . . .) 直到获取至少包含一个用户数据; (4) 步骤 (3) 得到的子集里, 找年龄
最为接近的正常人作为对照样本, 如果年龄相同则随机选择一个. 这些测试作为北京市协和医院门诊
检查的医疗测试程序之一, 所有的数据标签都经过医院认证.
数据采集的实验系统由一个麦克风、一个显示器、一个笔输入平板显示器和一台主机组成, 主机
内嵌自主研发的客户端软件程序, 完成采集后由实验人员将数据发往云端服务器进行处理和分析, 录
制数据时需要先对用户进行简单的培训, 具体如下:
语音数据. 用户使用 Audio Technica AT9944 型号高质量麦克风录制元音 /ah:/ 音频, 录制时将
麦克风放置在桌面上, 麦克风与用户嘴唇距离大约 5 cm, 声音信号的采样率为 44.1 kHz, 16 bit [15∼18] .
当用户听到滴的一声后开始发音, 发音时尽量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平稳的发音状态, 液晶显示器实时显
示录制音频情况, 当音量低于一定阈值或发音时长大于 30 s 则自动停止录制, 系统将采集数据自动暂
存到客户端.
笔数据. 用户使用 Wacom Cintiq DTK-1300 型号笔输入平板显示器和一支长 14.4 cm, 直径 1
cm, 重 19 g, 采样率为 100 Hz 的数字笔进行一个 “连线测试” 的交互任务, 并记录笔交互信息. 连线测
试是一种应用广泛的神经心理学测验, 其要求受试者将无序分散的数字 1∼25 按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
连接, 如图 4 所示, 用户在进行正式测试前, 将在测试人员的指导下首先完成一个与正式测试类似的
简化测试 (连接数字 1∼8) [48,49] . 测试过程中的所有笔迹都将自动暂存到客户端.
4.3

语音和笔式病理特征

本文针对神经系统疾病在语音交互通道的病理表征, 提出由周期振动类特征、噪声类特征、发音
器官运动情况类特征以及高阶统计量类特征构成 433 维音频特征集合, 包括反映声襞振动产生声波
周期性变化的特征描述, 例如幅值扰动和频率扰动 (jitter 和 shimmer) [50] , Recurrence Period Density
Entropy (RPDE) 和 Pitch Period Entropy (PPE) [51] 等为代表的基频相关特征 231 维; 发声者声带闭合
不完全导致声音夹杂着大量噪声的相关特征描述, 例如 Harmonic to Noise Ratio (HNR) [52] , Detrended
Fluctuation Analysis (DFA) [53] 和 Glottal to Noise Excitation (GNE) [54] 等噪声相关特征 24 维;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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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4 (网络版彩图) (a) 语音通道数据采集; (b) 基于笔的连线测试
Figure 4

(Color online) (a) Voice data collection; (b) pen based trail making test

表 1 语音通道提取特征及其物理含义
Table 1

特征分类

声襞振动周期

声音夹杂噪声

特征名称

Extra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voice data and their meanings

特征维度

特征与病理特性的关系

Jitter

22

声带振动声波相邻周期时间的变化

Shimmer

22

声带振动声波相邻周期幅值的变化

GQ

3

用熵的概念评估声带振动周期内声门张开时间和闭合时间

RPDE

1

用熵的概念评估序列时间内声带振动频率的变化

PPE

1

声带持续振动内声波基频变化的程度

wavelet

182

声带振动产生基频的时域变化

HNR

2

声带振动或器官病变等因素得到的语音谐波信号和噪声的比例

NHR

2

声带振动或器官病变等因素得到的语音噪声和谐波信号的比例

GNE

6

整段语音信号夹杂噪声的程度

DFA

1

一段时间内声波信号的包络变化趋势, 噪声的随机自相似性

EMD ER

6

分解各频段量化能量噪声的比重

VFER

7

用能量、熵等衡量语音信号夹杂噪声的程度,

发音器官运动

MFCC

84

声波的整体衡量, 频域表示, 短时能量谱, 波形的细微扰动

高阶统计量

Skewness

47

声波病理状态与对称中心的偏离程度

Kurtosis

47

声波病理状态与峰值的偏移量

声者无法有效操控发音器官对发音产生的影响的特征描述, 如常用于语音识别和生物医学领域相关
的 MFCC 特征 [55] 82 维. 达到增强信息的高阶统计量特征描述, 本文为针对不同病理信息的 jitter,
shimmer, HNR, NHR, GNE, MFCC 特征计算的三阶 skewness、四阶 kurtosis 统计量得到特征 94 维,
用于多通道交互的神经系统疾病诊断. 相关特征详细信息如表 1 所示.
与之类似, 针对神经系统疾病对运动功能的影响, 从笔交互数据上提取运笔特征与绘图特征
1004 维, 运笔特征是指从笔迹采样序列的运动参数中提取的, 反映用户运笔时局部或全局运动特点
的一类特征. 这类特征一般以笔画作为基本分析单元, 将笔通道的各项运动参数看作时序信号进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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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笔通道提取特征及其物理含义
Table 2

特征分类

位移

压力

笔身姿态

Extra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en gesture and their meanings

特征名称

特征维度

特征与病理特性的关系

Position

72

笔尖的绝对位置

Speed

112

笔尖的瞬时速度

Acceleration

112

笔尖的瞬时加速度, 反映手部运动的力量变化

UMO

40

笔尖位置与当前笔迹意图中心的偏离程度, 反映无意识运动程度

Curvature

76

当前笔迹在该笔尖位置上的弯曲程度, 反映笔迹的笔直程度

Pressure

76

绘图时用户施与笔尖的压力

Pressure speed

36

笔尖压力的变化速度

Pressure accuracy

36

笔尖压力的变化加速度, 反映手部运动的纵向力量变化

Posture

148

笔身的高度角、方位角和自转角

Posture speed

148

笔身角度的变化速度

Posture accuracy

148

笔身角度的变化加速度, 反映手部运动在三维空间中的力量变化

理, 其运动参数一般包括位置、压力、高度角、方位角、自转角以及通过对上述参数计算得到的速度、
加速度、曲率等. 然后对运动参数经过多种处理方法得到运笔特征, 包括利用统计方法求得均值、方
差等统计特征, 利用时域分析方法求得信号能量、穿越次数等时域特征, 利用频域分析方法求得主要
频率、频率能量等频域特征, 利用近似熵计算方法求得混乱度特征 [19] . 绘图特征是指通过比较实际绘
制图形与期望图形 (或参考图形) 之间的差异, 得到反映用户认知和几何规划能力的一类特征. 这类特
征一般以整体图形作为分析对象, 且其特征多数是针对特定绘图任务的, 采用反映连线的笔直程度 [23]
的特征. 本文将基础原语数据通过统计方法、时域与频域分析方法、近似熵计算和经验模式分解处理
获得位移相关特征 412 维、压力相关特征 148 维、笔身姿态相关特征 444 维, 对神经系统疾病做出较
为全面的定量评价与诊断. 相关特征详细信息如表 2 所示.
4.4

语音和笔通道的融合机制与特征选择

为排除样本的空值、异常特征值和特征取值范围对后续处理的影响, 本文对数据特征进行了清洗
和归一化, 具体步骤如下:
(1) 剔除缺失 30% 以上特征数据的样本;
(2) 在非空数据里面, 计算每一维特征的均值和标准差;
(3) 使用每一维的特征均值替换样本数据对应维度的空值特征;
(4) 使用每一维特征均值替换各维在 3 倍标准差以外的特征数据;
(5) 将针对病理特性提取的特征向量利用最大最小值将数据范围归一化到 [0, 1].

语音通道和笔通道的交互行为分别反映神经系统疾病对发音和运动功能的影响, 某些患有神经系
统疾病的用户在发音或是运动功能的某种异常行为表现并不明显. 将针对神经系统疾病对交互行为的
影响提取的两个通道特征进行融合, 得到比单独语音通道或是单独笔通道更加全面、有效反应神经系
统疾病的特征向量 1437 维.
由于样本数量较少, 而样本特征维度会增加运算的复杂度并引起分类模型的过拟合, 因此为了增
加运算速度并且不丢失最主要的特征信息, 对双通道交互数据进行特征选择. 如 3.3 小节所示, 本文
选择分类准确率较高的 wrapper 的 CFS 搜索最优子集, CFS 是根据属性子集中每一个特征的预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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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网络版彩图) Stacking 集成学习分类器图示
Figure 5

(Color online) A diagram of Stacking ensemble learning classiﬁer

力以及特征之间的相关性进行评估, 选择与预测结果高度相关而特征子集间相关性较低的特征集合作
为最终的特征选择结果. 利用与病理诊断结果最相关而特征间冗余性最低的特征向量进行病理模型训
练, 可降低冗余特征或噪声对结果的影响 [56] . 基于语音通道与笔通道的数据采集系统获取用户不同
交互行为的特征数据, 利用 CFS 对语音与笔融合的特征信息搜索得到与病理模型最相关的特征集合,
共 55 维特征, 其中包括 18 维语音特征和 37 维笔特征.
4.5

多通道融合诊断模型

集成学习通过选择多样性的 “基” 分类器, 利用某种方法组合分类模型达到比单独某一种分类器
更好的性能, 得到一个对输入数据更加独立与稳定的诊断模型.
支持向量机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主要通过损失函数最小化划分超平面, 在统计学习中
具有结构风险最小化特点. 即使不进行特征选择, 维度较高时也不容易发生过拟合的情况, 不容易陷
入局部极小值的问题, 泛化能力强. 神经网络是模拟人脑执行分析结果的过程, 其中 RBF 神经网络可
以根据具体的问题确定网络拓扑结构, 是一种广泛使用并成熟的神经网络技术, 在训练样本不充足的
情况下也会得到较好的测试结果. Bayes 网络是通过概率和判别损失选择最优的标记类别, 是一种概
率网络. 以上 3 种分类器经常被用于声音疾病、老年痴呆、轻度认知障碍等疾病检测 [57,58] , 因此根据
语音与笔利用不同设备获取不同交互通道信息的情况, 系统使用上述 3 种常用的分类器作为集成学习
模块的 “基” 分类器.
集成学习的主要组成方式有 AdaBoost, Bagging 和 Stacking 等. 其中, AdaBoost 以及 Bagging 均
是基于单一算法, 并根据投票表决确定最终结果; 而 Stacking 则是基于多种算法, 在组合分类器上根据
再次学习的方法而非简单的投票方式, 进而学习到更多的信息, 通常比任何单一模型的效果都要好 [44] .
本文利用 Stacking 的方法对分类器进行组合. 所谓 Sacking, 指用交叉验证的方法, 将数据集合进行分
割得到特征子集, 利用特征子集的组合训练多个模型得到第一层分类器, 用不同的子集对训练模型进
行测试, 得到的测试结果作为输入训练第二层新的分类模型. 如图 5 所示, 本文首先用交叉验证的方法
将降维后的多通道融合数据集合划分为 3 等份, 对于第一层分类器中的 SVM、RBF 神经网络、Bayes
网络 3 个 “基” 分类器, 每个使用 2 份数据进行训练, 剩余一份数据进行测试, 并将 3 个 “基” 分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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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五个不同模型的分类诊断效果
Table 3

Classiﬁcation eﬀects of ﬁve diﬀerent models

Model

Accuracy (%)

Precision

Recall

F value

DMEM (Ex)

89.22

0.905

0.879

0.885

DMEM

88.35

0.901

0.863

0.875

DMM

86.30

0.873

0.851

0.854

PM

82.54

0.855

0.788

0.810

SM

77.80

0.805

0.740

0.759

得到的预测结果作为输入训练第二层的线性分类模型, 得到分类结果作为最终的自动判别结果.
4.6

结果分析

为了说明本文提出的云端融合的多通道神经系统疾病诊断方法有效, 我们分别设计了 3 组实验,
其中实验一将本文实现的包含额外信息的双通道融合诊断模型与其他模型进行了对比, 说明这一方法
能够达到更好的分类效果. 实验二针对不同年龄段与性别训练多通道融合诊断模型, 与实验一包含额
外信息的双通道融合诊断模型进行对比. 实验三对云端从客户端不断收集病例样本实现模型的迭代优
化过程进行了模拟, 体现云端融合疾病诊断框架中病例样本不断扩充带来的优势.
实验一. 对 5 个不同模型的分类诊断效果进行了对比, 它们包括仅使用语音特征的模型 (sound
model, SM)、仅使用笔特征的模型 (pen model, PM)、语音和笔双通道融合的模型 (dual modal model,
DMM)、双通道融合的集成学习模型 (dual modal ensemble model, DMEM)、包括额外信息的双通道融
合的集成学习模型 (dual modal ensemble model with extra information, DMEM (Ex)). 其中前 3 种仅
使用线性内核的 SVM 分类器进行疾病诊断, 第 4 种则使用基于集成学习的方法训练的病理模型进行
诊断, 第 5 种与第 4 种模型训练方法相同, 但使用语音、笔并增加年龄、性别、MMSE 量表、MOCA
量表的分值得到病理模型特征. 表 3 给出了同一样本集中不同模型的平均准确率、病人组的查准率、
查全率和 F 值, 所有指标均为 1000 次十折交叉验证结果求平均得到.
病人组的 F 值是疾病查全率和查准率的调和平均数, 是一个综合考虑二者的评估指标, 本文使用
病人组的 F 值来评估不同诊断模型对疾病的诊断效果.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 单独使用语音通道和笔通
道模型得到的 F 值分别为 0.759 和 0.810, 低于多通道融合模型的准确率. 其原因在于两个通道对于不
同病症的敏感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同. 由于实验选择了 3 种不同的病症作为样本集合, 而这些病症有的
重点体现在病人语音特征方面的异常, 有的则重点体现在病人笔特征方面的异常, 因此对于某个单通
道来说, 其分析的特征是不全面的, 容易忽略其他通道上的重要病理信息, 导致查全率偏低; 另外, 由
于样本噪声的存在, 使得单通道模型更容易受到自身通道噪声的影响, 鲁棒性较差, 也会导致准确率
和查准率的降低.
语音和笔双通道融合的模型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该模型通过将语音通道和笔通道的有效信
息进行融合和筛选, 保证了所有重要的病理信息都被模型考虑在内, 进而提升了诊断识别的查全率; 与
此同时, 由于同时考虑两个通道的特征, 模型受到单个通道噪声的影响也会降低, 进而提升识别的精
度, 实验结果表明, 基于语音和笔双通道融合的模型的诊断系统的 F 值可以达到 0.854.
由于病理样本存在分布不均、噪声较多等问题, 因此使用单个机器学习模型进行样本拟合和进行
诊断决策可能会导致过拟合或欠拟合的情况. 而基于集成学习的病理模型则同时考虑了多个机器学习
模型的诊断结果, 并将各个模型的输出作为中间结果, 统一输入给最终的分类器做最终的决策, 从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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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总体模型在不同年龄段和性别样本集上的表现
Table 4

Classiﬁcation eﬀects of DMEM (Ex) on diﬀerent ages and genders

Sample set

Accuracy (%)

Precision

Recall

F value

Age 0 ∼ 64

86.95

0.898

0.827

0.846

Age 65 ∼ 74

90.40

0.846

0.852

0.834

Age above 75

94.62

0.808

0.841

0.819

Male

88.69

0.914

0.856

0.874

Female

90.73

0.833

0.875

0.840

程度上避免了过拟合情况的发生, 并且减少了样本噪声对于最终结果的影响. 实验结果也证明了本文
使用的多通道融合与基于集成学习的病理模型在神经系统疾病诊断上的优势, 其实验结果的 F 值可
以达到 0.875. 在此基础上, 考虑年龄等因素对神经系统疾病产生的影响, 在语音与笔特征基础上加入
额外信息, 利用集成学习方法进行模型训练, 最终得到较好的筛查效果, F 值可以达到 0.885, 实现对
神经系统疾病的早期预警.
实验二. 由于神经系统疾病相对不同年龄段和性别的发病几率存在差异, 不同人群间病理表现
也各不相同, 因此, 在实验二中对实验一表现最好的 DMEM (Ex) 模型的通用性和学习能力进行了测
试. 首先, 本文统计了 DMEM (Ex) 模型在不同年龄段以及性别的样本集上进行十折交叉验证的表现,
如表 4 所示; 然后, 本文将样本总体根据年龄段和性别划分为 5 个不同的样本集, 将 DMEM (Ex) 在
这 5 个样本集上分别重新训练并进行十折交叉验证, 得到了模型对于根据年龄段及性别划分的数据集
的学习效果, 如表 5 和 6 所示.
研究表明 [59,60] , 在 65 岁以前, 神经系统疾病发病几率相对较低同时疾病症状较为稳定; 随着年
龄的增大与人体的衰老, 65 ∼ 74 岁疾病的发病几率增加并伴随某些症状加剧; 75 岁以上更易患有疾
病并伴有某些症状指标更加严重. 因此将年龄段划分为 0 ∼ 64, 65 ∼ 74, 75 及以上 3 个阶段, 以此划
分条件得到的样本集合数量分别为 94 个、52 个、30 个, 每个年龄阶段均由均衡的疾病与健康用户的
样本集合组成; 表 4 ∼ 6 分别给出了上述模型分类器对应样本集合 1000 次十折交叉验证结果求平均
得到的平均准确率、病人组的查准率、查全率和 F 值.
从表 4 的类模型 F 值可以看出, DMEM (Ex) 对不同年龄段、性别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的用户均有
较好的诊断效果, 具有一定的鲁棒性. 随着年龄段的增长, 模型的诊断效果有所降低. 女性神经系统疾
病的诊断效果相比男性有所降低, 结合本文训练样本的分布, 65 岁以上样本数量的降低以及男女比例
的差异一定程度影响 DMEM (Ex) 对 65 岁以上及女性用户诊断结果的准确程度.
从表 5 和 6 的结果看, 本文方法在不同年龄段和性别数据集上均获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 从表 5
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分类模型 F 值可以看出, 0 ∼ 64 年龄区间模型样本的结果最好, F 值为 0.873;
65 ∼ 74 岁年龄区间结果相对较差, F 值为 0.813, 75 岁以上年龄段的模型样本的效果最差, F 值为
0.807. 年龄的增长对机体的衰老程度、疾病症状的表现与严重程度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较大程度影
响了判别的精度.
由表 6 的实验结果可知, 不同性别样本模型的分类结果较为均衡, F 值都为 0.85, 虽然性别对某
些疾病的发病几率具有一定影响, 但疾病对应的症状表现并不存在太大区别, 因此性别对神经系统疾
病在语音与笔通道的交互特性影响相对较小.
实验三. 模拟了一个简单的病例样本扩充并重新迭代更新模型的过程, 从总实验样本集中随机挑
选 36 个数据组成测试集合, 从剩下的样本 (140) 中随机挑选 40 个、60 个、80 个、100 个、120 个、14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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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年龄段模型的分类诊断效果
Table 5

Classiﬁcation eﬀects of DMEM (Ex) on diﬀerent ages

Age range

Accuracy (%)

Precision

Recall

F value

0 ∼ 64

89.14

0.916

0.858

0.873

65 ∼ 74

86.99

0.845

0.824

0.813

Age above 75

94.47

0.806

0.820

0.807

表 6 不同性别模型的分类诊断效果
Table 6

Classiﬁcation eﬀects of DMEM (Ex) on diﬀerent genders

Model

Accuracy (%)

Precision

Recall

F value

Male

86.27

0.884

0.838

0.849

Female

90.15

0.854

0.873

0.8489

90

Accuracy (%)

85
80
75
70
65
40

60

80

100

120

140

Size of training set
DMEM

SM

PM

DMM

DMEM(Ex)

图 6 (网络版彩图) 5 个模型对不同数据集合的分类效果图
Figure 6

(Color online) Classiﬁcation eﬀects of ﬁve models on diﬀerent datasets

逐次增加的样本模拟病例库增量过程训练病理模型, 这个过程重复 1000 次十折交叉验证得到平均诊
断结果. 图 6 给出了实验一所述的 5 个病理模型随着训练样本容量扩充, 病理模型诊断概率变化的趋
势图.
通过上述结果可以看出, 虽然使用语音通道, 笔通道的单通道特征, 可以对神经系统疾病进行诊
断, 但是与单一通道病理检测模型相比, DMM 的检测效果相对较好; DMEM 进一步地提高识别的精
度; DMEM (Ex) 的识别精度最好. 随着训练数据量的增加, 模型的准确率都在不断增加, 直至达到理
想的效果. 因此, 基于云端融合的系统可以凭借其海量数据存储能力与数据统一管理的能力不断提升
病理样本的数据量, 进而得到越来越准确, 越来越鲁棒的疾病诊断模型.

5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个云端融合的神经系统疾病多通道辅助诊断框架. 利用不同的采集设备同时捕捉并
分析用户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交互操作, 并将交互行为中包含的信息传输至云端. 随后, 在云端提取
各个交互通道中包含的有效信息, 通过分析提取到的交互特征与病症之间的关系, 给出用户是否患有
1178

中国科学 : 信息科学 第 47 卷 第 9 期

神经系统疾病的自动判别结果, 并将该结果与用户数据库内的用户信息, 医学知识库的参数数据以及
医疗人员对用户的疾病史给出的建议相结合, 得到最终的诊断结果. 最后, 通过信息的分流优化将诊断
结果实时反馈给用户. 本方法可有效地利用多通道融合的交互信息, 弥补单通道重要交互信息缺失的
不足, 进而给出更加精确和鲁棒的诊断结果, 提升神经系统疾病检测的正确率; 在数据的储存与运算方
面, 将采集到的数据保存在云端, 保证了数据的一致性, 也降低了数据采集的地域限制与时间限制; 同
时, 基于云计算强大的运算能力, 本文方法可以对用户在不同交互通道产生的信息进行实时分析, 并
结合先验信息, 对疾病进行辅助诊断与早期预警.
为了证明上述方法的可行性, 本文设计了一个语音和笔交互混合神经性疾病诊断系统. 系统首先
对语音通道和笔通道中的交互信息进行获取和分析, 得到交互原语并生成场景任务. 随后, 系统对上述
数据进行处理, 并提取与病理信息相关的特征. 之后, 系统将获取到的多通道特征进行融合, 并进行特
征选择, 通过预先训练得到的集成学习病理模型得到自动诊断结果. 最后, 系统综合考虑计算机诊断结
果以及医学知识库的参数数据等先验信息, 得到基于混合判决的诊断结果, 并实时反馈给用户. 实验
表明, 系统可以同时对用户在多个交互通道中产生的交互信息进行实时分析, 并做出优于任一单独交
互通道的疾病诊断结果.
除了语音通道和笔通道, 步态通道和生理计算通道也是人机交互过程中比较重要的通道, 也包含
着大量的与神经系统疾病相关的重要信息. 在后续工作中, 可以尝试将步态、生理计算等更多通道信
息加入到融合的通道中, 从更多角度分析神经系统功能情况, 进而更加准确地诊断用户是否患有神经
系统疾病. 同时, 随着数据量的增大, 可用的训练样本越来越多, 可以考虑使用深度学习模型代替现有
的传统机器学习模型, 并利用其精度高、鲁棒性强等特点, 得到更稳定、更精准的诊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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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modal aided neurological disease diagnosis with synergy of
cloud and client
Yang LI1 , Jin HUANG1 , Feng TIAN1,2* , Dongqi HAN1 , Junjun FAN1 , Hui CHEN1 , Xiaolan PENG1 ,
Guozhong DAI1 & Hongan WANG1,2
1.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stitute of Softwar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mputer Science, Institute of Softwar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tianfeng@iscas.ac.cn
Abstract The dominating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neurological diseases are reﬂected in patients’ daily
behaviors. The aided diagnosis and early warning of neurological diseases will beneﬁt from obtaining and analyzing
related physiological information generated during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Traditional systems for detecting
neurological conditions only analyze a single interaction modal, which may lose important features contained in
other modalities. Based on the above, we propose a multi-modal aided neurological disease diagnosis system
with synergy of cloud and client. First, we propose an automatic disease diagnosis method based on multi-modal
information; users’ physiological information collected from multiple modals is then analyzed and the results are
integrated to improve accuracy and robustness. Second, a framework of cloud-client synergy is proposed that
stores the user’s physiological information from diﬀerent regions and diﬀerent times in the cloud, thus reducing
the geographical restrictions and time constraints of data collection. Third, based on the powerful computing
capacity, the system can make real-time and precise automatic diagnosis by analyzing multi-modal physiological
information produced by users during natural interaction. Finally, the eﬀectiveness of this multi-modal method
for diagnosing aided neurological diseases based on cloud-client synergy is veriﬁed by using a hybrid diagnostic
system of voice and pen.
Keywords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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