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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连续测量血压的技术，其基

于脉搏传导时间并且其不需要任何额外的校准。

该技术(此处被称为‘复合方法’)利用体佩式监

视器来执行，其测量血压和其它生命体征，并且

将它们无线地传输到远距离监视器。典型地放置

在患者右臂和胸部上的体佩式传感器网络与体

佩式监视器连接，并且测量时间依赖性ECG、PPG、

加速计、以及压力波形。一次性使用传感器可以

包括袖带，所述袖带特征为与压力传感器耦合的

可膨胀气囊、三个或者更多电传感器(例如，电

极)、三个或者更多加速计、温度传感器、以及附

着到患者拇指上的光传感器(例如，光源和光电

二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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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从患者测量血压值的系统，包括：

(a)第一传感器，其被配置为生成第一时间依赖性波形，所述第一时间依赖性波形代表

所述患者心脏的一个或多个收缩属性；

(b)第二传感器，其被配置为生成第二时间依赖性波形，所述第二时间依赖性波形代表

所述患者心脏的一个或多个收缩属性；

(c)第三传感器，其包括被配置为连接至所述患者手臂的可充气袖带、被配置为使所述

可充气袖带膨胀和缩小的气动系统、压力传感器、模数转换器、第一微处理器、第一串行收

发器以及电池，所述第三传感器被配置为生成第三时间依赖性波形，所述第三时间依赖性

波形代表在所述袖带膨胀过程中由所述压力传感器测量的压力，其中心跳所诱导的脉搏通

过所测量的血压变化在所述第三时间依赖性波形中表示；以及

(d)处理部件，其被配置为佩戴在所述患者身体上，并且包括第二微处理器和第二串行

收发器，所述处理部件被编程为：

(i)通过佩戴在所述患者身体上的线缆与包含在所述第一传感器中的第三微处理器以

及第三串行收发器通信，以接收所述第一时间依赖性波形的数字化版本；

(ii)与包含在所述第三传感器中的所述第一微处理器和第一串行收发器通信，以接收

所述第三时间依赖性波形的数字化版本；

(iii)使用所述第一和第二时间依赖性波形的数字化版本中时间依赖性特征之间的时

间差来计算脉搏传导时间(PTT)；

(iv)接收所述第三时间依赖性波形并从所述第三时间依赖性波形计算心脏收缩index

(SYSindex)、心脏舒张index(DIAindex)、平均动脉压index(MAPindex)校准值以及脉搏传导时间关

于平均动脉压的患者特异性斜率值(m)，所述校准值从所述第三时间依赖性波形的数字化

版本确定；以及

(v)根据以下等式计算收缩率和舒张率(RSYS和RDIA)：

RSYS＝SYSINDEX/MAPINDEX

RDIA＝DIAINDEX/MAPINDEX；以及

从所述脉搏传导时间、所述校准值、所述收缩率和舒张率以及所述患者特异性斜率值

计算连续的收缩、舒张和平均动脉血压，

其中，用于计算所述连续的收缩、舒张和平均动脉血压的所述脉搏传导时间是在10秒

至120秒的时段中确定的一组脉搏传导时间的移动平均，

其中PTT与MAP之间的关系由以下等式或者其数学推导来限定：

MAPfemoral＝(mfemoral×PTT)－(mfemoral×PTTINDEX)+MAPINDEX

其中MAPfemoral代表患者股动脉中的血压，PTT代表根据第一波形和第二波形所测量的脉

搏传导时间，PTTINDEX代表PTT之前或者压力依赖性指标测量之前所确定的脉搏传导时间，

mfemoral代表表示MAPfemoral和PTT之间关系的数学斜率，以及MAPINDEX代表根据时间依赖性压

力波形所确定的平均动脉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第一传感器是ECG传感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第一时间依赖性波形是ECG波形。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第二传感器是光学传感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第二时间依赖性波形是PPG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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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光学传感器被配置为围绕所述患者的手指佩

戴。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光学传感器被配置为围绕所述患者的拇指佩

戴。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第一和第二时间依赖性波形的数字化版本中

时间依赖性特征之间的时间差是分离所述ECG波形中的QRS复合波和所述PPG波形中的开始

点的时间。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第二传感器包括在红色光谱范围中操作的第

一LED以及在红外线光谱范围中操作的第二LED。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第二传感器被配置为使用来自在红色光谱范

围中操作的第一LED的辐射生成第一PPG波形，以及使用来自在红外线光谱范围中操作的第

二LED的辐射生成第二PPG波形。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处理部件被进一步配置为从所述第一和第

二PPG波形计算SpO2值。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线缆包括不超过5条导线。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线缆以连接器终止，并且所述处理部件包括

输入端口，所述输入端口包括一组导线，所述输入端口被配置为将所述导线匹配在所述线

缆中，所述输入端口被配置为使得所述连接器能够被插入其中和从其中拆卸。

1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第三传感器被配置为佩戴在所述患者的臂围

附近。

1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处理部件被配置在所述患者的手腕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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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测量连续无创血压(cNIBP)的体佩式系统

[0001] 本申请为国际申请号为PCT/US2010/062564，国际申请日为2010年12月30日，发明

名称为“用于测量连续无创血压(cNIBP)的体佩式系统”的PCT申请于2012年8月1日进入中

国国家阶段后申请号为201080062296.X的中国国家阶段专利申请的分案申请。

[0002]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3] 本申请要求2009年12月30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No.12/650,354，2009年12月30

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No.12/650,370，2009年12月30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No.12/650,

374，2009年12月30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No.12/650,383，2009年12月30日提交的美国专

利申请No.12/650,389，以及2009年12月30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No.12/650,392的优先

权，其中的每一个都以包括所有表格、附图和权利要求的其整体形式通过引用并入于此。

[0004] 发明背景

[0005] 脉搏传导时间(PTT)，定义为用于由患者的动脉系统中的心跳所发起(launch)的

压力脉搏的传导时间，其已经在使收缩压和舒张压两者相互关联的大量研究中示出。在这

些研究中，PTT典型地利用传统的生命体征监视器来测量，所述生命体征监视器包括确定心

电图(EGG波形)和脉搏式血氧定量法(SpO2)的单独模块。在PTT测量过程中，多个电极典型

地附着到患者的胸部，以确定由被称为“QRS复合波的明显尖状物(sharp  spike)”为特征的

EGG波形中时间依赖性成分。QRS复合波指示心脏内部心室的最初除极，以及非正式地使得

接下来的心跳和压力脉搏开始。SpO2典型地利用附着到患者手指上的绑带或者衣夹形状的

传感器来测量，并且包括在红色和红外线光谱区域工作的光学系统。光电探测器测量由光

学系统所发射的辐射，其通过患者的手指传输。其它的身体部位(例如，耳朵、前额和鼻子)

也可以用来代替手指。在测量过程中，微处理器分析由光电探测器所测量的红色和红外线

辐射，以确定与被称为光体积描记器(‘PPG波形’)的不同波长相对应的时间依赖性波形。根

据这些波形计算SpO2值。PPG波形时间依赖性特性指示由传播压力脉搏所引起的(例如，手

指中的)下面的动脉中的脉搏速率和体积吸收率的改变。

[0006] 典型的PTT测量分离QRS复合波上最大点(指示心室除极的最高点)和PPG波形的一

部分(指示压力脉搏到来)的时间。PTT主要取决于动脉顺应性、压力脉搏的传播距离(其由

患者的手臂长度接近地近似)、以及血压。为了考虑患者特异性属性，例如，动脉顺应性，基

于PTT的血压测量典型地通过使用传统的血压表袖带来“校准”。典型地，在校准过程中，血

压表袖带施加到患者上，其用来进行一次或者多次血压测量，并且然后去除。继续进行，使

用校准算法，连同PTT改变一起来确定患者的血压和血压变化率。PTT典型地与血压反比相

关，即，PTT降低指示血压增加。

[0007] 大量发行的美国专利描述了PTT和血压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专利5,316,008；5,

857,975；5,865,755；以及5,649,543的每一个描述了包括测量ECG和PPG波形的传统传感器

的设备，所述ECG和PPG波形然后被处理以确定PTT。

[0008] 发明概述

[000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PTT的血压连续测量(cNIBP)的技术，其特征为在传统PTT

测量方面的大量改进。此处被称为‘复合方法’，本发明使用体佩式监视器，其测量cNIBP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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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生命体征，并且将它们无线传输到远距离监视器，例如，平板电脑、护士站的工作站、个

人数字助理(PDA)、或者蜂窝电话。体佩式监视器特征为腕戴式收发器，其接收和处理由体

佩式传感器的网络所生成的信号。在测量过程中，这些传感器典型地被放置在患者的手臂

和胸部上并且测量时间依赖性ECG、PPG、压力以及加速计波形。在网络内部的传感器典型地

包括具有可充气气囊的袖带、至少三个电传感器(例如，ECG电极)、三个加速计、以及典型地

带在患者拇指周围的光学传感器(例如，光源和光电二极管)。它们测量根据复合方法处理

的信号以确定血压，并且利用其它算法来确定生命体征，例如，SpO2、呼吸速率、心率、温度、

和动作相关的属性(例如，动作、活动级别和姿态)。体佩式监视器然后将该信息(典型地通

过使用双向无线协议，例如，802.15.4或者802.11)无线传输到远距离监视器。监视器显示

生命体征和时间依赖性波形。监视器和腕戴式收发器两者均可以附加地包括条形码扫描

器、触屏显示器、照相机、声音和扬声器系统、以及利用局域网(例如，802.11或者‘WiFi’网

络)和广域网(例如，Sprint网络)工作来传输和显示信息的无线系统。

[0010] 复合方法包括压力依赖性和无压力的测量。其基于以下发现：PTT和用来确定其的

PPG波形由所施加的压力来强烈地调制。在压力依赖性测量过程中，此处也称为‘指标测

量’，当压力逐渐增加到患者的收缩压时，两个事件发生：1)一旦所施加的压力超过舒张压，

PTT增加，典型地以非线性方式；以及2)当所施加的压力接近收缩压时，PPG的振幅大小系统

地减小，典型地以线性方式。所施加的压力逐渐减小患者手臂中的血流量以及由此引起的

血压，并且因此在PTT中诱导与压力变化有关的增加。在所施加压力期间测量的所产生的

PTT/血压读数对中的每一个可以被用作校准点。而且，当所施加的压力等于收缩血压时，

PPG波形的振幅完全被消除，并且PTT不再是可测量的。共同分析合适范围上的PTT和PPG波

形的振幅，连同使用从传统示波测量法借用的技术的压力波形一起，产生患者的心脏收缩

(SYS)、心脏舒张(DIA)和平均(MAP)动脉压、以及与PTT和MAP有关的患者特异性斜率。根据

这些参数，患者的cNIBP可以被确定，而不需要使用传统的袖带。

[0011] 若干个算法特征的结合与cNIBP的传统PTT测量相比，改进了复合方法的有效性。

例如，精密的、实时数字滤波从PPG波形去除了高频噪声，从而允许其开始点被准确地探测。

当与ECG波形一起处理时，这确保了准确的PTT和最终的cNIBP值的测量。压力依赖性指标方

法(其在臂戴式袖带膨胀过程中形成)产生在短的(～60秒)测量过程中与PTT和血压相关的

多个数据点。这些数据点的处理产生将PTT与cNIBP相关的准确的患者特异性斜率。多个加

速计的包含产生各种信号，其可以确定如手臂高度、动作、活动级别、以及姿态的特征，所述

姿态可以进一步地被处理以改进cNIBP计算的准确性以及附加地允许其在存在运动伪影下

被执行。并且基于股动脉血压的模型(其更多的代表患者的中心压力)可以减少影响，例如

‘脉搏压力放大’，其可以提高患者骨端处所测量的血压。

[0012] 复合方法还包括‘中间的’压力依赖性测量，其中，袖带被部分地膨胀。这以时间依

赖性方式部分地减小了PPG波形的振幅。振幅的压力依赖性减小可以然后‘适合’于利用数

值函数来估计振幅完全消失处(其指示收缩压)的压力。

[0013] 对于压力依赖性测量，附着到袖带的小的气动系统使气囊膨胀，以根据压力波形

将压力施加到下面的动脉。袖带典型地位于患者的上臂上，其最接近于肱动脉，并且时间依

赖性压力通过在充气系统内部的内部压力传感器(例如，直插式惠斯通电桥或者应变仪)来

测量。压力波形在膨胀过程中逐渐地以主要是线性的方式增加，并且然后在放气过程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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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泄放阀(bleeder  valve)’慢慢地迅速地放气。在膨胀过程中，当所施加的压力接近DIA

时，与患者心跳对应的机械脉动耦合到气囊中。机械脉动调制压力波形，以使得其包括一系

列时间依赖性振动。振动可以与利用使用示波测量法的自动化血压袖带来测量的振动相

似，仅仅是它们在膨胀过程中而不是放气过程中来测量。它们被如以下所述进行处理，以确

定‘处理的压力波形’，根据所述处理的压力波形直接确定MAP，并且间接确定SYS和DIA。

[0014] 在膨胀时执行的压力依赖性测量比放气时执行的相似测量具有若干优点，它们是

惯例。例如，与放气时进行的测量相比较，基于膨胀的测量比较快并且是令人舒服的。使用

基于放气的示波测量法的大多数传统的基于袖带的系统所花的时间大体上为复合方法的

压力依赖性测量的4倍。基于膨胀的测量可能是因为复合方法相对较低的膨胀速度(典型地

5-10mmHg/秒)以及在体佩式监视器内部使用的压力传感器的高敏感性。而且，一旦计算出

心脏的收缩血压，在膨胀过程中进行的测量可以立即被终止。相反，在放气过程中传统的基

于袖带的测量典型地施加远超过患者收缩血压的压力；袖带内部的压力然后慢慢地排出到

DIA以下，从而完成测量。

[0015] 无压力的测量立即接着压力依赖性测量，并且典型地通过利用在压力依赖性测量

中使用的相同的光学和电子传感器来确定PTT而进行。特定地，体佩式监视器处理PTT和PPG

波形的其它属性，连同患者特异性斜率以及在压力依赖性测量过程中进行的SYS、DIA、和

MAP的测量，以确定cNIBP。

[0016] 除了血压之外，体佩式监视器测量心率(HR)、SpO2、以及根据ECG、PPG和加速计波

形的成分的呼吸速率。体佩式监视器测量温度。这些测量连同被用来处理加速计波形而确

定运动、姿态和活动级别的测量一起，使用以下所述的算法来进行。

[0017] 在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体佩式监视器，其在以下被详细描述，其根据复合算法

测量来自流动患者的cNIBP。体佩式监视器特征为：(1)压力输送和传感器系统，其向患者手

臂施加可变压力并且，作为响应，测量时间依赖性压力波形；(2)第一传感器(例如，光学传

感器)，其生成代表患者体内血流的第一时间依赖性波形；以及(3)第二传感器(例如，ECG电

路和电极)，其生成代表患者心脏收缩属性的第二时间依赖性波形。处理部件接收来自这些

传感器的信息，并且处理它，以：(1)确定第一波形和第二波形的特征之间的PTT；(2)确定患

者的中心区域(例如，股动脉)中PTT和血压之间的数学关系；以及iii)分析PTT和数学关系，

以生成指示患者的中心区域的血压。处理部件典型地位于腕戴式收发器中。

[0018] 在实施方案中，在体佩式监视器内部的ECG电路的特征为：单个电路(例如，ASIC)，

其收集来自一连串的体佩式电极的电信号并且将这些电信号转换成数字ECG波形。这种电

路典型地直接戴在患者的胸部上，并且通过数字串行接口(例如，基于‘控制区域网’，或者

‘CAN’系统的接口)与腕戴式收发器连接。光学传感器典型地包括用于测量与cNIBP和SpO2

相关的信号的光学装置，并且典型地特征为类环形的波形因素，其舒适地缠绕在患者拇指

的根部。所有的这些系统在以下被详细描述。

[0019] 在实施方案中，第一传感器和第二传感器的特征为：用于测量光、压力、声音、和电

阻抗信号的变换器，以及用于测量ECG波形的电子部件。通常，PTT可以根据这些信号的不同

组合(例如，由变换器所测量的任何两个信号之间，或者ECG波形和由变换器所测量的第二

信号之间)来确定。在优选的实施方案中，第一传感器测量PPG波形，第二传感器测量ECG波

形，以及处理部件根据ECG波形和PPG波形的开始点中的QRS复合波来确定PTT。当压力被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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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确定其与患者股动脉中MAP的关系时，处理部件然后分析所测量的PTT。在实施方案中，

该关系的特征在于，以下等式或者其数学推导：

[0020] MAPfemoral＝(mfemoral×PTT)－(mfemoral×PTTINDEX)+MAPINDEX

[0021] 其中，MAPfemoral代表患者股动脉中的血压，PTT代表根据第一波形和第二波形所测

量的脉搏传导时间，PTTINDEX代表PTT之前(以及典型地在压力依赖性指标测量之前)所确定

的脉搏传导时间，mfemoral代表表示MAPfemoral和PTT之间关系的数学斜率，以及MAPINDEX代表根

据时间依赖性压力波形所确定的平均动脉压。在以上等式中，mfemoral典型地通过共同地处

理第一、第二、和压力波形来确定，例如，在时间依赖性压力施加到患者的手臂上时，其可以

通过处理所测量的一组PTT值来确定，并且然后使组与线性等式拟合，从而估计患者特异性

的PTT和MAP之间的关系。在压力依赖性指标测量过程中所确定的该关系形成了后来进行的

无袖带的基于PTT的cNIBP测量的‘校准’的一部分。在指标测量过程中所确定的其它校准参

数是SYS、DIA以及这些参数和MAP之间的关系。这些值直接根据压力波形来确定，其典型地

在膨胀过程中通过使用从示波测量法所得出的技术来测量。在实施方案中，在指标测量过

程中，典型地利用基于算法的软件实现的数字滤波器处理基于时间变化的压力波形，以确

定‘处理的压力波形’。数字滤波器例如可以是2-阶滤波器，其特征为：数字带宽滤波器，接

着是数字低通滤波器。根据处理的压力波形，可以确定SYS、DIA、以及MAP。

[0022] 在其它的实施方案中，SYS、DIA和MAP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患者的HR，其典型地根据

ECG或者PPG波形来确定。在又一个其它实施方案中，例如根据临床研究中的一批患者，PTT

和MAP之间的关系是预先不可调节的并且被确定。在实际测量过程中，当患者特异性关系不

能被准确确定时，(例如，由于通过与运动相关的噪声所破坏的PPG或者ECG波形)，这种关系

典型地被用作缺省实例。典型地，在患者的股动脉中的PTT和MAP之间的关系是在0.5mmHg/

ms和1.5mmHg/ms之间。

[0023] 在另一方面，患者特异性指标测量包含在患者手臂中的‘有效的MAP’，其随着由压

力传输系统所施加的压力变化。有效的MAP是在指标测量时膨胀过程中所测量的MAP和由特

征为可充气囊的臂戴式袖带所引起的压力诱导的血压改变之间的差值。在实施方案中，压

力诱导的血压改变通过以下等式或者其数学推导来限定：

[0024] ΔMAP(P)＝F×(Papplied-DIAINDEX)

[0025] 其中，ΔMAP(P)是压力诱导的血压改变，Papplied是在膨胀过程中由压力传输系统

所施加的压力，DIAINDEX是在指标测量过程中根据处理的压力波形所确定的舒张压，以及F是

数学常数。

[0026] 在实施方案中，指标测量每4小时或者更长时间执行一次，并且基于PTT的cNIBP测

量每1秒或者更短时间执行一次。典型地，PTT值根据典型地在10秒至120秒中变化的时段上

所收集的一组值来求平均。平均典型地是‘移动平均’，以使得在平均时段上所确定的新值

可以相对频繁地(例如，每秒)来显示。

[0027] 在另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监视患者的血压值的方法，其特征为：如上所

述根据PPG和ECG波形来确定PTT值。此外，HR通过分析ECG波形中的QRS复合波来确定。在测

量过程中，处理部件确定HR(或者根据其所计算的参数)和PTT(或者根据其所计算的参数)

之间的数学关系。在时间上的稍后一点，处理部件使用数学关系和HR的当前值来估计PTT以

及，最终，基于血压的值。例如，当与运动相关的噪声破坏PPG波形(其对运动比较敏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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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破坏ECG波形(其相对地不受运动影响)时，该方法可以被利用。

[0028] 在实施方案中，方法测量第一组HR值和第二组PTT值，并且然后处理第一组和第二

组以确定它们之间的数学关系。第一组和第二组典型地在测量用来估计PTT的HR之前被测

量，并且典型地在5秒至60秒之间的范围变化的时段上被收集。在时段上所收集的成对的

HR/PTT值然后被分析，典型地通过使用线性回归算法来拟合，以确定将HR与PTT相关的数学

关系。可选地，非线性拟合算法(例如，Levenburg-Marquardt算法)可以用来确定HR与PTT之

间的非线性关系。非线性关系可以特征在于，例如，二次或者三次多项式，或者指数函数。

[0029] 如上所述，当患者的运动使其很难或者不可能根据PPG波形来准确计算PTT时，算

法典型地被执行。当对PPG波形中的脉冲的分析指示PPT不能被测量时，算法可以开始。可选

地，当对至少一个‘运动波形’(例如，根据来自加速计的一个或者多个信号所生成的加速计

波形)的分析指示PPG波形可能被运动破坏时，算法开始。对运动波形的分析可以包括将其

一部分与预定阈值进行比较，或者利用数学模型对其分析，以确定是否可以计算准确的

PTT。

[0030] 在相关的方面，本发明提供另一种算法，其允许基于PTT的cNIBP在存在运动时被

确定。在该实例中，与根据使用数学模型的HR估计PTT不同，通过对同时利用两个独立的光

源所测量的独立PPG波形进行分析，算法‘重建’PPG波形中的运动破坏的脉冲。脉搏血氧传

感器(例如，其包括在以下详细描述的体佩式监视器中)包括在红色光谱范围(在590和

700nm之间，以及优选地大约600nm)中操作的第一光源，以及红外线光谱范围(在800和

1000nm之间，以及优选地大约905nm)中操作的第一光源，并且因此可以用于该目的。

[0031] 该算法特征为：1)共同地处理特有的PPG波形以生成处理的信号；2)利用数字滤波

器来处理处理的信号以生成滤波信号；3)分析滤波信号以确定与血压相关的特征；以及4)

分析与血压相关的特征以确定血压值。在实施方案中，处理部件被编程以通过从一个信号

中减去另一个来共同地处理第一信号和第二信号，或者将一个信号除以另一个，以生成处

理的信号。该信号典型地利用数字带宽滤波器来滤波，典型地特征在于0.01→5.0Hz之间的

通频带，以生成滤波信号。滤波信号典型地相对来说没有运动假缺陷，并且产生可以与ECG 

QRS复合波结合来确定PTT以及然后确定cNIBP的开始点。如上所述，该算法可以通过处理指

示患者移动的加速计波形或者通过处理PPG波形来确定它们在任何方面被破坏而来启动。

在其它实施方案中，算法中的步骤可以被重新安排以使得被破坏的PPG波形首先利用数字

带宽滤波器来滤波，以及然后这些过滤波彼此相减或者彼此相除，以及然后被处理去确定

开始点。

[0032] 在另一方面，以上所述的体佩式监视器的光学传感器特征为：包括至少两个像素

元件的探测器，每个像素元件被配置成生成特有的信号。在监视器内部的处理部件被配置

成：(1)分析由第一像素元件所生成的信号；(2)分析由第二像素元件所生成的信号；(3)分

析指示运动(例如，加速计波形)的信号；(4)基于对运动信号的分析，从特征为比较低程度

的运动破坏的像素元件中的至少一个选择信号；以及(5)分析所选择的信号来确定生命体

征值，例如cNIBP。

[0033] 在实施方案中，多像素探测器的特征为至少3×3阵列的像素，每个含有光电探测

器。在该实例中，光学传感器集成有被配置成从多像素探测器中去多元信号的电路。在体佩

式监视器中的处理器可以被编程来分析运动信号和来自每个像素元件的信号，从而确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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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运动信号进行最小破坏的信号，其指示：信号特征在于相对低程度的运动破坏。例如相

互关系可以通过现有技术中已知的标准算法来确定，例如，确定两个序列数据点之间交叉

相关的算法。这些算法可以产生高斯类型的波形，而波形的振幅随着相互关系增加。波形可

以然后与一系列度量进行比较，以确定指示相关程度的最优数字值。可选地，处理器被编程

以分析运动信号，从而确定患者移动相对低时的测量时段，以及然后测量来自每个像素元

件的信号。在两个实例中，来自每个像素元件的信号代表PPG波形，其特征为脉冲序列，每个

脉冲的特征在于开始点。当与ECG  QRS复合波相结合时，该波形可以产生如上所述的PTT。在

实施方案中，多像素探测器被包括在以下详细描述的拇指戴式传感器。可选地，其被并入被

配置成戴在患者的前额上的柔性贴片上。在该实例中，柔性贴片与体佩式收发器连接，其在

形式和功能方面与腕戴式收发器相似。

[0034] 附图简述

[0035] 图1A和图1B分别示出了指示复合方法的压力依赖性和无压力的测量的示意图；

[0036] 图2A和图2B分别示出了被测量作为压力函数的PTT和PPG波形的振幅的图；

[0037] 图3A示出了被测量作为‘有效的’平均动脉血压(MAP*(P))函数的PTT的图，所述平

均动脉血压通过使用复合方法的压力依赖性测量来确定；

[0038] 图3B示出了被测量作为平均动脉血压(MAP)函数的PTT的图，所述平均动脉血压通

过使用现有技术中的传统血压测量来确定；

[0039] 图4A示出了对于单个患者被测量作为MAP*(P)(在膨胀过程中通过使用复合方法

的压力依赖性测量来测量)和MAP(对于两个独立的血压值，通过使用示波测量法来测量)的

函数的PTT的图；

[0040] 图4B示出了对于单个患者被测量作为MAP*(P)(在放气过程中通过使用复合方法

的压力依赖性测量来测量)和MAP(对于两个独立的血压值来测量)的函数的PTT的图；

[0041] 图5A和图5B分别示出了在膨胀和放气过程中所测量的时间依赖性压力波形，以及

在利用数字带通滤波器滤波后的相同波形；

[0042] 图6示出了与取自5B中图的膨胀部分的心跳诱导脉搏对应并且被绘制为应用到患

者的肱动脉的压力函数的振幅图；

[0043] 图7A示出了时间依赖性ECG和PPG波形与用来确定PTT的这些波形相关联的标记的

图；

[0044] 图7B示出了图7A中时间依赖性PPG波形(上轨迹)、波形的一阶导数(中间轨迹)、以

及PPG波形的二阶导数(下轨迹)的图；

[0045] 图8是示出了在复合方法中形成的一序列压力依赖性以及无压力的测量的示意

图；

[0046] 图9是示出了在临床试验过程中如何从患者的肱动脉中进行指标测量，以及如何

从患者的股动脉中使用A-线进行参考测量的示意图；

[0047] 图10示出了利用复合方法(黑轨迹)、股动脉的A-线(瓦灰轨迹)、以及桡动脉A-线

(浅灰色轨迹)所测量的时间依赖性SYS值的图；

[0048] 图11示出了利用复合方法(灰色轨迹)所测量的时间依赖性SYS和DIA值以及利用

股动脉A-线所测量的SYS和DIA的图；

[0049] 图12示出了在23个受试者的临床试验过程中所测量的SYS(深色条)和DIA(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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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标准偏差值的柱状图；

[0050] 图13示出了根据23个受试者的研究、通过使用ANOVA和AVERAGE方法来计算、分别

对于SYS的受试者内BIAS和STDEV(上和下左侧角)以及DIA的受试者内BIAS和STDEV(上和下

左侧角)的FDA标准值和统计学的柱状图；

[0051] 图14示出了根据分别对应于4小时和8小时指标时间的复合方法所进行的SYS和

DIA测量的漂移表；

[0052] 图15示出了有和没有运动时使用IR  LED所测量的时间依赖性PPG波形(上轨迹)、

使用RED  LED(第二轨迹)所测量的时间依赖性PPG波形(第二轨迹)、利用IR  LED所测量的波

形除以利用RED  LED所测量的波形(第三轨迹)、以及利用数字带宽滤波器所处理的第三轨

迹(第四轨迹)；

[0053] 图16示出了示出了有和没有运动时使用IR  LED所测量的时间依赖性PPG波形(上

轨迹)、使用RED  LED(第二轨迹)所测量的时间依赖性PPG波形(第二轨迹)、利用IR  LED所测

量的波形减去利用RED  LED所测量的波形(第三轨迹)，以及利用数字带宽滤波器所处理的

第三轨迹(第四轨迹)；

[0054] 图17示出了有和没有运动时通过使用IR  LED来测量并且利用数字带通滤波器来

处理(上轨迹)，使用RED  LED来测量并且利用滤波器来处理(第二轨迹)，以及第一轨迹减去

第二轨迹(第三轨迹)的时间依赖性PPG波形的图；

[0055] 图18示出了指示允许cNIBP测量在存在以及缺少运动时都被进行的算法的示意

图；

[0056] 图19示出了时间依赖性PTT和HR测量的图，以及如何利用图18中所示出的算法来

处理这些测量以在存在运动下测量cNIBP；

[0057] 图20A和图21A分别示出了通过使用股动脉A-线(瓦灰)所形成的时间依赖性SYS波

形以及通过使用图18和图19中所示出的算法重构以产生用于23个临床受试者的最佳和最

差结果的时间依赖性SYS波形；

[0058] 图20B和图21B分别示出了通过使用来自图20A和图21A的数据所生成的相关性标

绘图。

[0059] 图22示出了患者和与确定患者姿态的算法和加速计波形一起使用的坐标轴的示

意图；

[0060] 图23A示出了在不同的姿态时从患者的胸部所测量的时间依赖性加速计波形的

图；

[0061] 图23B示出了通过利用算法和图23A中所示出的坐标轴来处理图23A的加速计波形

所确定的时间依赖性姿态的图；

[0062] 图24A和图24B分别示出了附着到患者上的本发明的体佩式监视器在最初的指标

测量过程期间和之后的三维图像；

[0063] 图25示出了与图24A和图24B的体佩式监视器一起使用的腕戴式收发器的三维图

像；

[0064] 图26示出了带着安装在头上的传感器的患者的图像，所述传感器的特征为根据本

发明的可替代实施方案用于测量PPG波形的多像素阵列光电探测器；

[0065] 图27示出了图26的多像素阵列光探测器的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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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图28A和图28B示出了通过用于测量PPG波形的传统单像素光电探测器的探测面积

的血的团注；

[0067] 图29A和图29B示出了通过图26和图27的多像素阵列光电探测器的探测面积的血

的团注；以及

[0068] 图30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用于测量cNIBP、SpO2、呼吸速率、心率、温度和运动的流程

图。

[0069] 发明详述

[0070] 复合方法的理论

[0071] 图1A和图1B示出了复合方法的无压力(图1A)和压力依赖性(图1B)测量的示意图。

通过合作工作，这些测量对于延长的时间准确地确定患者的cNIBP，而不需要外部的校准装

置，例如传统的血压袖带。在测量过程中，患者穿着附着到一次性使用袖带的体佩式监视器

和光的、电的、运动及温度传感器的集合。这些传感器测量用于压力依赖性和无压力的测量

的信号。共同待决的专利申请(其内容通过引用完全并入本文)描述了该测量的更早实施方

案：DEVICE  AND  METHOD  FOR  DETERMINING  BLOOD  PRESSURE  USING‘HYBRID’PULSE 

TRANSIT  TIME  MEASUREMENT(2007年6月12日提交的，(U.S.S.N.60/943,464)；VITAL  SIGN 

MONITOR  FOR  CUFFLESSLY  MEASURING  BLOOD  PRESSURE  USING  A  PULSE  TRANSIT  TIME 

CORRECTED  FOR  VASCULAR  INDEX(2007年6月12日提交的，U.S.S.N .60/943 ,523)；以及

VITAL  SIGN  MONITOR  FOR  MEASURING  BLOOD  PRESSURE  USING  OPTICAL，ELECTRICAL，AND 

PRESSURE  WAVEFORMS(2008年6月12日提交的，U.S.S.N.12/138,194)。体佩式监视器的微处

理器处理PPG和ECG波形以确定PTT，其在复合方法的测量中用来确定cNIBP，正如以下更加

详细描述的。

[0072] 袖带包括气囊，当利用充气系统增压时，其将压力107施加到下面的动脉102、

102’。特征为与附着到腕戴式收发器上的布线内部的放大器/滤波器电路耦合的至少3个电

极的电力系统测量来自患者的ECG波形104、104’。通常需要三个电极(两个探测正极和负极

信号，以及一个用作地面)以探测必需的信号，以生成具有足够信噪比的ECG波形。同时，特

征为透射的、或者任选地为反射的光学传感器测量特征为来自患者动脉的一系列‘脉搏’的

PPG波形105、105’，所述‘脉搏’的每一个特征在于AMP1/2的振幅。优选的测量部位典型地在

患者拇指中的小动脉附近，例如，拇主动脉。腕戴式收发器内部的微处理器和模数转换器探

测并且分析ECG104、104’以及PPG105、105’波形，以确定PTT2(根据无压力的测量)和PPT2(根

据压力依赖性测量)。典型地，微处理器通过计算ECG波形104、104’中QRS复合波的峰值和

PPG波形105、105’的最下部(即，开始)之间的差确定PTT1和PPT2。

[0073] 本发明基于以下发现：在压力依赖性测量过程中所施加的压力(由箭头107指出)

影响下面动脉102、102’中的血流(由箭头103、103’指出)。特别地，当所施加的压力小于动

脉102、102’内部的舒张压时，其对于PTT2或者AMP2没有任何影响。当所施加的压力107达到

舒张压时，其开始压缩动脉，由此减少血流和有效的内压。这使得PTT2相对于PTT1系统地增

加，并且使得AMP2相对于AMP1系统地减小。当所施加的压力107接近动脉102、102’内部的收

缩血压时，PTT2增加并且AMP2减少(典型地以线性的方式)。当所施加的压力107达到收缩血

压时，AMP2完全消除并且PTT2因此变得不可测量。

[0074] 在测量过程中，患者的心脏生成电刺激，其接近光速通过身体。这些刺激伴随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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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跳发生，其然后生成以明显较慢的速度来传播通过患者的脉管系统的压力波。直接地，在

心跳之后，压力波离开心脏和主动脉，通过锁骨下动脉，到达肱动脉，并且从那里通过桡动

脉和尺动脉到达患者手指中的更小动脉。位于患者胸部上的三个一次性使用电极测量特有

的电信号，其传给体佩式监视器内部的放大器/滤波器电路。典型地，这些电极以1-向量“艾

因托文氏三角”配置方式附着到在患者的胸部上，以测量特有的电信号。在体佩式监视器内

部，信号通过使用放大器/滤波器电路来处理，以确定模拟电信号，其利用模数转换器来数

字化以形成ECG波形，并且然后存储到存储器中。光学传感器典型地以传送模式的几何形状

的方式来工作，并且包括特征为集成的光电探测器、放大器、以及在红色(～660nm)和红外

线(～905nm)波长处工作的光源对的光学模型。这些波长被选择，因为它们在测量具有高信

噪比的PPG波形时是有效的，所述波形可以附加地被处理来确定SpO2。在可替代的实施方案

中，在使用绿色(～570nm)波长的反射模式的几何形状中工作的光学传感器可以用来代替

传送模式的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具有如下优点：其可以用在患者身体上的几乎任何位置处。

绿色波长被选择，因为对于各种皮肤类型，当绿色波长以反射模式的几何形状的方式被应

用时，它对于下面动脉中的测定体积吸光率的改变特别敏感，这正如在以下共同未决的专

利申请中所描述，其全部内容通过引用并入本文：SYSTEM  FOR  MEASURING  VITAL  SIGNS 

USING  AN  OPTICAL  MODULE  FEATURING  A  GREEN  LIGHT  SOURCE(2006年2月3日提交的，

U.S.S.N.11/307,375)。

[0075] 光学传感器探测由心跳诱导的压力波调制的光学辐射，其进一步地利用腕戴式收

发器内部的第二放大器/滤波器电路来处理。这导致了PPG波形，如上所述，其包括一系列脉

冲，每个脉冲与个体心跳相对应。同样，来自每次测量的ECG波形的特征为与每次心跳相对

应的一系列尖锐的‘QRS’复合波。如上所述，在压力依赖性测量过程中，压力对PPG波形中的

脉博的振幅有很强的影响，而对相应的ECG波形中的QRS复合波的振幅基本上没有影响。这

些波形如下所述被处理以确定血压。

[0076] 复合方法通过使用基于膨胀的示波测量法每4-8小时执行一次指标测量。在指标

测量过程中，线性回归模型用来将使由袖带所施加的压力与代表患者手臂中的平均压力的

‘有效MAP’(图3A中被称为MAP*(P))相关。MAP*(P)和在膨胀过程中与其相关联的PTT值极端

变化。正如图3A中所示出的，这导致了特有组的MAP*(P)/PTT成对数据点，其当所应用的压

力从DIA到SYS倾斜时对于每次心跳发生可以提取的。该平均校准可以利用单个的、基于膨

胀的测量来执行，其通常花费在40-60秒之间。在所推荐的膨胀率(近似3-10mmHg/秒，且最

优选的大约5mmHg/秒)时，这通常产生在5-15个数据点之间。这些数据点是利用线性回归模

型来分析以确定患者特异性斜率的数据点。在基于膨胀的过程中所确定的血压值(SYSINDEX，

MAPINDEX,和DIAINDEX)和它们之间的比(RSYS＝SYSINDEX/MAPINDEX；RDIA＝DIAINDEX/MAPINDEX)也用在

该计算中，并且然后用于随后的无压力的测量。

[0077] 对于准确的指标，需要稳定的PTT值，并且因而在充气系统中膨胀泵之前的若干20

秒时段范围内，PTT根据每次心跳的ECG和PPG波形来测量。PTT值被认为是稳定的，并且当由

来自至少三个20秒时段的平均数PTT(PTTSTDEV)除以它们的平均值(PTTMEAN)的标准偏离小于

7％时，即：

[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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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PTT值适于指标测量。

[0080] 当该标准满足时，泵自动地充气膨胀，并且患者特异性斜率然后如以上所述来确

定。该过程典型地每4-8小时来重复。一旦被确定，斜率利用一系列以实验为依据的度量来

分析，以确保它是实际可行的并且与利用之前的实验来确定的度量一致。例如，如果与运动

相关的缺陷发生在指标测量过程中，将导致不真实的个人斜率。如果用来确定斜率的值或

者线性拟合未能满足这些度量，那么根据分析从大量患者所收集的动脉管路数据所确定的

默认斜率被用来代替它。此外，对于具有非常低的斜率(即，小于-0.22mmHg/ms的斜率)的患

者，上述模型趋于产生比较不准确的结果，并且对于该实例，因此使用次级模型。典型地对

具有特别低个人斜率的患者经试验确定的该模型将个人斜率与脉搏压力相关。

[0081] 在实际的压力依赖性指标测量过程中，对于个体患者，体佩式监视器收集类似于

图2A和图2B中所示出的数据。在测量过程中，微处理器分析所施加的压力和PTT之间的变

化，如图2A中通过图示所示出的，以估计血压和PTT之间的关系。正如等式(2)中所示出的，

以下，该关系利用首先估计患者的‘有效’平均动脉血压(MAP*(P))是如何随所施加的压力

(Papplied)变化的数学模型来被最好地描述。模型假设由袖带所施加的压力阻塞患者的肱动

脉，并且由此暂时地降低血流。这又增加了直接在袖带下面的血压，并且降低了在下游的桡

动脉、尺动脉、和手指动脉中的血压。在压力依赖性测量过程中，净效果是患者平均动脉血

压(MAP)的临时的、压力依赖性减少，其在等式(2)中示出为ΔMAP(P)。以经验为主来确定的

因数(F)考虑在所增加血压的区域(在袖带下面；大约10cm)和所降低血压的更大区域(从袖

带向下的手臂的长度，大约50cm)之间的比。F典型地在0.6和0.9之间，并且在测量之前被编

程到算法中。

[0082] ΔMAP(P)＝F×(Papplied-DIAINDEX)   (2)

[0083] MAP*(P)＝MAPINDEX-ΔMAP(P)

[0084] 使用等式(2)，当所施加的压力从DIAINDEX增加到MAPINDEX时，PTT和MAP*(P)的成对

值被确定用于每次心跳。在单个的压力依赖性测量过程中，该方法产生多个数据点，其然后

可以与将PTT和MAP相关的数学函数(例如，线性函数)拟合。典型地，这些参数成反比，即，

PTT变得更短并且血压增加。在典型的实施方案中，因此，在压力依赖性指标测量过程中所

确定的逆线性关系然后用在随后的无压力测量过程中，以将所测量的PTT转换成血压值。

[0085] 在等式(2)中，DIAINDEX和MAPINDEX利用在膨胀过程中示波的血压测量来确定。

SYSINDEX可以在示波的血压测量过程中间接确定，或者通过分析PPG波形中的压力依赖性脉

搏振幅来间接测量。在该实施方案中，如图2B中所示出的，脉搏振幅将随着所施加的压力逐

渐减少，并且当该压力等于SYS时最终消失。在微处理器上运行的传统的峰值探测算法可以

因而探测图2B中所示出的光学脉搏振幅的开始，以形成对收缩血压的直接测量。可选地，

‘拟合’算法可以利用数学函数(例如，线性函数)来对脉搏振幅随所施加压力的系统减少而

建模，以估计收缩血压。

[0086] 图3A和图3B示出了对于单个患者作为MAP*(P)(图3A)和MAP(图3B)的函数的PTT的

图。在图中的每个数据点126、129包括代表近似测量误差的误差条。在图3A中，在复合方法

的单个30-秒压力依赖性测量的过程中，数据点126被确定；每个数据点代表用于个体心跳

的PTT和MAP*(P)值。这些数据例如通过将与图2A中所示出的测量(作为所施加压力的函数

的PTT)相似的测量和等式(2)(根据所施加的压力所计算的MAP*(P))相结合来推导。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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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3B中的两个数据点129通过在单独的血压测量过程中简单地测量PTT和MAP来推导。每

次测量通常花费大约60秒来完成；在患者的血压(和相应的PTT)相差可测量的量时，它们在

时间上单独的点被理想化完成。

[0087] 两个图图示了在复合方法的压力依赖性测量过程中确定PTT和血压之间的患者特

异性关系的优点。正如图3A中所示出的，数据点126近似地在相对大的血压范围上(典型地

15mmHg或者更高)变化；它们典型地紧密相关，并且尽管任何测量误差，它们可以用由虚线

125所示出的单一线性方程(y＝Mx+B)来容易地拟合。相反，如果患者的血压比较稳定，那么

图3B的两个数据点129可以具有相似的值，即使它们相隔几小时被测量。甚至当测量误差很

低时，这两个值可以利用不同线性等式(y＝M1x+B1和y＝M2x+B2)产生拟合。在该例子中，使

用不准确的线性等式可能又导致PTT和血压之间的不准确的关系。最终，这增加了对基于

PTT的血压测量的误差。

[0088] 图4A和图4B示出了在使用膨胀(图4A)和放气(图4B)的压力依赖性测量过程中对

于单个患者所测量的实际PTT  vs.MAP*(P)和MAP数据。在图中，三角形指示在复合方法的压

力依赖性指标测量过程中所确定的PTT  vs.MAP*(P)。这些数据代表血压测量的校准。方形

指示接下来的测量，其中，MAP通过使用自动的血压袖带来确定，以及PTT通过使用此处所描

述的体佩式监视器来确定。正如从图中很清楚的，与放气过程(图4B)中所测量的PTT 

vs.MAP*(P)的值相比，在膨胀过程中(图4A)所测量的PTT  vs.MAP*(P)的值具有紧密、良好

相关的分布。这指示：根据在膨胀过程中进行的压力依赖性测量所确定的校准可能比在放

气过程中所进行的校准更准确。不受任何理论所束缚，该差异可能是受基于膨胀的压力依

赖性测量所得，其逐渐减小下面动脉的血流，直到其最终阻塞。相反，基于放气的测量首先

完全阻塞动脉，而然后当袖带放气时逐渐地减少阻塞。拦高的血液在该过程中快速地流过

动脉。血流的该增加可能引起波动以及增加PTT值变化性的其它复杂的血液动力学事件。在

基于膨胀的测量过程中，这个过程可能不存在。

[0089] 在图4A中，由虚线130所示出的PTT  vs.MAP*(P)的值的线性拟合还与PTT  vs.MAP

的测量拟合。这指示：在压力依赖性测量(三角形)过程中所确定的校准可以用来准确地测

量在随后的无压力的测量(方形)过程中所形成的血压值。在图4B中，由虚线131所示出的对

PTT  vs.MAP*(P)值的线性拟合不准确地拟合对PTT  vs.MAP的测量。基于PTT  vs.MAP*(P)值

的变化，该结论是被希望的，并且指示：与在膨胀过程中进行的校准相比，该校准具有相对

低的准确性。

[0090] 在复合方法中使用基于膨胀的示波测量法

[0091] 图5A图示了基于膨胀和基于放气的示波血压测量之间的等价物。图的顶部示出了

在压力依赖性测量过程中所测量的未滤波压力波形139，其包括膨胀137和放气138的时段。

在两个时段中，与患者心跳相关联的脉搏耦合到袖带的气囊中。在测量之后，压力波形139

通过使用0.5→5.0Hz数字带宽滤波器来处理，以去除慢慢变化的基线。正如图5B中所示出

的，滤波导致了时间依赖性压力波形140，其特征为在膨胀和放气过程中所测量的独立脉搏

串；在所述串中的每个脉搏的时间依赖性振幅的特征在于高斯包迹。与高斯包迹的峰值相

对应的压力代表平均动脉压力的直接测量。当包迹与其最大值的比是0.72时，间接被测量

的舒张血压对应于小于平均动脉压力的压力。该比例连同用于收缩血压的比(典型地0.55)

一起在美国专利6,719,703中更详细地来描述，其内容通过引用并入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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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2] 正如以上所述，示波测量法用在指标测量过程中来确定SYSINDEX、DIAINDEX、和

MAPINDEX。这些值从‘处理的压力波形’来提取，正如图6中所示出的，其根据如图5中所示出的

膨胀过程中所收集的压力波形来确定。压力波形指示：在时间依赖性压力波形中的每次心

跳诱导的脉搏的振幅如何随由袖带所施加的压力变化。在测量过程中，在图24A中所示出的

充气系统中的压力传感器收集和数字化压力波形，其然后如以下所述被处理以确定处理的

压力波形，以及最终的SYSINDEX、DIAINDEX、和MAPINDEX。

[0093] 二阶数字滤波算法确定处理的压力波形。这包括首先利用带通滤波器滤波原始的

压力波形，在该典型的应用中，其特征为通过在0.5→7.5Hz之间的频率的二阶无限脉冲响

应(IIR)函数。二阶IIR滤波器传递函数典型地采用形式：

[0094]

[0095] 以及被实现为差分等式，正如等式(4)中所示出的：

[0096] y[n]＝b0x[n]+b1x[n-1]+b2x[n-2]-a1y[n-1]-a2y[n-2]   (4)

[0097] 输入一阶IIR滤波器是原始的、未处理的压力波形，其与图5A中所示的波形相似。

利用一阶的处理产生与图5B中所示出的波形相似的脉搏波形。为了去除任何相位失真，IIR

滤波器在正向和反向中被执行。反向滤波步骤加倍有效阶的滤波器，并且抵销由正向滤波

工作所诱导的任何相位失真。反向滤波步骤通过实行标准IIR差分等式(即，等式(4))、执行

输出数据的时间反转、以及然后实行相同的IIR差分等式来实施。虽然在去除相位失真过程

中有效，但是这种附加的步骤需要额外的差分计算，这不能实时处理数据流。这又增加了腕

戴式收发器的能耗，并且因而缩短了电池寿命。

[0098] 因为袖带在患者的手臂周围膨胀，由于患者运动的扰动、袖带中的扭结、泵马达的

快速改变、以及其它假缺陷可以影响压力波形。这种扰动典型地是非生理学的，并且因而将

被去除以最小化它们对高斯包迹的影响。它们的影响可以由大量不同技术来最小化。这些

技术包括设定等于零的压力波的某些含噪声部分以及去除在比较短的时段上显示值快速

改变的波形中的任何数据点。在潜在的假缺陷已经被去除之后，脉搏波形被整流以为第二

滤波工作作准备。整流包括将波形转换成特征为仅仅正成分的新波形(PRECT)。PRECT根据最初

的压力波形通过使用以下等式(5)来计算：

[0099]

[0100] 为了完成滤波过程的第二阶段，整流波利用基于IIR滤波器的数字低通滤波器来

滤波。低通滤波器典型地仅通过低于0.2Hz的分量，以产生指示脉搏振幅变化的平滑、低频

的包迹，正如图6中所示出的。该波形代表‘处理的压力波形’，并且可以然后利用从示波测

量法借用的技术来分析，以确定患者的‘指标化’的血压值，即，SYSINDEX、DIAINDEX和MAPINDEX。

特别地，处理的压力波形的峰值对应MAPINDEX。这是因为在示波测量过程中，当肱动脉跨壁压

力是零时，心跳诱导的脉搏的最大振幅出现。这发生在袖带内部的压力等于肱动脉中的MAP

时。示波测量法因而代表MAP的直接测量。SYSINDEX和DIAINDEX通过使用基于在MAPINDEX两侧上

的波形振幅的经验模型来计算，正如图6中所指出的。在实际的测量过程中，处理的压力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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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峰值通过使用标准方式来确定，例如，计算数学推导以及确定正到负的过零点。SYSINDEX

和DIAINDEX然后根据与MAPINDEX相比分别位于高压和低压处的波形的特征来确定。再参考图

6，SYSINDEX例如是与处理的压力波形右手(高压)侧的峰值振幅0 .55倍相对应的压力。

DIAINDEX是与波形左手(低压)侧的峰值振幅0.7倍相对应的压力。

[0101] 与SYSINDEX和DIAINDEX对应的上述比例(0.55和0.70)典型地通过利用大且不同的患

者群体的研究来以经验为主地确定。它们可以随着与给定患者相关联的生理属性改变。例

如，比例可以根据患者的MAP、处理的波形的形状、心率、生物测量数据(例如，性别、高度、重

量、年龄)、以及其它因素来改变。描述比例随着处理的压力波形改变的引文在以下引文中

被描述，其内容通过引用完全并入本文：Amoore等人，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2007；

12:297-305 ,‘Effect  of  the  shapes  of  the  pulse  amplitude  oscillometric 

envelope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  ratios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uscultatory  and  oscillometric  blood  pressure  measurements’。一旦被确定，

MAPINDEX、SYSINDEX和DIAINDEX的值可以通过使用大量简单的试验来检查准确性。例如，以下通

过使用等式(6)，MAPINDEX可以与根据SYSINDEX和DIAINDEX所确定的几何MAP(MAPGEO)进行比较。

该试验是基于MAP、SYS和DIA之间的内在关系，正如以下引文中所描述的，其内容通过引用

完全并入本文：Chemla等人，J  Appl  Physiol2005；99:2278-2284,‘Mean  aortic  pressure 

is  the  geometric  mean  of  systolic  and  diastolic  pressure  in  resting  humans’。

[0102] |MAPDIFF|＞DIFFMAX,其中，MAPDIFF＝(MAPINDEX-MAPGEO)   (6)

[0103] 在等式(6)中，MAPGEO根据以下等式来确定：

[0104]

[0105] 在实施方案中，例如，DIFFMAX等于13mmHg。这意味着：如果MAPINDEX和MAPGEO之间的差

大于或者小于13mmHg，测量被拒绝。例如，如果处理的压力波形由于在示波测量过程中所发

生的运动相关的假缺陷而失真，这种情形可能发生。当示波测量被拒绝，返回NULL值，并且

体佩式监视器通知充气系统再次膨胀袖带，并且重复测量。

[0106] 一旦MAPINDEX、SYSINDEX和DIAINDEX被确定，收缩率和舒张率(RSYS和RDIA)如以下等式

(8)所述来计算：

[0107] RSYS＝SYSINDEX/MAPINDEX   (8)

[0108] RDIA＝DIAINDEX/MAPINDEX

[0109] 这些比例可以根据在测量过程中所确定的其它生理机能参数(特别地，心率)以动

态方式来变化。这种变化在以上引用的期刊论文中被描述，其由Chemla等人在J  Appl 

Physiol  2005；99:2278-2284标题为‘Mean  aortic  pressure  is  the  geometric  mean  of 

systolic  and  diastolic  pressure  in  resting  humans’，其内容通过引用之前已经被并

入。例如，以下等式(9)指出这些比例可以随着心率如何变化：

[0110] RSYS＝a×HR×SYSINDEX/MAPINDEX   (9)

[0111] RDIA＝b×HR×DIAINDEX/MAPINDEX

[0112] 在等式(9)中，系数a和b通过经验来确定，典型地通过对人或者动物进行的研究。

对于这些研究，血压和心率数据典型地利用经历大量生理条件的不同组的患者来收集，并

且然后被分析。要指出的是，如果患者的心率是可变的，在等式(9)中所示出的比例将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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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动态反应。

[0113] 正如以上所述，复合方法还可以包括中间的压力依赖性指标测量，其通过使用缩

减的所施加压力来确定收缩压、舒张压、以及平均的动脉压力。在该实例中，为了找到收缩

血压，算法可以探测PPG波形中每个脉冲的振幅，并且使它们与多种数学模型拟合，以‘预

测’和确切地推断振幅在哪里减少到零。例如，算法可以将图4B中的最后八个数据点与线性

函数拟合。在该实例中，了解患者的心率(例如，频率和节律)，正如根据ECG波形所确定的，

可以增强预测的准确性并且提供度量的置信指示器。算法可以采用PPG波形的数学推导，以

消除波形基线的任何影响。上述算法可以然后用来预测脉搏的消失以及因而预测收缩血压

的开始。

[0114] 在中间的压力依赖性测量中，仅仅在如以上所述计算出平均动脉压力之后，压力

典型地被施加，并且然后被终止。在该点处，PPG波形的振幅典型地下降，并且可以与线性函

数拟合以预测收缩血压。收缩压和平均动脉压力然后用来确定舒张压，正如以上所述。中间

的压力依赖性测量典型地例如每4小时来执行代替常规压力依赖性测量。

[0115] 利用复合方法来测量PTT和确定cNIBP

[0116] 在确定指标之后，cNIBP根据来自PTT的逐跳基础来确定，其如图7A中的箭头154来

指示，根据ECG和PPG波形中特征之间的时间差来确定。特别地，PTT从PPG波形的根部(由黑

圆151来示出)分开ECG波形中突然有峰的QRS复合波(其在图中由黑圆150来指示)。PTT典型

地随着血压反向变化，即，PTT减小指示血压增加。理论上，PTT由血压和各种不同的因素(例

如，动脉顺应性、动脉尺寸、血管阻力、PEP、以及LVET)来影响。由于这个原因，独立取得的

PTT仅仅指示血压的相对改变。但是当与上述指标过程相结合(所述过程估计绝对的血压值

并且校准影响PTT但是不必影响血压的因素)时，PTT可以准确地监视cNIBP。如上所述，在测

量过程中，体佩式监视器测量与对于给定时段(典型地位于20-60秒之间)的每次心跳对应

的PTT。在该时段过程中，特定的PTT值可以被滤波掉，以去除由假缺陷(例如，运动)所影响

的错误值。例如，平均偏差值和标准偏差值均可以适合于在该时段过程中所测量的一组PTT

值。PTT值的总数将当然取决于心率，并且对于30秒测量时段典型地在15至60次之间。与平

均值不同之处在于超过一个标准偏差的值可能被假定为假的，并且因而从计算中去除。在

该点时，该时段的平均PTT值然后被计算，并且用于随后的cNIBP计算。与统计处理技术相

似，例如，使用数字拟合、高斯分布的处理、或者数字滤波的这些技术还可以用来排除估计

为错误的PTT值。典型地计算个体时段的统计学。可选地，它们可以根据在其中时段保持比

较大的‘滚动基础’来计算，但是连续地被更新，例如每秒。该方法具有如下优点：它可以以

比较高的频率产生‘新鲜的’血压值。

[0117] 再参考图7A，PTT典型地根据由黑圆151来指示的PPG波形的最下部或者‘开始’来

计算，其指示压力脉搏的到来。物理上说，开始点151代表脉管系统的测定体积增加，所述脉

管系统位于图24A中所示出的拇指戴式传感器(294)下面。由患者心跳发动的压力脉搏沿着

它们的脉管系统传播，驱动血进入所述脉管系统并且在其到达时引起临时扩大。扩大根据

比尔-朗伯定律增加光吸收。通过扩大的脉管系统的辐射由光电探测器来探测，从而导致了

时间依赖性PPG。技术上说，正如图7A中所示出的波形是‘真实的’PPG的反向版本，因为光学

吸收的增加减少由拇指戴式传感器内部的光电探测器所探测的辐射量和因而产生的信号。

[0118] 可选地，PTT可以根据波形的其它区域来计算，例如，沿着其上升边缘或者其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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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点。然而，与这些区域相关联的计时可以由与血压去耦的下面的脉管系统的属性(例如，

弹性)来影响。为此，它们比波形的开始更不理想。在实施方案中，然而，它们可以被用来增

加PTT的计算。例如，正如图7B的中间轨迹所示出的，PPG的一阶导数产生明确限定的峰值，

其指示能够容易地利用计算机算法来探测的PPG的最大斜率。对于通常有噪声的PPG，该基

准标记可以用来帮助定位PPG的开始，或者可以在开始时被处理以生成用于波形的‘平均’

PTT值。波形的其它特征(例如，其最大值)也可以以相似的方式来处理。

[0119] 在其它的实施方案中，在SpO2测量过程中所测量的多个PPG可以被处理以生成单

个PTT。这种测量在以下共同待决的专利申请中被描述，其内容通过引用完全并入本文：

‘BODY-WORN  PULSE  OXIMETER’(2009年9月14日提交的，U.S.S.N.12/559,403)。正如该引文

中所描述的，在典型的SpO2测量过程中，利用红色(～660nm)和红外线的(～905nm)波长来

测量PPG。这些PPG具有相似的特征，但是可以在不同方面受运动相关的噪声、以及例如环境

光的其它假缺陷影响。每个PPG的开始可以由此被独立探测，并且然后被一起平均以生成单

个PPT。特别地参考图15-17，用于处理多个PPG以确定单个PTT的其它技术在以下被描述。

[0120] 图7B示出了用于确定PPG波形的开始的一种方法，所述PPG波形的开始在图的上部

由黑圆152来指示。在处理之前，PPG波形典型地利用数字有限脉冲响应(FIR)滤波器来滤

波，其在处理之前从波形中去除高频噪声。这种噪声典型地是由于电源或者机械源。将其去

除对于有效信号处理是关键的，因为它在采用数字推导之后被放大。这减少了所推导的波

形的信噪比，其又可以导致错误的测量。PPG波形的一阶导数在与未处理的PPG波形的最大

上升时间相对应的点处达到峰值。该点(图7B中的中间轨迹所示出的)典型地跟随开始点相

差20-100ms。正如图中底部轨迹所示出的，波形的二阶导数在与开始对应的点处达到峰值。

这在图中由黑圆153来指出，并且与如由虚线155所示出的PPG开始相互关联。这个峰值特征

在于明确限定的正到负斜率改变，并且比较容易利用标准的计算机算法来探测。一旦探测

到，该值连同ECG  QRS一起被处理以确定PTT。

[0121] 一旦被确定，PTT连同在利用基于膨胀的示波测量法(MAPINDEX、SYSINDEX、和DIAINDEX)

以及患者特异性斜率(mcNIBP)确定指标的过程中所确定的血压一起使用，从而确定cNIBP的

MAP成分(MAPcNIBP)。以下等式(10)示出了这些参数之间的关系：

[0122] MAPcNIBP＝(mcNIBP×PTT)-(mcNIBP×PTTINDEX)+MAPINDEX   (10)

[0123] 其中，PTTINDEX是在确定指标过程中的起始时所确定的PTT值。SYSINDEX和DIAINDEX然

后根据每次心跳的MAPcNIBP、通过使用以下等式(11)中所描述的关系来确定：

[0124] SYScNIBP＝MAPcNIBP×RSYS   (11)

[0125] DIAcNIBP＝MAPcNIBP×RDIA

[0126] 其中，RSYS和RDIA在以上等式(8)以及任选的等式(9)中被描述。

[0127] 在其它实施方案中，在等式(11)中所示出的血压比例可以根据从患者所测量的其

它信号来调整，这样的形状与PPG和ECG波形相关联。例如，能够用在该实施方案中的PPG波

形形状和SYS、DIA、和MAP之间的关系在美国专利5,269,310中被描述，其通过引用完全并入

本文。在其它实施方案中，特有的患者特异性斜率和将SYS、DIA以及MAP与PTT相关的y轴截

距(其与对于等式(10)中MAPcNIBP所示出的相似)可以预先被确定并且用来独立地计算这些

血压。在其它实施方案中，预先根据大组患者所计算的‘默认的’斜率可以用来代替患者特

异性斜率。如果由于运动相关的假缺陷或者与充气系统相关联的问题而难于确定如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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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特异性斜率，将例如使用默认的斜率。

[0128] 实施复合方法

[0129] 图8示出了对于经历延长住院期的患者，复合方法的压力依赖性(步骤182a)、无压

力的(步骤181a、181b、181c)、以及中间压力依赖性(步骤182b、182c)测量的一个可能的序

列178。在住院期间，医疗专业人员向患者施加体佩式监视器、光学传感器、以及胸部电极

(步骤180)。这花费大概一分钟。医疗专业人员还收集来自患者的计量生物学信息，例如，他

们的年龄、重量、高度、性别、种族、以及他们是否在血压用药状态，并且通过使用图形用户

界面和接触面板来将这些信息输入监视器。该信息然后无线传递到远距离监视器。接下来

发生的是，体佩式监视器的电子模块内部的微处理器首先发起无压力的测量(步骤181a)大

约一分钟，其中，体佩式监视器收集来自患者的PPG和ECG波形，确定他们的心率和PTT，并且

可以估计他们的血压。在缺少根据复合方法的压力依赖性测量的绝对血压测量中，微处理

器可以使用PTT和患者的计量生物信息以估计血压，正如以下共同待决的专利申请中所描

述的，其内容之前已经通过引用并入本文：DEVICE  AND  METHOD  FOR  DETERMINING  BLOOD 

PRESSURE  USING‘HYBRID’PULSE  TRANSIT  TIME  MEASUREMENT(2007年6月12日提交的，

U.S.S .N .60/943 ,464)以及VITAL  SIGN  MONITOR  FOR  CUFFLESSLY  MEASURING  BLOOD 

PRESSURE  USING  A  PULSE  TRANSIT  TIME  CORRECTED  FOR  VASCULAR  INDEX(2007年6月12

日提交的，U.S.S.N.60/943,523)。该过程典型地确定具有大约±10-15mmHg准确性的收缩

血压和舒张血压。

[0130] 在第一无压力的测量(步骤181a)过程中所确定的患者血压和心率的最初的近似

值可以然后被用来在以下第一压力依赖性指标测量(步骤182a)过程中设定某些参数。了解

这些参数可以最终增加第一压力依赖性测量(步骤182a)的准确性。这些参数例如可以包括

膨胀时间和速率、确定压力依赖性测量过程中PTT时间依赖性增加和PPG波形振幅时间依赖

性减少的拟合参数。特别重要的是在第一无压力的测量(步骤181a)过程中所确定的患者心

率的准确值。因为PTT和振幅可以仅仅根据由心跳所诱导的脉搏来测量，所以算法可以处理

心率并且将其用在拟合处理中以准确地确定PPG波形振幅过零处的压力。

[0131] 通过使用例如心率和最初估计的血压的参数，第一压力依赖性指标测量(步骤

182a)确定以上所述的PTT和血压之间的关系。该测量花费大约40秒，并且可以自动发生(例

如，在大约1分钟之后)，或者可以由医疗专业人员来驱动(例如，通过按钮按压)。微处理器

然后使用该关系和所测量的PTT值以确定以下无压力的测量(步骤181b)过程中的血压。该

测量步骤典型地进行明确限定的时段(例如，4-8小时)，在该时段中，其连续地确定血压。典

型地，为了保护电池寿命，体佩式监视器在10-20秒时段范围上对PTT值求平均，并且每3-5

分钟进行一次血压测量。

[0132] 微处理器还可以执行预编程或者自动的中间压力依赖性测量(步骤182b)，以校正

血压测量中的任何漂移。正如以上所述，该步骤包含袖带内部气囊的仅仅部分膨胀，在该过

程中，微处理器将PPG波形中脉搏振幅的压力依赖性减小与线性模型相拟合。该测量花费比

第一时间依赖性测量(步骤182a)更少的时间，并且准确地确定在发生第二无压力的测量

(步骤181c)中使用的血压值。正如之前的，该测量继续明确限定的时间段。稍后，如果患者

经历其它生命体征的突然改变(例如，呼吸速率、心率、体温)，微处理器可以分析该条件以

及开始另一次压力依赖性血压测量(步骤182c)以最准确地确定cNI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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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3] 利用复合方法和股动脉A-线进行的cNIBP测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0134] 根据复合方法进行的cNIBP测量特别好地与使用动脉插管或者‘A-线’从患者的股

动脉连续测量的血压相关。将cNIBP测量与该参考标准相关代表在许多在先研究的范围上

的改进，其将PTT与利用插入患者桡动脉的A-线测量的血压有关，通常用在医院(例如，ICU)

中的位置。这些研究例如在以下引文中被描述，其内容通过引用并入本文：Payne等人，J 

Appl  Physiol  2006；100:136-141 ,‘Pulse  transit  time  measured  from  the  ECG:an 

unreliable  marker  of  beat-to-beat  blood  pressure’。利用PTT和桡动脉A-线所测量的

血压之间的差的一致性的一个原因包含称为‘脉搏压力放大’的现象，其中，患者的血压沿

着动脉树逐渐增加，因为支撑压力的动脉直径减小，正如以下引文所描述的，其内容通过引

用完全并入本文：Verbeke等人，Hypertension2005；46:244-248 ,‘Non-invasive 

assessment  of  local  pulse  pressure:importance  of  brachial  to  radial  pressure 

amplification’。总结：通常从肱动脉向桡动脉出现的逐渐变细能够对DIA或者MAP几乎没

有影响，但是能够增加脉搏压力(如SYS-DIA所限定的)差不多10mmHg或者更多。对于此处所

描述的测量，在桡动脉处所测量的该平均血压典型地比在肱动脉处所测量的血压更高。并

且这种现象可以降低使用复合方法和桡骨A-线所测量的血压之间的相关性，因为复合方法

通过使用在患者的肱动脉处进行的指标测量来校准。相反，在股动脉处的血压典型地与在

肱动脉处所测量的血压相似。以下引文(其内容通过引用完全并入本文)描述了在这些不同

的部位处所测量的血压之间的强相关性：Park等人，Circulation  1970；XLI:231-237 ,

‘Direct  blood  pressure  measurements  in  brachial  and  femoral  arteries  in 

children’；以及Pasarelli等人,Brit  Med  J  1965；2:72-75,‘Comparison  of  leg  and 

arm  blood  pressures  in  aortic  insufficiency:an  appraisal  of  Hill’s  Sign’。不受

任何理论所束缚，肱动脉和股动脉的压力可以发生，因为两个动脉大、接近患者的心脏、以

及支撑指示患者中心的压力。这些动脉的比较大的直径可以附加地最小化动脉壁对内压的

影响。相反，桡动脉是具有比较高的表面体积比的明显更小的动脉，其趋于增加血压。这是

一个原因，例如，在患者的骨端处所测量的SYS(通过使用例如手指袖带)典型地比他们中心

血压更高。

[0135] 图9示出了指示该效果的图。在图中，经历cNIBP测量的患者200具有在他们的肱动

脉处所执行的指标测量，其由黑圆201来指示。如上所述，指标测量产生示波的血压以及患

者特异性的PTT和血压之间的关系。这些参数对于肱动脉是特定的，但是也与在其它大动脉

(例如，股动脉)中所确定的参数很好地一致。PTT指示描述与由患者心跳所发起的压力脉搏

相关联的延迟并且到达光学传感器(其典型地位于他们的拇指上)的传导时间。与传导时间

相关联的路径由图中的线203来示出。在相关性研究过程中，参考测量典型地通过使用插入

患者股动脉的A-线来进行，正如黑圆202所示出的。这两个测量之间的相关性典型地非常

好，大概是因为股动脉和肱动脉的大特性限制了脉搏压力放大的影响，特别是对SYS值的影

响。

[0136] 然而，在一些实例中，在股动脉和肱动脉处所测量的瞬时血压不一致。根据以上所

述的引文(特别地Pascarelli等人)，这些压力之间的差可以与20mmHg一样大，并且典型地

由例如阻塞或者‘主动脉瓣闭锁不全’的心脏问题引起。对于不健康的患者，差趋于更大。他

们典型地影响此处所描述的cNIBP测量和参考A-线测量之间的平均差，或者偏差，但是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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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测量之间的相关性具有很小的影响。如果具有大量患者的血压研究被执行，股动脉

和肱动脉血压之间的差还可以促进受试者间(即，受试者之间)误差，典型地特征在于标准

误差。这个误差在研究过程中可以被补偿，而校准方法包含利用参考技术(例如，用手听诊)

测量肱动脉血压，以及使用该值来估计患者的内在肱动脉-股动脉血压差。在该实例中，校

准测量指示cNIBP和股动脉A-线测量之间的不一致是否由装置到装置的测量差或者人体生

理机能所引起。

[0137] 临床结论

[0138] 图10示出了根据复合方法的典型的时间依赖性cNIBP测量以及这如何产生和桡动

脉相比与在股动脉处所测量的血压更好相关的SYS值。对于该研究，上述血压(cNIBP、肱动

脉、桡动脉)中的每一个被同时测量。所有的测量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基于医院的ICU中

被执行。每秒钟测量肱动脉压和桡动脉压，而滞留的A-线插管与传统的生命体征监视器(飞

利浦Intellivue)连接。cNIBP同时被测量并且在40秒时段的范围上被平均，其中，装置与图

24中所示出的装置相似。来自飞利浦Intellivue监视器的数据通过串联发送到运行定制软

件应用的特定数据获取计算机，同时来自cNIBP测量的数据通过无线连接(使用蓝牙)被发

送到相同的计算机。一旦被数据获取计算机收集到，来自A-线的血压值在同样的40秒时段

范围上被平均，并且然后与cNIBP数据进行比较。这些试验的所有数据在4小时的时段范围

上被收集，而单个的指标测量在研究开始时执行。

[0139] 如图10中所示，cNIBP测量(黑轨迹)与在整个4小时的时段范围上来自股动脉A-线

(瓦灰迹线)的相应测量相当好的一致，而这些测量的成对值之间的STDEV(5.7mmHg)和BIAS

(-2.4mmHg)很好地落在血压监视设备的FDA的标准之下(STDEV＜8mmHg；BIAS＜+/-5mmHg)。

这些标准在AAMI  SP-10:2002(概述血压监视装置要求的标准文档)中被详细描述。如以上

所述，特别地参考如图9，cNIBP测量利用在受试者的股动脉处进行的示波测量来确定指标，

类似于肱动脉的比较大的血管支撑代表中心血压的压力。在患者中心附近的更大动脉(与

骨端处较小的动脉不同)典型地由于脉搏血压放大而不促使人工升高的血压。在受试者的

比较小的桡动脉处(浅灰轨迹)所测量的血压与cNIBP和股血压相比被升高。此外，在桡动脉

处的血压与其它血压相比趋于比较易变。不受任何理论所束缚，这也可以还是由于脉搏压

力放大。桡血压和cNIBP之间的相关性比cNIBP和股血压之间的相关性明显更坏，而对于成

对值的STDEV(9.3mmHg)和BIAS(-12.8mmHg)落在FDA的指南之外。与图10中所示出的数据相

似的数据通过使用根据本发明的装置和方法从最近研究中的23个受试者来收集。

[0140] 图11示出了利用复合方法和肱动脉A-线来测量的SYS和DIA之间的典型相关性。数

据以如上所述的相同方式来收集。血压在4小时时段的范围上被测量，而单个的指标测量仅

仅在研究开始时执行。图11中的SYS和DIA的cNIBP测量(类似于以上图10中所描述的)与在

肱动脉处所测量的压力良好相关，并且舒适地满足由FDA所要求的指南。图12例如示出了根

据在两个不同的ICU中使用复合方法和股动脉A-线所测量的23个受试者群组的血压相关性

(示出为标准偏差)。所有的受试者在与以上所述条件本质上同样的条件下测量。图示出了

图示SYS(瓦灰条)和DIA(浅灰条)的两个测量之间的标准偏差值的柱状图。柱状图指示：对

于从23个受试者所收集的所有测量，关于STDEV，仅仅单个测量(用于SYS的)落在FDA的

8mmHg的指南之外。所有其它测量舒适地在该限制内，并且如所希望的示出高斯类型的分

布，其中，分布峰值分别对于SYS和DIA接近3和4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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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1] 图13示出了对于上述研究的所有23个受试者所确定的共同的受试者内统计学。统

计学通过使用两个独立的技术来确定。第一技术(‘称为方差分析’或者‘ANOVA’)测试一组

重复测量(如，在ICU研究中使用的测量)的统计方差。STDEV和BIAS的AVONA模型通常用于分

析在临床试验(如，此处所描述的试验)中所收集的数据。图13中所示出的第二技术简单地

计算了在4小时测量时段范围上的研究中每个受试者的STDEV和BIAS，以及然后计算用于组

的这些参数中每一个的平均数。一般地，该“平均”分析比ANOVA分析更不正式；其在此处被

简单使用以提供数据的二次分析。

[0142] 正如图13中所示出的，对于在该研究中所测量的23个受试者，利用ANOVA和

AVERAGE分析来分析的受试者内cNIBP测量舒适地满足用于受试者内BIAS和STDEV的FDA的

需要。对于SYS，通过分别使用ANOVA和AVERAGE分析，在2.1和2.6mmHg时计算受试者内BIAS。

用于SYS的受试者内STDEV通过两种技术来计算为5.9和4.8mmHg。对于DIA，通过分别使用

ANOVA和AVERAGE分析，在1.9和2.7mmHg时计算受试者内BIAS。用于DIA的受试者内STDEV通

过使用两种技术被计算为3.6和3.0mmHg。在所有的实例中，对于BIAS(＜+/-5mmHg)和STDEV

(＜8mmHg)，这些统计学舒适地满足FDA的指南，正如以上引用的AAMI  SP-10:2002引用标准

中所概述的。

[0143] 图14示出了描述上述受试者中的22个在4小时测量时间所计算的漂移的表(一个

受试者被排除，因为他们的测量时间小于4小时)。此外，具有6个受试者的继续研究被调查

在8小时测量时间上的漂移。对于这个研究，单个的指标测量在测量开始时被执行，并且随

后在8小时时间上进行的测量仅仅是基于PTT。在两个实例中，通过使用包括在SAS统计分析

软件包中的线性回归技术来计算漂移。更具体地，漂移通过使用SYS中的‘PROC  MIXED’模型

在重复测量混合效果的一般的线性模型中来估计。该模型包括‘固定时间效果’模型，以估

计漂移。正如表中所示出的，在4小时时间上的漂移比较小(对于SYS和DIA，分别是-0.07和-

0.01mmHg/小时)，其本质上在cNIBP测量的误差之内，并且临床上不明显。8小时测量时间

(对于SYS和DIA，分别是-0.4和-0.3)的漂移稍微较大，虽然仍然在cNIBP测量的误差之内，

并且可能临床上不明显。

[0144] 对于以cNIBP测量为特征，漂移是重要的参数，因为其本质上指示复合方法必须如

何频繁地确定指标。漂移通常归因于(逐渐地或者快速)改变在指标测量之后建立的受试者

的心血管属性。这种改变例如可以归因于改变血管顺应性、伸缩性(tone)、预注入期(PEP)、

左心室射血时间(LVET)、或者动脉扩张。理想地，指标测量至多每8小时执行一次，因为该时

间与典型的护理轮班相对应。在该实例中，护士将在轮班开始时通过使用此处所描述的示

波方法来确定患者的指标。正如图24中所示出的，指标测量典型地花费小于1秒，并且利用

基于袖带的系统来执行，所述基于袖带的系统与用来进行cNIBP测试的体佩式监视器很好

地结合。在指标测量之后，基于袖带的系统被去除，并且所有继续的cNIBP测量通过仅仅使

用ECG和PPG波形来无袖带地进行。在8小时的标记处，基于袖带的系统被重复的施加到患

者，并且重复处理。在该点处，受试者动脉属性和用于SYS、DIA和MAP的值被重新计算并且用

于发生在下一个8小时内的所有随后的测量。

[0145] 对PPG和ECG波形运动的影响

[0146] 运动是混淆对所有生命体征的测量的参数，并且特别地对光学测量不利，例如，在

复合方法中对于cNIBP和脉搏血样定量法所使用的测量。为此，对于体佩式监视器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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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识别运动并且理想地，准确地确定在运动存在时的生命体征。

[0147] 在优选的实施方案中，患者的运动、姿态、臂高、以及活动级别通过分析来自体佩

式监视器内部集成的三个独立加速计的信号来确定。正如图24中详细示出的，加速计被集

成到监视器的布线和腕戴式收发器中。每个加速计测量三个特有的信号，每个特有信号对

应于加速计附着到的身体部分上的x、y和z轴。这些信号然后利用一系列算法来处理，一些

算法在以下的专利申请中被描述，其内容通过引用并入本文：BORN-WORN  VITAL  SIGN 

MONITOR  WITH  SYSTEM  FOR  DETECTING  AND  ANALYZING  MOTION(2009年5月20日提交的、

U.S.S.N.12/469,094)。软件构架算法基于预先设定或者实时确定的阈值生成一系列告警/

警报。构架附加地包括一系列‘启发式的’规则，其考虑患者的活动状态和运动，并且因此处

理生命体征。这些规则例如指示行走的患者可能在呼吸或者具有规律的心率，即使他们被

破坏运动的生命体征以别的方式来暗示。它们在以下专利申请中被描述，其内容通过引用

完全并入本文：BODY-WORN  MONITOR  FEATURING  ALARM  SYSTEM  THAT  PROCESSES  A 

PATIENT’S  MONITOR  AND  VITAL  SIGNS(2009年5月20日提交的、U.S.S.N.12/469,182)。

[0148] 测量运动过程中的cNIBP

[0149] 多种技术可以用来从用来测量cNIBP的信号(特别地从在该测量中使用的PPG波

形)中去除运动假缺陷。例如，如以下详细描述的，单个的拇指戴式传感器测量具有红色(～

660nm)和红外线的(～905nm)波长的PPG波形，以确定SpO2测量。两个PPG波形受运动影响，

并且可以共同地被处理以在某种程度上去除运动假缺陷。图15-17示出了该分析的结果。图

15例如示出了被测量作为60秒时间上时间函数的IR(上轨迹)和RED(第二轨迹)PPG两个波

形。两个波形同时通过使用图24中所示出的传感器从患者的拇指根部来测量。每个波形的

特征为一系列脉冲，与图7A中所示出的脉冲类似，其指示位于患者拇指的根部处光学传感

器下面的脉管系统中心跳诱导的体积膨胀。在大约40秒处开始并且持续大约10秒，以及已

经利用框220来指示的运动期间破坏PPG波形到清晰、明确限定的脉搏不能被测量的程度。

在该实例中，运动包含有患者手的快速、大范围的运动。图15中的第三轨迹示出了RED  PPG

波形除以IR  PPG波形。除法减少了框220中所示出的运动假缺陷和在该时间之前和之后所

示出的心跳诱导脉搏之间的相对振幅，但在运动期间不是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确定个体脉

搏。然而，利用数字带通滤波器处理除完的信号产生在下轨迹中所示出的合成信号，其具有

清晰、明确限定的脉搏。在该实例中，带通滤波器被实施具有IIR响应函数，其中带通范围从

0.001→5Hz。同时仍然有点由运动所导致的失真的合成脉搏可以用来确定PTT以及因此的

cNIBP测量。

[0150] 图16示出了类似的结果。在该实例中，然而从IR  PPG减去RED  PPG，从而产生第三

轨迹。此处，心跳诱导的脉搏(在指示运动时间的框222之前和之后所示出的)和运动影响的

信号之间的相对振幅比由除法得到的相对振幅稍微更大，正如图15中所示出的，其指示：对

于该算法，减法比除法更优。合成信号利用以上所述相同的数字带通滤波器来处理，从而带

来图中的下轨迹。此外，这个处理带来了具有合理信噪比的脉搏，甚至在存在大量运动时。

接着该处理，合成PPG内部的脉搏可以用来确定cNIBP，正如以上所述。

[0151] 重要的是，对RED和IR  PPG信号的共同处理(其与数字滤波相结合)在去除运动假

缺陷时比简单地由其本身滤波信号明显更有效。例如，图17示出了IR(上轨迹)和RED(第二

轨迹)PPG波形，其接着利用用来生成图15和16中所示出的数据的相同带通滤波器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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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实例中，运动时间由框225来指示。甚至在处理之后，在运动期间，这些波形缺少任何清

晰、明确限定的脉搏。这指示：对单个波形的滤波可能不足以去除运动诱导的假缺陷。这些

波形例如将不适于基于PTT的cNIBP测量。相反，图17中的第三轨迹示出了在RED  PPG之后滤

波的PPG波形从IR  PPG中被减去。在该实例中，没有附加的滤波被执行。合成波形(如图15和

16的下轨迹中所示出的波形)特征为明确限定的脉搏，其能够随后被处理以确定基于PTT的

cNIBP。

[0152] 图18和图19示出了用于共同使用ECG250a，b和PPG252a，b波形以在存在运动时测

量cNIBP的可替代的方法。该方法基于以下基本原理：取决于从患者的胸部所测量的电信号

的ECG波形250a，b不受运动假缺陷影响，这使得甚至在大范围运动存在时根据其比较容易

地测量HR值。相反，利用光学方式所测量的PPG波形252a，b相对易受运动假缺陷影响。与上

述方法类似，其是共同地处理这些信号，其甚至在患者移动时产生准确的cNIBP测量。

[0153] 共同地处理根据ECG和PPG波形所确定的HR和PTT产生在运动期间用于近似PTT的

一套方法。该算法特征为：通过使用连续的线性拟合方法来分析患者的当前HR和HR/PTT的

在先阵列的成对值，并且然后使用由拟合所得到的这些参数来估计PTT。算法后面的理论如

下。参考图18，当不存在任何运动时，ECG250a和PPG252a波形相对无噪声。在该实例中，

cNIBP测量通过使用符合算法根据PTT(即，cNIBP～F[PTT])来确定,所述复合方法处理将

ECG250A内部的QRS复合波和PPG波形252a的底部分离的时间。当运动存在时，ECG波形252b

仍然保持相对无噪声，但是PPG波形252b由噪声破坏。在该实例中，cNIBP通过使用这两个参

数之间实时的、展开的关系根据HR(cNIBP～F[HR])来计算。正如由图18下部的图所指示的，

HR和PTT在长时间段(例如，10分钟或者更长)上评估时具有低相关性，但是在非常短的时间

段(例如，小于2分钟)评估时具有合理的(或者实际上非常好的)相关性。这个相关性由框

253来指示。这是因为心排血量(其将HR和cNIBP联系起来)典型地对于这些短时间是恒定

的。图19更详细地图示了该原理。正如由框230、232所示出的，HR和PTT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

利用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在先阵列的成对HR/PTT值(当患者不移动时所收集的)来

确定。在图中示出为[HR/PTT]i和[HR/PTT]i+1的这些阵列在时间ΔT上来收集，其典型地在

20秒至60秒之间。用来拟合阵列的线性模型返回对应的斜率(MHR/PTT,i)，y截距(BHR/PTT,i)，以

及相关值(r^2HR/PTT,i)。在后来的时间，由箭头231,233所指示，患者开始移动以及根据线性

模型的参数可以连同当前、不受运动影响的HR值一起使用，以估计成为‘有效’PTT(PTT*)的

PTT的值。具体地，PTT*通过使用以下的等式(12)来计算，并且被用来代替PTT，以计算如上

所述的cNIBP。

[0154] PTT*＝HR×MHR/PTT,i+BHR+PTT,i   (12)

[0155] 当HR和PTT数据点在运动时间之前被立即收集时，利用线性模型来确定的HR和PTT

之间的关系是最准确的。如果患者运动继续，那么该模型可以连同多达5分钟的时段内的HR

一起被使用，以计算cNIBP值。如果患者运动坚持通过该时间，那么cNIBP不能典型地被准确

计算，并且该套方法将不被使用。典型地，如果HR和PTT之间的相关性(如由r^2HR/PTT,i所指示

的)相对强，那么该方法工作最好。在优选的实施方案中，对于待实施的算法，r^2HR/PTT,i大于

大约0.5。如果r^2HR/PTT,i小于该值，则算法不被实施，并且血压值被假定由运动破坏，以及因

而不被记录。

[0156] 图20A，B和21A，B指示该方法的效力。图20A和图21A示出了SYS以及使用等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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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确定的‘重构’SYS的时间依赖性轨迹(其利用股动脉A-线来测量)。这些图通过使用上述

在23个受试者ICU研究过程中所测量的数据来生成。图20B和图21B以不同的方式将图20A和

图21A中的相同数据作图，其示出了利用股动脉线所测量的SYS和利用根据本发明的方法所

测量的‘重构’SYS之间的点到点的相关性。正如从这些图中很清楚的，当受试者的血压经历

仅仅很小量的易变时通过使用该方法重构SYS值产生更好地一致性以及更高的相关性。例

如，图20A，B示出了来自23个受试者群组的‘最好’结果。此处，受试者的血压比较稳定，并且

重构的SYS与使用股动脉线所测量的SYS(STDEV＝2.0mmHg；BIAS＝0.2mmHg)相当好地一致。

图21A，B示出了来自具有高易变性血压的受试者的数据。该实例代表来自23个受试者群组

的‘最差’一致，可能是因为cNIBP中的易变性还导致心排血量的对应应变性。这又使得更难

于准确地重构受试者的cNIBP，并且导致动脉线和重构的SYS之间稍微更差的相关性(STDEV

＝15.8mmHg；BIAS＝0.6mmHg)。

[0157] 处理加速计波形来确定姿态

[0158] 除了运动之外，患者的姿态可以影响上述系统如何根据cNIBP和其它的生命体征

来生成告警/警报。例如，与cNIBP相关的告警/警报可以根据患者是躺下还是站立来变化。

图22指示体佩式监视器如何通过使用时间依赖性加速计波形来确定来自患者110的运动相

关的参数，所述加速计波形分别由戴在患者胸部、臂围和腕上的三个加速计262,263,264来

持续产生。患者手臂的高度可以影响cNIBP测量，因为血压可以由于由手臂高度改变所诱导

的静压力而明显地改变。而且，该现象可以被探测到并且被利用去校准cNIBP测量，正如以

上引用的专利申请中详细描述的，其内容之前通过引用已经被并入：BODY-WORN  VITAL 

SIGN  MONITOR  WITH  SYSTEM  FOR  DETECTING  AND  ANYLYZING  MOTION(2009年5月20日提交

的，U.S.S.N.12/469,094)。正如该文档中所描述的，臂高可以通过使用来自分别设置在患

者臂围和腕上的加速计263,264的DC信号来确定。相反，姿态可以仅仅通过带在患者胸部上

的加速计262来确定。在腕戴式收发器上运行的算法从该加速计所测量的波形提取DC值并

且然后利用以下所述的算法来处理它们以确定姿态。

[0159] 具体地，对于患者260，通过使用在所测量的重力矢量和躯干坐标空间261的坐标

轴之间所确定的角度来确定躯干姿态。该空间261的轴线限定在三维欧几里德空间，其中，

是垂直轴， 是水平轴，以及 是法向轴。在患者的姿态可以被确定之前，这些

轴必须相对于‘胸部加速计坐标空间’是同样的。

[0160] 在确定患者姿态过程中的第一步是辨别 在胸部加速计坐标空间中的对齐。这

可以以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个来确定。在第一方法中， 基于体佩式监视器相对于患者

的典型对齐来假定。在制造过程中，这些参数可以然后被编程到在腕戴式收发器上运行的

固件中。在该程序中，假定体佩式监视器内部的加速计被应用到具有基本上相同配置的每

个患者。在第二方法中， 以患者特异性基础被辨别。此处，在腕戴式收发器上运行的算

法促使患者(使用例如在腕戴式收发器上运行的视频指令，或者通过扬声器发射的声音指

令)假定相对于重力的已知位置(例如，直立，而手臂笔直向下指)。算法然后根据患者在该

位置时胸部加速计的与x，y和z轴对应的DC值计算 然而，该实例仍然需要了解监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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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在哪一个手臂上(左或者右)，因为胸部加速计坐标空间可以根据该取向旋转180度。如上

所述，应用监视器的医疗专业人员可以通过使用GUI输入该信息。双臂附着的该可能性需要

一组两个预先确定的垂直向量和法向向量，其根据监视器的定位可以互换。代替人工输入

该信息，通过使用来自胸部加速计值的测量值，在附着之后可以容易地确定其上带监视器

的手臂，其中假定 与重力向量不成直角。

[0161] 程序中的第二步是辨别 在胸部加速计坐标空间中的对齐。监视器以其通过使

用两个方法中的一个确定 的相同方式来确定该向量。在第一方法中，监视器假定患者

上胸戴式加速计的对齐。在第二方法中，通过促使患者假定相对于重力的已知位置来辨别。

监视器然后根据时间依赖性加速计波形的DC值来计算

[0162] 程序中的第三步骤是辨别 在胸部加速计坐标空间中的对齐。该向量典型地

根据 和 的向量矢量积来确定，或者其可以基于患者上的加速计的典型对齐来假

定，正如以上所述的。

[0163] 患者的姿态通过使用以上所述和图22中的坐标系统，连同从患者胸部法向延伸的

重力矢量 一起来确定。 和 之间的角度由等式(13)来给出：

[0164]

[0165] 其中，两个矢量的点积被限定为：

[0166]

[0167] 和 的范数的限定由等式(15)和(16)来给出：

[0168]

[0169]

[0170] 正如等式(5)中所指示的，监视器比较垂直角度θVG和阈值角度，以确定患者是垂直

的(即，直立)或者躺下：

[0171] 如果θVG≤45°，那么躯干状态＝0，患者是直立的   (17)

[0172] 如果等式(17)中的条件满足，那么患者被假定是直立的，并且他们的躯干状态(其

是等于患者姿态的数字值)等于0。如果等式(17)中的条件不满足，即，θVG＞45度，那么患者

被假定是躺下的。他们的躺下位置然后根据分离两个剩余向量的角度来确定，正如以下所

限定的。

[0173] 如果患者躺在仰卧位(胸部向上)，俯卧位(胸部向下)、或者在他们的侧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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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之间的角度θNG确定。基于假定的取向或者患者特异性校准程序，如上所述的，

的对齐由等式(18)给出，其中，i、j、k分别代表胸部加速计坐标空间的x、y和z轴的单

位向量：

[0174]

[0175] 根据从胸部加速计波形所提取的DC值来确定的 和 之间的角度由等式

(19)给出：

[0176]

[0177] 体佩式监视器确定法向角度θNG并且将其与一组预先确定的阈值角度进行比较，以

确定患者正躺在哪个位置，正如等式(20)中所示出的：

[0178] 如果θNG≤35°，那么躯干状态＝1，患者仰卧   (20)

[0179] 如果θNG≤35°，那么躯干状态＝2，患者俯卧

[0180] 如果等式(20)中的条件不满足，那么患者并假定躺在他们的侧身上。他们是躺在

他们的右侧还是左侧根据水平躯干向量和所测量的重力矢量之间所计算的角度来确定，正

如以上所述。

[0181] 的对齐是通过使用假定的取向，或者根据如由等式(21)所给出的 和

的向量矢量积来确定，其中，i、j、k分别代表加速计坐标空间的x、y和z轴的单位向量。

指出的是：所计算的向量的取向是根据运行中向量的阶数。以下阶数限定了水平轴朝向患

者身体右侧为正。

[0182]

[0183] 和 之间的角度θHG通过使用等式(22)来确定：

[0184]

[0185] 监视器将该角度与一组预定的阈值角度进行比较，以确定患者是躺在他们右侧还

是左侧上，正如由等式(23)所给出的：

[0186] 如果θHG≥90°，那么躯干状态＝3，患者在他们的右侧上   (23)

[0187] 如果θNG＜90°，那么躯干状态＝4，患者在他们的左侧上

[0188] 表1描述了上述姿势的每一个，以及用来在远距离计算机上给予例如特别符号的

相应数字躯干状态：

[0189]

姿态 躯干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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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0]

直立站 0

仰卧：躺在背上 1

俯卧：躺在胸部上 2

躺在右侧上 3

躺在左侧上 4

未确定的姿态 5

[0191] 表1-姿态和它们对应的躯干状态

[0192] 图23A和23B分别示出了沿着x、y、和z轴(图23A)所测量的时间依赖性加速计波形

和根据移动患者的这些波形所确定的躯干状态(即，姿态；图23B)的图，正如以上所述。因为

患者移动，所以由胸部加速计所测量的加速计波形的DC值因此变化，如图23A中所示出的。

体佩式监视器处理以上所述的这些值，以连续地确定 和患者的各种量化的躯干状态，正

如图23B中所示出的。躯干状态产生如表1中所限定的患者的姿态。对于该研究，在大约160

秒的时间内，患者快速地在站、躺在他们的背上、胸部上、右侧、以及左侧之间交替。正如以

上所述，用于生命体征的不同告警/警报条件(例如，阈值)可以被分派给这些姿态中的每一

个，或者特定的姿态本身可以导致告警/警报。此外，图中的时间依赖性属性可以被分析(例

如，躯干状态的改变可以被计算)以确定例如患者多久在他们医院的床中移动。该数可以然

后等于不同的度量，例如指示在他们的床中不动的患者损伤的‘褥疮指标’可以发生。这个

状态可以然后用来向管理的医疗专业人员触发告警/警报。

[0193] 用于测量cNIBP的体佩式监视器

[0194] 图24A和图24B示出了以上描述的体佩式监视器300如何附着到患者270以测量

cNIBP和其它的生命体征。该监视器的详细描述由以下共同待决的专利申请来提供，其内容

通过引用并入本文：BODY-WORN  VITAL  SIGN  MONITOR(2009年9月15提交的，U.S.S.N12/

560,087)。这些图示出了系统的两种配置：图24A示出了在复合方法的指标部分过程中所使

用的系统，并且包括充气的、基于袖带的系统285，而图24B示出了用于随后的cNIBP测量的

系统。指标测量典型地花费大约60秒，并且典型地每4小时执行一次。一旦指标测量完成，基

于袖带的系统285典型地从患者上去除。剩余时间，监视器300执行cNIBP测量。

[0195] 体佩式监视器300特征为腕戴式收发器272，其在图25中更详细地来描述，所述收

发器特征为显示cNIBP值和其它生命体征的接触面板界面273。腕带290将收发器272类似于

传统的手表固定到患者腕上。柔性线缆292将收发器272连接到包在患者拇指根部周围的脉

搏血氧计探针294。在测量过程中，探针294生成时间依赖性PPG波形，其连同ECG一起被处理

以测量cNIBP和SpO2。这提供了患者身体的中央区域中血压的准确表现，正如以上所述。

[0196] 为了确定加速计波形，体佩式监视器300特征为位于患者手臂和胸部上不同位置

处的三个单独的加速计。第一加速计表面安装到腕戴式收发器272中的电路板上并且测量

与患者手腕运动相关联的信号。如上所述，该运动还可以指示起源于患者的手指，其将影响

SpO2测量。第二加速计包括在沿着线缆282的跨距所包括的小隔板部分296中。在测量过程

中，在尺寸上与传统急救绷带相似的一小块一次性使用带将隔板部分296固定到患者的手

臂上。以此方式，隔板部分296提供两个目的：1)它从患者手臂的中间部分测量时间依赖性

加速计波形，由此允许他们的姿态和手臂高度被如以上详细所述来确定；以及2)它将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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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扣紧到患者的手臂上，以增加体佩式监视器300的舒适性和性能，特别地当患者在走动

时。第三加速计安装在通过线缆280a-c与ECG电极278a-c连接的隔板部件274。这些信号然

后被数字化、通过线缆282传输到腕戴式收发器272，其中，它们利用如以上所述的算法来处

理，以确定呼吸速率，正如以下共同待决的专利申请中所描述的，其内容通过引用并入本

文：BODY-WORN  MONITOR  FOR  MEASURING  RESPIRATION  RATE(2009年9月14日提交的，

U.S.S.N.12/559,442)。

[0197] 基于袖带的模块285特征为：充气系统276，其包括泵、阀、压力拟合、压力传感器、

模数转换器、微处理器、以及可充电Li：离子电池。在指标测量过程中，充气系统276膨胀一

次性使用袖带284并且执行根据复合方法的两个测量：1)它执行示波测量法的基于膨胀的

测量，以确定用于SYSINDEX、DIAINDEX、和MAPINDEX；以及2)它确定描述PTT和MAP之间关系的患者

特异性斜率。这些测量在以上引用的专利申请中被详细的描述，其名为：‘VITAL  SIGN 

MONITOR  FOR  MEASURING  BLOOD  PRESSURE  USING  OPTICAL，ELECTRICAL，AND  PRESSURE 

WAVEFORMS’(2008年6月12日提交的，U.S.S.N.12/138,194)，其内容之前已经通过引用并入

本文。

[0198] 基于袖带的充气系统285内部的袖带284典型地是一次性使用的并且特征为包在

患者臂围周围以传递的一致的压力场的内部不透气气囊。在指标测量过程中，压力值通过

内部的模数转换器来数字化，并且连同SYSINDEX、DIAINDEX、和MAPINDEX一起通过根据CAN协议的

线缆发送到腕戴式收发器272，以用于如上所述的处理。一旦基于袖带的测量完成，基于袖

带的模块285从患者的手臂上去除，并且线缆286与腕戴式收发器272不连接。cNIBP然后通

过使用PTT来确定，正如以上详细描述的。

[0199] 为了确定ECG，体佩式监视器300特征为直接集成到终止ECG线缆282的隔板274中

的小型三线ECG电路。ECG电路特征为从通过线缆280a-c连接的三个胸戴式ECG电极278a-c

收集电信号的集成电路。如上所述，ECG电极278a-c典型地以传统的艾因托文氏三角配置

(其是患者胸部上电极278a-c的类似三角形取向)来设置，特征为三个特有的ECG向量。根据

这些电信号，ECG电路确定多达三个ECG波形，其通过使用最接近ECG电路安装的模数转换器

来数字化，并且根据CAN协议通过线缆282被发送到腕戴式收发器272。在那里，ECG和PPG波

形被处理以确定患者的血压。心率和呼吸通过使用已知算法(这种阻抗呼吸描记法)以及以

上所述的算法、根据ECG波形来直接确定。线缆隔板274还包括如上所述测量与患者的胸部

相关联的运动的加速计。

[0200] 如上所述，在通过线缆282传送ECG和加速计波形之前数字化它们存在若干优点。

首先，线缆282中单个传输线可以传输多个数字波形，每一个由不同的传感器生成。这包括

来自隔板274中安装的ECG电路的多个ECG波形(例如，对应于与三线、五线和十二线ECG系统

相关联的向量)，以及与隔板274,296中安装的加速计的x、y、和z轴相关联的波形。更精密的

ECG电路(例如，五线和十二线系统)可以插入腕戴式收发器以代替图24A和图24B中所示出

的三线系统。

[0201] 图25示出了腕戴式收发器272的特写图。如上所述，其通过使用柔性带290固定到

患者的腕上，所述带穿过塑料壳体306的两个D型圈。收发器272特征为接触面板显示器320，

其给予根据观察者(典型地，患者或者医疗专业人员)改变的GUI273。具体地，收发器272包

括小型红外线条码扫描器302，其在使用过程中可以扫描带在医疗专利人员证章上的条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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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码对于收发器软件指示：例如，护士或者医生正在看用户界面。作为反应，GUI273显示生

命体征数据和适于医疗专业人员的其它的医疗诊断信息。通过使用该GUI273，护士或者医

生例如可以观看生命体征信息，设定告警参数、以及输入关于患者的信息(例如，他们的人

口统计信息、用药、或者医疗条件)。护士可以按GUI273上的按钮，指示完成这些工作。在这

点上，显示器320给予更合适于患者的界面，例如，一天的时间和电池能量。

[0202] 收发器272特征为在其上部侧面的三个CA  N连接器304a-c，每个连接器支撑CAN协

议和配线方案，并且将数字化数据转发到中间的CPU。通过CAN连接器的数字信号包括指示

特定信号(例如，ECG、ACC、或者来自基于袖带的模块的压力波形)和信号起源的传感器的报

头。这允许CPU容易地翻译通过CAN连接器304a-c到达的信号，(例如，如以上所述对应于ECG

波形的信号)，并且意味着这些连接器不与特定的线缆相关联。与收发器连接的任何线缆可

以被插入任何连接器304a-c中。正如图24A中所示出的，第一连接器304a接收线缆282，其输

送根据ECG电路和电极所确定的数字化ECG波形，以及由线缆隔板274和与ECG线缆282相关

联的隔板部分296中的加速计所测量的数字化加速计波形。

[0203] 图25中的第二CAN连接器304b接收线缆286，其与用于压力依赖性指标测量(图24A

中所示出)的充气的基于袖带的系统285连接。该连接器304b接收由充气系统285传递到患

者手臂的时间依赖性压力波形，以及在指标测量过程中所确定的SYSINDEX、DIAINDEX、和

MAPINDEX值。一旦指标测量完成，线缆286从连接器304拔去，并且在近似4小时之后被插回，以

用于另一个指标测量。

[0204] 最后的CAN连接器304c可以用于辅助的装置，例如，血糖测量仪、输液泵、体佩式胰

岛素泵、通风机、或者et-CO2测量系统。正如以上所述，由这些系统生成的数字信息将包括

指示它们起源的报头，以使得CPU可以据此处理它们。

[0205] 收发器包括扬声器301，其允许医疗专业人员通过使用通过互连网协议传送声音

(VOIP)来与患者通信。例如，通过使用扬声器301，医疗专业人员可以从与医院内无线、基于

互联网的网络的中央护士站或者移动电话对患者提出询问。或者医疗专业人员可以戴上与

图25中所示出的收发器相似的单独收发器，并且使用该收发器作为通信装置。在该应用中，

有患者带着的收发器272作用更像传统的蜂窝电话或者‘步话机’：它可以用于与医疗专业

人员的声音通信，并且可以附加地转发描述患者的生命体征和运动的信息。扬声器还可以

向患者发音预编程的信息，例如用来校准如上所述、用于姿态计算的胸戴式加速计的信息。

[0206] 在存在运动时用于测量PPG波形的多像素传感器

[0207] 正如以上所述和图24A中所示出的，典型地在体佩式监视器中使用的拇指戴式传

感器特征为具有单像素光探测区域的光电探测器。典型地，该像素具有2-4mm^2的面积。在

复合方法过程中，光电探测器测量PPG波形，其与ECG波形一起被共同地处理以确定cNIBP。

可选地，如图26-29中所示出的，特征为多像素探测器354的光学传感器351可以被用来代替

测量PPG波形的单像素探测器。当患者运动时，这种探测器354在探测信号的情况下可以特

别有效。

[0208] 多像素传感器351特征为在其边缘上涂覆有粘合剂356的软的、柔性衬底352，其被

设计成附着到患者的皮肤。正如图26中所示出的，对于最佳的结果，传感器351附着到患者

350的前额，并且通过线缆352与控制器353连接。在该实施方案中，控制器353和线缆352分

别与图24A中所示出的腕戴式收发器273和线缆292相似。试验指示：对于该可替代的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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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前额是理想的传感器位置，大概是因为制成下面脉管系统的组织比较薄并且在其内侧

利用患者颅骨的骨头来支持。该生理机能最小化在传感器351和前额中的动脉之间、可以在

PPG中引起假缺陷的运动。此外，颅骨的存在限制了薄的、下面的组织的可压缩性，其又最小

化血和组织内部间质液的运动诱导的流动。这些因素使该位置对于传感器351是理想的，特

别地在与比较小程度运动的前额的大可用测量区域相耦合时。

[0209] 传感器351典型地特征为方形器件封装并且包括设置在其角中每一个的四个双波

长LED  353a-d。每个LED  353a-d发射红色和红外线的光波长，如上所述。供给每个LED的可

调整电压偏差确定其所发射的波长。在测量过程中，衬底352利用粘合剂356附着到患者的

前额，从而允许LED  353a-d向组织下面传送比较均匀的光场。光场根据比尔-朗伯定律部分

地由下面脉管系统中的脉动血来吸收，正如以上所述。这调节了光场，其然后由多像素探测

器354以反射模式的几何形状来探测。探测器354中的每个像素元件典型地具有1-2mm^2的

面积，并且生成特有的模拟电场，其通过一系列电互连355向电力系统357传播，所述电力系

统357特征为与电路耦合的多通道模数转换器(A/D)，所述电路用于复用和解复用(MUX)因

而得到的数字信号。这些部件数字化来自每个像素元件的模拟信号并且处理它们以形成单

个PPG波形，这与图7A中所示出的相似。

[0210] 图28A，B和29A，B指示：与传统的单像素探测器385a，b(图28A，B)相比，在运动过程

中多像素传感器351a，b(图29A，B)如何在探测PPG波形时可以是较好的。血是粘弹性流体，

并且在运动过程中根据牛顿物理将在患者的动脉系统中消长。该影响(此处非正式地称为

‘血晃荡’)可以是特征在于时间依赖性属性(例如，上升和下降时间)，其在它们的频率组成

方面与PPG波形的实际脉冲相似。这是为什么例如在图15和16中的波形中所示出的运动诱

导的假缺陷看起来与PPG中的实际脉搏相似。血晃荡使得血的团注390a，b移入和移出图

28A，B中所示出的利用单像素探测器387a，b所测量的区域。单个探测器387a，b没有能力去

追踪血的团注390a，b的时间依赖性动态，因为它移过探测场。团注390在时间t0处移入探测

器场，传播通过场，并且最后在时间t0+Δt处移出。因为它不能被分离，团注390a，b导致了PPG

波形中的假缺陷，其难于(否则不可能)利用传统的方法(例如，数字滤波器)来去除。

[0211] 相反，图29A，B示出了多像素探测器351a，b可以在血的团注380a，b在移过探测器

面积时如何追踪团注。这允许其通过使用参考图27所述的复用/解复用电路357来分离并且

从PPG波形被去除。在该实例中，例如，团注380a，b移过探测器场中的对角线，仅仅在沿着该

线的像素将带来由运动相关的假缺陷所影响的信号。这些信号将示出与传统PPG波形不同

的性能，其将由多阵列探测器354a，b中的上左侧和下右侧部分像素来探测。一旦被探测，来

自每个像素的信号可以利用信号处理技术(例如，用来处理视频图像的技术)来处理，以对

由团注所引起的假缺陷去卷积。最终，这能够带来相对无噪声的PPG波形，其可以然后利用

复合方法来处理以确定cNIBP。

[0212] 用于测量所有生命体征的高级算法

[0213] 图30提供了一种示出包括复合方法的高级算法399的流程图，其用来监视来自住

院患者的生命体征。算法399的开始阶段(步骤400)开始于：通过使用体佩式监视器内部模

拟和数字电路来收集时间依赖性PPG、ECG、以及加速计波形。PPG波形通过使用附着到患者

拇指的光学传感器来测量，而ECG波形是利用附着到患者胸部上的一系列电极(典型地三个

或者五个)来测量。三个加速计集成到体佩式监视器的布线和腕戴式收发器内部，每个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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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测量对应于x、y或者z轴的三个数字加速计波形。一旦被收集，PPG和加速计波形被数字化

滤波(步骤401)，以使得时间依赖性属性可以如以上详细所述地被提取和处理。压力波形

(其在指标测量过程中使用重启系统和包在患者臂围周围的袖带来生成)在膨胀过程中被

测量并且使用示波测量法来处理，以确定SYSINDEX、DIAINDEX、和MAPINDEX值(步骤402)。可选地，

SYSINDEX可以通过处理指标测量过程中存在所施加压力时的PPG来直接确定，正如以上参考

图8所描述的(步骤403)。PTT被测量作为指标测量过程中所施加压力的函数，并且被处理以

确定个人的患者特异性斜率(步骤404)。运动能够使上述参数的测量复杂，并且通过处理来

自附着到患者上并且与体佩式监视器连接的三个加速计的时间依赖性信号。这些信号被收

集和处理，以确定基于运动的信号破坏程度(步骤405)，以及附加地确定患者的姿态和活动

级别(步骤407)。如果运动被确定存在，cNIBP可以通过使用以上参考图18和图19所述的通

读运动算法来估计(步骤408)。

[0214] 当存在极小的运动或者没有运动时，患者特异性斜率，连同在指标测量过程中利

用示波测量法所确定的血压值一起，与根据ECG和PPG波形所测量的PTT一起使用，以确定

cNIBP(步骤410)。通过使用适应拇指根部的修改的计算参数，利用红色和红外线波形所测

量的PPG波形附加地被处理以确定SpO2，正如以上所述的(步骤411)。

[0215] 体佩式监视器通过收集20秒时间的数据来进行用于基于PTT的cNIBP的上述测量，

并且然后利用如上所述的多种统计学平均技术来处理这些数据。此外，通过使用适应滤波

来处理ECG和加速计波形的算法可以确定呼吸速率，正如以下专利申请中所描述的，其内容

之前通过引用已经并入本文：BODY-WORN  MONITOR  FOR  MEASURING  RESPIRATION  RATE

(2009年9月14日提交的，U.S.S.N  12/559,442)。心率和温度然后如以下专利申请中所描述

的来确定，其内容通过引用已经并入本文：BODY-WORN  VITAL  SIGN  MONITOR(2009年9月15

日提交的，U.S.S.N12/560,087)(步骤413)。

[0216] 以上所述的所有生命体征典型地利用每秒对它们进行更新的移动平均的技术来

计算。每4-8小时，利用完整的基于膨胀的测量(步骤402)或者如上所述基于部分膨胀(步骤

403)来重复指标测量。

[0217] 其它的实施方案

[0218] 除了上述的这些方法之外，大量附加的方法可以用来根据PPG和ECG波形计算血

压。这些方法在以下共同待决的专利申请中被描述，其内容通过引用并入本文：1)CUFFLESS 

BLOOD-PRESSURE  MONITOR  AND  ACCOMPANYING  WIRELESS,INTERNET-BASED  SYSTEM(2004年

4月7日提交的，U.S .S .N  10/709 ,015)；2)CUFFLESS  SYSTEM  FOR  MEASURING  BLOOD 

PRESSURE(2004年4月7日提交的，U.S.S.N  10/709 ,014)；3)CUFFLESS  BLOOD  PRESSURE 

MONITOR  AND  ACCOMPANYING  WEB  SERVICES  INTERFACE(2004年3月26日提交的，U.S.S.N 

10/810,237)；4)VITAL  SIGN  MONITOR  FOR  ATHLETIC  APPLICATIONS(2004年9月13日提交

的，U.S .S .N)；5)CUFFLESS  BLOOD  PRESSURE  MONITOR  AND  ACCOMPANYING  WIRELESS 

MOBILE  DEVICE(2004年10月18日提交的，U.S .S .N  10/967 ,511)；6)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DEVICE  FEATURING  A  CALIBRATION-BASED  ANALYSIS(2004年10月18日提交

的，U.S.S.N  10/967,610)；7)PERSONAL  COMPUTER-BASED  VITAL  SIGN  MONITOR(2005年2月

15日提交的，U.S.S.N  10/906,342)；8)PATCH  SENSOR  FOR  MEASURING  BLOOD  PRESSURE 

WITHOUT  A  CUFF(2005年2月14日提交的，U.S.S.N  10/906 ,315)；9)PATCH  SENSOR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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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ING  VITAL  SIGNS(2005年7月18日提交，U.S.S .N  11/160 ,957)；10)WIRELESS ,

INTERNET-BASED  SYSTEM  FOR  MEASURING  VITAL  SIGNS  FROM  A  PLURALITY  OF  PATIENTS 

IN  A  HOSPITAL  OR  MEDICAL  CLINIC(2005年9月9日提交，U.S.S.N  11/162,719)；11)HAND-

HELD  MONITOR  FOR  MEASURING  VITAL  SIGNS(2005年9月21日提交，U.S.S.N  11/162,742)；

12)CHEST  STRAP  FOR  MEASURING  VITAL  SIGNS(2005年12月20日提交，U.S.S.N  11/306,

243)；13)SYSTEM  FOR  MEASURING  VITAL  SIGNS  USING  AN  OPTICAL  MODULE  FEATURING  A 

GREEN  LIGHT  SOURCE(2006年2月3日提交，U.S.S.N  11/307,375)；14)BILATERAL  DEVICE,

SYSTEM  AND  METHOD  FOR  MONITORING  VITAL  SIGNS(2006年5月25日提交，U.S.S.N  11/

420,281)；15)SYSTEM  FOR  MEASURING  VIT  AL  SIGNS  USING  BILATERAL  PULSE  TRANSIT 

TIME(2006年5月26日提交，U.S.S.N  11/420,652)；16)BLOOD  PRESSURE  MONITOR(2006年9

月8日提交，U.S.S.N  11/530,076)；17)TWO-PART  PATCH  SENSOR  FOR  MONITORING  VITAL 

SIGNS(2006年11月10日提交，U.S.S.N  11/558,538)；以及,18)MONITOR  FOR  MEASURING 

VITAL  SIGNS  AND  RENDERING  VIDEO  IMAGES(2007年3月5日提交，U.S.S.N  11/682,177)。

[0219] 其它实施方案也在本发明的范围内。例如，其它测量技术(例如，在放气过程中所

测量的传统的示波测量法)可以用来确定上述算法的SYS。此外，与以上所述类似的用于测

量SpO2的处理部件和传感器可以被修改并且带在患者身体的其它部位上。例如，具有手指

环配置的传感器戴在不同于拇指的其它手指上。或者它们可以被修改以附着到测量SpO2的

其它传统部位，例如，耳朵、前额、以及鼻梁。在这些实施方案中，处理部件可以被带在不同

于腕的地方，例如，颈周围(并且例如由系索来支撑)或者在患者的腰上(例如由附着到患者

腰带上的夹子来支撑)。在又一个实施方案中，探针和处理部件集成到单个单元中。

[0220] 在另外的实施方案中，一组体佩式监视器可以连续地监视一群患者，其中，组中的

每个患者戴着与此处描述相似的体佩式监视器。此外，每个体佩式监视器可以增加有位置

传感器。位置传感器包括无线部件和接收来自无线部件的信号并且处理它以确定患者物理

位置的处理部件。处理部件(与以上所述相似)根据时间依赖性波形确定至少一个生命体

征、一个运动参数、以及根据与信息的结合所计算的告警参数。无线收发器通过无线系统传

送生命体征、患者的位置、以及告警参数。特征为无线系统的显示器和界面的远距离计算机

系统接收信息并且在用于组中每个患者的用户界面上显示它。

[0221] 在实施方案中，在中心护士站处的显示器上给出的界面特征为显示与具有多区对

应的面积的地图的场。每个区对应于患者的位置并且包括例如患者的生命体征、运动参数、

以及告警参数。例如，场可以显示与医院的面积(例如，医院分隔间或者急诊室)对应的地

图，而每个区对应于面积中特定的床、椅子或者一般地位置。典型地，显示器给予与用于组

中每个患者的运动和告警参数对应的图示图标。在其它的实施方案中，体佩式监视器包括

给予直接关于患者的这些参数的图示显示。

[0222] 典型地，无线传感器和无线收发器在常见的无线系统上工作，例如，基于802.11，

802.15.4，或者蜂窝协议的无线系统。在该实例中，位置通过利本领域已知的一个或者多个

算法来处理无线信号而确定。这包括例如对从至少三个不同的基站接收的信号作三角测

量，或者基于信号强度和对特殊基站的接近来简单地估计位置。在又一个实施方案中，位置

传感器包括传统的全球定位系统(GPS)。

[0223] 体佩式监视器可以包括第一声音接口，并且远距离计算机可以包括第二声音接

说　明　书 30/31 页

33

CN 105342591 B

33



口，其与第一声音接口结合。位置传感器、无线收发器、以及第一和第二声音接口可以都在

常见的无线系统上工作，例如，基于802.11，802.15.4或者蜂窝协议的上述系统之一。远距

离计算机例如可以是监视器，其本质上与由患者带着的监视器相同，并且可以由医疗专业

人士携带或者配带。在该实例中，与医疗专业人员相关联的监视器特征为GUI，其中用户可

以选择去显示与特殊患者对应的信息(例如，生命体征、位置、以及告警)。该监视器还可以

包括声音接口，所以医疗专业人士可以直接与患者通信。

[0224] 在另外的实施方案中，多种软件配置可以在体佩式监视器上运行，以给其类似于

PDA的功能。这些包括例如：Micro Microsoft embOS、

VxWorks、SymbianOS、QNX、OSE、BSD和其变形、FreeDOS、FreeRTOX、LynxOS、或者eCOS以及其

它嵌入式操作系统。监视器还可以运行软件配置，所述软件配置允许其接收和发送声音呼

叫、文本消息、或者通过互联网所接收的视频流或来自与其连接的全国性的无线网络的视

频流。参考图25所描述的条码扫描器还可以用来捕获患者或者医疗专业人员的辨别信息，

或者其它的这种标签。该信息例如可以用来与在医院或者家里的患者通信。在其它的实施

方案中，装置可以与互联网接入站点连接，以从关联站点下载内容，例如，校准、软件更新、

文本消息、以及描述用药的信息。如上所述，装置可以通过使用有线的(例如，CAN)或者无线

的(例如，短或者长距离无线收发器)方式与站点连接。在又一个实施方案中，与生命体征对

应的‘警报’值以及护理专家的寻呼机或者手持电话数量可以通过使用其图形用户界面被

编程到装置中。如果患者的生命体征满足警报条件，则装置上的软件可以向护理专家发送

无线的‘事件(page)’，由此对患者的状况向他们发出警报。对于另外的患者的安全，可以实

施确认的方案，其对其他个人或者系统发出警告，直到确认警报被接收。

[0225] 还有其它的实施方案在以下权利要求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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