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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微创颅内多参数检测探头，包括：位于

前端的接触探头，所述接触探头包括一刚性壳

体，所述刚性壳体内部设有供光纤模块穿设的空

腔，端部设有环形凹槽；光纤模块包括光纤及固

定在光纤一端的环形皮塞，光纤模块未套环形皮

塞的一端从刚性壳体的前端穿入，直至环形皮塞

完全进入环形凹槽中，形成完整密封的前端接触

探头触点；所述刚性壳体的侧壁内开设有第一槽

口，所述第一槽口内设置有压力传感器；医用胶

体软管，设置在所述刚性壳体的后端，用于包裹

刚性壳体内部的信号线导管和光纤并连接后端

的处理模块。本发明提供一种微创颅内多参数检

测探头，用于实时监测颅内多参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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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微创颅内多参数检测探头，其特征在于，包括：

位于前端的接触探头，所述接触探头包括一刚性壳体，所述刚性壳体内部设有供光纤

模块穿设的空腔，端部设有环形凹槽；光纤模块包括光纤及固定在光纤一端的环形皮塞，光

纤模块未套环形皮塞的一端从刚性壳体的前端穿入，直至环形皮塞完全进入环形凹槽中，

形成完整密封的前端接触探头触点；

所述刚性壳体的一侧侧壁上开设有第一槽口，所述第一槽口内设置有压力传感器；

医用胶体软管，设置在所述刚性壳体的后端，用于包裹刚性壳体内部的信号线导管和

光纤并连接后端的处理模块；所述光纤由两根100μm的单模光纤构成，其中一根连接光源，

另一根连接光电检测装置，处理模块通过算法和定标，测量获得光纤探头所在位置的脑局

部血氧饱和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创颅内多参数检测探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刚性壳体内预埋

温度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器通过信号线与后端的处理模块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创颅内多参数检测探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刚性壳体的后部

设有用于插接医用胶体软管的空腔，刚性壳体上设有用于点胶的第二槽口，该医用胶体软

管的一端首先穿插在刚性壳体后端的空腔内，再通过对第二槽口进行点胶与刚性壳体相固

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微创颅内多参数检测探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医用胶体软管内

设有通气导管。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微创颅内多参数检测探头，其特征在于，所述温度传感器为热

敏电阻。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创颅内多参数检测探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光源采用双波

长。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创颅内多参数检测探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刚性壳体为长度

为5mm~10mm长度的钛合金壳体。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微创颅内多参数检测探头，其特征在于，所述钛合金壳体为一

体成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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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微创颅内多参数检测探头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植入式医疗系统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微创颅内多参数检测探头。

背景技术

[0002] 创伤性颅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病人中，有20%会留下后遗症，

该群人体会在以后的生活中长期受到后遗症的影响，其造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浪费。

究其其中损伤的原因包括坠落伤、斗殴和交通事故等。颅脑损伤病人经常继发有创伤性脑

水肿（Traumatic  Brain  Edema,  TBE）或颅内血肿，从而会造成颅内压（ICP）增高，脑血流量

下降，加重脑损伤和导致病人死亡。在临床上，创伤性脑水肿主要监测指标是ICP和CBF。在

创伤性脑水肿的诊断与治疗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有：缺乏一种有效多参数监测技术；缺乏一

种针对个体差异性的疗效评估模型；缺乏一种与病理基础相关联的疗效综合评估因子。

[0003] 颅内压（Intracranial  Pressure，ICP）是影响脑血流量的主要因素之一，颅内压

的测量对证实或排除颅内压增高，  并确定脑灌注压十分必要，  这也有助于对颅脑损伤患

者进行指导性治疗。有大量的证据支持使用颅内压监测，ICP  监测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非常

有用的工具，并且已成为对严重脑损伤病人重症监护管理的核心部分。

[0004] 颅内温度（Intracranial  Temperature,  ICT）与颅内压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同时，

临床上认为ICT的变化往往早于ICP的变化。在亚低温脑保护治疗重型创伤性颅脑损伤患者

手术中，ICT的治疗尤为重要。

[0005] 在神经外科手术中，局部血氧饱和度（rSO2）指标对于评价脑氧代谢和预后具有重

要的意义。通过脑局部血氧饱和度的测量，可及时发现神经疾病的并发症，并可预测神经功

能障碍的发生。

[0006] 目前，临床上缺乏同时具有ICP/ICT/rSO2综合测试功能的仪器，使得在神经外科

手术中，医生采用主观和经验来判断病人的情况，无法科学有效的指导手术、评价治疗效

果，常常导致治疗效果不理想。

[0007] 同时，在神经外科手术上，由于缺乏多种参数测量系统，因此对于有限的参数缺乏

评价方法，也没有一个标准化的数据采集和存储规范。全国范围内，看似神经外科手术量巨

大，采集了一系列的数据，但缺乏统一的存储标准，无法进行未来数据的分析和识别。

[0008] 为此，在神经外科领域急需研制一种多参数数据采集仪器，通过临床和基础疾病

分类研究和多参数采集，建立临床使用规范标准，实现临床、基础研究的有效结合和突破。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根据上述现状，提供一种微创颅内多参数检测探头，用于实时

监测颅内多参数指标。

[0010]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11] 一种微创颅内多参数检测探头，包括：

[0012] 位于前端的接触探头，所述接触探头包括一刚性壳体，所述刚性壳体内部设有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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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模块穿设的空腔，端部设有环形凹槽；光纤模块包括光纤及固定在光纤一端的环形皮

塞，光纤模块未套环形皮塞的一端从刚性壳体的前端穿入，直至环形皮塞完全进入环形凹

槽中，形成完整密封的前端接触探头触点；

[0013] 所述刚性壳体的一侧侧壁上开设有第一槽口，所述第一槽口内设置有压力传感

器；

[0014] 医用胶体软管，设置在所述刚性壳体的后端，用于包裹刚性壳体内部的信号线导

管和光纤并连接后端的处理模块。

[0015] 所述刚性壳体内预埋温度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器通过信号线与后端的处理模块

连接。

[0016] 所述刚性壳体的后部设有用于插接医用胶体软管的空腔，刚性壳体上设有用于点

胶的第二槽口，该医用胶体软管的一端首先穿插在刚性壳体后端的空腔内，再通过对第二

槽口进行点胶与刚性壳体相固定。

[0017] 所述医用胶体软管内设有通气导管。

[0018] 所述温度传感器为热敏电阻。

[0019] 所述光纤由两根100μm的单模光纤构成，其中一根连接光源，另一根连接光电检测

装置。

[0020] 所述光源采用双波长。

[0021] 所述刚性壳体为长度为5mm~10mm长度的钛合金壳体。

[0022] 所述钛合金壳体为一体成型结构。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4] 第一、所述的前端钛合金壳体集成了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局部血氧饱和度光

纤，能够实现对颅内多生理参数的同时测量。

[0025] 第二、所述的钛合金壳体壳体能够保证内部除压力传感器以外的其他芯片不受外

部机械应力的影响。

[0026] 第三、所述的钛合金壳体上拥有开槽，共三个，其中两个位于壳体的上端，一个位

于壳体的前端。位于上端的两个中，一个用于放置压力传感器，方便使用医用胶对芯片的引

脚进行物理隔离，而不妨碍对颅内压的测定，简化了焊接工艺。

[0027] 第四、所述与光纤连接的光源，采用双波长，与此同时，连接光电检测装置的另一

根光纤也收集、传导双波长的光。光纤的的使用可以将不同波长的光叠加在一起传导，并通

过成熟的算法和定标，可以测量获得光纤探头所在位置的脑局部血氧饱和度。

附图说明

[0028] 图  1 是本发明颅内多参数探头中的光纤模块各组成部分分离状态的示意图。

[0029] 图2是本发明颅内多参数探头中的光纤模块组合状态的示意图。

[0030] 图  3 是本发明颅内多参数探头抽离光纤模块之后剩余模块的示意图。

[0031] 图  4是本发明颅内多参数探头各组成部分，组装成为完整探头的过程示意图。

[0032] 图  5是本发明颅内多参数探头的完整示意图。

[0033] 图  6是本发明颅内多参数探头A—A方向上的剖视图。

[0034] 图  7是本发明颅内多参数探头完整示意图的结构大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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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其中：1-双光纤及其包络线；2-环形皮塞；3-第一槽口；4-压力传感器；5-温度传感

器；6-通气导管；7-环形凹槽；8-胶体软管；9-信号线及其包络线；10-刚性壳体；11-第二槽

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以下将根据附图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37]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采用双光纤作为近红外光的发送，接受通路。并将双光纤

包装在其包络线内，便于后续的穿线工艺。双光纤及其包络线的一端套在环形皮塞内，并进

行固定。

[0038] 如图3所示，该图表明除去光纤模块之外所有其他组成部分的侧视图。

[0039] 如图4所示，将光纤模块未套环形皮塞的一端从钛合金壳体的前端穿入。

[0040] 如图5所示，持续上述穿入操作，直至环形皮塞和环形凹槽7完全接触，形成完整密

封的前端接触探头触点。

[0041] 光纤模块通过穿线工艺，和刚性壳体完美接触，形成密封的前端的探头触点。

[0042] 压力传感器4置于刚性壳体的第一槽口内，这种开槽工艺，有效的避免了由于压力

传感器的外凸造成对颅内组织的机械损伤。同时该压力传感器采用下陷式的焊接工艺，可

以对该传感器的引脚进行物理隔离，解除了由于引脚密封问题造成的短路等不必要的安全

性顾虑。该传感器通过三根信号线与后端的处理电路连接，信号电路包含在信号线导管9

中。

[0043] 温度传感器5置于钛合金壳体的内部，该敏感器件跟随刚性壳体触点植入到脑组

织的时候，便可以对颅内温度进行测量，该元件的信号线和压力传感器一样，包含在信号线

导管9中。

[0044] 通气导管6，在通过第二槽口11点胶之后，很容易造成刚性壳体内部空间与外部空

气隔绝，而该通气导管6的作用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0045] 医用胶体软管8，位于刚性壳体10后用于包裹信号线导管9以及光纤模块。该医用

胶体软管8首先穿插在刚性壳体10的后端，再经过点胶操作之后，可以将该医用胶体软管8

和刚性壳体10固定在一起。

[0046] 信号线导管9主要是包裹一些必须的信号线，将其传送到后端的处理部分。

[0047] 刚性壳体10，该刚性壳体10是所有传感器和光纤模块的保护装置，其坚硬的外壳

保证了内部组成部分不受外力的影响。作为本发明的一个优选技术方案，该刚性壳体的材

料采用钛合金。

[0048] 如图6所示，该图是本发明组成完整探头的A—A剖面图，刚性壳体10位于最外层用

户内部的装置，医用胶体软管8用于包裹一些内部的导管和光纤并连接后端的处理模块，信

号线导管9，光纤模块，通气导管6位于医用胶体软管内部，连接后端处理模块，保证与后端

的空间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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