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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祝贺您选择全新的 Noxturnal™ 应用软件。Noxturnal 软件是一个现代化的睡眠诊断软件平台，具
备易用性和运作效率。它的主要功能是研究使用 NOX-T3™ 设备记录的记录数据，并帮助您了解
配置记录、下载数据、分析及报告的工作流程。

预期用途
Noxturnal 软件既可用于配置 NOX-T3™ 设备以便开展研究，也可用于 T3 设备研究数据的下载和
存档。
Noxturnal 软件可用于查看和分析生理信号，并将分析结果以报告的形式加以呈现。
Noxturnal 软件不适用于对患者进行任何监控或自动诊断。
预期使用环境有医院、机构、睡眠中心、睡眠诊所或其他测试环境。

适用范围
本手册包含 Noxturnal 软件信息。但不包含记录生理信号所需的 NOX-T3™ 设备及其附件的信
息。

使用警告及注意事项
 NOX-T3 系统尚未被证明可用于持续监控，如果在此过程中操作失败，则可能导致患者受伤
或死亡。标准 IEC60601-1 中详细说明了“持续监控”这一术语。
 NOX-T3 系统仅可作为患者评估中的一个辅助物。它必须与评估临床体征和症状的其他方法
结合使用。
 注意：美国联邦法律规定本设备限医生销售或凭医嘱销售。
 在下载数据前，应将 NOX-T3 设备及其附件从患者身上取下来。
 请在使用前仔细阅读本手册，尤其是标有感叹号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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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描述
Noxturnal 软件可与 NOX-T3™ 设备相互作用。它可以对设备进行配置，也可对来自设备的记录导
航、分析、报告和存档。本部分描述了该应用程序的主要功能和安装说明。

安装 Noxturnal
在安装 Noxturnal 软件之前，您应该查看系统要求，以便运行该应用程序。

Noxturnal 系统要求
下面的表格显示了有效地安装和运行软件所需的最低硬件要求和建议硬件要求。
 使用的计算机必须符合国际标准 EN/IEC 60950“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

台式机最低系统要求
硬件类型

建议

操作系统

带有 Service Pack 3 的 Windows® XP Home 或 Professional 版

处理器

基于 X86 的 Intel 或 AMD

处理器时钟速度
内存
可用硬盘空间

1.7 GHz 或更快
512 MB 或以上
500 MB 或以上

图形分辨率
USB 端口

1024x768 或更高
有

笔记本电脑最低系统要求
硬件类型

建议

操作系统
处理器

带有 Service Pack 3 的 Windows® XP Home 或 Professional 版

处理器时钟速度

1.2 GHz 或更快
512 MB 或以上

内存

基于 X86 的 Intel 或 AMD

可用硬盘空间
图形分辨率

500 MB 或以上

USB 端口

有

1024x768 或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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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式机建议系统要求
硬件类型

建议

操作系统
处理器

Windows 7 或 Windows® Vista（任何版本）

处理器时钟速度

2.0 GHz 或更快

内存
可用硬盘空间
图形分辨率

2 GB 或以上
2GB 或以上

USB 端口

有

基于 X86 的 Intel 或 AMD

1280x1024 或更高

笔记本电脑建议系统要求
硬件类型

建议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或 Windows Vista

处理器
处理器时钟速度

基于 X86 的 Intel 或 AMD
1.5 GHz 或更快

内存
可用硬盘空间
图形分辨率

2 GB 或以上
500 MB 或以上

USB 端口

有

1280x1024 或更高

安装说明
1.

请确保您已登录到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系统。

2.

浏览安装 CD 上一个名叫 Setup.exe 的文件，然后运行它。

3.

系统会弹出一个窗口，要求用户选择安装语言。请选择所需的 Noxturnal 软件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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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下来，屏幕上会打开一个向导，引导用户完成安装。按照说明安装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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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Noxturnal
如要运行 Noxturnal 应用程序，请双击桌面图标或者单击 Windows 开始菜单中的应用程序图
标。如要关闭应用程序，可以点击右上角的 X，也可以点击 文件 菜单，然后选择 退出。
当 Noxturnal 启动时，系统会显示工作区环境；请参看下图。

在 开始页面 工作表上，您可以使用 T3 设备和记录的数据。这个工作表也可以引导您完成您可
以在应用程序中执行的最常见任务，具体如下：
查看现存记录：此选项可以打开记录库。这个记录库存储了一份已下载的或手动添加到记录库
中的所有记录列表。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库”部分。
开始新记录：如要开始新记录，请选择此选项。配置向导将引导您完成配置过程。如需更多信
息，请参阅“开始新记录”部分。
下载并查看记录：如果 T3 设备已连接并且包含一个记录，那么您可以下载并查看记录。如需更
多信息，请参阅“从 T3 设备下载记录”部分。

将 T3 设备连接至 Noxturnal
Noxturnal 可用来配置 T3 设备并下载来自 T3 设备的记录数据。如要使用 T3 设备，您首先应该
使用一根 USB 线缆将它连接至计算机。Noxturnal 自动检测设备并在 开始页面右上方显示与设
备有关的信息。 检测需要 2-4 秒。如果未检测到设备，请点击 扫描设备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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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Noxturnal 检测到已连接的设备时，便会显示与设备有关的下列信息：记录状态、固件版本和
设备名称。
您将在 T3 设备上执行的任务取决于下列设备状态：


空 – 该设备尚未进行配置，并且不包含任何记录。点击开始新记录配置设备，以开始
新记录。请注意，配置设备将删除设备中的任何现有记录。



准备记录 – 该设备已完成配置，但不包含任何记录。此时，您可以断开设备，并开始
记录流程。



准备下载 – 该设备包含一个尚未下载到计算机的记录。点击 下载并查看记录 按钮，将
记录下载到计算机。



下载完成 – 该设备包含一个业已下载并添加到记录库的记录。此时，您可以点击 开始
新记录配置设备以开始另一个记录，也可以点击 下载并查看记录再次下载记录。

当您使用完设备时，请点击 退出设备 链接并从计算机上拔出设备。
 请注意，虽然建议您在将 T3 设备从计算机上拔出之前弹出 T3 设备，但是该
设备可以在未弹出的情况下与计算机断开连接。
 如果设备已连接，但并未在开始页面上显示，则请点击 扫描设备 链接。如
果该操作不起作用，请参阅“故障排除”部分，了解更多信息。

升级 T3 设备软件
如果 T3 设备软件的新版本可用于已连接的设备，Noxturnal 将在设备旁边显示一个气球提示，
以此通知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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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选择忽略此消息，然后继续工作；也可以升级设备软件。但是我们始终建议您升级设备
软件。如要升级，请点击气球，然后按照提供的说明进行操作。
 请注意，首先将 T3 设备与计算机断开，然后重新连接，以进行固件升级，
这一点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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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新记录
如要使 T3 设备做好准备开始新记录，请启动 Noxturnal 应用程序并将设备连接至计算机。
Noxturnal 自动检测设备并在 开始页面 上显示与设备有关的信息。点击 开始页面 上的 开始新记
录 按钮，屏幕上会打开一个向导，引导您完成 T3 设备的配置操作。
在第一个向导页面，您可以指定记录通道。

鼻导管



选中 鼾声 以记录患者的鼾声。



选中 插管 选项以记录鼻气流压力。如果您正在测量 CPAP 压力，请选中 面罩压力。



您可以记录一个或两个 ExG 通道。选中 通道 1 或 通道 2 以记录 ExG 信号，然后使用下
拉列表选择通道类型以记录。点击编辑以创建列表中没有的新通道类型。



选中 血氧仪 选项以记录来自 Bluetooth 脉搏血氧仪的数据。为了能够使用脉搏血氧仪
设备，需要将它与 T3 设备进行配对。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适当的血氧仪序列号。如果您
正在使用的血氧仪不在下拉列表中，请选择一个名为“新蓝牙血氧仪”的条目，之后将会
显示一个对话框，而您可以在该对话框中添加新脉搏血氧仪的序列号。



如要记录来自 EtCO2 设备的数据，请首先确保 EtCO2 选项已被选中，具体操作方式如
下：点击 设备 链接，然后选择 EtCO2 选项。选中 EtCO2 选项，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适当的序列号，如果序列号不可用，则请将新的序列号添加到列表中。



如果您希望能够在 T3 显示屏上查看信号状态，请选中 在设备上显示信号状态复选框。

®

点击 Next 按钮进入下一个页面，您可以在那里预定 T3 设备的记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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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选中 手动开始记录 选项，用户需要手动开始/停止 T3 设备中的记录。具体操作
方式如下：按住 T3 设备上的中间按钮，直至设备显示屏显示记录已开始。



选中 记录开始于选项以预定一个特定的记录时间。在指定的时间，设备将会自行打
开，然后自动开始记录。如果您选择记录多晚的数据，则每次记录将在每晚的同一时
间开始。



如果您希望设备在特定的持续时间后停止记录，则您可以将 持续时间 指定为：7 小
时、8 小时、10 小时 或输入一个自定义持续时间。如果您选择 未指定，那么用户需要
手动停止记录。具体操作方式如下：按住 T3 设备上的中间按钮，直至设备显示屏显示
记录已停止。

点击 下一步按钮以继续进入电池类型选择页面。在这个页面上，您可以选择您的 T3 设备即将
使用的电池类型。借助此类信息，T3 设备可以更准确地估计所使用电池的剩余电量。
点击 下一步按钮以继续进入患者信息页面，您可以在该页面输入患者的详细信息。唯一的必填
项是患者姓名或患者 ID。在输入信息后，您可以点击 完成 按钮以将配置写入 T3 设备。
在您按 Finish 按钮后，T3 设备便配置完毕。如果设备上有任何记录，系统将询问用户是否要清
除这些记录。
最后会显示一个确认页面，以确认 T3 设备已配置完毕。点击 打印接线图说明 按钮，即可将接
线图说明打印出来。一份包含接线图的 PDF 文档已被启动，而用户可以打印这份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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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使用完设备，请选中 断开设备选项。此操作将把设备从计算机上安全地移除，并且您可
以拔出 USB 线缆然后使用设备开始各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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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T3 设备下载记录
如要将 T3 设备中记录的数据下载到计算机，请首先确保 Noxturnal 正在运行，然后将 T3 设备连
接至您的计算机的 USB 端口。
Noxturnal 自动检测设备并在 开始页面 上显示与设备有关的信息。检测需要 2-4 秒。如果未检测
到 T3 设备，请点击 扫描设备 链接。
点击 开始页面 上的 下载并查看记录按钮，Noxturnal 将开始把 T3 设备中的记录下载到计算机。
屏幕上将会显示一个下载进度对话框，在下载时详细介绍进度。首先下载数据，然后运行默认
分析协议，如果已将设备配置为记录音频，则音频下载开始。在下载期间，用户可以随时选择
开始工作，开始使用正在下载的数据。

下载完成后，系统会通知用户，用户便可以开始使用整个记录。
通常，记录会被下载到默认的数据存储位置。您可以在工具选项对话框的自动化选项卡上更改
默认的数据存储位置（工具 –> 选项 –> 自动操作）。下载的记录会自动添加到记录库中，并且
可以随时查看，具体操作方式是：进入记录库，然后打开记录。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库
”部分。
 如果部分下载内容因任何原因而失败，则可能导致不确定的记录结果。这种
情况出现时，用户将会收到警告提示，并且需要确定记录的数据是否完整。
用户可以从设备中再次下载数据。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参阅“故障排除”部
分。
 T3 设备中已下载的记录不会被删除，直至用户配置设备以进行另一个记录。

记录结果页面
在从 T3 设备中下载记录或者打开 Noxturnal 中的现有记录后，屏幕会显示 记录结果 页面。该页
面包含与最常见的分析参数以及记录的信号有关的总览图。在对现有评分作出更改时或者如果
自动分析正在运行，结果页面会自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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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页面命令
结果页面有用于执行下列操作的按钮：


关闭记录：此选项可以关闭活动记录并返回到 开始页面。



记录状态：此选项让用户可以设置记录状态。下载记录的状态总是显示为“新”。如果记
录因任何原因而失败，则可将状态设置为“无效”。如果记录已被诊断，则可将状态设置
为“已标记”。如果记录和评分均已被审查，则可将状态设置为“已审查”。如果记录已被
诊断并认可，则可将状态设置为“完成”。



播放音频：如果记录包含音频，那么用户可以使用 播放音频按钮播放音频。通过按空
格键，也可以播放或暂停音频回放。



查看信号：此选项可以选择第一个可用的信号表，让用户可以浏览记录的信号，查看
自动标记事件并手动编辑作出的标记。



查看报告：当此选项已被选中时，将会显示一份总结了记录结果参数的报告。如果已
记录多晚的数据，用户可以选择查看特定夜晚的报告。通过编辑 工具 -> 选项 -> 自动操
作 -> 报告 首选项，用户可以选择运行哪个报告。



打印报告：此选项让用户可以打印一份总结了记录结果参数的报告。如果已记录多晚
的数据，用户可以选择打印特定夜晚的报告。打印的报告与上面的 查看报告 部分中定
义的报告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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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信息
信息 面板显示了与记录的患者有关的信息。您可以通过选择 编辑链接或者按 Ctrl + I 快捷键，
编辑记录属性和患者信息。

您也可以从应用程序主菜单中选择 文件 -> 记录属性。记录属性 对话框包含数个属性页面，用
于编辑不同方面的记录属性。

睡眠参数
睡眠参数 面板显示了主要的分析参数及其严重程度关系。AHI 代表休息时每小时的呼吸暂停及
低通气指数，而 ODI 是指睡眠时每小时的血氧饱和度减少次数（3-4% 或以上）。严重程度分
为：正常 → 轻度 → 中度 → 重度，符合 AASM 设定的级别。如果已记录多晚的数据，那么这些
参数将显示所有夜晚的平均值。请参阅“分析协议”部分，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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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总览图及参数
信号总览 面板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审查工具，您可以在那里有效地审查并编辑记录结果。这个总
览面板被分为两个部分：右侧的分析参数和左侧的信号总览图。

分析参数显示了与适用于单个晚上的最常见分析参数（例如卧床时间、AHI 等）有关的摘要。
如果已记录多晚的数据，那么每晚的数据均将在其自己的面板内显示。每个参数都根据自身的
严重程度采用从绿色到红色的颜色编码，（正常 → 轻度→ 中度 → 重度）。


估计睡眠效率从 0-100% 不等，其中 0% 代表患者整晚都在动，而 100% 代表没有任何运
动。



卧床时间是指患者在记录期间躺下的时间。当患者躺下的时间超过 6 小时时，便会显
示绿色的颜色编码（正常）。





呼吸使用指数表示。指数是以标准化方式表示分析参数的一种方法。
o

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 (AHI)

o

呼吸暂停指数 (AI)

o

低通气指数 (HI)

o

氧减指数 (ODI) 代表卧床每小时的呼吸相关事件的次数。

o

鼾声指数 (SI) 是指相对于卧床时间而言的鼾声事件总持续时间。

整体信号质量是由下列信号的最低信号质量确定：血氧仪（SpO2 或脉搏）、气流、腹
部或胸部呼吸运动信号。信号质量用 0-100%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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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及标记
用户可以通过 信号总览 面板中的信号及标记图了解整晚的大概情况。




总览图中的信号可以包括：
o

运动

o

体位

o

RIP 相位（腹部和胸部呼吸运动信号之间的相位）

o

血氧饱和度 (SpO2)

o

脉搏

o

音频音量（鼾声）

o

EtCO2（可选项）

o

腿动（可选项）

总览图中显示的标记包括呼吸暂停及低通气、血氧饱和度减少、鼾声事件和伪差。

将鼠标光标放在卧床时间、运动、呼吸暂停和氧减图标上移动，将会显示相关信号或标记的更
多详细信息。

更改分析期
如果记录在患者添加所有传感器之前开始，或者如果患者在记录结束前取下传感器，那么您可
以调整正在分析的时间间隔，具体操作方式如下：将分析开始标记 和分析停止标记 移至
记录范围内的适当位置。所有分析参数均会在这些调整作出时相应地更新。

如要导航到记录，请使用同步标记 。所有信号表（例如呼吸表和脉搏血氧仪表）均会相应地
同步。如果总览图中有一个有趣事件，请在该事件所在的区域上拖动同步标记，然后按 查看信
号 按钮，即可查看原信号。如要排除记录中的无效数据，请在信号表中查找区域的位置，选择
区域，并插入“无效数据”标记。如要排除患者清醒处的数据，请插入“唤醒”标记。“唤醒”标记和
“无效数据”标记的数据都将被排除在报告计算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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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回放
在 Noxturnal 中，回放记录的信号的方法有如下两种：实时或快速回放模式。如要回放记录，您
需要切换到一个信号表（请参阅“信号表”部分）或结果页面。在实时回放期间，音频（如果已
记录）将通过扬声器播放。按空格键在回放开始和关闭之间切换。
如果呼吸音频信号是记录的一部分，则工具栏上的 回放 按钮会改变外观，以表明该音频可用。

无音频回放

有音频回放

设置单位
如要更改单位，请从应用程序主菜单中选择工具 –> 选项。在常规属性页面上，查找 系统单位
下拉列表，然后选择您要编辑的适用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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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信号
信号表
信号表在工作区的选项卡窗口内显示一个或多个信号。Noxturnal 随附预定义的信号表，例如呼
吸表和脉搏血氧仪表。用户可以点击应用程序工具栏上的 添加工作表按钮，添加或创建新的信
号表布局。如要添加或删除信号表中的信号，请将鼠标导航至位于工作区右侧的 信号与数据 任
务窗口。当鼠标光标位于该选项卡上时，信号与数据 任务窗口将会滑出来。该任务窗口便会列
出所有可用信号一览表。信号旁边的复选框可以确定信号是否在信号表内显示。选中/不选这个
方框，以添加或删除信号表中的信号。下列信号可用：


胸部呼吸运动 (RIP)



腹部呼吸运动 (RIP)



呼吸声（音频）



音频音量



用于标记体位和运动的重力（3D 轴、x、y 和 z）



血氧饱和度（来自无线脉搏血氧仪）



脉搏（来自无线脉搏血氧仪）



体积描记图（来自无线脉搏血氧仪）



ExG 1（通用输入通道 1）



ExG 2（通用输入通道 2）



面罩压力或鼻气流压力（取决于设置）



EtCO2（来自无线连接）

此外，导出信号是由 Noxturnal 应用程序生成的。此类信号包括：


RIP 总和：腹部和胸部呼吸运动信号的总和



RIP 相位：腹部和胸部呼吸运动信号之间的相位差（单位：度 (°)）



RIP 流：从 RIP 总和信号中导出的流；显示了 RIP 总和变化率



活动度：从 X、Y 和 Z 重力轴中导出



体位：从 X、Y 和 Z 重力轴中导出。体位将会显示（单位为度 (°)），其中仰卧位为 0°。



流：从鼻气流压力信号中导出



鼾声：从鼻气流压力信号中导出



呼吸速率：从 RIP 总和信号中导出的每分钟呼吸次数



心率：从 ECG 信号（如果已记录）中导出的每分钟心跳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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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信号

您可以使用导航栏快速导航至记录中的任何时间。蓝线表示您在记录中所在的位置。点击
导航栏中的任何位置，以跳转到那个时间。请注意，月亮表示夜间的时间，太阳表示白天
的时间。
时间轴在窗口中显示了记录时间和时间段。右键单击时间轴，即可在窗口中更改时间间
隔；您可以使用鼠标拉伸/压缩时间轴，以在窗口中更改时间间隔。
位于时间轴上的同步标记可用来与其他信号表和视图同步。导航栏右侧的时钟显示了标记
体位的时间。同步标记可以适时拖动和移动。
信号值轴显示了相应标绘信号的名称和数值轴标度。该轴可以使用鼠标进行拉伸/压缩。
如要更改数值轴的属性，请双击轴，随后将出现一个对话框，您可以在该对话框中更改属
性。
窗格内的信号图。信号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调整。用户可以使用鼠标调整信号窗格的大
小或者四处移动信号窗格。如要更改信号的属性，请双击信号，随后将显示一个对话框，
您可以在该对话框中更改信号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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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导航
您也可以通过按下列快捷键来导航和操作信号表：
导航：


右键 = 向前翻半页



左键 = 向后翻半页



Page Down 键 = 向前翻一页



Page Up 键 = 向后翻一页



Home 键 = 记录开始



End 键 = 记录结束



Shift + 右键 = 增加窗口内的时间范围



Shift + 左键 = 减少窗口内的时间范围



Shift + Ctrl + 左键 = 跳转到前一个数据会话



Shift + Ctrl + 右键 = 跳转到下一个数据会话



- 键 = 缩小选择



+ 键 = 放大选择



鼠标滚轮 = 向前/向后滚动



鼠标滚轮 + Ctrl 键 = 向上及向下滚动

激活的信号:


Shift + 向上键 = 增加信号缩放比例



Shift + 向下键 = 减小信号缩放比例



Ctrl + 向上键 = 使信号上移



Ctrl + 向下键 = 使信号下移



Shift + Return = 在新工作表中显示激活的信号



Shift + Delete = 删除工作表中激活的信号



向上键 = 选择上面的信号



向下键 = 选择下面的信号



Ctrl + F = 查找标记



F9 = 自动缩放信号

信号表：


Space 键 = 播放/暂停记录回放



Ctrl + W = 自动缩放信号



Ctrl + A = 排列信号

标记：


Tab = 下一个标记，如果正在搜索，则为下一个搜索结果



Shift + Tab = 前一个标记，如果正在搜索，则为前一个搜素结果



Delete = 删除选定的标记，或者删除重叠选择的标记



Return = 取消选择所有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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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 = 清除所有选择

使用标记
标记可用于找出信号内感兴趣的区域。标记有一个开始和停止时间以及用于对其进行分类的类
型。标记可以通过手动方式添加到信号，也可以通过自动分析进行记录，以标出感兴趣的区
域。用户可以修改或删除标记。

划分标记
如要划分标记，请转至包含信号的工作表；在感兴趣的信号上查找一个区域。 使用您的鼠标
左键，突出显示您想在上面作标记的区域。 按针对该标记的快捷键。如需一份标记快捷键列
表，请转至 编辑 -> 评分快捷键。

划分标记的另一种方法是：和以前一样，使用鼠标左键突出显示您想在上面作标记的区域，但
之后右键点击该区域，然后从列表中选择一个标记。

删除标记
删除现有标记有如下数种方法：


通过左键点击一个标记将其选中，然后按 Delete 键



右键点击一个标记，然后选择 移除标识



使用鼠标选择与您想删除的标记相交的一个区域，然后按 Delete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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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标记
如要将一个标记移动到另一个不同的位置，请通过按住鼠标左键选择该标记，然后将它拖动到
预定位置。用户可以在信号之间拖动标记，也可以拖动到不同时间段。

调整标记的大小
如要调整一个标记的大小，请将鼠标光标移动到标记的左侧或右侧边界上。鼠标光标应该变为
一个指向右侧和左侧的箭头图标。图标变为箭头后，单击左键并将标记拖动到预定的持续时
间。

标记导航
导航记录中作出的标记有如下数种方法：


您可以通过点击信号在已经在信号上做记号的标记之间跳转，按 Tab 键即可立即跳转
到下一个标记。如要立即跳转到前一个标记，请按 Shift + Tab 键。



工作区的右上方有一个搜索文本框，您可以在该搜索文本框内搜索已做记号的任何标
记。点击文本框即可显示已做记号的所有标记类型下拉列表。如要搜索某种类型的标
记，请在列表中点击标记类型。此操作会立即显示这种类型的下一个标记。点击下拉
列表中的导航按钮，以导航标记。



选择 查看 –> 标识总览 调出一个总览窗口，以显示已在记录中做标记的图中的所有标
记。如要导航至一个特定的标记，请在总览图中点击它。

分析协议
分析协议是一组可在记录上运行的分析器，用于在记录的信号范围内检测并标记各种事件。可
用的分析协议（包括默认协议）均列于 分析菜单下。如要在记录上运行分析协议，请从
Analysis 菜单中选择它，然后点击它。
通过从主菜单栏中选择 分析 -> 分析协议 ->新建协议（此操作将打开一个新的分析协议工作表，
而您可以在这个工作表上创建新协议），您可以创建您自己的分析协议，这种协议采用不同的
设置或不同的分析器。协议是指分析器集，分析器的功能是在信号范围内查找感兴趣的区域并
使用标记对这些区域做记号。
通过选择 分析 – 分析协议 -> 新建协议基于 …，也可以创建一个基于现有协议的新协议。

~ 24 ~

Noxturnal 手册

使用评分
评分是指在记录中对标记做记号的标记集。使用评分的操作均位于 数据 菜单下和工作区窗口右
侧的 评分任务窗口内。您可以在使用评分时执行的操作均列于下述部分中。

选择评分
多个评分可以与单个记录相关。所有可用的评分均列于评分面板内。您可以通过点击有效评分
将其选定。

保存评分
您可以通过点击保存评分 链接来保存激活
的评分。系统将提示您为您保存的评分命
名。保存的评分将被添加到评分列表。

清除评分
如果评分已激活，此操作将清除该评分。
如果激活的评分有本地修改，那么系统将
提示您是否要保存您的本地修改。

恢复评分
如果评分有本地、未保存的修改，那么这
些修改可以恢复。这意味着评分将返回到
下载时的状态。

删除选定的评分
通过从评分列表中选择保存的评分，然后
点击 删除选定评分 链接，即可将其删
除。系统将发出一条提示信息，询问是否
确定要删除评分。

编辑评分标签
评分标签是指随附于评分，以供将来使用
的一个标记。例如，您可以将审查的标签
添加到已经审查的评分内。

评分键盘快捷键
快捷键可用来快速地对标记进行评分。如需一份现有键盘评分快捷键列表或者更改快捷键，请
转至编辑-> 评分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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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标记应该仅使用一个键盘字符作为快捷方式，但是 Ctrl、Shift 和 Alt 加一个键盘字符的组
合也是受支持的。

生成报告
报告可用来总结分析的数据。.生成报告的方式有如下两种：
1.

点击起始页上的 查看报告按钮。此操作将创建默认报告。

2.

点击报告 菜单，从可用报告列表中选择一个报告。

报告在一个新工作表中显示，而该工作表被添加到工作区。报告结果是固定的，并且不会在记
录的分析变化时进行更新。如果对分析作出更改，则可以生成另一个报告。Noxturnal 中的报告
可以进行自定义。如要创建一个自定义报告，请选择 报告 菜单，然后选择 报告模板 -> 新建模
板。
您可以根据需要将许多报告添加到工作区。

输出报告
如要输出报告，请在工作区窗口内选择相关的报告选项卡。当您已选中报告时，请点击 文件 ->
输出工作表..此操作将打开一个新窗口，以指定文件格式和文件名称。完成操作时，请点击
Save 按钮，报告将以您指定的文件格式保存到磁盘上。可用的格式包括：


PDF（默认）





Excel
Html
富文本

标准报告
Noxturnal 有数种备用报告（与软件一同安装），例如：
1.

呼吸报告：显示呼吸事件摘要；请参阅“呼吸报告”部分。

2.

PLM 报告：显示手动或自动记录腿动 (LM) 和周期性腿动 (PLM) 的摘要。

3.

儿科报告：显示儿科呼吸事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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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报告：
呼吸报告包含睡眠呼吸紊乱参数（例如呼吸暂停及低通气指数 (AHI)）摘要。该摘要将事件分为
两个期间进行详细讲解：卧床期间和仰卧位期间。

打印报告
报告生成后，您便可以打印该报告。如要打印报告，请选择 报告 以在工作区选项卡中进行打
印。点击报告工具栏上的 打印按钮，将报告从打印机中打印出来。系统将打开一个窗口，您可
以在这个窗口上更改打印选项。当设置调整完毕时，请点击打印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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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库
记录库显示并管理已从 T3 设备中下载的所有记录。在 Noxturnal 中打开或下载记录时，它们会
自动添加到记录库中。
如要打开记录，请从记录库列表中将其选中，然后双击列表项目或者单击信息窗格中的 打开报
告 按钮。

将记录存档
记录库中的记录可以存档到不同的位置或者存档到永久存储器中。如要将记录存档，请在记录
库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记录，然后点击记录信息面板上的 存档记录按钮。屏幕上将会显示一个对
话框，引导用户完成存档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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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本部分提供对 NOX-T3 系统进行故障排除的信息。如果在完成这些步骤后系统无法正常运行，
并且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技术支持。

安装 Noxturnal 时出现的问题




在安装 Noxturnal 应用程序时，用户需要登录具有管理员权限的计算机。这一要求的原
因在于一些文件需要复制到共享位置。如果您没有访问管理员账户的权限，请联系计
算机管理员，获取协助。
如果安装 Noxturnal 应用程序失败，请卸载以前的版本，然后重新安装应用程序。

与 T3 设备通讯时出现的问题
如果您在连接 T3 设备以及与 T3 设备进行通讯时存有问题，请检查是否存在以下问题：


USB 线缆连接：确保 USB 线缆牢固地连接至 T3 设备，并确保 USB 线缆牢固地连接至计
算机的 USB 端口。



USB 端口未提供足够的功率：尝试将 USB 线缆连接至计算机的另一个端口，最好是外
部供电的 USB 集线器。



USB 线缆故障：尝试使用另一根不同的 USB 线缆进行连接。



计算机上的 USB 驱动程序问题：当 T3 设备与计算机相连时，它充当一个标准的 USB 大
容量存储设备。检查计算机上的其他 USB 设备是否正在工作。如果没有，则这是一个
操作系统问题，您应该查阅操作系统手册获取帮助，以了解对 USB 设备进行故障排除
的信息。

如果上述操作未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设备上的文件系统可能损坏。例如，如果未采用正确的方
式将 T3 设备从计算机上弹出，文件系统便可能损坏。出现这一问题的症状包括：


Noxturnal 无法识别设备



在连接设备时出现操作系统错误



配置设备时出现的问题



从设备下载记录时出现的问题

如果 T3 设备上有任何记录，那么您应该尝试以下操作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将 T3 设备连接至计算机。

2.

当 T3 设备连接至计算机时，它便作为操作系统的一个标准存储磁盘。查找操作系统内
的磁盘，运行操作系统命令，扫描并修复错误。请参阅操作系统帮助，了解执行此任
务的方法（在 Windows 帮助中搜索“chkdsk”）

如果上面的方法不起作用，请尝试将 T3 设备重置到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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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 T3 设备连接至计算机

2.

点击 T3 设备上的前进按钮。您应该在设备显示屏上看到以下信息：

3.

如要对设备进行格式化并将设备重置到出厂设置，请按住 T3 设备上的中间按钮几秒
钟，然后按照设备显示屏上显示的说明进行操作。

设备重置到出厂设置将会清除设备上的所有记录，并且如果此类记录尚未下载，
则它们将会丢失。

查看记录结果时出现的问题


如果计算机上未设置打印机，则报告可能为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请安装任何打印
机驱动程序，然后将该打印机设为您的默认打印机。将使用默认打印机的页面尺寸呈
交报告。



如果记录参数始终显示为零（AHI、鼾声指数、ODI 等），这通常表示自动分析尚未成
功执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请尝试以下操作：
o

选择 分析 → 分析协议 → 管理协议 并删除 Respiratory RIP Flow 和
Respiratory Cannula Flow。重新启动应用程序。此操作将把分析协议重置
到安装时的默认值。运行这些协议中的任意一个，以确定问题是否解决。

o

选择 编辑 → 配置→ 信号类型& 群。从显示的对话框中，删除所有信号
组。关闭 Noxturnal 并将它再次打开。此操作将把所有信号组重置到安装时
的默认值。运行这些默认协议中的任意一个，以确定问题是否解决。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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