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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目的是能够以简单的结构稳定地测

量第一导联的心电信号。一种心电信号测量方

法，准备能够由作为心电测量的被检者的人用手

握住的粗细的棒状体；在所述棒状体的轴向上隔

开间隔，设置所述被检者的心电信号测量用的第

一电极及第二电极，并且从所述第一电极及第二

电极中的至少一方在所述棒状体的周向上隔开

间隔而设置接地电极；在所述第一电极及所述第

二电极之间连接包括放大器的心电测量电路；所

述被检者在左右手位于所述第一电极及第二电

极的位置将所述棒状体握住，所述被检者的左右

手分别接触所述第一电极及所述第二电极、所述

接地电极接触左右手的某一只的状态下，经由所

述第一电极及第二电极，由所述心电测量电路测

量所述被检者的心电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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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心电信号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

准备能够由作为心电测量的被检者的人用手握住的粗细的棒状体；

在所述棒状体的轴向上隔开间隔，设置所述被检者的心电信号测量用的第一电极及第

二电极，并且从所述第一电极及第二电极中的至少一方在所述棒状体的周向上隔开间隔而

设置接地电极；

在所述第一电极及所述第二电极之间连接包括放大器的心电测量电路；

所述被检者在左右手位于所述第一电极及第二电极的位置将所述棒状体握住，所述被

检者的左右手分别接触所述第一电极及所述第二电极、所述接地电极接触左右手的某一只

的状态下，经由所述第一电极及第二电极，由所述心电测量电路测量所述被检者的心电信

号。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心电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电极及所述第二电极、以及与它们中的某一个在所述棒状体的周向上隔开距

离而成对形成的所述接地电极配置在被所述被检者的左右手覆盖的位置。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心电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棒状体是容纳着所述心电测量电路的圆筒形的壳体。

4.如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心电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棒状体是人将手扶上的扶手的一部分。

5.一种心电信号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

准备能够由作为心电测量的被检者的人用手握住的粗细的棒状体；

在所述棒状体的周面上，设置所述被检者的心电信号测量用的第一电极，并且从所述

第一电极在所述棒状体的周向上隔开间隔而设置接地电极；

在所述棒状体的轴向的一端面上，设置所述被检者的心电信号测量用的第二电极；

在所述第一电极及所述第二电极之间连接包括放大器的心电测量电路；

所述被检者在某只手位于所述第一电极的位置将所述棒状体握住，并且将所述第二电

极推抵在该被检者的心脏周边的胸部上，在所述被检者的握住所述棒状体的手接触所述第

一电极及所述接地电极、且所述第二电极接触该被检者的胸部的状态下，经由所述第一电

极及第二电极，由所述心电测量电路测量所述被检者的心电信号。

6.一种心电信号测量器具，其特征在于，具备：

棒状体，其为作为心电测量的被检者的人能够用手握住的粗细；

第一电极及第二电极，其在所述棒状体的轴向上隔开间隔设置，用于测量所述被检者

的心电信号；

接地电极，其从所述第一电极及第二电极中的至少一方在所述棒状体的周向上隔开间

隔设置；以及

心电信号测量电路，其连接在所述第一电极及所述第二电极之间，且包括放大器，

所述被检者在左右手位于所述第一电极及第二电极的位置将所述棒状体握住，所述被

检者的左右手分别接触所述第一电极及所述第二电极、所述接地电极接触左右手的某一只

的状态下，经由所述第一电极及第二电极，由所述心电测量电路测量所述被检者的心电信

号。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心电测量器具，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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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一电极及所述第二电极、以及与它们中的某一个在所述棒状体的周向上隔开距

离而成对形成的所述接地电极配置在被所述被检者的左右手覆盖的位置。

8.如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心电测量器具，其特征在于，

所述棒状体是容纳着所述心电测量电路的圆筒形的壳体。

9.如权利要求6至8中任一项所述的心电测量器具，其特征在于，

所述棒状体是人将手扶上的扶手的一部分。

10.一种心电信号测量器具，其特征在于，具备：

棒状体，其为作为心电测量的被检者的人能够用手握住的粗细；

第一电极，其设置在所述棒状体的周面上，用于测量所述被检者的心电信号；

接地电极，其从所述第一电极在所述棒状体的周向上隔开间隔设置；

第二电极，其设置在所述棒状体的轴向的一端面上，用于测量所述被检者的心电信号；

以及

心电信号测量电路，其连接在所述第一电极及所述第二电极之间，且包括放大器，

所述被检者在某只手位于所述第一电极的位置将所述棒状体握住，并将所述第二电极

推抵在该被检者的心脏周边的胸部上，在所述被检者的握住所述棒状体的手接触所述第一

电极及所述接地电极、所述第二电极接触该被检者的胸部的状态下，经由所述第一电极及

第二电极，由所述心电测量电路测量所述被检者的心电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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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电测量方法及心电测量器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心电测量方法及心电测量器具。

背景技术

[0002] 心电计是一种用于测量心脏跳动而由心肌产生的电位的测量器。该电位的变化可

以作为心电信号被提取。心电信号可以用于心绞痛等各种心脏疾患的早期发现、自律神经

的状态的观测等用途。因此，心电计可以说是基本的生物体信息计测装置之一。

[0003] 由于心电信号是非常微弱的电位变化，为了精密地测量，使用在胸部、手腕、腿部

安装共计十个电极而进行测量的十二导联法。但是，也经常使用第一导联法，该第一导联法

是如在夹着心脏的位置处安装两个或三个电极，通过所谓的第一导联而简单地测量心电信

号的方法。由于该第一导联法能够简单地实施，且能够以高频度、持续期间较长的方式实施

心电信号的测量，因此能够检测出在以低频度实施十二导联法下的测量的情况下而不能得

到的心电信号的变化，常常能得到有助于病变的早期发现等的宝贵的信息。

[0004] 作为采用了这样的通过第一导联法的心电测量的心电测量器具，例如提出了以下

这样的结构。在专利文献1的心电信号检测装置中，采用在设置于箱体上的显示窗的表面上

设置至少一对电极，使左右的拇指分别接触各电极的结构。此外，在专利文献2的血压计测

装置中，记载了在形成有用两手保持的周面的箱体上设置心电信号检测用的电极，能够在

用两手保持该箱体的状态下进行心电信号的计测的结构。进而，在专利文献3中，记载了具

有大致旋转椭圆体状的本体部，通过一边将该本体部用一侧的手把持一边使其接触第一心

电电极，且用另一侧的手接触设置于本体部上的第二心电电极而进行心电测量的结构。

[0005] [现有技术文献]

[0006] [专利文献]

[0007] [专利文献1]国际公开第2010/113354号

[0008] [专利文献2]日本特开2013-226189号公报

[0009] [专利文献3]国际公开第2016/181808号

[0010] 如所述那样，由于心电信号是非常微弱的电位变化，因此使手指接触测量电极等

而进行第一导联法下的测量的情况下，有时存在因外来电磁噪声的影响而SN比降低，难以

取得心电信号的情况。此外，在心电信号的测量容易度也因人而异，从经验上已知，存在仅

通过单单使手指接触测量电极而不能进行电信号计测的被检者。例如，如果考虑将心电信

号作为生物体信息之一掌握而作为用于个人认证的数据利用，则担心在单单通过使手指接

触测量电极而计测第一导联的心电信号中，会频发因为计测场所的电磁环境或被检者各自

的特性而不能进行认证的情况。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是为了解决上述及其他技术问题而作出的，其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能够以

简单的结构、稳定地测量第一导联的心电信号的心电测量方法及心电测量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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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为了达到上述及其他目的的本发明的一形态的心电测量方法，准备能够由作为心

电测量的被检者的人用手握住的粗细的棒状体；在所述棒状体的轴向上隔开间隔，设置所

述被检者的心电信号测量用的第一电极及第二电极，并且从所述第一电极及第二电极中的

至少一方在所述棒状体的周向上隔开间隔而设置接地电极；在所述第一电极及所述第二电

极之间连接包括放大器的心电测量电路；所述被检者在左右手位于所述第一电极及第二电

极的位置将所述棒状体握住，所述被检者的左右手分别接触所述第一电极及所述第二电

极、所述接地电极接触左右手的某一只的状态下，经由所述第一电极及第二电极，由所述心

电测量电路测量所述被检者的心电信号。

[0013] 此外，本发明的另一形态的心电测量器具，具备：棒状体，其为作为心电测量的被

检者的人能够用手握住的粗细；第一电极及第二电极，其在所述棒状体的轴向上隔开间隔

设置，用于测量所述被检者的心电信号；接地电极，其从所述第一电极及第二电极中的至少

一方在所述棒状体的周向上隔开间隔设置；以及心电信号测量电路，其连接在所述第一电

极及所述第二电极之间，且包括放大器，所述被检者在左右手位于所述第一电极及第二电

极的位置将所述棒状体握住，所述被检者的左右手分别接触所述第一电极及所述第二电

极、所述接地电极接触左右手的某一只的状态下，经由所述第一电极及第二电极，由所述心

电测量电路测量所述被检者的心电信号。

[0014] 在所述心电测量方法及所述心电测量器具中，优选的是，所述第一电极及所述第

二电极、以及与它们中的某一个在所述棒状体的周向上隔开距离而成对形成的所述接地电

极配置在被所述被检者的左右手覆盖的位置。

[0015] 此外，在所述心电测量方法及所述心电测量器具中，可以将所述棒状体构成为容

纳着所述心电测量电路的圆筒形的壳体。

[0016] 此外，在所述心电测量方法及所述心电测量器具中，也可以使所述棒状体为人将

手扶上的扶手的一部分。

[0017] 此外，在本发明的另一形态的心电测量方法中，准备能够由作为心电测量的被检

者的人用手握住的粗细的棒状体；在所述棒状体的周面上，设置所述被检者的心电信号测

量用的第一电极，并且从所述第一电极在所述棒状体的周向上隔开间隔而设置接地电极；

在所述棒状体的轴向的一端面上，设置所述被检者的心电信号测量用的第二电极；将在所

述第一电极及所述第二电极之间连接包括放大器的心电测量电路；所述被检者在某只手位

于所述第一电极的位置将所述棒状体握住，并且将所述第二电极推抵在该被检者的心脏周

边的胸部上，在所述被检者的握住所述棒状体的手接触所述第一电极及所述接地电极、且

所述第二电极接触该被检者的胸部的状态下，经由所述第一电极及第二电极，由所述心电

测量电路测量所述被检者的心电信号。

[0018] 该心电测量方法也可以通过以下这样的心电信号测量器具实施。所述心电信号测

量器具具备：棒状体，其为作为心电测量的被检者的人能够用手握住的粗细；第一电极，其

设置在所述棒状体的周面上，用于测量所述被检者的心电信号；接地电极，其从所述第一电

极在所述棒状体的周向上隔开间隔设置；第二电极，其设置在所述棒状体的轴向的一端面

上，用于测量所述被检者的心电信号；以及心电信号测量电路，其连接在所述第一电极及所

述第二电极之间，且包括放大器，所述被检者在某只手位于所述第一电极的位置将所述棒

状体握住，并将所述第二电极推抵在该被检者的心脏周边的胸部上，在所述被检者的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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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棒状体的手接触所述第一电极及所述接地电极、所述第二电极接触该被检者的胸部的

状态下，经由所述第一电极及第二电极，由所述心电测量电路测量所述被检者的心电信号。

[0019] 根据本发明的一技术方案，能够以简单的结构稳定地测量第一导联的心电信号。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表示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的心电测量器具1的结构例的立体图。

[0021] 图2是图1的心电测量器具1的示意侧视图。

[0022] 图3是表示在图1的心电测量器具1中使用的心电测量电路的结构例的电路框图。

[0023] 图4是例示与图1对应的心电测量器具1的使用状态的示意图。

[0024] 图5是例示与图2对应的心电测量器具1的使用状态的示意图。

[0025] 图6A是表示用以往的心电测量方法测量的心电波形例的示意图。

[0026] 图6B是表示用本实施方式的心电测量方法测量的心电波形例的示意图。

[0027] 图7是表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变形例的心电测量器具1的结构例的立体图。

[0028] 图8是例示图7的心电测量器具1的测量电极周边的电路框图。

[0029] 图9是例示图7的心电测量器具1的使用状态的示意图。

[0030] [标号说明]

[0031] 1：心电测量器具；10：壳体；12：电源开关；14：显示灯；16：连接器；20A-1、20B-1、

20C：测量电极；20A-2、20B-2：接地电极；30：切换开关；100：心电测量电路；200：电池。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对于本发明，就其一实施方式使用附图进行说明。

[0033] 心电测量器具

[0034] 在图1、图2中，表示用来实施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的心电测量方法的心电测量器

具的一例。图1是心电测量器具1的立体图，图2是其侧视图。

[0035] 心电测量器具1具有圆筒状的壳体10。例如，壳体10通过组合而成为圆筒状，被作

为一对的各分割成一半的中空树脂零件而制作。在壳体10的内部，收容安装有后述的心电

测量电路等的电气/电子零件、电池等的电源等。壳体10的轴向长度尺寸只要设定为心电测

量被检者能够将两手一起握住的程度即可，作为一例可以设为170mm左右。壳体10的外径只

要设为当被检者用手轻轻握住时，在与拇指对置的4根手指之间隔开适度的间隔的程度即

可，作为一例可以设为40mm左右。作为用来形成壳体10的树脂材料，并没有特别的限制，只

要是用手接触时感触较好、具有耐久性且对皮肤无害的材料即可。考虑到壳体10会被许多

人的手接触，也可以使用抗菌性树脂材料形成，或涂布抗菌涂层。另外，壳体10的横截面的

轮廓除了圆形以外，也可以由椭圆形、多边形等形成，这样起到放置在桌子上等不会滚动的

效果。

[0036] 在壳体1的周面上，在其轴向上隔开间隔而设置有测量电极20A-1、20B-1(第一电

极、第二电极)。此外，相对于测量电极20A-1、20B-1分别在壳体10的周向上隔开间隔设置有

接地电极20A-2、20B-2。在本实施方式的例子中，测量电极20A-1、20B-1及接地电极20A-2、

20B-2由具有相同的形状尺寸的金属板构成。如图1所示，这些电极用的金属板被形成为长

圆形，但并不限定于此，也可以作成矩形状等的其他形状。各电极用金属板优选的是设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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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检者用手将壳体10握住时被手的宽度的范围遮挡的程度的尺寸。因而，例如可以考虑将

各金属板的壳体10轴向的尺寸设为60mm左右。在本实施方式中，各电极用金属板的宽度为

10mm，但该尺寸也能够根据设计上的要求等而适当决定。此外，由于被检者的手接触电极用

金属板，所以优选的是由具有耐腐蚀性的导电性金属板构成，以使得不发生由汗的附着造

成的腐蚀等。另外，也能够将各电极用金属板以外的导电性材料形成，例如也可以考虑利用

导电性纤维、导电性膏等。

[0037] 测量电极20A-1、20B-1和接地电极20A-2、20B-2的壳体10周向的分隔距离只要考

虑与内部电路的连接等而决定为适当的尺寸即可。

[0038] 关于本实施方式的心电测量方法在后面叙述，但在上述心电测量器具1中，将壳体

10设为容易握住的形状尺寸、以及当被检者将壳体10握住时各电极被被检者的手大致遮挡

的程度的形状尺寸、配置是重要的。根据这样的观点，在心电测量器具1的设计时，例如可以

适当地利用收录有人体各部分尺寸的数据库。作为这样的数据库，例如有“河内牧子，2012：

AIST日本人的手的尺寸数据”(https://www .dh .aist .go .jp/database/hand/

index.html)。

[0039] 如图1、图2所示，在沿轴向分隔开的测量电极20A-1与接地电极20A-2、测量电极

20B-1与接地电极20B-2之间，设置有电源开关12和显示灯14。电源开关12构成为用来将后

述的心电测量电路的电源开启关闭的推压开关，显示灯14构成为表示心电测量电路的状态

的LED灯。

[0040] 在壳体10的长度方向一端面上设置有连接器16。连接器16在本实施方式中构成

为，能够连接USB线缆(USB  Type-C)，被用于心电测量电路用电源的充电以及心电数据的传

送。

[0041] 另外，电源开关12、显示灯14、连接器16并不限定于本实施方式的形态，能够适当

地决定设置场所、形式、功能等。

[0042] 心电测量电路

[0043] 接着，对心电测量电路进行说明。图3是表示在前述实施方式的心电测量器具1中

使用的心电测量电路100的结构例的电路框图。图3的心电测量电路100具备将在测量电极

20A-1、20B-1间检测出的第一导联的心电信号放大、变换为数字信号并输出的功能。

[0044] 在图3中例示的心电测量电路100具备测量电极20A-1、20B-1、接地电极20A-2或

20B-2、差动放大器110、信号处理电路120、光耦合器130、接口电路140以及电源变换电路

150。

[0045] 测量电极20A-1、20B-1连接在差动放大器110的非反转输入和反转输入上。接地电

极20A-2、20B-2连接在心电测量电路100的接地电路上，起到提高心电测量电路100的耐噪

声性能的作用。另外，实质上，只要将接地电极20A-2、20B-2中的至少某个连接在接地电路

上即可。

[0046] 从测量电极20A-1、20B-1输入到差动放大器110中的心电模拟信号在被放大后，被

输入至信号处理电路120。信号处理电路120具备周知的波形整形电路及AD变换器，将作为

差动放大器110的输出的心电模拟信号数字化而变换为心电数字信号。心电数字信号经由

光耦合器130被传输给接口电路140。由光耦合器30将心电数字信号从信号处理电路120侧

向接口电路140侧作为光信号传送。因此，信号处理电路120与接口电路140之间被电气地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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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0047] 接口电路140包括向外部电路输出作为心电数字信号的前阶段的水平变换电路

等，该外部电路包括作将心电数字信号作为数据取入并处理的运算处理器等。此外，在接口

电路140中，也可以设置用来将心电数字信号发送至智能电话等的外部设备的通信接口电

路。在通信接口电路中，还包括例如Bluetooth(注册商标)等的接近无线通信(NFC)接口等。

另外，也可以由该接口电路140具备的运算处理器对心电测量器具1的显示灯14的点亮状态

进行控制。

[0048] 如以上所述，通过该心电测量电路100，能够将被检者的心电信号数字化并取出。

[0049] 接着，对心电测量电路100的电源系统进行说明。心电测量电路100的电源由电源

变换电路150供给。图3中例示的电源变换电路150包括正弦波振荡器151、放大器152、绝缘

变压器153、整流电路154以及稳定化电源电路155。通往电源变换电路150的电源由电池200

供给。电池200只要从适当的形式、容量的电池中选择即可，作为一例可以举出镍氢二次电

池。在电池200与电源变换电路150之间，设置有电源开关12。电池200能够经由连接器16与

外部电源进行连接。

[0050] 在图3的虚线部分内所表示的电源变换电路150，以外部直流电源(例如USB电源的

+5V)为输入，并且在供给与该外部直流电源共用接地电位的非绝缘电源的同时，还供给不

共用前述接地电位的绝缘电源。在图3的心电测量电路100中，在连接测量电极20A-1、20B-

1、接地电极20A-2或20B-2的差动放大器110、信号处理电路120以及光耦合器130的输入部

供给有来自绝缘变压器153的二次侧的绝缘电源，在光耦合器130的输出部及接口电路140

供给有来自绝缘变压器153的一次侧的非绝缘电源。

[0051] 在电源变换电路150中，首先，正弦波振荡器151利用非绝缘电源(外部直流电源)

产生正弦波。将该正弦波信号输入到放大器152中并放大，其输出被输入至绝缘变压器153。

绝缘变压器153的输出被整流电路154再次变换为直流，并经过稳定化电源电路155，作为绝

缘电源供给差动放大器110、信号处理电路120以及光耦合器130的输入部。

[0052] 作为在正弦波振荡器151中使用的正弦波振荡电路，在使用电感和电容器两者的

结构时，可以使用考毕兹电路、哈特利电路或其变形电路，作为使用电阻和电容器的结构，

可以使用维氏电桥电路、移相振荡电路或其变形电路。这里所述的正弦波振荡器151是以正

弦波的振荡为目的而构成的电路，根据电路常数的调整程度等，实际上即使有输出与正弦

波相比稍稍具有偏差的波形的情况也没问题。只要不是如方形波或包含尖峰状的峰值的波

形那样具有与正弦波相比显著地发生偏差的波形的信号即可，其只要适当设计即可。对于

正弦波的振荡频率没有特别限制，而从实用上的观点来说，可以考虑例如设为10kHz以上

500kHz以下左右的值。

[0053] 正弦波振荡器151输出的正弦波在被放大器152放大后，被输入至绝缘变压器153。

该放大器152的电路结构是任意的，只要能够不使输入的正弦波的波形过度地畸变或发生

寄生振动而将充分大小的电力向绝缘变压器153输入即可。关于这一点，如果来自正弦波振

荡器151的输出充分大，则也可以省略放大器152。

[0054] 绝缘变压器153具备构成磁回路的芯，所述磁回路是将强磁性体的铁素体材料形

成为环状等的封闭的形状而成，在该芯卷绕着一次侧绕线和二次侧绕线。一次侧绕线和二

次侧绕线被直流地绝缘。一次侧和二次侧间的绝缘耐压通常是1000～2000V左右。作为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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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绕线数相对于一次侧绕线数的比率的绕线比通常优选为超过1的值，从而使交流电压增

加。

[0055] 作为整流电路154，例如优选的是由使用肖特基型二极管的桥型的全波整流电路

和连接在其输出上的平滑电路构成。但是，也可以将整流电路154用具有同等的功能的其他

电路构成。

[0056] 整流电路154的输出在使用稳定化电源电路155使其电压稳定化后，作为绝缘电源

被供给。作为稳定化电源电路155，除去开关调节器等的噪声发生成为问题的电路方式以

外，可以采用适当的电路结构。

[0057] 另外，在图3的电源变换电路150中，仅记载了在其功能上具有本质作用的电路方

块。但是，也可以在这些电路方块以外，在非绝缘电源的供给及向正弦波振荡器51的供给之

前插入稳定化电源电路。

[0058] 在心电测量电路100被从外部直流电源完全切离的状态下，在通过一次电池或内

部二次电池而动作，并且将心电信号借助Bluetooth(注册商标)等的无线通信传送的情况

下，在实用上即使不设置接地电极20A-2或20B-2也没有问题。

[0059] 但是，在连接着外部直流电源的状态下进行心电测量的情况下，存在作为商用频

率的50Hz或60Hz的电源感应杂音经由绝缘变压器153的输入输出间电容及光耦合器30的输

入输出间电容侵入到绝缘电源侧而产生较大的杂音的情况。在此情况下，通过将接地电极

20A-2或20B-2连接在绝缘电源的接地电位上，使手指接触接地电极20A-2或20B-2，能够使

该杂音大幅地降低。

[0060] 本实施方式的心电测量电路100能够得到，在将心电测量器具1连接到外部电源上

而进行充电的期间中，能够在不用在意被检者的触电的可能性的情况下进行测量的效果。

[0061] 心电测量方法

[0062] 接着，对作为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的心电测量方法进行说明。该心电测量方法典

型地，可以由前面说明的心电测量器具1容易地实现，但并不限定于使用心电测量器具1的

方法。

[0063] 在图4、图5中，表示由图1的心电测量器具1进行的心电测量的状况。在进行心电测

量时，被检者在设置有心电测量器具1的测量电极20A-1、20B-1、接地电极20A-2、20B-2的位

置，将心电测量器具1的壳体10以用拇指和其余的4根手指把持的方式握住。根据各电极

20A-1～20B-2的设置位置和尺寸形状、以及心电测量器具1的壳体10的外径之间的关系，电

极20A-1～20B-2被被检者的手指及手掌几乎或完全遮挡(参照图4)。这是由心电测量器具1

进行的心电测量中的状态。

[0064] 作为测量次序的一例，首先，被检者操作心电测量器具1的电源开关12，将电源开

启。由此，心电测量电路100成为心电测量开始待机状态，并通过显示灯14的点亮告知该状

态。

[0065] 在该状态下，被检者如上所述，以各电极20A-1～20B-2与手指充分接触的方式，将

心电测量器具1的壳体10握住。心电测量电路100执行从测量电极20A-1、20B-1接收到的心

电信号的处理，从而生成心电信号数据。心电信号数据的生成是否成功，可以通过显示灯14

的点亮状态而告知。如果根据显示灯14的点亮状态、或者从握住心电测量器具1而测量开始

起经过规定时间，被检者知道测量结束，则将握住的心电测量器具1放开，心电测量则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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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本心电测量方法的效果

[0067] 根据以上说明的心电测量方法，能够大幅地提高心电测量时的SN比。作为一例，在

图6A中表示使指尖的指肚接触测量电极而测量出的心电波形例，在图6B中表示同一被检者

使用本实施方式的心电测量器具1进行心电测量的结果得到的心电波形例。比较图6A和图

6B可清楚地看出，图6B在心电波形中叠加的噪声较小，且更明确地计测出了心电波形带有

特征的R波。在该比较例中，关于通过本发明的心电测量方法取得的心电波形，与以往的方

法的情况相比，看到了约6dB的SN比改善。

[0068] 作为这样给心电波形的测量结果带来显著的改善的原因，可以考虑以下这样的理

由。

[0069] ·由于测量电极20A-1、20B-1的整体与被检者的手指、手掌以较大的面积接触，所

以接触电阻被抑制得较小，并且接触状态也稳定，准备了适合于取得心电信号的微弱电位

的环境。

[0070] ·由于用手握住棒状体是人能自然地进行的动作，所以对于手及手臂的肌肉不必

用多余的力，作为噪声的肌电信号被抑制得较小。

[0071] ·由于在测量电极20A-1、20B-1整体被被检者的手覆盖的状态下进行测量，所以

通过被检者的手起到电磁屏蔽的作用，实现了噪声降低。

[0072] 心电测量方法的变形例

[0073] 在以上说明的实施方式中，使用在图1等中例示的心电测量器具1实施心电测量。

如上所述，在将心电测量器具1用两手握住而进行心电测量的情况下，能够取得噪声较少的

良好的心电波形。但是，对于一侧手臂或手因残疾而丧失功能、或因事故等而缺损的被检

者，不能以这样的形态进行测量。本变形例提供一种对于这样的不能或很难使用两手实施

心电测量的被检者的解决方案。

[0074] 在图7中表示本变形例的心电测量器具1的结构例。另外，为了简单，对于图7中的

与图1对应的要素赋予相同的标号。

[0075] 图7的心电测量器具1与图1中例示的结构不同的点在于，在测量电极20A-1侧的轴

向端面上设置有测量电极20C。测量电极20C与测量电极20A-1、20B-1同样由具有导电性的

金属板等形成。在图7的例子中，测量电极20C呈圆形，但也可以为矩形等的其他形状。测量

电极20C被一侧的手或手臂存在问题的被检者代替测量电极20A-1或20B-1而推抵在自身的

胸部上。

[0076] 在图8中表示图7的心电测量器具1的测量电极周边的电路框图。在本变形例的心

电测量器具1中，设置在器具端面上的测量电极20C与测量电极20A-1并联地连接。在测量电

极20A-1及测量电极20C与差动放大器110之间设置有切换开关30，构成为能够将向差动放

大器110的输入在测量电极20A-1与测量电极20C之间进行切换。作为切换开关30，可以适当

使用适合安装到心电测量器具1上的小型按钮开关等。另外，只要在作为心电测量器具1的

功能上没有问题，也可以不追加设置切换开关30，而是仅采用在测量电极20A-1上并联地设

置测量电极20C的结构。

[0077] 接着，对有关本变形例的心电测量方法进行说明。在图9中，示意地表示本变形例

的心电测量器具1的使用状态。设想了被检者H在右手或右臂的功能上存在问题，不能将心

电测量器具1用两手握住并支承。在此情况下，被检者H在将电源开关12开启后，将心电测量

说　明　书 7/8 页

10

CN 110353652 A

10



器具1用左手握住并抬起，以使手的皮肤接触测量电极20B-1、接地电极20B-2。并且，保持状

态并将设置在心电测量器具1的一端面上的测量电极20C推抵在自身的胸部上。在该状态

下，心电测量电路100能够从被检者H的左手接触的测量电极20B-1和接触自身的胸部的测

量电极20C获得被检者H的第一导联的心电波形。心电测量电路100的信号的处理内容与图1

的实施方式的情况相同。

[0078] 如上所述，根据本变形例的心电测量方法，即使是在一侧的手或手臂的功能上存

在问题或它们存在缺损的被检者，也能够简单地获得稳定的心电波形。在此情况下，测量电

极20B-1被握住的左手大致覆盖，测量电极20C为被被检者H的皮肤和心电测量器具1的壳体

10夹着的状态，与前面的实施方式同样，能够实现对外来电磁噪声的遮蔽效果。

[0079] 另外，在本变形例中，对于对测量电极20A-1追加设置测量电极20C的结构进行了

说明，但也可以代替测量电极20A-1及接地电极20A-2而设置测量电极20C，从而作成针对单

手操作用而具有特殊化的结构的心电测量器具1。

[0080] 其他变形例

[0081] 到此为止说明的本发明的心电测量方法是对通过使用圆筒形状的心电测量器具1

而实现的例子进行了说明，但本发明并不限定于这样的结构。总之，只要在进行心电测量

时，成为被检者将测量电极包入而握住的状态，能够实现自然姿势即可，该自然姿势是不产

生发生作为噪声源的多余的肌电信号那样的对于身体的肌肉产生负担的自然姿势。因而，

例如也可以在截面为大致圆形的扶手的一部分上设置测量电极以及接地电极，这样能够简

单且稳定地测量第一导联的心电波形。在此情况下，能够在厕所、床、住宅的门厅等设置有

辅助用的扶手的场所，提供心电波形测量单元。

[0082] 如以上的说明，根据本发明的心电测量方法及心电测量器具，能够以简单的结构

稳定地测量第一导联的心电信号。

[0083] 本发明的技术范围并不限定于上述实施方式，其他的变形例、应用例等也包含在

权利要求书所记载的事项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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