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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连续心率血压心电监测

仪，检测仪主要选取NRF52832芯片作为主控MCU，

安装相应的硬件电路，传感器分为内环和外环，

内环部分集成了4个绿色LED以及2个高灵敏度光

感IC，而且高灵敏度光感IC涂有纳米涂层。外环

部分有俩个电极，内置高精度前置放大电路，有

效提升了数据采集的稳定度。采集信号经滤波放

大后输入至控制器芯片中进行数据处理，并通过

NRF52832主控模块自带的蓝牙功能将血压信息

和心电图上传至手机APP中进行显示，手机APP对

接收的数据进行分析，给出初步的诊断结果；本

发明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检测准确灵敏，可以准

确持续的测量血压和心电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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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连续心率血压心电监测仪，其特征在于，包括中央控制器、电源模块、两个心电信号

采集模块和两个血压传感器，所述中央控制器和电源模块分别设置于第一遮光圆环和第二

遮光圆环的内侧面，并通过电气连接带连接；

第一心电信号采集模块和第一血压传感器设置于第一遮光圆环内侧面，第二心电信号

采集模块和第二血压传感器设置于第二遮光圆环内侧面，所述中央控制器通过控制电路连

接第一心电信号采集模块和第一血压传感器，所述第二心电信号采集模块和第二血压传感

器通过电气连接带和控制电路连接中央控制器；

所述血压传感器为光电血压传感器，包括内环和外环，所述内环集成4个绿色LED以及2

个高灵敏度光感IC，所述高灵敏度光感IC与皮肤接触的表面涂有纳米涂层，所述外环设置

有两个电极，内置高精度前置放大电路；

所述心电信号采集模块包括绝缘海绵顶层、嵌设于绝缘海绵中心与皮肤接触面上的电

极探头和设置于绝缘海绵内部的高精度放大电路，所述电机探头通过高精度放大电路连接

中央控制器；

所述中央控制器包括主控模块和数据处理模块，所述中央控制器的数据处理模块采用

QRS波群检测算法；

所述光电血压传感器将接收到的模拟信号经滤波放大后转化为数字信号，传输给数据

处理模块；所述心电信号采集模块将采集到的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传输给数据处理模

块，所述数据处理模块的心电信号识别采用K-近邻算法；

所述数据处理模块将处理后的数据，通过主控模块自带的蓝牙功能，将血压信息和心

电图上传至手机APP中进行显示，手机APP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分析，给出初步的诊断结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续心率血压心电监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QRS波群检测算

法采用移动窗口积分算法实现。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连续心率血压心电监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窗口积分算

法通过以下步骤实现：

1）选择通频带为5-20Hz的带通滤波器，将QRS波群的信号滤出，微分后再平方；再作移

动窗口积分，积分所得的信号既包含QRS波群的斜率信息，又包含QRS波群的宽度的信息；

经过窗口积分法对ECG波形的处理，判断出，在QRS波附近，上升沿的起点就是QRS波的

起点，上升沿的终点是就是QRS波的终点；

2）然后应用两种阈值进行检测，一是对带通滤波器滤波后的信号进行阈值检测，另一

个是对移动窗口积分后的信号进行阈值检测；所述阈值检测是指，对积分图形上各点斜率

的判断过程；

3）阈值的大小随信号的波动不断调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续心率血压心电监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模块采用纽

扣电池进行供电。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续心率血压心电监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遮光圆环和

第二遮光圆环的材质是一次性黑色棉布圆环，与皮肤接触的面上附有水凝胶贴片，所述水

凝胶贴片两面都具有粘性，是一种高分子网络体系，通过感知外界环境中光、电、压力的微

小的变化，产生相应的物理结构变化。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续心率血压心电监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K-近邻算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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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步骤：

1）收集心电图数据，获得一个大样本数量的心电图数据集合，称为训练样本集，所述本

集中每个数据都存在标签，即知道样本集中每个数据与其所属分类的关系；

2）输入没有标签的新数据后，将新数据的每个特征与样本集中数据对应的特征进行比

较，然后通过马氏距离算法提取样本集中特征最相似数据的分类标签；选择样本数据集中

前k个最相似的数据；

3）选择k个最相似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数据进行分类，作为新数据的分类；

4）新的心电图数据存进训练样本集里面。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连续心率血压心电监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k小于20。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连续心率血压心电监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k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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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心率血压心电监测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连续心率血压心电监测仪，属于心率血压心电监测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心血管疾病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主要疾病之一，而心电信号(electrocardiogram，

ECG)是心脏电活动在体表的综合反映，正常的血压是血液循环流动的前提，血压过低过高

(低血压、高血压)都会造成严重后果，因此，临床心电图检查和血压监测对于检测和诊断心

脏疾病和其他血管疾病具有重要意义，并且从生命信息科学的角度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

值。

[0003] 目前，心电信号检测需要患者前往医院，由指定的医师进行检测，医师依次在身体

上贴上6个或12个电极片，依次测量各点心电信号，最后生成报表，整个检测过程需要大约

15分钟左右。而且，检测仪器体积庞大，操作过程繁琐，病人需要在静息的状态下平躺，整个

检测过程费时费力。如果想要测量血压，需要医师用血压计进行测量，将充气带绑在手臂

上，血压测量过程需要5分钟，且只能单次测量，没法持续监测人体血压信息。

发明内容

[0004] 为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连续心率血压心电监测仪，该监测仪结构

简单，体积小巧，支持动态测量，数据异常报警功能，制作成本低，并且有效提升了数据采集

的稳定度。

[0005]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连续心率血压心电监测仪，包括中央控制器、电源模块、两个心电信号采集模块和两个

血压传感器，所述中央控制器和电源模块分别设置于第一遮光圆环和第二遮光圆环的内侧

面，并通过电气连接带连接；

第一心电信号采集模块和第一血压传感器设置于第一遮光圆环内侧面，第二心电信号

采集模块和第二血压传感器设置于第二遮光圆环内侧面，所述中央控制器通过控制电路连

接第一心电信号采集模块和第一血压传感器，所述第二心电信号采集模块和第二血压传感

器通过电气连接带和控制电路连接中央控制器；

所述血压传感器为光电血压传感器，包括内环和外环，所述内环集成4个绿色LED以及2

个高灵敏度光感IC，所述高灵敏度光感IC与皮肤接触的表面涂有对应波长的纳米涂层，所

述外环设置有两个电极，内置高精度前置放大电路；

所述心电信号采集模块包括绝缘海绵顶层、嵌设于绝缘海绵中心与皮肤接触面上的电

极探头和设置于绝缘海绵内部的高精度放大电路，所述电机探头通过高精度放大电路连接

中央控制器；

所述中央控制器包括主控模块和数据处理模块，所述主控模块采用NRF52832芯片，所

述中央控制器的数据处理模块采用QRS波群检测算法；

所述光电血压传感器将接收到的模拟信号经滤波放大后转化为数字信号，传输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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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模块；所述心电信号采集模块将采集到的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传输给数据处理模

块，所述数据处理模块的心电信号识别采用K-近邻算法；

所述数据处理模块将处理后的数据，通过主控模块自带的蓝牙功能，将血压信息和心

电图上传至手机APP中进行显示，手机APP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分析，给出初步的诊断结果。

[0006] 所述QRS波群检测算法采用移动窗口积分算法实现。

[0007] 所述移动窗口积分算法通过以下步骤实现：

1）选择通频带为5-20Hz的带通滤波器，将QRS波群的信号滤出，微分后再平方；再作移

动窗口积分，积分所得的信号既包含QRS波群的斜率信息，又包含QRS波群的宽度的信息；

经过窗口积分法对ECG波形的处理，判断出，在QRS波附近，上升沿的起点就是QRS波的

起点，上升沿的终点是就是QRS波的终点；

2）然后应用两种阈值进行检测，一是对带通滤波器滤波后的信号进行阈值检测，另一

个是对移动窗口积分后的信号进行阈值检测；

所述阈值检测是指，对积分图形上各点斜率的判断过程，当斜率r在范围[1.5,3]时，可

初步判断为QRS波的起点，当斜率r在范围[1，1.5]时可初步判断为QRS波的终点；

3）阈值的大小随信号的波动不断调整。

[0008] 所述电源模块采用纽扣电池进行供电。

[0009] 所述第一遮光圆环和第二遮光圆环的材质是一次性黑色棉布圆环，与皮肤接触的

面上附有水凝胶贴片，所述水凝胶贴片两面都具有粘性，是一种高分子网络体系，通过感知

外界环境中光、电、压力的微小的变化，产生相应的物理结构变化。

[0010] 所述K-近邻算法包括以下步骤：

1）收集心电图数据，获得一个大样本数量的心电图数据集合，称为训练样本集，所述本

集中每个数据都存在标签，即知道样本集中每个数据与其所属分类的关系；

2）输入没有标签的新数据后，将新数据的每个特征与样本集中数据对应的特征进行比

较，然后通过马氏距离算法提取样本集中特征最相似数据的分类标签；选择样本数据集中

前k个最相似的数据；

所述马氏距离表示数据的协方差距离，是一种有效的计算两个样本集的相似度的方

法；

3）选择k个最相似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数据进行分类，作为新数据的分类；

4）新的心电图数据存进训练样本集里面。

[0011] 优选地，所述k小于20。

[0012] 优选地，所述k为15。

[0013] 使用所述的心率血压心电监测仪进行连续心率血压心电监测的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1）将第一遮光圆环A点，第二遮光圆环分别贴附在B点，两个血压传感器和两个心电信

号采集模块紧贴皮肤，所述A点位于胸骨左缘5肋间隙，所述B点位于胸骨左缘5肋与左锁骨

的中央点；

2）在A，B两点采集信号，经滤波放大后输入至中央控制器芯片中传给数据处理模块，数

据处理模块将得到的数据处理为血压数值和心电图数据，然后传给中央控制器；所述数据

处理模块的心电信号处理采用QRS波群检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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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中央控制器自带的蓝牙功能将数据传送给手机APP，用户随时查看监测数据。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连续心率血压心电监测仪，结构简单，体积小巧，支持动态测量，数

据异常报警功能，制作成本低；检测仪主要选取NRF52832芯片作为主控MCU，并设计安装相

应的硬件电路，其中我们设计的传感器分为内环和外环，内环部分集成了4个绿色LED以及2

个高灵敏度光感IC，而且接收端涂有对应波长的纳米涂层。外环部分有俩个电极，内置高精

度前置放大电路，有效提升了数据采集的稳定度。

[0015] 采集信号经滤波放大后输入至控制器芯片中进行数据处理，并通过NRF52832主控

模块自带的蓝牙功能将血压信息和心电图上传至手机APP中进行显示，手机APP对接收的数

据进行分析，给出初步的诊断结果；本发明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检测准确灵敏，可以准确持

续的测量血压和心电信号。

[0016] 通过K-近邻算法，可以快速准确的识别心电图中的信息，依据庞大的心电图数据

库、高效的识别算法和自我学习能力，我们设计的心电图诊断系统心电信息诊断的准确度

达到了90%。

[0017] 采用移动窗口积分算法实现的QRS波群检测算法减少由于T波其有更多高频分量

而引起的假阳性，阈值的大小随信号的波动不断调整，这样可提高检测的可靠性，特别可以

防止噪声引起的假阳性。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中央控制器的电路图；

图3为本发明心电信号采集模块的电路图；

图4为本发明光电血压传感器的电路图；

图5为本发明数据处理模块的电路图；

图6为本发明电源模块的电路图；

图7为本发明使用吸附点示意图；

图8为本发明APP显示界面；

图9为K-近邻算法心电信号识别流程图；

图10为QRS波群检测算法流程图。

[0019] 图11为R波的检测示意图。

[0020] 图12为光电血压传感器结构示意图。

[0021] 图13为心电信号采集模块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1-遮光圆环、2-中央控制器、3-心电信号采集模块、4-血压传感器、5-电气连

接带、6-电源模块、11-第一遮光圆环、12-第二遮光圆环、31-第一心电信号采集模块、32-第

二心电信号采集模块、33-绝缘海绵、34-电极探头、35-高精度放大电路、41-第一血压传感

器、42-第二血压传感器、43-绿色LED、44-高灵敏度光感IC、45-引脚。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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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这些实施例，凡是不背离本发明构思的改变或等同替代均包括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0024] 如图1所示，

1.连续心率血压心电监测仪，包括中央控制器2、电源模块6、两个遮光圆环1（第一遮光

圆环11和第二遮光圆环12）、两个心电信号采集模块3（第一心电信号采集模块31和第二心

电信号采集模块32）和两个血压传感器4(第一血压传感器41和第二血压传感器42)，所述中

央控制器2和电源模块6分别设置于第一遮光圆环11和第二遮光圆环12的内侧面，并通过电

气连接带5连接；

所述电源模块采用纽扣电池进行供电，所述纽扣电池选择3V  CR2032锂锰电池，电池尺

寸(Max.Size):Φ20.0X3.2mm；

所述第一遮光圆环11和第二遮光圆环12的材质是一次性黑色棉布圆环，一次性棉布材

质使用时安全卫生舒适；与皮肤接触的面上附有水凝胶贴片，所述水凝胶贴片两面都具有

粘性，是一种高分子网络体系，性质柔软，能保持一定的形状，通过感知外界环境中光、电、

压力的微小的变化或刺激，并能产生相应的物理结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皮肤的动

态变化特征。

[0025] 第一心电信号采集模块31和第一血压传感器41设置于第一遮光圆环11内侧面，第

二心电信号采集模块32和第二血压传感器42设置于第二遮光圆环12内侧面，所述中央控制

器2通过控制电路连接第一心电信号采集模块31和第一血压传感器41，所述第二心电信号

采集模块32和第二血压传感器42通过电气连接带5和控制电路连接中央控制器2；

所述血压传感器4为光电血压传感器，包括内环和外环，如图12所示，所述内环集成4个

绿色LED  43以及2个高灵敏度光感IC  44，所述高灵敏度光感IC  44与皮肤接触的表面涂有

对应波长的纳米涂层，所述外环内设置有两个电极，内置高精度前置放大电路，所述外环设

置6个引脚45，用于光电数据传输；所述引脚连接中央控制器2；

如图13所示，所述心电信号采集模块3包括绝缘海绵顶层33、嵌设于绝缘海绵33中心与

皮肤接触面上的电极探头34和设置于绝缘海绵33内部的高精度放大电路35，所述电机探头

34通过高精度放大电路35连接中央控制器2；

所述中央控制器包括主控模块和数据处理模块，所述主控模块采用NRF52832芯片，所

述中央控制器的数据处理模块采用QRS波群检测算法；

所述光电血压传感器将接收到的模拟信号经滤波放大后转化为数字信号，传输给数据

处理模块；所述心电信号采集模块将采集到的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传输给数据处理模

块，所述数据处理模块的心电信号识别采用K-近邻算法；

所述数据处理模块将处理后的数据，通过主控模块自带的蓝牙功能，将血压信息和心

电图上传至手机APP中进行显示，手机APP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分析，给出初步的诊断结果。

[0026] 手机APP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分析，将传感器通过蓝牙传回来的数字信号转换为APP

里的图片和文字，结果更加形象直观。并且将实测数据存储在手机里面，可以进行单次（1分

钟）、短时（一小时）、长时（6小时）的测量数据综合分析，测量结果更加准确可靠。

[0027] 所述QRS波群检测算法采用移动窗口积分算法实现，所述移动窗口积分算法通过

以下步骤实现：

1）选择通频带为5-20Hz的带通滤波器，将QRS波群的信号滤出，微分后再平方；再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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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窗口积分，积分所得的信号既包含QRS波群的斜率信息，又包含QRS波群的宽度的信息；

图11中为对R波的检测示意图，经过窗口积分法对ECG波形的处理，可以清晰的判断出，

在QRS波附近，上升沿的起点就是QRS波的起点，上升沿的终点是就是QRS波的终点；

2）然后应用两种阈值进行检测，一是对带通滤波器滤波后的信号进行阈值检测，另一

个是对移动窗口积分后的信号进行阈值检测；

所述阈值检测是指，对积分图形上各点斜率的判断过程，当斜率r在范围[1.5,3]时，可

初步判断为QRS波的起点，当斜率r在范围[1，1.5]时可初步判断为QRS波的终点；

3）阈值的大小随信号的波动不断调整。

[0028] 所述K-近邻算法包括以下步骤：

1）收集心电图数据，获得一个大样本数量的心电图数据集合，称为训练样本集，所述本

集中每个数据都存在标签，即知道样本集中每个数据与其所属分类的关系；

2）输入没有标签的新数据后，将新数据的每个特征与样本集中数据对应的特征进行比

较，然后通过马氏距离算法提取样本集中特征最相似数据的分类标签；选择样本数据集中

前k个最相似的数据；

所述马氏距离表示数据的协方差距离，是一种有效的计算两个样本集的相似度的方

法；

3）选择k个最相似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数据进行分类，作为新数据的分类；

4）新的心电图数据存进训练样本集里面。

[0029] 优选地，所述k小于20。

[0030] 优选地，所述k为15。

[0031] 使用所述的心率血压心电监测仪进行连续心率血压心电监测的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1）将第一遮光圆环A点，第二遮光圆环分别贴附在B点，两个血压传感器和两个心电信

号采集模块紧贴皮肤，所述A点位于胸骨左缘5肋间隙，所述B点位于胸骨左缘5肋与左锁骨

的中央点；

2）在A，B两点采集信号，经滤波放大后输入至中央控制器芯片中传给数据处理模块，数

据处理模块将得到的数据处理为血压数值和心电图数据，然后传给中央控制器；所述数据

处理模块的心电信号处理采用QRS波群检测算法；

3）由中央控制器自带的蓝牙功能将数据传送给手机APP，用户随时查看监测数据。

[0032]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连续心率血压心电监测仪，结构简单，体积小巧，支持动态测

量，数据异常报警功能，制作成本低；检测仪主要选取NRF52832芯片作为主控MCU，并设计安

装相应的硬件电路，其中我们设计的传感器分为内环和外环，内环部分集成了4个绿色LED

以及2个高灵敏度光感IC，而且接收端涂有对应波长的纳米涂层。外环部分有俩个电极，内

置高精度前置放大电路，有效提升了数据采集的稳定度。

[0033] 采集信号经滤波放大后输入至控制器芯片中进行数据处理，并通过NRF52832主控

模块自带的蓝牙功能将血压信息和心电图上传至手机APP中进行显示，手机APP对接收的数

据进行分析，给出初步的诊断结果；本发明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检测准确灵敏，可以准确持

续的测量血压和心电信号。

[0034] 本发明不会限制于本文所示的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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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相一致的最宽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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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8 页

10

CN 109907745 A

10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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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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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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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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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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