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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的生物分析物诱发的色彩改变的方法及设

备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用于对生物材料执行基于色彩

的反应测试的方法及电子装置。所述方法包含在

自动校准环境内俘获并解释未暴露及稍后暴露

的桨叶的数字图像。所述测试桨叶包含唯一识别

机制UID、提供标准化色彩的样品以用于图像色

彩校准、补偿及校正的参考色彩条RCB，及若干测

试特定序列的化学测试垫片CTP。所述方法进一

步包含将所述桨叶定位于所述图像中，提取所述

UID并验证所述桨叶，提取所述RCB，以及定位每

一图像中的所述多个CTP。所述方法进一步降低

所述CTP中的图像噪声且根据对所述RCB执行的

照明测量自动地校准所述图像。为确定测试结

果，所述方法进一步确定在由制造商解释比色卡

描述的色彩空间中所述CTP与其可能轨迹之间的

若干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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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量化诊断仪器上的至少一个测试介质的色彩改变的计算机实施方法，所述

方法包括：

由相机传感器俘获已暴露于生物样品的所述诊断仪器的至少一部分的数字图像，所述

诊断仪器包括包含不同色彩的多个参考样品的至少一个色彩参考及分别具有多个试剂的

多个测试介质，每一试剂在所述生物样品中存在特定分析物的情况下改变色彩；

识别用于所述诊断仪器中的所述至少一个测试介质的除了白色参考样品以外的所述

多个参考样品中的至少一者；

确定所述至少一个参考样品的显性相机俘获色彩及所述至少一个测试介质的显性相

机俘获色彩；

基于至少部分地从所述至少一个参考样品的所述显性相机俘获色彩导出的校正因子

对所述至少一个测试介质的所述显性相机俘获色彩进行色彩校正以确定经校正测试介质

色彩；以及

比较所述经校正测试介质色彩与对应于预定分析物浓度的一组可能测试介质色彩以

确定包含所测试的所述生物样品的分析物浓度的测试结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计算机实施方法，其中按照多个测试特定序列来布置所述诊

断仪器的所述多个测试介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诊断仪器进一步包括包含关于所述诊断仪器

的识别信息或与之相关联的识别标记，且其中所述诊断仪器的俘获的所述数字图像包含所

述识别标记的至少一部分。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识别标记为以下各项中的至少一者：条形码、

QR码、近场通信标签，或其任何组合。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识别信息包含以下各项中的至少一者：所述诊

断仪器的制造日期；所述诊断仪器的到期日期；用于由所述诊断仪器测试的所述分析物；关

于测试受试者的识别信息；患者病况信息；或其任何组合。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通过分析所述数字图像的包含所述识别

标记的所述部分以确定所述识别信息及基于所述识别信息确定所述诊断仪器是否处于使

用状况来验证所述诊断仪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中验证所述诊断仪器进一步包括基于所述识别信息

选择至少一个可能测试介质色彩。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识别步骤进一步包括：

扫描所述数字图像以确定所述识别标记在所述数字图像上的位置；

至少部分基于所述识别标记的所述位置确定用于所述数字图像的几何校正，所述几何

校正包括所述诊断仪器绕着以下各项中的至少一者的旋转角度：x轴、y轴、z轴，或其任何组

合；以及

至少部分基于所述识别标记的所述位置及所述几何校正计算所述至少一个参考样品

及所述至少一个测试介质在所述数字图像上的位置。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识别步骤进一步包括：

识别所述数字图像的含有所述参考样品的区域；以及

通过应用方差算子以移除识别的所述区域的具有低方差的部分且维持识别的所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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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具有高方差的部分而从识别的所述区域移除背景假影。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识别步骤进一步包括：

识别所述数字图像的包含所述参考样品的区域及所述数字图像的包含所述至少一个

测试介质的区域；

识别识别的所述区域的边界上的边缘假影；以及

从所述数字图像移除所识别的边缘假影。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确定步骤进一步包括：

围绕所述参考样品及所述至少一个测试介质的边界或仅在所述边界内界定空间保护

带以形成封闭区域；以及

通过平均化所述参考样品及所述至少一个测试介质的所述封闭区域内的色彩来减小

所述封闭区域内的色彩噪声。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中，将中值滤波器应用于至少一个封闭区域以确定

其中的至少一个参考样品的显性相机俘获色彩或者以确定其中的至少一个测试介质的显

性相机俘获色彩。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

识别在所述数字图像中的多个参考样品的白色参考样品，所述白色参考样在标准照明

条件下为白色；

进一步至少部分基于所述数字图像中的所述白色参考样品的平均色彩确定所述校正

因子；以及

进一步通过使用白平衡算法应用所述校正因子来对所述至少一个测试介质的所述显

性相机俘获色彩进行色彩校正。

1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

比较所述参考样品的发光与预定预期发光以确定发光校正因子；

比较所述参考样品的所述显性相机俘获色彩与预期样品色彩以确定色彩校正因子；以

及

至少部分基于所述发光校正因子及所述色彩校正因子校正所述至少一个测试介质的

所述相机俘获色彩。

1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在所述经校正测试介质色彩超过预定值

的情况下拒绝所述数字图像。

1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相机俘获参考样品及所述相机俘获测试介质

色彩各自包括界定至少一个色彩空间的多个色彩分量，且其中所述至少一个色彩空间为以

下各项中的至少一者：红色-绿色-蓝色RGB；青色-洋红色-黄色-基色CMYK；国际照明委员会

CIE色彩空间；专色色彩空间；蒙赛尔色彩空间；或其任何组合。

1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比较步骤进一步包括：

确定最接近于所述经校正测试介质色彩的可能测试介质色彩；以及

确定对应于所述最接近的可能测试介质色彩的所述分析物浓度。

1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比较步骤进一步包括：

将所述组可能测试介质色彩映射到至少一个色彩空间中以形成至少一个色彩轨迹；

计算所述经校正测试介质色彩与所述至少一个色彩轨迹之间的最短实质上垂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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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定相交点；以及

至少部分基于所述相交点的位置计算所述生物样品的所述分析物浓度。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至少一个色彩轨迹是通过所述组色彩的多

项式内插而导出。

20.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基于所述校正测试介质色彩与所述至

少一个色彩轨迹之间的最短垂直距离计算错误概率。

2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将所述测试结果的至少一部分显示在便

携式电子装置的视觉显示器上。

2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将所述测试结果的至少一部分发射到外

部源，所述外部源包括以下各项中的至少一者：外部计算机网络、外部数据收集装置、因特

网，或其任何组合。

2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俘获步骤进一步包括将所述诊断图像暴露于

闪光以改善所述数字图像的照明条件。

2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使用便携式电子装置执行以下各项中的至少一

者：所述俘获步骤；所述识别步骤；所述确定步骤；所述色彩校正步骤；所述比较步骤；或其

任何组合。

25.根据权利要求24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便携式电子装置为以下各项中的至少一者：

智能电话、平板PC、计算机，或其任何组合。

26.一种用于验证诊断仪器的方法，其包括：

在将所述诊断仪器暴露于生物样品之前俘获所述诊断仪器的至少一部分的预用数字

图像，所述诊断仪器包括包含除了白色以外的不同色彩的多个参考样品的至少一个色彩参

考及分别含有试剂的多个测试介质，所述试剂在所述生物样品中存在特定分析物的情况下

改变色彩；

识别所述诊断仪器的所述预用数字图像中的所述多个测试介质的至少一个测试介质；

比较所述至少一个测试介质的色彩与用于尚未暴露于分析物的试剂的一组可能测试

介质色彩；以及

至少部分基于所述至少一个测试介质的所述色彩确定所述诊断仪器是否处于使用状

况。

27.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诊断仪器进一步包括包含关于所述诊断仪

器的识别信息或与之相关联的识别标记，且其中所述诊断仪器的所俘获的数字图像包含所

述识别标记的至少一部分。

28.根据权利要求27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识别标记为以下各项中的至少一者：条形

码、QR码、近场通信标签，或其任何组合。

29.根据权利要求27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识别信息包含以下各项中的至少一者：所述

诊断仪器的制造日期；所述诊断仪器的到期日期；用于由所述仪器测试的分析物；关于测试

受试者的识别信息；患者病况信息；或其任何组合。

30.根据权利要求27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确定步骤进一步包括分析所述预用数字图

像的包含所述识别标记的所述部分以确定所述识别信息及至少部分地基于所述识别信息

确定所述诊断仪器是否处于使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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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一种用于通过测试单个患者流体而识别多个测试结果的诊断仪器，所述诊断仪器

包括：

仪器外壳；

包括除了白色以外的不同色彩的多个参考样品的色彩参考，所述色彩参考粘附到所述

仪器外壳或与所述仪器外壳相关联以用于从所述诊断仪器的数字图像确定所述测试结果；

以及

多个测试介质，其贴附到所述外壳，含有色彩改变试剂，所述色彩改变试剂在生物样品

中存在特定分析物的情况下改变色彩。

32.根据权利要求31所述的诊断仪器，其中所述多个测试介质布置成多个测试特定序

列。

33.根据权利要求32所述的诊断仪器，其中所述仪器外壳包括具有把手的桨叶及安置

在所述桨叶上用于收纳所述多个测试介质的多个凹痕。

34.根据权利要求32所述的诊断仪器，其进一步包括安置在所述仪器外壳上、包含关于

所述诊断仪器的识别信息或与之相关联的识别标记，所述识别信息包含以下各项中的至少

一者：所述仪器的制造日期、所述仪器的到期日期、所述仪器所测试的分析物、关于测试受

试者的识别信息、患者病况，或其任何组合。

35.根据权利要求34所述的诊断仪器，其中所述识别标记包括以下各项中的至少一者：

条形码、QR码、近场通信标签，或其任何组合。

36.根据权利要求31所述的诊断仪器，其中所述多个测试介质包括用于防止流体从所

述测试介质滴落的超疏水性涂层。

37.一种用于读取诊断测试结果的系统，所述系统包括：

诊断仪器，其包括桨叶、在所述桨叶上安装的具有不同色彩的多个参考样品的色彩参

考及在所述桨叶上安装的多个测试介质，所述多个测试介质分别含有试剂，所述试剂在生

物样品中存在特定分析物的情况下改变色彩；以及

便携式电子装置，其包括用于俘获所述诊断仪器的至少一部分的数字图像的相机传感

器及处理器，所述处理器经配置以：

识别除了白色参考样品以外的参考样品中的至少一者及所述诊断仪器的所述数字图

像中的所述测试介质中的至少一者；

确定参考样品的显性相机俘获色彩及至少一个测试介质的显性相机俘获色彩；

基于至少部分地从所述至少一个参考样品的所述显性相机俘获色彩导出的校正因子

对所述至少一个测试介质的所述显性相机俘获色彩进行色彩校正以确定经校正测试介质

色彩；以及

比较所述经校正测试介质色彩与对应于预定分析物浓度的一组可能测试介质色彩以

确定包含所测试的所述生物样品的分析物浓度的测试结果。

38.根据权利要求37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多个测试介质布置成多个测试特定序列。

39.根据权利要求37所述的系统，其进一步包括与所述便携式电子装置相关联的识别

标记，其中所述数字图像包含所述识别标记的至少一部分。

40.根据权利要求3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处理器经配置以识别所述识别标记且基于

包含在所述识别标记上或与所述识别标记相关联的识别信息验证所述诊断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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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根据权利要求37所述的系统，其进一步包括与所述便携式电子装置相关联的数据

发射器，所述数据发射器用于将所述测试结果的至少一部分发射到外部源。

42.根据权利要求37所述的系统，其进一步包括视觉显示器，所述视觉显示器用于显示

用于使用所述系统的指令或用于显示所述测试结果。

43.一种用于分析诊断仪器的数字图像的便携式电子装置，所述便携式电子装置包括：

至少一个处理器；

至少一个显示装置；

至少一个相机传感器；以及

至少一个包括程序指令的计算机可读媒体，所述程序指令在由所述至少一个处理器执

行时致使所述便携式电子装置：

用所述相机传感器俘获已暴露于生物样品的所述诊断仪器的至少一部分的数字图像，

所述诊断仪器包括包含不同色彩的多个参考样品的至少一个色彩参考及含有试剂的至少

一个测试介质，所述试剂在所述生物样品中存在特定分析物的情况下改变色彩；

识别在所述数字图像中用于所述诊断仪器中的所述至少一个介质的除了白色参考样

品以外的所述参考样品中的至少一者；

确定在所述数字图像中参考样品的显性相机俘获色彩及所述至少一个测试介质的显

性相机俘获色彩；

基于至少部分地从所述参考样品的所述显性相机俘获色彩导出的校正因子对所述至

少一个测试介质的所述显性相机俘获色彩进行色彩校正以确定经校正测试介质色彩；以及

比较所述经校正测试介质色彩与对应于预定分析物浓度的一组可能测试介质色彩以

确定包含所测试的所述生物样品的分析物浓度的测试结果。

44.根据权利要求43所述的便携式电子装置，其中所述程序指令进一步致使所述便携

式电子装置在所述便携式电子装置的所述显示器上显示使用指令，且其中所述使用指令向

用户解释如何将所述诊断仪器暴露于所述生物样品或如何俘获所述诊断仪器的所述数字

图像。

45.根据权利要求44所述的便携式电子装置，其中所述使用指令结合由所述便携式电

子装置的所述相机传感器提供的所述诊断仪器的视频信号而显示。

46.根据权利要求43所述的便携式电子装置，其进一步包括计时器，且其中所述程序指

令进一步致使所述便携式电子装置：

指示用户将所述诊断仪器暴露于所述生物样品；

用所述计时器测量预定优选暴露时间；以及

指示所述用户在所述预定优选暴露时间过去之后用所述相机传感器俘获所述数字图

像。

47.根据权利要求46所述的便携式电子装置，其中所述程序指令进一步致使所述便携

式电子装置：

用所述计时器测量实际暴露时间，所述实际暴露时间为指示用户将所述诊断仪器暴露

于所述生物样品与俘获所述诊断仪器的所述数字图像之间的时间；以及

基于所述预定优选暴露时间与实际暴露时间之间的差记录经校正暴露时间。

48.根据权利要求47所述的便携式电子装置，其中所述程序指令进一步致使所述便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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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电子装置基于所述经校正暴露时间对所述至少一个测试介质的所述显性相机俘获色彩

进行色彩校正。

49.根据权利要求43所述的便携式电子装置，其进一步包括数据输入装置，且其中所述

程序指令进一步致使所述便携式电子装置：

从所述数据输入装置接收患者报告的信息；以及

比较所述测试结果与所述患者记录信息以确定可能的患者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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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在自动校准环境中执行及量化由特定浓度的生物分析物

诱发的色彩改变的方法及设备

[0001] 相关申请案的交叉参考

[0002] 本申请案主张2012年8月8日申请的标题为“多分析物快速诊断测试及使用方法

(Multi-Analyte  Rapid  Diagnostic  Test  and  Method  of  Use)”的第61/680,842号美国

临时专利申请案的权益，所述美国临时专利申请案特此以全文引用的方式并入本文中。

技术领域

[0003] 本发明大体上涉及用于使用诊断仪器检测流体样品中的多种分析物的存在或不

存在，且明确地说，用于通过诊断仪器的数字图像的图像分析确定诊断测试结果的系统及

方法。

背景技术

[0004] 试剂试纸(dipstick)及免疫分析已结合用于在护理点快速诊断健康状况的方法

用于医疗诊所中达数十年。在临床环境中，试纸已用于诊断尿路感染、惊厥前期、蛋白尿、脱

水、糖尿病、内出血及肝脏问题。众所周知，试纸为含有在暴露于分析物溶液时改变色彩的

试剂的层压纸片。试纸上的每一试剂测试垫用已知在特定反应物存在下改变色彩的化合物

进行化学处理。举例来说，在尿分析的情况下，试纸将通常包含用于检测或测量存在于例如

尿等生物样品中的分析物的试剂垫片，所述分析物包含葡萄糖、胆红素、酮、比重、血液、pH

值、蛋白质、尿胆红素、亚硝酸盐、白细胞、微量白蛋白及肌酸酐。

[0005] 此色彩改变的量级与患者流体中的分析物浓度成比例。通常通过比较测试条带与

彩色参考卡片来用肉眼对试纸进行解释。然而，此类色彩比较可由于一些原因而引起用户

迷茫及错误，包含周围照明的改变以及大部分人群的色觉已受损害。

[0006] 此项技术中已知用于解释已暴露于样品溶液的试纸及免疫分析的测试结果的自

动方法及设备。举例来说，陈(Chen)等人的第2012/0063652号美国专利申请公开案(下文中

称为“'652公开案”)揭示一种用于对生物材料进行基于色彩的反应测试的方法，但其是在

未经校准环境中进行，具体是通过在单个图像中并排地俘获测试条带及彩色参考卡片两者

的数字图像。通过在测试条带的反应区域与色彩参考卡片之间执行简单的色彩匹配来自动

地获得测试条带的测试结果以确定生物材料的分析物浓度。

[0007] 在使用'652公开案所揭示的方法时，用户必须在俘获数字图像之前恰当地对准测

试条带与色彩参考卡片。因此，用户必须在暴露的测试条带被例如尿、血液或大便等生物样

品污染之后与所述测试条带接触，并将其相对于色彩参考卡片放置在适当位置。因此，为辅

助放置测试条带及/或卡片，自动解释设备常常包含例如盒子或毡纸等额外定位元件，以将

测试条带及卡片两者定位在正确定向中。

[0008] 鉴于当前可用的用于自动地阅读测试条带的方法所存在的问题，存在对于自动测

试方法的需要，其使用在未经校准环境中所俘获的数字图像。所述系统或方法应经配置以

自动地校准数字图像以校正任何色彩不足、假影或其它不明确性。所述方法还应自动地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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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数字图像的相关部分，而不管测试条带及/或色彩参考在数字图像中如何定位。最后，所

述方法应最小化对受生物流体污染的样品的操纵。本发明的方法及系统解决已知的自动检

测装置、系统及方法的这些不足。

发明内容

[0009] 大体提供一种用于对通过将多个测试条带暴露于生物材料/流体而诱发的色彩改

变执行定量评估的方法及电子用户装置。优选地，所提供的系统及方法准许自动校准已暴

露于样品溶液的多个测试介质的数字图像，以便确定某些分析物是否呈现于所述样品溶液

中。更优选地，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以量化通过暴露于样品而在各种测试条带中诱发的色彩

改变的方法及电子用户装置。此量化是基于自动校准协议，独立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本发明

产生准确、精确且具成本效益的测量，同时最小化与生物样品的用户交互。此方法经设计以

在旨在最小化错误的领域中支持符合FDA及EU法规的医疗科学仪器。

[0010] 因此，根据本发明的优选且非限制性的实施例，提供一种用于量化诊断仪器上的

至少一个测试介质的色彩改变的计算机实施方法。所述方法包含俘获已暴露于生物样品的

诊断仪器的至少一部分的数字图像的步骤。所述诊断仪器包含包括不同色彩的多个参考样

品的至少一个色彩参考及含有试剂的至少一个测试介质，所述试剂在生物样品中存在特定

分析物的情况下改变色彩。所述方法进一步包含以下步骤：识别用于所述诊断仪器中的所

述至少一个介质的参考样品中的至少一者；确定参考样品的显性相机俘获色彩及所述至少

一个测试介质的显性相机俘获色彩；基于至少部分地从所述参考样品的所述显性相机俘获

色彩导出的校正因子对所述至少一个测试介质的所述显性相机俘获色彩进行色彩校正以

确定经校正测试介质色彩；以及比较所述经校正测试介质色彩与对应于预定分析物浓度的

一组可能测试介质色彩以确定包含所测试的所述生物样品的分析物浓度的测试结果。

[0011]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一种用于确定在诊断仪器上的相对位置的计算机实施

方法包含俘获已暴露于生物样品的所述诊断仪器的至少一部分的数字图像的步骤。所述诊

断仪器包含含有试剂的至少一个测试介质，所述试剂在生物样品中存在特定分析物的情况

下改变色彩。所述方法进一步包含以下步骤：扫描所述数字图像以识别预定区域在所述诊

断仪器上的位置；至少部分基于所述预定区域的所述位置识别所述数字图像上的所述至少

一个测试介质；以及通过比较所述至少一个测试介质的色彩与对应于预定分析物浓度的一

组可能测试介质色彩来确定测试结果以确定所测试的所述生物样品的分析物浓度。

[0012]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一种用于验证诊断仪器的方法包含在将所述诊断仪器

暴露于生物样品之前俘获所述诊断仪器的至少一部分的预用数字图像的步骤。所述诊断仪

器包含包括不同色彩的多个参考样品的至少一个色彩参考及含有试剂的至少一个测试介

质，所述试剂在生物样品中存在特定分析物的情况下改变色彩。所述方法进一步包含以下

步骤：识别所述诊断仪器的所述预用数字图像中的所述至少一个测试介质；比较所述至少

一个测试介质的色彩与尚未暴露于分析物的试剂的一组可能测试介质色彩；以及至少部分

基于所述至少一个测试介质的所述色彩确定所述诊断仪器是否处于使用状况。

[0013]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提供一种用于通过测试单个患者流体而识别多个测试

结果的诊断仪器。所述仪器包含：仪器外壳；包括不同色彩的多个参考样品的色彩参考，其

粘附到所述外壳或与所述外壳相关联以用于从所述诊断仪器的数字图像确定所述测试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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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以及多个测试介质，其贴附到所述外壳，含有色彩改变试剂，所述色彩改变试剂在生物

样品中存在特定分析物的情况下改变色彩。

[0014]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提供一种用于读取诊断测试结果的系统。所述系统包

含：诊断仪器；以及便携式电子装置，其具有用于俘获所述诊断仪器的至少一部分的数字图

像的相机传感器及处理器。所述诊断仪器包含具有不同色彩的多个参考样品的色彩参考及

含有试剂的多个测试介质，所述试剂在生物样品中存在特定分析物的情况下改变色彩。所

述便携式电子装置的所述处理器经配置以：识别所述参考样品中的至少一者及所述诊断仪

器的所述数字图像上的所述测试介质中的至少一者；确定参考样品的显性相机俘获色彩及

至少一个测试介质的显性相机俘获色彩；基于至少部分地从所述参考样品的所述显性相机

俘获色彩导出的校正因子对所述至少一个测试介质的所述显性相机俘获色彩进行色彩校

正以确定经校正测试介质色彩；以及比较所述经校正测试介质色彩与对应于预定分析物浓

度的一组可能测试介质色彩以确定包含所测试的所述生物样品的分析物浓度的测试结果。

[0015]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提供一种用于分析诊断仪器的数字图像的便携式电子

装置。所述诊断仪器包含具有不同色彩的多个参考样品的至少一个色彩参考及含有试剂的

至少一个测试介质，所述试剂在生物样品中存在特定分析物的情况下改变色彩。所述便携

式电子装置包含：至少一处理器；至少一个显示装置；至少一个相机传感器(数字图像俘获

装置)；以及至少一个包含程序指令的计算机可读媒体。在由所述至少一个处理器执行时，

所述程序指令致使所述便携式电子装置：用所述相机传感器俘获已暴露于生物样品的所述

诊断仪器的至少一部分的数字图像；识别用于所述诊断仪器中的所述至少一个介质的所述

参考样品中的至少一者；确定参考样品的显性相机俘获色彩及所述至少一个测试介质的显

性相机俘获色彩；基于至少部分地从所述参考样品的所述显性相机俘获色彩导出的校正因

子对所述至少一个测试介质的所述显性相机俘获色彩进行色彩校正以确定经校正测试介

质色彩；以及比较所述经校正测试介质色彩与对应于预定分析物浓度的一组可能测试介质

色彩以确定包含所测试的所述生物样品的分析物浓度的测试结果。

[0016] 在参考附图考虑以下描述及所附权利要求书之后，本发明的这些及其它特征和特

性以及相关结构元件的操作方法和功能及各部分的组合和制造经济性将变得更加显而易

见，所有这些形成本说明书的部分，其中相同参考数字在各图中指代对应部分。然而，应明

确地理解，图式仅用于说明及描述目的，且不既定作为本发明的限制的定义。除非上下文另

外明确规定，否则在本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所用时，单数形式“一”及“所述”包含多个指

示物。

附图说明

[0017] 为促进理解本发明的目的，附图及描述说明其优选实施例，从所述优选实施例，可

理解及了解本发明、其结构、构造及操作方法的各种实施例以及许多优点。

[0018]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原理的诊断仪器的一个实施例的俯视图；

[0019] 图2是根据本发明的原理的用于使用图1的诊断仪器分析生物样品的系统的一个

实施例的示意图；

[0020] 图3是用于俘获诊断仪器的图像的方法的实施例的流程图；

[0021] 图4是根据本发明的原理的用于从诊断仪器的数字图像确定病患状况的方法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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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例的流程图；

[0022] 图5是现有技术中所知的供用于尿分析的制造解释比色卡(Manufacturing 

Interpretation  Color  Chart，MICC)的示意图；

[0023] 图6A到6D是诊断仪器的摄影表示，其中标记指示仪器在相片中相对于x轴、y轴或z

轴的的定向。

[0024] 图7A到7C是包含如由图4的方法的几何校正计算识别的背景假影的色彩测试垫片

的放大视图的示意性表示；

[0025] 图8为如由图4的方法的几何校正计算识别的参考色彩条(reference  color  bar)

的放大摄影表示；

[0026] 图9是根据本发明的原理的用于对化学测试垫片的数字图像进行色彩校正的过程

的示意图；

[0027] 图10是指示来自制造解释比色卡的色彩样品映射到红色-绿色-蓝色(RGB)色彩空

间中的示意性表示；

[0028] 图11是包含来自MICC的色彩样品及经校正测试介质色彩的图10的RGB色彩空间的

示意图；

[0029] 图12A是包含从MICC色彩样品导出的色彩轨迹及经校正测试介质色彩的RGB色彩

空间的示意图；

[0030] 图12B是图12A的色彩轨迹的放大示意图；

[0031] 图13是具有所识别的测试结果的制造解释比色卡的摄影表示；

[0032] 图14是根据本发明的原理的用于识别与尿白细胞增多有关的患者状况的决策树

的一个实施例；

[0033] 图15是根据本发明的原理的用于识别与尿蛋白增多有关的病患状况的决策树的

一个实施例；

[0034] 图16是根据本发明的原理的用于俘获诊断仪器的图像的方法的实施例的流程图；

[0035] 图17是根据本发明的原理的描绘用于供用于验证诊断仪器的多个化学测试垫片

的最小及最大色彩改变值的表的示意图；以及

[0036] 图18是根据现有技术的计算机及网络基础结构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文出于描述的目的，术语“上部”、“下部”、“右”、“左”、“竖直”、“水平”、“顶部”、

“底部”、“横向”、“纵向”以及其衍生词应涉及本发明实际上在附图中的定向。然而，应理解，

本发明可采用替代变化及步骤顺序，明确地指定相反情况除外。还应理解，附图中所说明的

以及在以下说明书中描述的特定装置及过程仅仅是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因此，关于本

文中揭示的实施例的特定尺寸及其它物理特性不应被认为是限制性的。

[0038] 如本文所使用，术语“通信(communication，communicate)”是指接收或传送一或

多个信号、消息、命令或其它类型的数据。一个单元或组件与另一单元或组件通信意指所述

一个单元或组件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从所述另一单元或组件接收数据及/或将数据发射到所

述另一单元或组件。此可指在性质上可为有线及/或无线的直接或间接连接。另外，两个单

元或组件可彼此通信，即使所发射的数据可被修改、处理及/或在第一与第二单元或组件之

说　明　书 4/17 页

11

CN 104969068 B

11



间路由。举例来说，第一单元可与第二单元通信，即使第一单元被动地接收数据且并不主动

地将数据发射到第二单元。作为另一实例，如果中间单元处理来自一个单元的数据且将经

处理数据发射到第二单元，则第一单元可与第二单元通信。应了解，众多其它布置是可能

的。组件或单元可直接连接到彼此或可经由一或多个其它装置或组件来连接。用于装置的

各种耦合组件可包含但不限于因特网、无线网络、常规线缆、光缆或经由空气、水或传导信

号的任何其它介质的连接，及任何其它耦合装置或介质。

[0039] 本发明涉及用于测试患者流体样品的诊断仪器、系统及方法，其可用于临床环境

或可供家用。更确切地说，本发明涉及在自动校准环境中对生物材料执行基于色彩的反应

测试。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被实施为在便携式电子装置上运行的应用程序，所述便携式电

子装置例如蜂窝电话、平板PC、计算机、膝上型计算机或其它专用电子装置。所述方法已经

设计以最小化用户对生物受污染样品的接触及操纵。已在设计协议时在所有层面上实施错

误防止及对医疗仪器法规的遵从性。明确地说，所发明的方法已经设计而避免修改、损害及

舍弃原始数据。

[0040] 诊断仪器经配置以使用例如试剂试纸等测试条带提供对患者病况的快速检测。试

纸通常为窄的塑料或纸条带，具有充当用以检测患者流体样品中的给定分析物或疾病标示

物的辨识元素的某些试剂或抗体。常常，测试条带的色彩改变强度为患者流体中的分析物

或疾病标示物的浓度的指示。患者流体可包含尿样品、血液样品、置于流体溶液中的患者细

胞(例如，从喉咙拭子获得的细胞)、精液、黏液、血液、唾液，及其类似者。

[0041] 诊断仪器经配置以针对多种疾病及患者状况测试患者流体样品以增加可在测试

活动期间识别多种病况的可能性。因此，用户将不需要选择执行哪一测试或应执行测试的

次序。在一个非限制性优选实施例中，诊断仪器可测试怀孕及怀孕并发症，例如惊厥前期。

[0042] 参考图1且在一个优选且非限制性实施例中，提供诊断仪器10，其包含用于固持至

少一个测试条带14的桨叶12。桨叶12包含把手16及经调适以固持多个测试条带14的测试区

域18。测试区域18包含用于固持至少一个个别测试条带14的多个凹痕20。测试条带14可为

试剂试纸。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测试条带14包含多个测试介质，例如化学测试垫片(CTP)22，

其含有用于识别例如尿、血液或唾液等患者流体中的某些分析物的浓度的色彩改变试剂。

用户通过将包含测试条带14的诊断仪器10浸渍到患者流体样品中以浸没测试条带14来将

仪器10暴露于流体样品。如图1中所示，一个以上测试条带14可粘附到桨叶12，因此增大可

测试的分析物的数目。在某些实施例中，桨叶12允许同时测试数个分析物。

[0043] 允许用户针对多种患者病况测试单一流体样品的诊断仪器10既定减小用户焦虑

且增强未经过医疗训练且执行医疗测试的经验有限的个人的信心。更确切地说，诊断仪器

10测试多个患者病况，这意味着用户不需要选择适当测试或确定最可能存在哪些病况。替

代地，在单个测试活动中，用户使用暴露于单个诊断仪器10的单个流体样品测试多个病况。

此外，诊断仪器10包含桨叶12及把手16，从而使得诊断仪器10易于由用户操纵。类似地，把

手16确保用户在测试其间被保护而不接触流体样品。因此，用户可使用诊断仪器10自信地

执行测试，而不担心其会意外地接触患者流体。另外，诊断仪器10既定具备用于执行测试及

解释结果的清楚且易于理解的指令，以确保未经训练的用户从所执行的测试接收准确的诊

断信息。

[0044] 继续参考图1，诊断仪器进一步包含安置于诊断仪器10上的色彩参考，例如参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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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条(RCB)28。RCB  28包含呈并排线性布置的多个色彩样品29。举例来说，RCB  28可包含用

于以下色彩中的一或多者的色彩样品29：青色、洋红色、黄色、基色(黑色)、灰色、白色、红

色、绿色、蓝色。色彩样品29色彩与共同色彩空间对应，例如红色-绿色-蓝色或青色-洋红

色-黄色-基色(黑色)。RCB  28用于图像处理，具体来说，用以校准诊断仪器10的数字图像以

改善色彩分析的质量及准确度。

[0045] 在某些优选且非限制性实施例中，诊断仪器10进一步包含识别标记，例如唯一识

别(UID)24。UID可为充当识别诊断仪器的特定区域的标志的视觉记号。另外，UID  24可经配

置以含有关于诊断仪器10的某些识别信息，例如所测试的分析物的列表、仪器10的到期日

期、所测试的病况，及其它识别信息。所述信息可直接印刷在UID  24上或用UID  24加密，例

如具有标记或二维条形码(例如QR码)的情况。或者，UID  24可与在其它地方存储的信息相

关联，例如具有条形码或其它近场通信码的情况。所述识别信息可用于验证过程以确保诊

断仪器10适合于所执行的测试且确保其使用安全、处于良好工作条件，或解决可能影响测

试结果的质量及可靠性的其它问题。应注意，现有技术中的用于自动地分析测试条带的方

法并不包含用于验证诊断仪器的这些步骤。

[0046] 如下文将更详细地描述，诊断仪器10经配置以使得可使用例如智能电话等便携式

电子装置俘获仪器的数字图像。本发明的诊断仪器10比现有技术的诊断仪器(例如揭示于'

652公开案中的测试条带)更易于使用。具体来说，不同于先前已知的系统及方法，用户不需

要抓持所使用的被例如尿、血液、大便等生物样品污染的测试条带，因为在获得数字图像

时，所使用的诊断仪器不需要与例如制造商解释比色卡(Manufacturer's  Interpretation 

Color  Chart，MICC)等解释表放置成并排布置。另外，因为诊断仪器10不需要紧挨着对应

MICC放置，因此不存在将错误MICC用于特定诊断仪器(例如，用来自制造商B的MICC读取来

自制造商A的条带)的可能性。

[0047] 已描述诊断仪器10的实施例的结构，现将描述用于使用诊断仪器10读取诊断测试

结果的系统100。

[0048] 参考图2，用于读取诊断测试结果的系统100包含诊断仪器10及便携式电子装置

110。通常且在各种优选且非限制性实施例中，系统100用于获取、评估、分析、处理及/或呈

现由便携式电子装置110获得的诊断仪器10的图像数据。系统100可用于任何类型的医疗分

析/诊断环境，包含在医疗诊所、无医疗监督的场外实验室处或家用。应理解，可个别地、共

同地或彼此组合地了解本发明的不同方面。此外，图像数据可包含任何类型或形式的视觉、

视频及/或可观测数据，包含但不限于离散图像、图像的序列、来自视频的一或多个图像、视

频序列，及其类似者。

[0049] 便携式电子装置110可为运行任何操作系统(例如Android、Linux、Windows、

Windows  NT、Windows  2000、Windows  XP、MacOS、UNIX、Solaris或iOS的任何版本)的任何种

类的智能电话(例如，苹果iPhone、黑莓)、手持式计算机(例如，苹果iPad)，或任何类型的个

人计算机、网络计算机、工作站、小型计算机、大型主机或其类似者。

[0050] 在某些非限制性实施例中，便携式电子装置110包含用于获得诊断仪器的数字图

像的相机传感器112。当前可用具有不同特性的某些传感器阵列芯片，其中CCD(电荷耦合装

置)及CMOS(互补金属氧化物导体)表示最常见的相机传感器芯片。每一芯片技术提供优点，

且这些技术随着设计改善而相对地演变。综上所述，CCD以最少局部处理提供较大能量俘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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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及串行读出，而CMOS具有对于每一像素的可寻址性及处理能力，但具有一些灵敏度损

失。便携式电子装置110可进一步包含用于改善用相机传感器112俘获的图像的质量及可读

性的闪光灯114。

[0051] 下文中，根据功能组件及各种处理步骤来描述系统100。应注意，功能块可由经配

置以执行指定功能的任何数目的硬件及/或软件组件来实现。在优选且非限制性实施例中，

功能组件及处理步骤与便携式电子装置110相关联及/或使用便携式电子装置110执行。举

例来说，本发明可使用各种集成电路组件(例如，存储器元件、处理元件、逻辑元件、查找表，

及其类似者)，其可在一或多个处理器或其它控制装置的控制下进行多种功能。类似地，本

发明的软件组件可用任何编程或脚本处理语言来实施，例如C、C#、C++、Java、汇编语言、可

扩展标记语言(XML)，或可扩展型式表变换(XSLT)。可用数据结构、对象、过程、例程或其它

编程元件的任何组合来实施各种算法。

[0052] 继续参考图2，在一个非限制性实施例中，设想将包含功能组件及处理步骤及/或

使用便携式电子装置110执行所述功能组件及处理步骤。在这种情况下，便携式电子装置

110包含经配置以执行存储在与便携式电子装置110相关联的计算机可读媒体118上的程序

指令的处理器116。出于当前论述的目的，计算机可读媒体118可包含计算机存储媒体，例如

以任何方法或技术实施的用于存储信息(例如计算机可读指令、数据结构、程序模块或其它

数据)的媒体、随机存取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EEPROM)、快闪存储器，或其它存储器技术、CD-ROM、数字通用光盘(DVD)或其它光盘存储装

置、盒式磁带、磁带、磁盘存储器或其它磁性存储装置，或可用以存储所需信息且可由电子

装置(例如便携式电子装置110)存取的任何其它媒体。

[0053] 在程序的某些非限制性实施例中，处理器116控制数字图像分析器120，所述数字

图像分析器120用于识别数字图像的含有相关数据的区域、对数字图像进行色彩校正及比

较数字图像的经校正部分与MICC的表项以确定测试结果。处理器116可进一步控制参考标

签读取器122，参考标签读取器122经配置以识别粘附到诊断仪器10或与诊断仪器10相关联

的UID  24且从其提取信息。处理器116可进一步控制显示器122，显示器122连接到便携式电

子装置110或与便携式电子装置110相关联，用于将用于使用诊断仪器的信息(例如指令)及

测试结果呈现给用户。处理器116还可控制计时器124，计时器124用于测量诊断仪器10暴露

于流体样品时与俘获诊断仪器10的数字图像时之间的时间。另外，在某些实施例中，处理器

116控制数据输入装置126，数据输入装置126允许用户输入额外信息，包含患者历史信息、

症状及用户的身体特性。数据输入装置126可包含如此项技术中已知的任何输入装置或用

户接口，其允许用户控制电子装置，包含但不限于触摸屏上的示意动作或引起从传感器获

得的读数的改变的任何其它动作、小键盘按压及其类似者。

[0054] 除存储用于控制便携式电子装置110的功能的程序之外，计算机可读媒体118还可

存储包含用以确定测试结果的多个MICC表的数据。计算机可读媒体118还可存储由相机传

感器112获得的原始图像、用于确定患者病况的决策树及执行程序的功能所需的其它输入

数据。另外，计算机可读媒体118可包含通信媒体，例如计算机可读指令、数据结构、程序模

块，或其它输送机构中的其它数据，且包含任何信息递送媒体、有线媒体(例如有线网络及

直接有线连接)，以及无线媒体。计算机可读媒体可包含所有机器可读媒体，只是排除暂时

性传播信号。当然，以上各项中的任一者的组合也应包含在计算机可读媒体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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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另外，应认识到，本发明的一些或所有功能、方面、特征及实例可实施于多种计算

装置及系统上，其中这些计算装置包含适当处理机构及用于存储及执行计算机可读指令

(例如程序指令、代码及其类似者)的计算机可读媒体。将在下文结合用于使用诊断仪器来

识别患者病况的方法及对诊断仪器的数字图像进行图像处理的方法来更详细地论述用于

指导便携式电子装置的功能的应用程序或其它软件的功能方面。

[0056] 在另一非限制性实施例中，系统100包含用于将数据及信息从便携式电子装置110

发射到外部电子装置、计算机网络及/或数字存储装置(统称为网络环境130，泛称“云端”)

的数据发射器128。一旦将数据提供到网络环境130，则所述数据就被使得可用于感兴趣的

第三方132，包含看护者、医生、第三方支付组织、保险及健康维护组织、药剂师或公共健康

组织。

[0057] 已描述诊断仪器10及包含诊断仪器10及便携式电子装置110的系统，现将进一步

详细论述用于使用诊断仪器及获得测试结果的方法。

[0058] 最初，如图3中所描绘。描绘用于获得诊断仪器的数字图像的方法。用户通过在便

携式电子装置上安装经配置以获取并分析诊断仪器的数字图像的软件程序而开始。一旦安

装软件程序，用户即通过活动启动构件(例如按压便携式电子装置的显示屏上的“开始”按

钮)来起始程序210。用户接着将诊断仪器暴露212于生物样品，其将多个CTP暴露于样品中

所含有的分析物且开始CTP与分析物之间的化学反应。在某些实施例中，在将诊断仪器暴露

于样品时开始计时器。在预定时间过去之后，便携式电子装置提示用户俘获诊断仪器的数

字图像。俘获数字图像的时点是关键性的，因为CTP的色彩随时间推移而持续改变。因此，缺

失此获取窗可能会使得来自诊断仪器的任何测试结果无效。或者，可执行额外计算以补偿

不正确的暴露时间。

[0059] 用户使用便携式电子装置的相机传感器俘获214诊断仪器10的数字图像。在某些

实施例中，便携式电子装置可提供用于获得数字图像的指令，例如通过提议优选相机位置

或照明环境。举例来说，在某些实施例中，当准备俘获诊断仪器的数字图像时，用户接口将

诊断仪器的虚拟轮廓叠加到由相机传感器以视频模式获取的真实图像上。接着令用户使虚

拟轮廓与诊断仪器的图像重叠且在计时器指示下精确地拍摄图片。当用户触发相机快门

时，相机经配置以从视频切换到高分辨率模式以俘获诊断仪器的高分辨率单个帧图像。所

俘获的数字图像包含诊断仪器的RCB、CTP及/或UID的至少一部分。更确切地说，优选地在闪

光灯或其它标准化照明条件(如果可用)下俘获诊断仪器的高清晰度图像以便提供最为可

重现的照明条件。

[0060] 在某些非限制性实施例中且参考图4，一旦获得诊断仪器的数字图像，便携式电子

装置即可用以验证216诊断仪器。具体来说，与便携式电子装置相关联的光学读取器(例如，

条形码、矩阵条形码读取器、二维条形码读取器，或QR码读取器)用以扫描所俘获的数字图

像以定位UID。UID包含或对应于关于所测试的诊断仪器的信息。软件经配置以基于来自UID

的识别信息而确保诊断仪器使用安全且适合于特定应用程序。另外，UID验证步骤可包含使

用来自UID的识别信息来从存储于便携式电子装置上的可用选项中选择正确MICC供用于分

析所测试的诊断仪器的结果。

[0061] 在验证步骤216之后，执行218几何校正以基于UID的位置及定向确定诊断仪器的

其它元件(即RCB及CTP)的位置。几何校正补偿可能由于用户握持仪器来俘获数字图像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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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大范围的用户定位及姿态错误。可根据数字图像中的诊断仪器的俯仰角、滚动及平摆

角来定义地理校正。基于几何校正，可有效地识别RCB及CTP的位置。所述方法进一步包含将

局部图像校正应用于数字图像的包含RCB或CTP的所识别部分，例如分析数字图像以围绕每

一所识别区域的边界且仅在其内应用空间保护带。

[0062] 继续参考图4，在获得数字图像且执行几何校正之后执行处理数字图像以移除图

像噪声且校正图像着色220。应注意，所有操作、校正、计算及修改是在高清晰度图像的所存

储副本上执行。以此方式，原始图像单独地维持且必要时可用于稍后分析。更具体来说，色

彩校正过程基于从数字图像的包含RCB的部分的分析确定的校准测量及校正偏移来校正所

俘获图像的副本的包含CTP的部分的色彩。

[0063] 一旦对数字图像的包含CTP的部分进行了色彩校正，即可比较经校正色彩222与来

自MICC的色彩样品。如下文更详细地描述，CTP色彩改变与MICC之间的比较是基于内插过

程。MICC是描绘诊断仪器上的CTP中的一或多者的多个可能结果(例如色彩样品)的表。适用

于标准测试条带的示范性MICC  150描绘于图5中。MICC  150包含对应于所测试的CTP的可能

色彩改变范围的多个色彩样品152。各种色彩样品对应于在一定范围的分析物浓度或滴定

浓度(例如，不存在、正常、阳性、强阳性……)上的CTP色彩改变。MICC  150通常由所测试的

测试条带的制造商提供。继续参考图4，基于经校正CTP色彩与MICC色彩样品之间的比较，确

定224测试结果(例如浓度或滴定浓度)。

[0064] 在某些实施例中，预定MICC值还用以提供诊断仪器提供有效结果且适于使用的确

认。更确切地说，MICC表示用于CTP的可能色彩改变的范围。如果所识别区域的色彩不对应

于可能测试结果色彩，则假定错误MICC用以分析测试结果或诊断仪器有缺陷。因此，落在

MICC所定义的色彩范围外的任何结果被舍弃。

[0065] 继续参考图4，可个别地或与其它测试结果及诊断信息组合地解释226个别CTP的

测试结果以确定患者病况226。举例来说，可组合地考虑指示流体样品中的数个不同分析物

的存在或不存在的多个测试结果以确定可能的患者病况。类似地，如果测试结果提示数个

可能患者病况，则所述方法可进一步包含询问患者各种诊断问题以排除某些可能病况以得

出最可能的患者病况。在某些实施例中，将测试结果及/或患者病况信息在便携式电子装置

的视觉显示器上呈现给用户。

[0066] 已大体描述用于使用诊断仪器、俘获诊断仪器的数字图像及用于使用便携式电子

装置确定测试结果的方法，现将更详细地描述用于分析数字图像的各种过程、算法及方法。

应理解，下文描述的过程既定仅为用于分析诊断仪器的数字图像的示范性过程及方法，且

并不既定以任何方式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可使用此项技术中已知的在本发明

的范围内的便携式电子装置或其它计算机及处理设备实施所描述的过程。

[0067] 基于UID验证诊断仪器

[0068] 如图4中所示，所述方法的非限制性实施例包含验证216UID以确保诊断仪器适合

于所执行测试的步骤。验证步骤需要确定UID在诊断仪器的数字图像上的位置。为确定UID

位置，可使用数字读取器或类似图像处理算法或装置扫描数字图像。扫描功能还可用以确

保整个诊断仪器可接受地处于数字图像的焦点中。如果数字图像并未恰当地聚焦，则可令

用户获得诊断仪器的替换图像。

[0069] UID可实施为矩阵或二维条形码，例如QR码。在其它实施例中，UID为条形码或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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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标签。UID包含关于诊断仪器的某些识别信息或与其相关联，所述识别信息包含诊断仪

器的制造日期、诊断仪器的到期日期、由仪器测试的分析物、关于测试受试者的识别信息或

患者病况信息。对于QR码及类似视觉记号，识别信息明确地嵌入在UID自身上。所嵌入信息

可使用如此项技术中已知的各种加密安全机制加密。或者，UID上的信息可将电子装置或数

字读取器指向存储于外部装置上的信息。根据在此项技术中熟知的标准算法读取UID。任选

地，UID上含有的关于诊断仪器的信息可用以比较诊断仪器与其它可用测试仪器以确保诊

断仪器与便携式电子装置的软件及硬件兼容且为可用于给定应用的最合适的测试装置。

[0070] 另外，验证操作216可用以确保装置合法地获得且在运送到用户期间未经篡改。举

例来说，UID可含有关于诊断仪器的制造商、来源及可追溯性(例如，诊断仪器的来源点及从

仪器制造以来已处置仪器的任何第三方)的信息。如果任何识别信息可疑或不正确，则可拒

绝诊断仪器，且用户告知无法执行诊断测试。此类验证动作防止使用欺诈及/或不安全的产

品，例如非法出售或从未经许可的第三方获取的产品。

[0071] 执行几何校正以识别CTP及RCB

[0072] 所述方法进一步包含考虑到初始图像的几何变形而对数字图像执行几何校正

218，以找到恰当CTP以及CTP及RCB的RCB子图像。所述过程考虑到初始图像的几何变形以找

到恰当CTP以及RCB子图像，所述图像随后被尽可能精确地裁减以从数字图像的所识别区域

移除任何边缘假影，从而仅留下CTP及RCB的个别彩色区域供进一步分析。

[0073] 当准备拍摄图片时，用户接口将桨叶的虚拟轮廓叠加到相机在视频模式中所获取

的真实图像上，随后以高分辨率相机模式获取单个帧。在此实施例中，令用户将虚拟轮廓与

桨叶的图像重叠，且在计时器指示下精确地拍摄图片。

[0074] 当用户触发相机快门时，相机从视频切换到高分辨率模式以俘获桨叶的最佳可能

图像，从而改善本专利申请案中所描述的方法的精确度。

[0075] 具体来说，几何校正是基于UID在数字图像中的位置。最初，通过扫描数字图像识

别UID的位置，如上文结合验证过程所描述。参考图6A到6D，在方法的某些实施例中，在UID 

24的拐角上识别四个UID  24点A、B、C、D以形成围封UID  24的已知尺寸的正方形。基于UID 

24在数字图像中的定向，计算诊断仪器10的竖直(X-缩放)及水平(Y-缩放)缩放以及缩放因

子，包含平摆角、俯仰角及滚动。基于UID  24的所计算位置及缩放因子，可计算CTP  22及RCB 

28的理论位置。在数字图像上识别所计算的理论位置。CTP及RCB的识别允许从诊断仪器10

的数字图像提取CTP及RCB子图像。本文中描述确定理论位置所需要的计算。用于下式中的

符号为：

[0076] A(x,y)＝Ax,Ay

[0077] Ti(x,y)＝Tix,Tiy

[0078] 参考图6B，通过下式直接测量平摆角(绕Z轴的旋转)：

[0079] 平摆角＝atan((Ay-Dy)/(Ax-Dx))

[0080] 且经由绕点A的旋转校正所述位置，从而产生新参考值X'及Y'。

[0081] 参考图6C，通过在轴Y'上的AB与DC投影之间的长度差来近似得出俯仰角(绕Y轴的

旋转)。

[0082] 俯仰角近似值＝abs(Dy-Cy)/abs(Ay-By)

[0083] 俯仰角校正＝(abs(Dy-Cy)/abs(Ay-B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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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参考图6D，通过轴Y'及AB或DC线段近似得出滚动角(绕X轴的旋转)

[0085] DC角＝atan((Cx-Dx)/(Cy-Dy))；

[0086] 用于滚动及平摆两者的复合校正被计算为：

[0087] AngFact＝sin(DC角)+sin(平摆角)；

[0088] 通过对图6A中定义的点T1..Tn应用以下校正来计算CTP  22的坐标以获得其变换

TA。

[0089] TAy＝round(Tiy*Yscale)；

[0090] TAx＝round(Tix*Xscale-AngFact*TAy)；

[0091] 可使用相同方程式计算RCB  28的坐标，由此提供RCB  28在数字图像上的理论位

置。

[0092] 移除CTP噪声及CTP色彩校正

[0093] 继续参考图4，通过几何计算识别的CTP图像可能出于各种原因而为不完美的。因

此，一旦通过几何校正识别并提取CTP及RCB子图像，就实施处理以移除CTP噪声且校正数字

图像的色彩220以准确地反映标准照明条件下的着色。然而，应理解，CTP及RCB的所计算的

理论位置及所得所提取子图像可能出于多种原因而不准确且不与RCP及CTP完全对准。参考

图7A到7C，来自诊断仪器10的外壳的背景假影312可能不正确地包含在上文所描述的通过

几何校正计算而识别的CTP子图像310内。背景假影312邻近于或围绕实际CTP图像314。如图

7A中所示，背景假影312存在于CTP子图像310的左方及顶部处。图7B在很大程度上包含在顶

部上的背景假影312及在实际CTP图像314的右方的第二背景假影316。图7C包含围绕实际

CTP区域314的较小边缘背景假影312。可通过应用局部图像校正来移除背景假影312、316，

其中围绕实际CTP图像314的边界且仅在所述边界内放置空间保护带。在保护带所围封的区

域外的背景假影312、314从CTP子图像移除。接着对保护带内的较为均一的色彩贴片(例如，

实际CTP图像314)进行滤波及优化以改善图像质量。

[0094] 参考图8，归因于从诊断仪器10的数字图像提取的RCB子图像318的长度及倾斜，

RCB  28还通常不被几何校正计算准确地识别。举例来说，RCB子图像318可能包含在实际RCB

图像322的顶部及底部上的噪声的背景线320，如图8中所示。因此，需要从子图像318移除背

景线320以准确地识别RCB  28的额外步骤。通过逐行地在RCB子图像318上应用方差算子来

执行此操作。跨越RCB子图像318的具有低方差的纵向线不为RCB  28的部分且可被删除。然

而，跨越实际RCB图像322延行的线将具有高且熟知的方差。因此，此类高方差线不被滤出且

用来俘获实际RCB图像322。

[0095] 包含来自相机传感器的噪声、由改变的照明条件引起的假影、样品自身的缺陷、

CTP化学反应的变化或其任何组合的额外图像缺陷还可能存在于实际CTP及RCB图像314、

322中，即使在移除背景假影312、316及背景线320之后也是这样。可通过滤波及色彩校正来

移除这些缺陷。然而，在医疗应用中对噪声进行滤波的挑战是避免篡改原始数据。在例如线

性滤波等经典信号处理方法可能使样品染污或失真且产生有问题的结果的色彩空间中尤

其如此。举例来说，在白色区域上平均的单个红色像素引入可能被曲解为测试结果的低含

量的粉红。硝酸盐CTP为良好实例，其中最轻微地检测到粉红也对应于阳性结果。因此，本发

明的滤波方法是基于排序操作，其不修改原始数据且不将色彩引入到现有点，即使极小的

水平也没有。另外，通过条件性地拒绝远远落在跨越测试面板的标称均一色彩外的异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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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点而进一步改善所识别CTP区域的质量。离群点的此类条件性拒绝提供减小错误而不更

改原始数据的显著改善。

[0096] 鉴于这些挑战，在一个实施例中，可在移除背景假影之后将中值滤波器(例如由

MathWorks公司开发的可用于与MATLAB数据分析软件一起使用的中值滤波器)应用于实际

CTP及RCB图像314、320。中值滤波器具有以下优势：减小尚未被保护带拒绝的边界点对CTP

及RCB的污染、在不修改原始数据的情况下提供最优值的极佳解决方案。将中值滤波器应用

于实际CTP及RCB图像(例如，相机俘获的CTP及RCB图像)提供显性相机俘获CTP色彩及显性

相机俘获RCB色彩。更具体来说，中值滤波器在线方向上应用，且接着在列方向上应用。

[0097] 归因于俘获数字图像时的照明条件的潜在变化，相机俘获CTP色彩在与MICC比较

之前必须进行色彩校正以将数字图像校准到MICC色彩空间。应注意，因为诊断仪器的数字

图像在相同照明条件下俘获RCB及CTP两者，因此RCB的数字图像反映与CTP相同的噪声及偏

差条件。因此，本发明认识到，RCB可充当校准参考来对色彩经平均的CTP值进行色彩校正。

[0098] 在一个实施例中，通过识别RCB的白色样品确定色彩校正值。通过识别存在于RCB

的相机俘获白色样品中的不同于白色的任何色彩而确定色彩校正因子。校正因子使用如此

项技术中已知的白平衡算法而应用于相机俘获CTP色彩。举例来说，可结合本发明使用用于

詹尼·拉赞(Jeny  Rajan)的MATLAB中的白平衡算法(可在https://sites .google .com/

site/jenyrajan/处获得)。白平衡算法对于对红色、绿色、蓝色图像(例如诊断仪器的数字

图像)进行色彩校正是有效的。

[0099] 或者，且在优选且非限制性实施例中，色彩校正算法使用来自RCB的额外参考样品

来计算黑色及白色校正因子以及用于数字图像的色彩校正因子两者。作为所发明方法的固

有性质，在标准照明(例如，D65)条件下已知RCB(青色、洋红色、黄色、基色(黑色)、灰色、白

色、红色、绿色，及蓝色)中的正方形中的每一者的色彩。在标准照明条件下的RCB的色彩值

称为参考RCB(RefRCB)值。将这些已知标准色彩值与从根据上文所描述的过程获取的称为

相机俘获RCB(CCRCB)的实际RCB图像322获得的值进行比较。具有两个数据集CCRCB及

RefRCB，有可能建构将CCRCB变换为RefRCB的反矩阵。用于导出反矩阵及用于基于所导出的

反矩阵校正CTP的色彩的解决方案的实例包含以下各者：

[0100] 1.通过以γ因子调整正方形的明度来校正图像

[0101] 2.Lout＝A.Loutgamma

[0102] 3.这是用于B&W明度，其表示批量校正

[0103] 4.用另一γ因子校正平衡三个色彩的RGB偏差

[0104] 5.aout＝B.aoutgamma1

[0105] 6.这是用于色彩调整，通常为a及b以及Lab

[0106] 7.CMY值用于验证

[0107] 一旦导出γ因子(A，γ，B，γ1)，则将校正应用于显性相机俘获CTP色彩以将CTP色

彩带人MICC色彩空间中。

[0108] 上述色彩校正过程的示意性表示描绘于图9中。如图9中所示，使用便携式电子装

置的相机410在各种真实已知或未知照明条件下获得包含CTP  22及RCB  28的诊断仪器10的

数字图像。此为CCRCB。使用分光光度计412比较RCB  28的数字图像与在标准或理想照明条

件下获得的RCB  28的已知色彩值。此图像称为RefRCB。CCRCB与RefRCB之间的比较用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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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将CCRCB映射到RefRCB上的反矩阵414。反矩阵414应用于相机俘获CTP色彩以将相机俘

获CTP色彩变换成与MICC  416相同的色彩空间中的色彩。一旦变换CTP以获得色彩经校正的

CTP色彩418，则可将色彩经校正的CTP与MICC进行比较，因为两个色彩存在于相同色彩空间

中。以此方式，诊断仪器的数字图像通过MICC  416有效地校准，即使数字图像是在真实或未

知照明条件下获得。

[0109] 比较CTP与其对应MICC

[0110] 如先前描述，用于数个不同类型CTP布置的MICC可存储于包含在便携式电子装置

上或与便携式电子装置相关联的计算机可读媒体上。当本发明中描述的方法验证图4中的

UID时，其还选择适当MICC来解释桨叶。更具体来说，验证过程使用包含在所测试的诊断仪

器的UID上的识别信息来选择正确MICC来解释特定测试的结果。验证过程有效地防止用户

使用错误诊断仪器或不正确的MICC，即使当若干家族的诊断仪器产品具有类似外观或CTP

布置时也是这样。将色彩经校正的CTP色彩与来自对应MICC的色彩值进行比较以确定样品

溶液的分析物浓度。通过内插过程将所测量色彩与MICC值进行比较。

[0111] 可以至少两个方式执行使用MICC对测试结果的内插。参考图10及11，在现有技术

中所使用的成像过程中使用的第一且最简单方法是评估色彩经校正的CTP色彩与MICC值之

间在色彩空间中的距离。描绘此类内插的示意图描绘于图10及11中。如图10中所示，用于特

定CTP的MICC  416(例如，表示用于各种分析物浓度的色彩改变的一组318色彩值)表示于

RGB色彩空间420中，作为对应于MICC  416色彩样品的一系列离散点422。如图10中所示，离

散点422由实心轨迹线424连接。参考图11，色彩经校正的CTP色彩426也包含在色彩空间420

中。所述方法计算色彩经校正的CTP色彩426与离散点422中的每一者之间的距离D。由此识

别最接近的离散点422。用于CTP色彩的测试结果报告为最接近的离散点的分析物浓度。

[0112] 参考图12A及12B，第二优选方法通过使用色彩经校正的CTP色彩426与从离散点

422导出的经内插色彩轨迹428之间的最短距离dh而引入额外度量。可按两个同时方式使用

距离dh。第一，可通过应用多项式内插导出色彩轨迹函数。使用色彩经校正的CTP色彩426与

经内插色彩轨迹428之间的最短垂直距离dh计算预测浓度。第二，如果垂直于经内插色彩轨

迹428的长度dh大于预定值，则作为可疑而拒绝所述测量。相反，如果dh小于给定预定值，则

可认为测量可信任。此外，可使用已知算法通过在到色彩经校正的CTP  426的两个最近离散

点422之间的成比例内插来进一步改进浓度以进一步改善定量准确度。在替代实施例中，色

彩经校正的CTP色彩426与连接离散点422的轨迹线424(定义为离散点420之间的弦)之间的

垂直距离dc还产生用于计算浓度的有价值且简化的方法，其对于当前可用方法有所改善。

[0113] 在任一情况下，数字图像的包含CTP的色彩经校正部分按比例映射到所选色彩空

间(例如，红色-绿色-蓝色(RGB)色彩空间)中的经精确内插的多项式或弦拟合上。尽管以上

论述提及RGB色彩空间，但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应了解，可使用任何色彩空间(例如，CMYK、

CIE、专色、蒙赛尔，等)。

[0114] 有利地，以上方法非常耐受非线性，且不需要与任何人类视觉特性的整体关系，从

而使得其数值及解释独立于观测者的色觉、拍摄数字图像时的环境照明、残差分节或实际

上最常遇到的错误(以前未对其进行校准及补偿)。

[0115] 一旦计算出多个分析物浓度，则可将测试结果提供给用户。另外，可组合地将一组

完整测试结果解释为医疗相干组以更具体地确定患者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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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6] 测试结果及CTP的滴定

[0117] 测试结果通过连接到便携式电子装置或与便携式电子装置相关联的视觉显示器

呈现给用户。视觉化测试结果的简单方式是用MICC的图像呈现给用户且绘制围绕最近MICC

色彩样品的边界。展示对应于所识别的测试结果的所选色彩样品430的MICC  416的可能视

觉描述展示于图13中。

[0118] 视觉化测试结果的另一方式是在列表或表中打印所测试的分析物及浓度或滴定

(例如，正常、阳性、强阳性，等)。所述列表或表可呈现在装置的视觉显示器上，如下文在表1

中所示。这些滴定与由算法读取的色彩之间的对应性编码于将MICC链接到滴定的查找表

中。所提供的典型值为阴性、微量、小(+)、中等(++)、大(+++)。

[0119] 表1

[0120] 白细胞      中等

[0121] 亚硝酸盐    阴性

[0122] 尿胆素原     1

        ...

[0123] 结果的解释

[0124] 可进一步分析测试结果以向用户提供关于可能患者病况的信息。以简单形式，解

释可包含显示关于患者病况及可能处理选项的额外事实。在另外的实施例中，方法可考虑

两个或两个以上单独测试的结果以提供关于患者病况的额外信息。举例来说，患者具有高

白细胞水平及高亚硝酸盐两者的指示提示尿路感染(UTI)。

[0125] 在此解释可能导致模糊性的情况下，软件可通过向用户询问额外情境问题而参与

到用户对话中以便解决不明确性且根据最新医疗技术提供大致解释。这些额外问题通常实

施为决策树，决策树为目前技术中所熟知的方法。例如，如果诊断仪器10识别到高含量的胆

红素，则软件的决策树功能可询问用户关于所服用的药物的额外信息以检测用户是否正经

历对特定药物的过敏反应。适用于本发明的诊断仪器的示范性决策树描绘于图14及15中。

[0126] 用于验证未使用的诊断仪器的安全实施例

[0127] 在所发明方法的另一非限制性实施例中，可在使用之前检查诊断仪器以确保其未

受损害且适合使用。更具体来说，存储、调节、运输及将诊断仪器暴露于空气等污染物可能

损坏诊断仪器，使得其在使用时不可靠。应注意，暴露于污染物可能致使诊断仪器不适合使

用，即使诊断仪器尚未达到其预期到期日期。因此，需要确保诊断仪器能够产生准确结果的

步骤。

[0128] 如图16的示范性实施例中所示，在此实施例中，用户在将诊断仪器暴露于生物样

品228之前俘获诊断仪器的图像。其它步骤等效于图3中所描绘的用于俘获数字图像的方

法。在将未暴露的诊断仪器暴露于流体样品之前俘获所述仪器的图像的步骤用以验证在与

流体样品接触之前CTP的初始(例如，未使用的)色彩在正常范围内。更具体来说，使用上文

所描述的用于色彩比较的算法结合比较色彩经校正的CTP色彩与MICC来将未使用的CTP的

外观与预期原始值进行比较。然而，并非比较色彩经校正的CTP色彩与MICC，比较色彩经校

正的CTP值与在诊断仪器的风险及质量管理过程期间所建置的安全表。示范性安全表432描

绘于图17中。表432包含用于每一未使用的CTP的色彩的最小可能子组434。如果用于未使用

的CTP的色彩经校正的CTP色彩与表432的色彩样品相差大于预定量，则作为有缺陷而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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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仪器。更具体来说，安全表界定可接受的未暴露的诊断仪器色彩的容限。拒绝从预期容

限的任何偏差。还应注意，表432反映用于干燥样品的比色值，其可能比用暴露的样品处理

且在MICC中报告的湿值显得色彩更浅。

[0129] 类似地，在将诊断仪器暴露于流体样品之后且在对诊断仪器执行额外图像分析之

前，可比较诊断仪器的数字图像与对应于最大可能CTP色彩改变的一组色彩436。比较CTP的

色彩改变与最大色彩改变值的所述方法与上述比较过程相同。如果发现CTP的色彩改变超

过理论最大可能色彩改变，则作为无效而拒绝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执行进一步图像

处理，且应作为有缺陷而舍弃诊断仪器。

[0130] 上述方法可实施于多种电子及计算装置及系统上，包含便携式电子装置及/或服

务器计算机，其中这些计算装置包含用于存储及执行计算机可读指令(例如程序指令、代

码，及其类似者)的适当处理机构及计算机可读媒体。如图18中所示，提供处于计算系统环

境1902中的个人计算机1900、1944。此计算系统环境1902可包含但不限于具有用于适当操

作、执行代码及产生并传达数据的某些组件的至少一个计算机1900。举例来说，计算机1900

包含处理单元1904(通常称为中央处理单元或CPU)，其用以执行以适当数据形式及格式接

收的基于计算机的指令。另外，此处理单元1904可呈对于基于计算机的指令的适当实施方

案以串行、并行或以任何其它方式执行代码的多个处理器的形式。

[0131] 为了促进计算机1900的各种组件之间的适当数据通信及信息处理，利用系统总线

1906。系统总线1906可为若干类型的总线结构中的任一者，包含存储器总线或存储器控制

器、外围总线，或使用多种总线架构中的任一者的内部总线。明确地说，系统总线1906促进

经由多种接口在各种组件(不管在计算机1900内部还是外部)之间的数据及信息通信，如下

文中所论述。

[0132] 计算机1900可包含多种离散计算机可读媒体组件。举例来说，此计算机可读媒体

可包含可由计算机1900存取的任何媒体，例如易失性媒体、非易失性媒体、可移除式媒体、

非可移除式媒体，等。作为另一实例，此计算机可读媒体可包含计算机存储媒体，例如以任

何方法或技术实施的用于存储信息(例如计算机可读指令、数据结构、程序模块或其它数

据)的媒体、随机存取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EEPROM)、快闪存储器，或其它存储器技术、CD-ROM、数字通用光盘(DVD)或其它光盘存储装

置、盒式磁带、磁带、磁盘存储器或其它磁性存储装置，或可用以存储所需信息且可由计算

机1900存取的任何其它媒体。另外，此计算机可读媒体可包含通信媒体，例如计算机可读指

令、数据结构、程序模块，或其它输送机构中的其它数据，且包含任何信息递送媒体、有线媒

体(例如有线网络及直接有线连接)，及无线媒体。计算机可读媒体可包含所有机器可读媒

体，仅排除暂时性传播信号。当然，以上各者中的任一者的组合也应包含在计算机可读媒体

的范围内。

[0133] 计算机1900进一步包含系统存储器1908，其具有呈易失性及非易失性存储器形式

的计算机存储媒体，例如ROM及RAM。具有适当基于计算机的例程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BIOS)辅助在计算机1900内且通常存储于ROM中的组件之间传送信息。系统存储器1908的

RAM部分通常含有可由处理单元1904立即存取或当前在处理单元1904上操作的数据及程序

模块，例如，操作系统、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应用程序、程序模块、程序数据及其它基于指令

的计算机可读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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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4] 继续参考图18，计算机1900还可包含其它可移除式或非可移除式、易失性或非易

失性计算机存储媒体产品。举例来说，计算机1900可包含：非可移除式存储器接口1910，其

与硬盘驱动器1912(即，非可移除式、非易失性磁性媒体)通信且控制硬盘驱动器1912；以及

可移除式非易失性存储器接口1914，其与以下各者通信且控制以下各者：磁盘驱动器单元

1916(其从可移除式非易失性磁盘1918读取且写入到可移除式非易失性磁盘1918)、光盘驱

动器单元1920(其从可移除式非易失性光盘1922(例如CD  ROM)读取且写入到可移除式非易

失性光盘1922)、供用于与可移除式存储卡连接的通用串行总线(USB)端口1921，等。然而，

据设想，其它可移除式或非可移除式、易失性或非易失性计算机存储媒体可用于例示性计

算系统环境1900中，包含但不限于磁带盒式磁带、DVD、数字视频带、固态RAM、固态ROM等。这

些各种可移除式或非可移除式、易失性或非易失性磁性媒体经由系统总线1906与处理单元

1904及计算机1900的其它组件通信。上文所论述且在图18中说明的驱动器及其相关联计算

机存储媒体提供对用于计算机1900的操作系统、计算机可读指令、应用程序、数据结构、程

序模块、程序数据及其它基于指令的计算机可读代码(不管此信息及数据在系统存储器

1908中是否重复)的存储。

[0135] 用户可通过某些可附接或可操作输入装置(例如键盘1924、鼠标1926等)经由用户

输入接口1928将命令、信息及数据输入到计算机1900中。当然，可利用多种此类输入装置，

例如麦克风、轨迹球、操纵杆、触控板、触摸屏、扫描仪等，包含促进将数据及信息从外部源

输入到计算机1900的任何布置。如所论述，这些及其它输入装置常常经由耦合到系统总线

1906的用户输入接口1928连接到处理单元1904，但可通过其它接口及总线结构连接，例如

平行端口、游戏端口或通用串行总线(USB)。又另外，数据及信息可通过某些输出装置以可

理解形式或格式呈现或提供给用户，所述输出装置例如监视器1930(以物理方式以电子形

式显示此信息及数据)、打印机1932(以物理方式以打印形式显示此信息及数据)、扬声器

1934(以可听形式有声地呈现此信息及数据)，等。所有这些装置经由耦合到系统总线1906

的输出接口1936与计算机1900通信。可设想使用任何此类外围输出装置将信息及数据提供

给用户。

[0136] 计算机1900可经由使用集成到计算机或在计算机远程的通信装置1940而在网络

环境1938中操作。此通信装置1940可经由通信接口1942而由计算机1900的其它组件操作且

与所述其它组件通信。使用此类布置，计算机1900可与一或多个远程计算机连接或以其它

方式通信，所述远程计算机例如远程计算机1944，其可为个人计算机、服务器、路由器、网络

个人计算机、对等装置或其它共同网络节点，且通常包含上文结合计算机1900所描述的许

多或所有组件。使用例如调制解调器、网络接口或配接器等适当通信装置1940，计算机1900

可在局域网(LAN)及广域网(WAN)内操作且经由局域网(LAN)及广域网(WAN)通信，但还可包

含其它网络，例如虚拟专用网络(VPN)、办公室网络、企业网、内联网、因特网，等。应了解，所

展示的网络连接为示范性的，且可使用在计算机1900、1944之间建立通信链路的其它构件。

[0137] 如本文所使用，计算机1900包含适当的专门设计的或常规软件或可操作以执行所

述软件以执行并实施本发明的方法及系统的处理步骤，由此形成专用且特定的计算系统。

因此，本发明的方法及系统可包含具有能够存储计算机可读程序代码或指令的计算机可读

存储媒体的一或多个计算机1900或类似计算装置，所述计算机可读程序代码或指令致使处

理单元1902执行、配置或以其它方式实施下文中结合本发明论述的方法、过程及变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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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又另外，计算机1900可呈以下各者的形式：个人计算机、个人数字助理、便携式计算

机、膝上型计算机、掌上型计算机、移动装置、移动电话、服务器或具有必要处理硬件以适当

地处理数据以有效地实施本发明的计算机实施方法及系统的任何其它类型的计算装置。

[0138] 尽管已为了说明的目的而基于当前被认为是最实际且优选的实施例详细地描述

本发明，但应理解，此类细节仅用于所述目的，且本发明不限于所揭示实施例，而相反，既定

涵盖在所附权利要求书的精神及范围内的修改及等效布置。举例来说，应理解，本发明尽可

能地预期任何实施例的一或多个特征可与任何其它实施例的一或多个特征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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