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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儿童慢性肾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远程康复支持系统功能的升级和优化，人们面临着
数据量逐渐增多和数据种类日趋复杂的问题。研究依据数据生命周期管理理论，根据目标系统的系统结构和
数据特点，利用 Hadoop 等大数据处理技术，设计了对应的数据生命周期管理模型。该模型可以评估信息系统
中信息的价值，方便系统对数据进行分级存储。通过对数据进行合理的管理，达到增加信息系统可用性、提
高系统存储设备使用效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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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on model of medical data life
cycle management toward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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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10087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upgrading and optimization of functions in remote rehabilitation support system for
pediatric 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 we face with the problem of increasing data volume and diverse
data types. Based on the data life cycle management theory and the system structure and data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rget system, using the big data processing technology such as Hadoop, the
corresponding data life cycle management model is designed in this paper. The model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inform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system and facilitate the system to store the data
hierarchically. Through making the data management more reasonable, the purpose of increasing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use efficiency of the system’s storage equipment
can be achieved.
Key words: other subjects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system science; data life cycle management; mobile
medical system; Had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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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被注入了新的科技活力。在医疗行业中，移动医疗和

智慧医疗正逐渐走向实际应用的舞台。然而，高速发展的互联网带来的信息爆炸式增长，却对传统的数
据存储管理提出了挑战。为改善这种情况，本文基于信息生命周期管理理论和相关大数据技术对医疗平
台的数据管理方法进行改造升级，以建立符合目标系统使用需求的信息生命周期管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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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生命周期是指信息及其元数据从产生到初始存储、分类存储、使用、最后归档或删除的过程。
信息生命周期管理是根据数据的价值，对数据进行分类处理和管理，实现数据的分级存储，最终实现数
据的分级自动化转化。目前，关于信息生命周期的研究和实践有很多。进入 21 世纪后，许多公司都展开
了对该领域的研究，LEGATO 公司提出了信息生命周期管理的概念[1]，StorageTek 公司则提出了数据生
命周期管理的概念[2]。这些企业的加入也使信息生命周期管理的研究速度得到了提升。
本文案例所涉及的移动医疗平台是一款为儿童慢性肾病患者搭建的康复平台，该平台的初衷是协助
儿童患者与医疗人员取得远程联系，协助进行康复指导等相关工作。然而，随着功能的逐渐增加和完善，
原有的数据存储方案过于单一，导致系统的使用性能下降。本文利用信息生命周期管理的理论，结合该
系统自身特点，设计信息生命周期管理模型，旨在提高系统存储空间的使用效率和系统性能。

1

相关概念

1.1

信息生命周期
研究信息生命周期，可以更有效地帮助系统进行信息管理和使用，提高系统信息的使用效率，节约

系统的存储成本。目前，信息生命周期管理并没有广泛认可的流程，但一般认为信息生命周期包括以下
几个部分：信息采集、信息价值评估、信息存储、信息归档/删除。
信息采集是指采集的信息进入到系统内，需要系统进一步处理的过程。信息的来源可以是系统外部
的输入，例如可穿戴设备、互联网，也可以是系统本身产生的运行日志等。这些信息的特点是数据格式
繁杂、数据量大。
信息价值评估是指根据数据的某些特点制定相应的规则来对数据进行评价，以区分出高价值数据和
低价值数据，为下一步信息存储作准备。关于数据价值评估，目前已有许多方法，文献[3]提供了一种基
于数据访问频次的方法，该方法需要的参数较少，在实际系统中实现较为简单。文献[4]提供了另外一种
根据数据内容、商业价值及本身属性进行数据价值评估的综合评估方法。文献[5]提供了一种基于数据块
大小的数据评估方法，该方法根据磁盘的吞吐量和数据块的访问量等因素进行数据价值评估。文献[6]提
供了一种利用机器学习进行价值评估的方法。
信息存储是指系统对信息的存储方法。由于目前硬件技术的发展，除了传统的硬盘驱动器（hard disk
drive，HDD），还出现了速度更快的固态磁盘（solid-state disk，SSD）。不同的硬件设备在性能和价格上
均有不小的差别。因此，为更有效地利用不同存储设备的特点，现今在实际系统中多采用分级存储技术
以减小系统开销、优化系统性能。
当信息的使用价值趋近于零时，信息应当被归档或删除，为新的信息提供存储空间。
信息生命周期管理的流程基本由以上几个流程构成，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对生
命周期进行适当的调整。例如，在文献[7]中，研究者将信息生命周期管理运用在智慧城市的信息系统中，
仅设计了数据获取、数据处理、数据存留三个阶段。因此，灵活利用该理论为系统服务才是最重要的。
1.2

儿童慢性肾病远程康复支持系统
儿童慢性肾病是指由多种病因引起的慢性持久性的肾功能减退，最终会发展到终末期肾病（end stage

renal disease，ESRD）的一种慢性疾病。如果能在疾病早期进行诊断和治疗，可以增加患者康复的几率。
该病是一种慢性肾病，治疗周期长，需要对病人的饮食进行长时间的监控，如果患者与医院的距离很远，
来回奔波也会对患者的家庭和生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而采用远程医疗康复的手段对病人进行康复监
控，可以加强医患间的沟通、减轻病人的就医成本，以解决慢性肾病的治疗监护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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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oop 相关技术
Hadoop 是 Apache 基金会旗下的开源分布式计算平台，该平台为用户提供了分布式计算的相关工具。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进步，Hadoop 也已经逐渐囊括了诸多的大数据子项目，包括 MapReduce、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统（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HDFS）、HBase 等。在 Hadoop 生态圈中，HDFS 是最
基础的。它允许系统以分布式的形式在多台计算机上进行分区并存储超大型文件。另外，Hadoop 提供了
MapReduce 技术，该技术可解决大规模数据处理过程的效率问题。MapReduce 技术将大规模的并行计算
化简成 Map 函数和 Reduce 函数，并且通过将数据划分为分片再进行处理，大大减少了传输数据的网络
开销。开发人员通常只用关注 Map 函数和 Reduce 函数，便可以实现对超大型数据的操作。

2

模型设计

2.1

系统结构
儿童慢性肾病远程康复支持系统现由四类终端和三个子系统构成，分别是医生端 App、病人端 App、

护士端 App、智能水杯，以及后台服务器、病人病情辅助诊断系统、食物识别系统。各部分功能如图 1
所示。

图1
Fig. 1

儿童慢性肾病远程康复支持系统

Remote rehabilitation support system for pediatric CKD

医生端 App：由医生使用。医生可以从后台服务器调取病人的病历、撰写医嘱。并具有与另外两类
App 间的即时通信功能，方便就康复的细节工作进行部署。
病人端 App：考虑到病人的年龄偏小（一般不超过 14 岁），其主要用户是病人的监护人。病人端 App
的功能包括查看病历、查看医嘱、查看自身运动情况和健康数据等。另外，病人还需要每日向后台服务
器传送自己的饮水记录和进食的图片作为医生康复指导的参考数据。病人端 App 还可以与医生端 App、
护士端 App 进行视频通话，直接交流自己的康复情况和康复计划。
护士端 App：由护士使用。护士可以通过该 App 安排医生和病人的预约会诊，也可以填写病人的病
历、管理医患之间的从属关系、预约电话诊疗等。
智能水杯：为监控儿童病人的饮水量，为儿童病人配备专用水杯，通过感应水杯的水量变化监测病
人每日的饮水量。并通过蓝牙通信的方式将数据上传到病人端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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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服务器：存储着儿童慢性肾病远程康复支持系统的大部分数据，包括病人的个人信息、就诊记
录、化验单、病历，也存储着医生、病人、护士的账户信息等内容。另外，后台还存储着其他的数据分
析信息，包括利用病人的多种类、长周期数据生成的分析数据和模拟诊断的相关数据，以及采集的病人
饮食情况的记录信息和食物图片信息等。
病人病情辅助诊断系统：该系统利用数据融合和神经网络技术，通过监测到的病人生理指标对病人
的康复状况进行打分，辅助医生进行诊疗工作。
食物识别系统：由于需要监控病人每日的饮食情况，该系统通过病人上传的饮食图片信息来获取病
人的食物信息，并通过食物识别系统进行辨别。该系统是二期加入的新系统，仍在完善当中。
2.2

系统数据类型
由图 1 可以分析出系统内的数据交互情况。通过了解数据交互情况，可以获知数据种类和数据的拥

有者，从而进行数据生命周期模型的设计。
系统的数据类型如表 1 所示。

表1

儿童慢性肾病远程康复支持系统的数

在该系统中，总共分为 5 种类型的数据，分别为文字数据、
语音数据、图像数据、电子病历及网络数据。文字数据是指系
统中的文字信息，主要是用户的账号、密码等信息。语音数据

据种类分析
Tab. 1 Data type analysis of remote
rehabilitation support system for pediatric CKD
数据类型

数据拥有者

文字数据

医生/护士/病人

App 拍照上传的食物图像等信息。电子病历是一种特殊格式的

语音数据

医生

信息，其中包含病人的就诊记录、化验单数据等信息，这些信

图像数据

病人

息由于构成比较复杂，需要经常在病人和医生端进行查看，因

电子病历

病人

网络数据

系统

是医生撰写语音医嘱所产生的语音信息。图像数据是由病人端

此单独列出。网络数据是指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系统日志，
以及用户之间进行视频通话等产生的视频缓存信息。
2.3

信息生命周期模型
通过分析，了解典型的医疗数据类型。图 2 为儿童慢性肾病远程康复支持系统的信息生命周期管理

流程图。
将信息生命周期管理分为三部分：数据获取、数据价值评估、数据处理。首先，当程序运行后，进
入数据获取阶段，在获取到数据后对数据进行价值评定，依照数据价值的高低对数据进行分别处理，高
价值的数据存储在速度较快的 SSD 上，低价值的数据存储在较慢的硬盘上，不需要的数据直接删除。下
面就各个部分分别进行描述。
2.3.1

数据获取

在数据获取阶段，会优先选择新进入系统的数据。但如果是首次进行数据价值评估，则应当对所有
数据进行扫描，准备进行价值评估。扫描数据的过程中，系统主要获取数据的类型，数据的拥有者、大
小、年龄及访问频次。
数据类型是指表 1 中列出的 5 种类型，对这 5 种数据类型按照优先级进行区分，如表 2 所示。
在整个系统中，将数据按照重要性的高低分为三个级别，从 1～3，数据的重要性依次增高。表 2 中，
将文字数据的优先级设定为 3，这是考虑到文字数据基本上都是用户的个人信息和账户信息等。这些信
息均属于重要信息，因此将其设定为 3. 其次，考虑到语音数据信息仅仅是医生的语音医嘱信息，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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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慢性肾病远程康复支持系统的信息生命周期管理流程图

Flowchart of information life cycle management of remote rehabilitation support system for children CKD

分信息相较于文字数据重要性较低，因此设定为 2.

表2

在本系统中，存在大量的图像信息，这些信息来自
于病人端 App 的食物照片，这部分是用来进行食物
识别的信息，重要性相对于文字数据来说也较弱。
电子病历信息虽然是病人的信息，但电子病历同样

儿童慢性肾病远程康复支持系统的不同数据优先级

Tab. 2

Different data priorities of remote rehabilitation
support system for pediatric CKD

数据类型

数据拥有者

数据优先级

文字数据

医生/护士/病人

3/3/3

语音数据

医生

2

是医生和护士需要经常查看和编辑的文件，因此，

图像数据

病人

2

这部分信息应当存储在更快速的硬件设备上，重要

电子病历

病人

3

性为 3. 对于系统间通信的网络数据，包括系统自身

网络数据

系统

1

的缓存和运行日志，这部分数据对于系统来说重要性并不高，因此重要性设定为 1.
2.3.2

数据价值评估

在数据获取结束后，进行数据价值评估。在数据价值评估的过程中，主要考虑数据的优先级、年龄、
大小和访问频次。数据价值评估的公式如式（1）所示：
⎧V = kVs + (1 − k )Vd，
⎪
⎪V = 1 ⎛ 1 + 1 ⎞ ，
⎪ s 2 ⎜⎝ S A ⎟⎠
⎪
N
( w(t ) × q(t ))
⎪
∑
1
⎪Vd =
，
⎨
N
⎪
⎪ w ( t ) = 1 ，i = 1, 2," , N，
⎪
Ti
⎪
⎪q t = t阶段内数据的使用量 ，
⎪⎩ ( )
数据总使用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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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V 为数据价值；Vs 为数据的静态价值，指与访问频次无关的部分，主要受数据的年龄（以 A 表示，
单位为周）、数据的大小（以 S 表示，单位为 kB）影响；Vd 为数据的动态价值，指与数据访问频次有关
的部分，由于访问频次是主要的影响因子，而且访问频次随时间的推移重要性是有变化的，因此，将这
部分由访问频次决定的数据价值叫做动态价值；Ti 为数据访问发生的时段，当前时段记为 T0，上一访问
时段记为 T1； w ( t ) 为访问频次的权重，越靠近当前时段的访问，其对应的价值权重越高； q ( t ) 为在 t 阶
段内数据的使用量与数据总使用量之比， q ( t ) 越大，说明在该时间段内数据的访问量越高；k 为比例调
整参数，在本模型中令 k=0.5，通过式（1）可以获取到数据的价值 V. 但为突出各个数据的重要性，对 V
进行处理，通过式（2）获得最终的数据价值：

Vfinal = αV ，

（2）

其中，α 为数据的重要性等级。由于式（1）中对 Vs 和 Vd 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因此 V 的值域为[0,1]. 在
2.3.1 节中，对数据重要性按照 1～3 进行了分级，因此按照表 3 对 α 赋值。
通过表 3，数据的最终价值便可以确定。在本案例中，通过调整参数 α，可以有计划地实现将重要数
据存储在快速设备上。
2.3.3

数据处理

经过数据价值评估后，需要针对数据价值的不同进行分类处理。传统数据处理的主要方式有 4 种：
在线存储、近线存储、离线存储、删除。在该模型中考虑到系统未来的用户增量和系统功能的增加
以及云服务器的部署简便性问题，对价值评估后的数据处理简化为 3 类：在线存储、近线存储、离
线存储。
在数据价值评估的过程中，数据的价值经过计算后，数据会根据重要性和其他属性分层，根据数据
价值的高低给出不同的处理方法，如表 4 所示。

3

表3

α 和数据重要性等级对照表

表4

Tab. 3

Comparison table of α and
data importance levels

Tab. 4

不同重要性数据的价值值域和处理方法
Value ranges and processing methods of
different importance data

α

数据重要性等级

数据重要性

α值

价值值域

处理方法

1

1

1

1

[0,2]

离线存储

1.5

2

2

1.5

[0,3]

近线存储

2

3

3

2

[0,4]

在线存储

模型的代码实现
考虑到未来系统的数据量，文中采用 Hadoop 和 Java 语言作为实验工具，实现信息生命周期管理模

型。实验环境如表 5 所示。
表5
Tab. 5

实验环境

Experimental environment

实验设备

操作系统

Hadoop 版本

DELL OPTIPLEX 380（共 3 台）

Ubuntu 16.04

2.8.0

LENOVO IDEAPAD 700（共 1 台）

Windows 10

2.8.0

本文搭建了三台 Ubuntu 的 Hadoop 集群，一个 Namenode，两个 Datanode. Hadoop 的版本选用 Ap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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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版 2.8.0. Windows 电脑用来进行 Hadoop 客户端程序编写。由于篇幅限制，在此不再列出详细配置步
骤。利用 Hadoop 提供的 FileStatus 应用程序界面（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API）和磁盘 trace 信息，
以及 Hadoop fsimage 文件和 editlog 文件，可以得到 HDFS 上文件的名称、数据类型、文件大小、创建日
期和历史访问频率。随后利用 Hadoop 进行客户端编程、数据价值评估和数据存储。由于代码过于冗长，
此处只列出关键的数据价值评估的伪代码，方便读者参考。
实现代码如下。
Class DataValuation{
DataSize;//数据大小
DataAge;//数据年龄
DataType;//数据类型
DataUsage[N];//数据使用情况数组，将数据按照年龄大小划分为 N 等分，DataUsage 记录
每一份的使用情况
Vs=(1/DataSize+1/DataAge)/2;
While(0≤i≤N−1)
Do{
Sum +=(1/N−i+1)*(DataUsage[N])
i++
}
Vd=Sum/N
V=DataType*(0.5*Vs+0.5*Vd)
}
在上述代码中，数据的大小、年龄均可通过 Hadoop 中提供的 API 在 map 阶段获得，数据使用情况
则需要使用 trace 工具获得。数据类型则可以通过数据来源进行判断。

4

结论
本文根据实际的案例，将信息生命周期管理理论应用到移动医疗行业中，并结合系统的未来数据量

大、数据种类多的特点选择使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开发。最后利用 Java 语言在 Hadoop 平台上实现了信息
生命周期管理。
研究对数据的大小、名称、访问频次和数据类型进行了综合判断，采用多因素的数据价值评估方法
对数据实现了价值评估。虽然系统还未在实际环境中使用，但该模型仍可为实际医疗系统的大数据建设
提供参考，为医疗机构管理自身医疗数据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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