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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肺活量计(1)，其包括基于MEMS

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13，13.1，13.2)，其用于响

应于吸气或呼气期间产生的流体流量而产生信

号，和微控制器(14 )，其用于根据流量传感器

(13，13.1，13.2)产生的信号计算流体流量。肺活

量计(1)可连接到其他设备，如智能手机或个人

计算机或适于收集、存储、分析、交换和/或显示

数据的任何其他计算单元。本发明还描述了肺活

量计(1)在随时间的推移测量用户肺功能和/或

监测肺功能中的用途。此外，肺活量计(1)可以与

空气质量测量设备以及计算单元一起提供在系

统中，空气质量测量设备用于确定感兴趣位置处

的空气质量；计算单元用于收集、分析和关联从

肺活量计(1)获得的用户肺功能数据与空气质量

数据以及任选地所述位置的地理定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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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携式电子肺活量计(1)，其包括：

(a)管状接口管(2)，其具有

-用于插入用户的嘴中的近端开口(3)，

-远端开口(4)，

-在所述近端开口(3)和所述远端开口(4)之间延伸的主流体通道(5)，

-第一侧向开口(6)，

-第二侧向开口(7)，其定位在与所述第一侧向开口(6)相隔纵向距离处，以及

限流器(8)，其定位于所述第一侧向开口(6)和所述第二侧向开口(7)之间的所述主流

体通道(5)内；和

(b)主体(9)，其具有

-第一流体开口(10)，其能与所述接口管(2)的所述第一侧向开口(6)连接，

-第二流体开口(11)，其能与所述接口管(2)的所述第二侧向开口(7)连接，

-旁路流体通道(12)，其在所述第一流体开口(10)和所述第二流体开口(11)之间延伸，

-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13)，其定位在旁路流体通道(12)处，以用于响应于所

述旁路流体通道(12)中的所述流体流量而产生信号，以及

-与所述流体流量传感器(13)连接的微控制器(14)，其用于根据所述流量传感器(13)

产生的信号计算所述流体流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肺活量计，其还包括通信装置，所述通信装置用于与通过所述

肺活量计(1)产生的，优选地通过所述肺活量计(1)的微控制器(14)产生的流体流量有关的

数据的交换。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肺活量计(1)，其中所述限流器(8)表现出流动阻力在约

0.01kPa/(L/s)至约0.2kPa/(L/s)的范围内，优选地在约0.01kPa/(L/s)至约0.15kPa/(L/

s)的范围内，更优选在约0.01kPa/(L/s)至约0.1kPa/(L/s)的范围内，流体流量为60SLM至

900SLM。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肺活量计(1)，其中，所述限流器(8)被调整或构

造成使得所述旁路流体通道(12)中的流体流量比在所述主流体通道(5)中的流体流量为约

1：10至约1：200。

5.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肺活量计(1)，其中，所述限流器(8)是穿孔盘

(8.1)，其具有相对于所述主流体通道(5)的横截面取向。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肺活量计(1)，其中，

-所述穿孔盘(8.1)具有约1个至约100个穿孔(8.2)，或约2个至约100个穿孔，或约4个

至约100个穿孔(8.2)，或约15个至约100个穿孔(8.2)，和/或

-其中所有穿孔(8.2)的总组合面积为所述主流体通道(5)的在所述穿孔盘(8.1)的位

置处的横截面面积的约26％至约96％，或约39％至约96％，或约26％至约72％，以及

-其中所述穿孔(8.2)任选地为圆形的、椭圆形的或多边形的；或成形为圆形或椭圆形

的扇形；或呈现出不规则的形状。

7.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肺活量计(1)，其中，所述限流器(8)与所述第一

侧向开口(6)之间的沿着所述主流体通道(5)的纵向轴线的距离为约5mm至约15mm，优选约

8mm至约12mm；并且所述限流器(8)和所述第二侧向开口(7)之间的距离为约25mm至约4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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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约30mm至约40mm。

8.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肺活量计(1)，其中，所述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

传感器(13)是双向流量传感器(13.1)。

9.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肺活量计(1)，其中，所述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

传感器(13)是包括传感器芯片的单片CMOS流量传感器(13.2)，所述芯片包括封装的气泡、

用于加热所述气泡的微加热器、位于所述气泡的第一侧上的第一多个热电堆以及位于所述

气泡的与所述第一侧相对的第二侧的第二多个热电堆。

10.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肺活量计(1)，其还包括加速度传感器(15)，其

不同于所述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13，13.1，13.2)。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肺活量计(1)，其中，所述加速度传感器(15)是3轴传感器

(15.1)，对于所述三轴中的每个轴，灵敏度(So)至少为973计数/g±5％。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肺活量计(1)，其中所述微控制器(14)被编程为根据由所述

流量传感器(13，13.1，13.2)产生的信号以及根据由所述加速度传感器(15，15.1)产生的信

号计算校正的流体流量。

13.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肺活量计(1)，其还包括以下传感器中的一个或

多个：

(a)心率传感器(16)，

(b)血氧饱和度传感器(17)，

(c)用于测量环境温度的温度传感器(18)，

(d)大气压力传感器(19)，

(e)湿度传感器(20)；

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传感器(16-20)中的每一个与所述微控制器(14)直接或间接连

接，使得所述微控制器(14)能够从所述一个或多个传感器中的每一个接收信号。

14.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肺活量计(1)，其还包括无线通信装置，优选无

线电通信装置(21)。

15.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肺活量计(1)，其中所述设备在其操作期间的平

均能量消耗总共不高于约90mA，优选不高于约50mA。

16.一种用于测量人受试者的健康参数的方法，所述健康参数选自：

(a)用力肺活量，

(b)用力呼气量，

(c)呼气峰值流量，

(d)用力呼气流量(FEF)，

(e)最大自主通气量(MVV)，

(f)平均呼气流量，

(g)缓慢肺活量(SVC)，

(h)功能余气量(FRC)，

(i)呼气储备量(ERV)，

(j)最大呼气速度，

(k)用力吸气量(FIV)，

权　利　要　求　书 2/4 页

3

CN 109937000 A

3



(l)用力吸气肺活量(FIVC)，

(m)峰值吸气流量(PIF)，

或者这些参数的任意组合，该方法包括所述人受试者通过权利要求1-15中任一项所述

的肺活量计(1)进行呼吸操作的步骤。

17.一种系统，其包括：

-根据权利要求2至15中任一项所述的便携式电子肺活量计(1)，和

-第一空气质量测量设备，其包括适于与所述便携式电子肺活量计(1)和/或与单独的

计算单元进行数据交换的通信装置，并且配备有用于确定所述第一空气质量测量设备的位

置处的空气质量的一个或多个空气质量传感器，所述空气质量传感器优选地选自湿度传感

器、温度传感器、大气压力传感器、MOS型气体传感器(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载粒子传感

器、花粉传感器、臭氧(O3)传感器、二氧化氮(NO2)传感器、二氧化硫(SO2)传感器和一氧化碳

(CO)传感器，以及任选地

-单独的计算单元，其适于至少收集和分析从根据权利要求2至15所述的肺活量计(1)

以及从所述第一空气质量测量设备获得的数据。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第一空气质量测量设备还用作至少所述便

携式电子肺活量计(1)的充电座，优选近场通信(NFC)充电座。

19.根据权利要求17或18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第一空气质量测量设备包括无线通信

装置；优选蓝牙连接。

20.根据权利要求17至19中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系统还包括第二空气质量测

量设备，所述第二空气质量测量设备适于与所述便携式电子肺活量计(1)和/或与单独的计

算单元进行数据交换，并且配备有一个或多个空气质量传感器，以便确定所述第二空气质

量测量设备的位置处的空气质量，所述空气质量传感器优选地选自湿度传感器、温度传感

器、大气压力传感器、MOS型气体传感器(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载粒子传感器、花粉传感

器、臭氧(O3)传感器、二氧化氮(NO2)传感器、二氧化硫(SO2)传感器和一氧化碳(CO)传感器。

21.根据权利要求20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单独的计算单元还收集和分析从所述第二

空气质量测量设备获得的数据。

22.根据权利要求17至21中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单独的计算单元还能用于从

所述第一空气质量测量设备获得的至少所述空气质量数据的地理定位，以及任选地从所述

第二空气质量测量设备获得的空气质量数据的地理定位。

23.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方法，其中利用根据权利要求1至15所述的肺活量计(1)获

得的所述一个或多个健康参数与从根据权利要求17至22中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导出的空气

质量数据和任选地所述地理定位数据相关。

24.一种用于测量人受试者的一个或者多个健康参数的方法，所述健康参数选自：

a)用力肺活量(FVC)，

b)用力呼气量(FEV)，

c)呼气峰值流量(PEF)，

d)用力呼气流量(FEF)，

e)最大自主通气量(MVV)，

f)平均呼气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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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缓慢肺活量(SVC)，

h)功能余气量(FRC)，

i)呼气储备量(ERV)，

(j)最大呼气速度，

(k)用力吸气量(FIV)，

l)用力吸气肺活量(FIVC)，

m)峰值吸气流量(PIF)，

或者这些参数的任意组合，该方法包括所述人受试者通过根据权利要求1-15中任一项

所述的肺活量计(1)进行呼吸操作的步骤；

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健康参数与从根据权利要求17至22中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导出的

空气质量数据和任选的地理定位数据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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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肺活量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便携式肺活量测定设备或肺活量计，以及使用所述设备确定肺功能参

数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肺活量测定法是用于根据与在用力或正常呼吸条件下可吸入和呼出的空气的量

(体积)和/或速度(流量或流速)相关的肺功能参数来确定或评估肺功能的最常见测试之

一。在肺活量测定法中测得的主要信号可以是体积和/或流量。结果以原始数据(升，升/秒)

和预测的(即以与具有相似参数(例如身高、年龄、性别、体重和有时种族)的患者的预测值

相关的)百分比提供。由于可获得预测值的多种出版物，结果的解释可能略有不同，但一般

而言，结果接近100％预测是最正常的，结果≥80％通常也被认为是正常的。通常，结果进一

步显示为图形，即所谓的肺活量图或呼吸速度描记图，其显示体积-时间曲线(体积在Y轴

上，以升为单位，而时间在X轴上，以秒为单位)和/或流量-体积环(描绘Y轴上的气流速率和

X轴上吸入或呼出的总体积)。

[0003] 肺活量测定法是评估各种阻塞性或限制性肺病的重要工具，这些疾病如哮喘、慢

性阻塞性肺病(COPD)、支气管炎、肺气肿、肺纤维化(PF)以及囊性纤维化(CF)，因为用所谓

的肺活量计(即用于测量通气、空气进出肺的运动的设备或装置)能够识别异常通气模式，

即阻塞性和限制性模式。

[0004] 可以使用肺活量测定法和/或肺活量计确定的肺功能参数包括例如：肺活量(VC；

最深吸入后呼出的体积)；用力肺活量(FVC；通过最大限度努力的用力呼气确定的肺活量)；

缓慢肺活量(SVC)；用力呼气流量(FEF)，呼气峰值流量(PEF；最高用力呼气流量，用峰值流

量计计量)；用力呼气量(FEVX；在第一个X秒内的用力条件下呼出的空气量；例如FEV1＝在1

秒后用力呼出的体积)；用力呼气时间(FET)，吸气肺活量(IVC；最大呼气后吸入的最大体

积)；用力吸气肺活量(FIVC)；残余容积(RV；最大呼气后肺部残留的空气量；有时以基于总

肺容量的百分比表示)；总肺容量(TLC；最大吸入后肺部容积；VC和RV之和)；潮气量(TV；安

静呼吸时进出肺部的空气量)；吸气或呼气储备容量(IRV和ERV；可从吸气末端水平或相应

的呼气末端水平吸入或相应地呼出的最大容量)；吸气容量(IC；IRV和TV的总和)；功能残余

容量(FRC；呼气末端肺部的容积)；外推容积(EVOL)，估计肺龄(ELA)；最大自主通气量(MVV；

也称为最大呼吸容量)；以及其他。

[0005] 如上所述，使用肺活量计进行测试程序。已知各种类型的这些设备，从简单的机械

操作到全电子操作；所述设备使用许多不同的测量原理，例如水位计，“风车”型转子(也称

为涡轮机)或压力传感器。大多数传统的肺活量计通过(例如使用差压传感器)测量膜、毛细

管或具有已知阻力的其他形式的流动限制之前和之后的压力差，或通过涡轮的旋转来评估

流体流量。在过去，增加努力以使设备便携和/或手持，以便通过允许患者或用户自己进行

肺量测定测量来实现对例如治疗功效的更详细和简单的监测；从而无需去医师办公室或医

院就诊。这些便携式设备中的一些甚至旨在可连接到例如患者的智能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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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例如，Vitalograph的asma-1设备是一种小型手持式AAA电池供电设备，以测量和

存储PEF和FEV1值。该设备配备有可旋转的涡轮机和一次性接口管，并且可通过USB或蓝牙

连接到移动电话、PDA、PC或家庭集线器。不幸的是，该设备只能存储有限数量的测量值(最

多600个)，并且不能测量PEF和FEV1以外的参数。换句话说，该设备不能进行美国胸科学会

( A T S ) 和欧 洲呼吸学会的 肺活量 测定标准所定义的非全肺活量 测定 ；参见

“Standardisation  of  spirometry”；Eur  Respir  J  2005；26:319–338(例如，这些标准定

义了肺活量计必须正确识别的24个ATS波形，其中一些在37℃的较高温度和高湿度下产生，

此外，在0-14.0L/s时的气流总阻力必须<0.15kPa/(L/s))。

[0007] 总部位于巴尔的摩(Baltimore)的Respi公司正致力于研发 肺活量计和

各自的呼吸数据平台。Respi的原型3D打印肺活量计旨在使用智能手机(Apple的

5s的Lightning  Connector)作为电源和智能手机的内部传感器，以确保测量过程中正确的

身体姿势。该设备配有旋转翼和激光传感器，其每秒可进行数千次测量。所收集的数据被认

为基于诸如压力和温度之类的环境条件以及云上收集的任何信息进行调整，从而使得能进

行持续的患者监测、个体肺活量测定评估、个性化实时咨询和大量人口分析。来自MIR

(Medical  International  Research)的一次性接口管用于确保卫生。虽然肺活量计能够进

行全肺活量测定(例如，不仅仅是峰值流量测量)，但它也存在各种缺点；例如智能手机应用

程序(或“app”)目前缺少通过呼吸操作指导患者持续6秒的选项。此外，专用适配器和/或无

线通信机制将需要与 之外的其他类型的智能手机一起使用(Respi建议使用蓝牙

4.0)。

[0008] SpiroSmart于2012年推出，是一款低成本的手机应用程序，使用智能手机

中的内置麦克风执行肺活量测定(即FEV1、FVC、PEF和FEV1％)。该app旨在用于非

慢性疾病管理，并监测空气质量影响和/或过敏反应。该app记录用户的呼气并将麦克风生

成的音频数据上传到服务器。然后，服务器使用声道的生理模型和用户头部周围的声音混

响模型来计算呼气流速，然后将最终结果发送回智能手机app。但是，系统和app存在许多缺

点。根据发明人，存在可用性和训练的挑战，肺功能严重低的患者可能不会产生任何声音。

根据在特定智能手机型号上收集的音频数据创建的算法可能不能一般地适用于其他型号

或品牌。此外，用户需要确保他总是将智能手机保持在相同的位置(例如，距离嘴部的臂长

度处)并且处于正确的角度；并且他把嘴巴张得足够大。SpiroSmart(其与依赖声音信号的

大多数肺活量测定测试相同)只能在安静的环境中使用，并且与例如在医院环境中完整的

肺活量测定相比，智能手机不会记录通常(几乎)听不见的吸入。目前智能手机app无法实时

计算所有特征；尤其是需要大量计算的流量-容积循环，使得分析在云中完成(即，数字数据

在一个或多个物理服务器上存储，所述物理服务器通常由托管公司拥有和管理)。

[0009] 作为SpiroSmart的替代方案，不拥有智能手机的用户可以使用呼叫服务

(SpiroCall)。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标准电话语音信道来传输肺活量测定工作的声音。测试

可以使用或不使用简单的3D打印的SpiroCall口哨进行，该口哨在用户通过其呼气时会产

生漩涡，并根据流速改变其共振音调。尽管语音通信信道的音频质量下降，但SpiroCall结

合了多种回归算法，可提供可靠的肺功能估计。然后，服务器计算肺功能参数，用户通过手

机上的文本消息接收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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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类似的基于声学的和智能手机的可连接设备是 的便携式“数字听诊

器”及其相关的智能手机app，其记录呼吸音以检测和测量喘息声，喘息声是由于呼吸道狭

窄而导致的典型声音并且是哮喘的主要症状之一。 传感器在正常呼吸30秒内

保持在气管(呼气管)处。该app然后记录和分析呼吸声并将持续时间内喘息的程度的测量

值返回WheezeRATETM。WheezeRATETM历史记录存储在智能手机中并同步到云以供查看并与

例如保健专家共享。但是，喘息在临床上没有得到很好的验证，以用于监测哮喘治疗(该领

域缺乏临床指南)，并且该设备不能测量肺活量参数。

[0011] Medical  International  Research(MIR)提供广泛的用于测量呼吸参数的设备，

其中一些是便携式的，一些可连接到手机上。例如，Smart 设备是便携式涡轮流量计，

其可选择使用MIR惯用的一次性 涡轮和纸板接口管。该设备可以通过蓝牙连接

到智能手机，在智能手机上存储相应的 应用程序(适用于iOS和Android)和测

得的呼吸数据。该设备能够确定例如PEF和FEV1；但是，该设备无法进行完整的肺活量测定。

[0012] MIR的 和 II智能设备是便携式的、口袋大小的、独立的(即

无需计算机的)涡轮流量计设备，其能够执行完整的肺活量测定并存储多达10000次肺活量

测试。 设备包括带有LCD触摸屏显示器的近似手掌大小的主体、内置双向数字涡

轮机(例如一次性 涡轮)的可连接的流量计头部以及用于FVC测量值的BTPS转

换的温度传感器(即最大努力用力呼气时的肺活量，其在体温和用水蒸气饱和的环境压强

下用升表示)。 II智能设备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使用键盘代替 的触

摸屏，并且在于流量计头部是永久固定的。作为键盘的替代方案， II智能设备

也可通过平板电脑(iPadTM)操作。但是，不提供智能手机连接。

[0013] 两个装置可任选地进一步包括指尖脉冲血氧计，其可通过电缆连接到所述主体。

设备中提供了内置的三轴运动传感器，以便将用指尖血氧计测得的氧饱和度(％SpO2)与用

户的身体活动相关联。数据传输，例如对于运行相关 软件的个人计算机

(PC)(或对于 Smart，一种运行基于iOS的MIR app的iPad/iPad  mini)的

数据传输可通过蓝牙或USB连接实现。只有当连接到PC或iPad时，相应的软件才能进行实时

肺活量测定和血氧测试；即实时曲线显示。不幸的是，这种对例如平板电脑等的需求增加了

这些设备的成本。

[0014] 是MIR产品系列中的另一种便携式口袋式家用护理肺活量计，其使用可

连接的可重复使用的双向数字涡轮和可通过USB线或蓝牙连接到个人计算机(PC)的主体中

的小型触摸屏；然后，软件应用程序(WinspiroPro  Home  Care)将数据提取并将其发送到服

务器。与 和 II智能设备相同， 可选择地进一步包括可通

过电缆连接到主体的指尖脉搏血氧仪以及内置的用于将测得的氧饱和度水平(％SpO2)关

联到用户的身体活动的三轴运动传感器。虽然 设备本身是便携式的，但它不能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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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使用，也不能连接到智能手机，而是需要使用PC。

[0015] 上面列出的大多数设备的一个共同缺点是使用可移动部件，即涡轮或旋转翼，以

测量气体流量。这需要定期的外部校准，例如，每年或每半年的外部校准。此外，大多数还缺

乏例如FEV6、FRC、SVC、MVV或ERV等测量肺活量参数的选项。

[0016] 使用气流传感器而不带可移动部件的便携式电池运行设备是Thor  Laboratories

的SpiroTube移动版，具有与PC(存储ThorSoft肺部诊断PC软件)连接的蓝牙或USB连接件的

肺功能诊断和监测设备。蓝牙和WIFI连接件可作为选项将SpiroTube连接到iPad/iPhone、

Android智能手机、PDA设备以及任何JAVA就绪的移动设备。SpiroTube使用专有的IDEGENTM

多径测量原理，其中流量测量取决于使用超声波和多普勒效应计量的气体分子的数量和能

量。流量管的内表面是连续的并且没有任何障碍物，使得它可以容易地消毒。

[0017] 另一种没有可移动部件的设备是美国Sparo  Labs的WING设备，它可以通过耳机插

孔与智能手机进行电缆连接，并测量PEF(呼气峰值流量)和FEV1(1秒钟后用力呼出的容

积)。测得的数据以加密形式同步到“云”，并可使用专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进行分析。不幸

的是，不能测量除了PEF和FEV1之外的其他参数(例如没有用力肺活量(FVC)，为FVC的25％-

75％的用力呼气流量(FEF25-75)，等等)。换句话说，不能进行美国胸科学会(ATS)和欧洲呼

吸学会的肺活量测定标准所定义的全肺活量测定；类似于例如上述asma-1设备。此外，WING

(通过耳机插孔)在手机的电池上运行，使得如果手机电池电量不足，则存在无法正确测量

数据的风险。

[0018] 替代地，现有技术中例如MEMSIC还提出了加速度传感器(也称为加速度计或陀螺

仪传感器)，例如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MEMS；微机电系统)，其用于医疗设备中的

流量测量，医疗设备包括呼吸机、睡眠呼吸暂停设备、肺活量计等等；MEMSIC是这类传感器

的生产商之一。这些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使用温度传感器，例如热电偶，以及通过

电阻加热元件加热的气体分子。当经受加速作用时，加热气体中的密度较小的分子沿加速

方向移动，冷却和密度较大的分子沿相反方向移动，从而产生由温度传感器测量的加速度

比例温度差。然而，就本发明人所知，这种将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用于医疗设备中

的流量测量的构思以前从未被转换为现有的可操作的功能性肺活量计，也就是说，直到本

发明，尚不清楚该概念是否能够实际实施以及如何实现精确的、可再现的或精确的肺活量

计流量测量。

[0019]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改进的便携式肺活量计，它克服了现有技术设备的

缺点。例如具有更高测量灵敏度的设备，无需经过医学培训的人员即可使用，并且能够执行

全肺活量测定，包括FEV1、FVC、PEF和FEV1％等主要肺活量测定参数的测量，以及FEV6、FRC、

SVC、MVV或ERV等参数的测量。该目的通过本发明的如权利要求中阐述的主题，即通过使用

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作为测量原理的便携式肺活量计来实现。本发明的另一个目

的是提供一种具有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的便携式肺活量计，该传感器在装置内部

的流动特性方面进行了优化，以便能够进行准确和可再现的或精确的肺活量计流量测量。

发明内容

[0020] 在第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便携式电子肺活量计，其包括：(a)管状接口管和

(b)主体。管状接口管包括用于插入用户的嘴中的近端开口，远端开口，和在这两个开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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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延伸的主流体通道。管状接口管还包括第一侧向开口和第二侧向开口，第二侧向开口定

位在与所述第一侧向开口相隔纵向距离处，以及限流器，限流器定位于所述第一侧向开口

和所述第二侧向开口之间的所述主流体通道内。所述主体包括第一流体开口，其能与所述

接口管的所述第一侧向开口连接；第二流体开口，其能与所述接口管的所述第二侧向开口

连接；和旁路流体通道，其在所述第一流体开口和所述第二流体开口之间延伸。所述主体还

包括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其定位在旁路流体通道处，以用于响应于所述旁路流

体通道中的所述流体流量而产生信号；以及与所述流体流量传感器连接的微控制器，其用

于根据所述流量传感器产生的信号计算所述流体流量。该肺活量计的一实施方案例如在图

2中描绘。

[0021] 该肺活量计中的所述限流器可以表现出流动阻力或阻抗，其在约0.01kPa/(L/s)

至约0.2kPa/(L/s)的范围内，优选地在约0.01kPa/(L/s)至约0.15kPa/(L/s)的范围内，更

优选在约0.01kPa/(L/s)至约0.1kPa/(L/s)的范围内，流体流量为60SLM至900SLM(或SLPM；

标准升/分钟)；和/或其可以被调整或构造成使得所述旁路流体通道中的流体流量比在所

述主流体通道中的流体流量为约1：10至约1：200。即在旁路通道中的流体流量可以在约

0.3SLM至约90SLM的范围内。所述限流器可以是穿孔盘，其具有相对于所述主流体通道的横

截面取向，例如所述穿孔盘呈现约1个至约100个穿孔，或约2个至约100个穿孔，或约4个至

约100个穿孔，或约15个至约100个穿孔(任选圆形、椭圆形或多边形，或成形为圆形或椭圆

形的扇形)，和/或呈现所有穿孔的总组合面积范围为所述主流体通道的在所述穿孔盘的位

置处的横截面面积的约26％至约96％，或约39％至约96％，或约26％至约72％。例如，限流

器可以是具有约587mm2的总表面面积的穿孔盘，其包含55个穿孔，穿孔成形为正六边形并

且呈现约175mm2的“穿孔表面面积”，或为限流器的总表面面积的约30％的“穿孔表面面

积”；或者，限流器可以是总表面面积约为587mm2的穿孔盘，其包含37个圆形穿孔和约261mm2

的“穿孔表面面积”，或为限流器的总表面面积的约45％的“穿孔表面面积”。

[0022] 所述限流器与所述第一侧向开口之间的沿着所述肺活量计的所述主流体通道的

纵向轴线的距离为约5mm至约15mm，优选约10mm，例如10.0mm；并且所述限流器和所述第二

侧向开口之间的距离为约25mm至约45mm，优选约34mm，例如34.2mm。

[0023] 所述肺活量计的所述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可以是双向流量传感器，以便

能例如在吸气和呼气两者期间都能测量。所述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可以例如是包

括传感器芯片的单片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流量传感器，所述芯片包括封装的气

泡、用于加热所述气泡的微加热器、位于所述气泡的第一侧上的第一多个热电堆以及位于

所述气泡的与所述第一侧相对的第二侧的第二多个热电堆。这种类型的流量传感器还用作

温度传感器，以用于同时测量呼吸的温度。

[0024] 所述肺活量计还包括加速度传感器，其不同于所述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

器，例如，3轴传感器，对于所述三轴中的每个轴，灵敏度(So)至少为973计数/g±5％；通常，

灵敏度范围在973计数/g和1075计数/g之间；例如1024计数/g。例如，这种加速传感器能校

正所计算的流体流量。例如，肺活量计的微控制器可以被编程为根据由所述流量传感器产

生的信号以及根据由所述加速度传感器产生的信号计算校正的流体流量。此外，该加速度

传感器(类似于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也可以用于测量呼吸的温度。

[0025] 所述肺活量计还可以包括心率传感器、血氧饱和度传感器、用于测量环境温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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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传感器、大气压力传感器和/或湿度传感器。该一个或多个传感器中的每一个可以与所

述微控制器直接或间接连接，使得所述微控制器能够从所述一个或多个传感器中的每一个

接收信号。

[0026] 所述肺活量计还可以包括通信装置，优选无线通信装置，并且更优选无线电通信

装置。

[0027] 所述肺活量计可呈现所述设备在其操作期间的平均能量消耗，该平均能量消耗总

共不高于约90mA，优选不高于约50mA。

[0028] 在第二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测量人受试者的健康参数的方法，所述健康

参数选自：用力肺活量(FVC)，用力呼气量(FEV)，呼气峰值流量(PEF)，用力呼气流量(FEF)，

最大自主通气量(MVV)，平均呼气流量，缓慢肺活量(SVC)，功能余气量(FRC)，呼气储备量

(ERV)，最大呼气速度，用力吸气量(FIV)，用力吸气肺活量(FIVC)，峰值吸气流量(PIF)，或

者这些参数的任意组合，该方法包括所述人受试者通过如上所述的肺活量计进行呼吸操作

的步骤。

[0029] 在第三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系统，其包括：

-根据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所述的便携式电子肺活量计，和

-第一空气质量测量设备，其包括适于与所述便携式电子肺活量计和/或与单独的计算

单元进行数据交换的通信装置，并且配备有用于确定所述第一空气质量测量设备的位置处

的空气质量的一个或多个空气质量传感器，所述空气质量传感器优选地选自湿度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大气压力传感器、MOS型气体传感器(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载粒子传感器、

花粉传感器、臭氧(O3)传感器、二氧化氮(NO2)传感器、二氧化硫(SO2)传感器和一氧化碳

(CO)传感器，以及任选地

-单独的计算单元，其适于至少收集和分析从根据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所述的肺活量计

以及从所述第一空气质量测量设备获得的数据。

[0030] 使用所述系统，根据本发明第二方面的方法可以补充有附加数据，例如与空气质

量(污染物、臭氧、花粉等)相关的数据和/或地理定位数据，从而允许将人受试者的健康参

数(例如FVC、FEV、PEF、FIV、FIVC、PIF等，如上所述)与这些附加数据比较和/或相关联。

[0031] 换句话说，本发明的第四方面提供了一种方法，其中由根据本发明的第一方面通

过肺活量计进行呼吸操作的人受试者测量人受试者的一个或者多个健康参数，所述健康参

数选自：用力肺活量(FVC)，用力呼气量(FEV)，呼气峰值流量(PEF)，用力呼气流量(FEF)，最

大自主通气量(MVV)，平均呼气流量，缓慢肺活量(SVC)，功能余气量(FRC)，呼气储备量

(ERV)，最大呼气速度，用力吸气量(FIV)，用力吸气肺活量(FIVC)，峰值吸气流量(PIF)，或

者这些参数的任意组合；并且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健康参数与从根据本发明第三方面所

述的系统导出的空气质量数据和任选的地理定位数据进行比较和/或相关联。

[0032] 基于下面的详细说明、实施方案和权利要求，本发明的其他目的、方面、有用的实

施方案、应用、有益效果和优点将变得显而易见。

[0033] 附图标记概述

1肺活量计                14微控制器

2管状接口管              15加速度传感器

2.1咬嘴前端              15.1  3-轴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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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端开口                16心率传感器

4远端开口                17血氧饱和度传感器

5主流体通道              18环境温度传感器

6第一侧向开口            19大气压力传感器

7第二侧向开口            20湿度传感器

8限流器                  21无线电通信装置

8.1穿孔盘                21.1蓝牙连接

8.2穿孔                  21.2  NFC装置

8.3肋(多个)              21.3  WLAN装置

8.4外环                  22电缆通信装置

9主体                    22.1  USB通信装置

10第一流体开口           23光信号发送装置

11第二流体开口           23.1信号发送LED

12旁路流体通道           24声学信号发送装置

13基于MEMS的热           25开/关按钮

流体流量传感器           26电池

13.1双向流量传感器       27主板

13.2单片CMOS流量传感器   28呼吸温度传感器

附图说明

[0034] 图1A-C以俯视图(A)、侧视图(B)和透视图(C)示出了肺活量计(1)的管状接口管

(2)的一实施方案。接口管(2)包括近端(3)和远端开口(4)，在近端(3)和远端开口(4)之间

延伸的主流体通道(5)，第一和第二侧向开口(6和7)以及限流器(8)，限流器(8)垂直于通道

的纵向轴线定位在主流体通道(5)中，并位于两个侧向开口(6和7)之间。在所示的实施方案

中，限流器(8)是具有55个六边形穿孔的穿孔盘(8.1)，如图3A中更详细地看到的。

[0035] 图2示出了肺活量计(1)的一实施方案的透视横截面。在具有主流体通道(5)，限流

器(8)以及第一和第二侧向开口(6和7)的管状接口管(2)的顶部搁置有可拆卸主体(9)，可

拆卸主体(9)具有第一和第二流体开口(10和11)和在它们之间延伸的旁路流体通道(12)。

也用作呼吸温度传感器(28)的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13，13.1，13.2)位于旁路流

体通道(12)的顶侧或上侧。在所示的形式中，第一和第二流体开口(10和11)连接到管状接

口管(2)的第一和第二侧向开口(6和7)。

[0036] 图3A、3B、3C和3D示出了在限流器(8)的位置处的肺活量计(1)的四个实施方案的

横截面，更具体地，在肺活量计(1)的具体实施方案中采用的穿孔盘(8.1)的位置处的横截

面，其具有正六边形穿孔(8.2；图3A，这里是55个)，或圆形穿孔(8.2；图3B，这里是37个)，或

形状为圆形或椭圆形通过直肋(8.3)切分形成的扇形的穿孔(8.2，图3C，这里是6个)或不规

则形状的穿孔(8.2，图3D)。

[0037] 从图3C中可以看出，所示的示例性穿孔盘(8.1)包括外环(8.4)，其较大的外径与

肺活量计(1)的主流体通道(5)的内径相匹配，并且其较小的内径限定了中心开口(这里描

绘为圆形)；多个肋(8.3)从所述外环(8.4)朝向该中心开口的中心延伸，并且以这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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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中心重叠，使得圆形通过肋(8.3)在其整个直径上被切分。换句话说，肋(8.3)在两个点

处接触穿孔盘(8.1)的外环(8.4)，从而形成形状为圆形的扇形的穿孔。

[0038] 图3D示出了另一种穿孔圆盘(8.1)，其具有由外环(8.4)和单个肋(8.3)形成的单

个不规则形状的穿孔(8.2)，单个肋(8.3)只是部分地切分在外环(8.4)中或者通过外环

(8.4)形成的中心开口；即，肋(8.3)仅在一个点处与外环(8.4)接触，而相对的端部是自由

的。

[0039] 图4示出了肺活量计(1)的一实施方案的主板(27)的俯视图以及传感器(13，13.1，

13.2，15，15.1，18，19，20，28)、微控制器(14)、无线电通信装置(21，21.1)、NFC装置(21.2)、

电缆通信装置(22，22.1)和光信号发送装置(23,23.1)的位置。

[0040] 图5以透视图示出了肺活量计(1)的管状接口管(2)的另一实施方案。接口管(2)包

括近端(3)和远端开口(4)，在近端(3)和远端开口(4)之间延伸的主流体通道(5)，第一和第

二侧向开口(6和7)以及限流器(8)，限流器(8)垂直于通道的纵向轴线定位在主流体通道

(5)中，并位于两个侧向开口(6和7)之间。在所示的实施方案中，限流器(8)是带有6个穿孔

(8.2)的穿孔盘(8.2)，其形状为圆形的扇形，所述圆形通过直肋(8.3)在其整个直径上被切

分，如在图3C中可以更详细地看到的。

[0041] 定义

[0042] 除非本说明书另有规定或除非特定上下文另有说明或另有要求，否则本文所用的

下列术语或表达方式通常应按本节所述进行解释：

[0043] 本文使用的所有技术术语应理解为具有与相关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

含义相同的含义。

[0044] 在本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中的词语“包括”、“包含”和“含有”以及类似的表达应以开

放和包含的含义来解释为“包括但不限于”。

[0045] 单数形式“一”、“一个”和“该”应理解为包括复数指示物。换句话说，对本公开的单

数特征或限制的所有引用应包括相应的复数特征或限制，反之亦然。因此，术“一”、“一个”

和“该”具有与“至少一个”或“一个或多个”的含义相同的含义。例如，提及“一成分”包括成

分的混合物等。

[0046] 表达“一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具体实施方案”等表示特定特征、属性或特性，

或特征、属性或特性的特定组或组合(如结合相应的表达所提及的)存在于本发明的至少一

实施方案中。在整个说明书中的各个地方出现的这些表达不必指代相同的实施方案。此外，

特定特征、属性或特性可以在一个或多个实施方案中以任何合适的方式组合。

[0047] 除非另有说明、上下文指示或要求，否则数字背景中的所有百分比、份数和/或比

率应理解为相对于相应项目的总数。此外，所有百分比份数和/或比例均是指总重量中的重

量；例如除非另有说明、或上下文指示或要求，否则'％'应理解为'wt.-％'。

[0048] 与属性或值相关联的“基本上”，“约”，“近似”(大约)，“大致”(ca .)等包括确切属

性或精确值，以及通常被认为属于相关技术领域所接受的非正常范围或变化范围的任何属

性或值。

[0049] '前面'以及指定位置、方位或方向的所有类似术语，例如“左”、“右”、“后”、“后

面”、“顶部”、“底部”、“上”、“下”等等应该参考肺活量计或其组件在正常操作条件下的方位

来理解。“横向的”或“横向地”意味着远离设备或设备部件的中间、中心或中心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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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术语“传感器”和“换能器”在本文中同义使用，除非另有说明，并且指的是能够测

量参数(例如，力、温度或声音)并将相关信号发送到数据分析单元的装置，相关信号如电信

号，可由计算机或类似的数据分析单元接收、读取、存储和分析。在这方面，应该理解的是，

诸如“从传感器......获得的信号”这样的措辞严格地说是指传输到计算机的信号，因此不

一定是实际的测量参数或被测变量，例如触发了相应的信号的力。

[0051] 术语“肺活量测定法”或“全肺活量测定法”是指在吸气或呼气期间以及在用力或

安静呼吸操作期间与呼吸对象的肺的呼吸能力或肺功能相关的全部测量。这些测量既可以

定性也可以定量地进行。因此，本文使用的术语“肺活量计”是指能够进行这些测量的设备。

在(全)肺活量测定中测量的最常见参数的示例是肺活量(VC)、用力肺活量(FVC)、用力吸气

肺活量(FIVC)、以秒为单位的定时间隔的用力呼气量(FEV)(例如FEV1＝在1秒内的FEV)、用

力呼气流量(FEF)、呼气峰流量(PEF；也称为峰值流量)、用力呼气时间(FET)和最大自主通

气量(MVV；也称为最大呼吸容量)。换句话说，肺活量测定法包括或包含峰值流量测量；因

此，应理解，根据本发明的肺活量计也可以用作峰值流量计，而不仅限于该功能。反之亦然

的情况不一定有效；即，如果受限于测量峰值流量的功能，则峰值流量计不是肺活量计。同

样地，虽然理论上可以将本发明意义上的“肺活量计”用于所谓的激励肺量计(一种技术，其

中指示受试者反复缓慢吸气并且可选地保持其呼吸以使肺充气和保持小气道开放，例如在

肺部手术后或卧床不起的患者中)，并非每个激励性肺活量计都必须执行上述肺功能参数

的定性和定量测量，因此不一定有资格作为本发明的意义上的“肺活量计”，尽管名称相似。

[0052] 本文使用的术语“便携式”是指产品，特别是肺活量计，其尺寸和重量使得它们适

于由所述产品的人类用户在没有额外帮助的情况下舒适和长时间(例如全天和/或每天)携

带；例如，简单地用一只手握住它或将它放在裤子或外套的口袋里或手提包里来携带。因

此，诸如口袋大小和/或手持式之类的术语被理解为同义词。通常，尺寸为约200×60×50mm

或更小且总重量为约250g或更轻，优选约150g或甚至约100g或更轻的产品被认为是便携式

的。术语“便携式”还意指，在使用期间和/或“随时随地(on  the  go)”，设备完全可操作而无

需连接电缆电源和/或无需连接到固定工作站(例如专用的扩展坞、个人计算机等)；例如，

本发明的便携式肺活量计不需要插入电源插座中来供用户能够进行全肺活量测量。在本发

明的意义上，在临床环境中通常使用的所谓的台式设备，特别是台式肺活量计，不被认为是

“便携式的”。虽然理论上这些台式设备中的一些仍然可以由人类用户也在没有额外帮助的

情况下提升和携带，但是通常不会被认为在较长的时间内(例如一整天)感到舒适，和/或将

需要使用专用外壳(例如手提箱)和/或使用双手。

[0053] 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不应被解释为对任何附图中表示的实施方案的限制。

具体实施方式

[0054] 在第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便携式电子肺活量计(1)，其包括：(a)管状接口管

(2)，其具有用于插入用户口中的近端开口(3)，远端开口(4)，在近端开口(3)和远端开口

(4)之间延伸的主流体通道(5)，第一侧向开口(6)，在与第一侧向开口(6)相隔一定纵向距

离处的第二侧向开口(7)，以及限流器(8)，限流器(8)位于第一和第二侧向开口(6和7)之间

的主流体通道(5)中；和(b)主体(9)，其具有可与接口管(2)的第一侧向开口(6)连接的第一

流体开口(10)，可与接口管(2)的第二侧向开口(7)连接的第二流体开口(11)，在第一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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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体开口(10和11)之间延伸的旁路流体通道(12)，位于旁路流体通道(12)处以响应旁路

流体通道(12)中的流体流量产生信号的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13)，以及与流体流

量传感器(13)连接的用于根据流量传感器(13)产生的信号计算流体流量的微控制器(14)。

该肺活量计(1)的一实施方案例如在图2中示出。

[0055] 任选地，管状接口管(2)和主体(9)可以可彼此地拆卸开来。此外，任选地，主体(9)

的第一流体开口(10)与接口管(2)的第一侧向开口(6)之间和/或主体(9)的第二流体开口

(11)与接口管(2)的第二侧向开口(7)之间的连接可以通过搭扣配合机构实现。优选地，接

口管(2)设计成仅以一种方式或方向配合主体(9)；从而防止两个部件的错位和/或错误组

装。

[0056] 肺活量计(1)的一个优点是尺寸约为115mm×55mm×45mm，重量低于100g，该设备

重量轻，体积小，口袋大小，手持式，因此用户可轻松携带(例如，在大衣口袋、裤子口袋或手

提包中)，同时使得能以非常高的精度进行根据美国胸科协会(ATS)，欧洲呼吸学会(参见例

如Eur  Respir  J  1997；10:Suppl.24,2s–8s；或“Standardisation  of  spirometry”；Eur 

Respir  J  2005；26:319–338)或ISO  26782:2009(规定对用于评估体重超过10千克的人的

肺功能的肺活量计的要求)的肺活量测定标准所定义的全肺活量测定法；其包括在吸气和

呼气两者期间的测量，并提供医院环境中使用的肺活量计的所有功能。该设备还能够通过

ERS实现呼气峰值流量清单(参见例如“Peak  expiratory  flow: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a  Working  Party  of  the  European  Respiratory  Society”)。

[0057] 肺活量计(1)的基本功能包括测量呼气和吸气流体流速，呼气和吸气的时间以及

呼吸量和吸气量，以及计算所有感兴趣的肺活量计参数，包括最常见的：FVC、FEV1、PEF和

FEV1％以及诸如FEV6、FRC、SVC、MVV或ERV之类的参数，以评估用户(例如患有呼吸系统疾病

的患者或运动员)的呼吸功能。

[0058] 另外，肺活量计(1)将连续监测局部环境参数，例如温度、压力和环境空气湿度，这

将在下面进一步详述。例如，这可以通过以预定的监测频率或监测间隔(例如，每一小时、每

半小时或每四分之一小时10秒等)监测本地环境参数来实现。像这样，肺活量计(1)的用户

不仅测量和接收关于他/她的肺功能的肺活量数据，而且还可以将特定数据点匹配到例如

在该肺活量测量时间点或其附近的环境参数。

[0059] 另一个优点是肺活量计(1)可以由非专业人员使用，即在没有如当前医生办公室

和/或医院环境中大多数肺活量测定试验所要求的医生或类似训练的工作人员的情况下使

用；从而为用户提供他们可以自己使用的“家用”肺活量计。在这方面，应该理解，在本发明

的上下文中，用户不一定是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用于检查呼吸道的参数也是有用的，

例如对于定期训练的运动员，使他们能够监控他们的训练进度并跟踪他们的表现；或者对

于想要评估戒烟益处的吸烟者也是有用的。

[0060] 有利地，肺活量计(1)可以连接到用户的个人计算机和/或智能手机，优选地通过

具有专有和预测算法的专用专有肺活量计应用程序('app')连接；或者作为iOS或Android

智能手机可用的现有医疗保健应用程序中集成的“附加组件”。

[0061] 此外，本发明的肺活量计(1)是完全电子的，并且不包括任何活动部件，例如旋转

涡轮或摆动悬臂，因为它们通常用于测量现有技术肺活量计中的流体流量，因此不需要定

期地频繁地外部校准。此外，它在开启肺活量计(1)和设备准备使用之间在不到7秒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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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快速开启。这不仅节能，从而节省电池寿命，而且还使得该设备适合由医生等医务人员

“随时随地”使用；例如，在巡视、家访期间使用等。

[0062] 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13)为流体流量测量提供高灵敏度，同时遭受对振

动的固有的有害敏感性；即任何流量测量尝试本身都受到当用户在使用期间移动肺活量计

时发生的非流量相关振动的影响。这可能是之前根据发明人的当前知识实际上没有开发出

包括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的可操作的全功能肺活量计的原因之一。本发明基于以

下意外发现：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13)可以以使得能够进行准确且可再现的或精

确的(全)肺活量测量流量测量并且与许多其他装置不同，进一步使得能进行吸气和呼气肺

功能评估这样的方式结合在便携式电子肺活量计中。这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将基于MEMS

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13)定位在旁路流体通道(12)处并提供限流器(8)以便重新引导主流

体通道(5)中的气流的特定部分到旁路流体通道(12)。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13)

当以这种方式结合在肺活量计(1)中时，比现有技术便携式肺活量计中通常使用的不同流

量传感器(例如基于风扇的换能器(涡轮))提供更高的精度、再现性和灵敏度。另外，通过将

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13)放置在包含在肺活量计(1)的主体(9)中的旁路流体通

道(12)中，可以保护其免于直接暴露于可能会损坏它或影响测量的准确性和/或精度的唾

液和/或生物颗粒。

[0063] 可以通过除了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13)之外还使用没有连接到主流体

通道(5)也没有连接到旁路流体通道(12)的加速度传感器(15)，进一步提高精度、再现性和

灵敏度。该加速度传感器(15)，优选地包括在便携式电子肺活量计(1)内，特别是在便携式

电子肺活量计(1)的主体(9)内的加速度传感器(15)，使得能校正所计算的流体流量，这将

在下面进一步详述。加速度传感器(15)还使得能在测量期间检测到移动的情况下警告用

户，并且如果需要，指示用户校正他/她的位置，和/或忽略长期分析中错误执行的操作(例

如，具有实质性头部运动的操作)；从而提高单一操作的质量以及肺功能参数的长期分析的

质量。最后，加速度传感器(15)还能够临床相关地改善肺活量计(1)的肺活量计流量测量的

灵敏度、准确度和再现性或精确度。

[0064] 在一实施方案中，肺活量计(1)的平均准确度满足ATS/ERS标准；即，用本发明的肺

活量计(1)确定的参数与参考流动曲线的差异不超过允许值(参见“Standardisation  of 

spirometry”；Eur  Respir  J  2005；26:319–338,第333页中肺活量计的精确度测试；或ISO 

26782:2009，其规定了对用于评估体重>10kg的人体肺功能的肺活量计的要求)。即使在低

于0.3L/sec的低流速下，精度也最大为±3％。重复性，或者换句话说，重现性或精确度，为

±0.5％。

[0065] 实际上，在所要求保护的本发明的肺活量计(1)中使用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

感器(13)，并且优选地，肺活量计(1)具有并入的加速度传感器(15)，除了所述基于MEMS的

热流体流量传感器(13)之外，加速度传感器(15)没有连接到主流体通道(5)，也没有连接旁

路流体通道(12)，这使得设备足够灵敏以甚至测量通过心脏跳动引起的空气移入气管或移

出气管的微小移动，从而实现了以前用现有技术肺活量计无法获得的新医疗用途。

[0066] 本发明的肺活量计(1)的又一个优点(特别是对于接口管(2)和主体(9)可彼此拆

卸开来的实施方案)在于，因为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13)位于包括在主体(9)中的

旁路流体通道(12)处，接口管(2)可以容易且安全地从主体(9)拆卸下来，而没有潜在地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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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所述流量传感器(13)的风险，也不会以其他方式影响其测量的准确度和/或精度。这克服

了现有技术设备的局限性，在现有技术设备中，只有将可拆卸的接口管准确地(重新)放置

到主体中才确保流量传感器(例如，压力传感器)的正确功能以及精确度和精度。本发明的

肺活量计(1)包括设计成仅以一个方式或方向装配主体(9)的接口管(2)；从而如上所述防

止两个部件的错位和/或错误组装。

[0067] 管状接口管(2)的主流体通道(5)通常部分地成形为中空圆筒形或椭圆形圆筒形，

以便类似于用户在通过主流体通道吸入或呼出时张开的嘴的形状。任选地，圆筒可朝向远

端开口(4)略微渐缩；例如，从在近端开口(3)处的约31mm的外径通过约110mm至120mm的长

度逐渐变窄到远端开口(4)处的约29mm的外径。

[0068] 通常，应该选择主流体通道(5)在近端开口(3)处的直径，以便舒适地配合预期用

户的嘴并使得他/她能用嘴唇有效地密封嘴件(2)。例如，对于成人用户，在近端开口(3)处

约为30mm的直径是合适的，而对于婴儿或儿童，直径较小是合适的。可选地，可以为用户的

牙齿提供小凹槽或脊，以便改善嘴唇和接口管(2)之间的密封。

[0069] 在如图1A-C所示的实施方案中，管状接口管(2)的前端(2.1)，即包括近端开口(3)

的端部，被构造为管状接口管(2)的整体部分。替代地，该前端(2.1)可以构造成管状接口管

(2)的可拆卸部分，从而使得能移除接口管(2)的该前端(2.1)部分，以便在它与用户的嘴唇

和/或舌头接触后清洁它，或丢弃和更换它。可拆卸的前端(2.1)便于清洁，并且可以在多患

者环境中使用一次性部件(如果适用的话)。

[0070] 如上所述，限流器(8)是肺活量计(1)的组成部分，它与旁路流体通道(12)相结合，

可以通过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13；或以下也简称为流量传感器(13))对主流体通

道(5)中的气流进行准确、可重复或精确的测量。

[0071] 使用限流器(8)以引导一些流体流，即吸入或呼出的空气流，其通过主流体通道

(5)进入旁路流体通道(12)并经过流量传感器(13)。这很重要，因为流量传感器(13)非常灵

敏；即，通过将主流体通道(5)中的一部分流体流重新引导通过旁路流体通道(12)，流量传

感器(13)能够产生与主流体通道(5)中的流体流量具有高度相关性的信号。此外，流量传感

器(13)对振动或噪声敏感，振动或噪声可能是由设备的运动或加速引起的；因此，将其与主

流体通道(5)隔离还有助于确保精确和准确的流体流量测量。

[0072] 在一实施方案中，肺活量计(1)中的限流器(8)表现出在约0.01kPa/(L/s)至约

0.2kPa/(L/s)的范围内，优选在约0.01kPa/(L/s)至约0.15kPa/(L/s)的范围内，更优选在

约0.01kPa/(L/s)至约0.1kPa/(L/s)的范围内的流动阻力或阻抗，在60SLM至900SLM(或

SLPM；标准升/分钟)的流体流量；和/或限流器(8)被调整或配置成使得在旁路流体通道

(12)中的流体流量与在主流体通道(5)中的流体流量的比为约1:10至约1：200。换句话说，

旁路通道(12)中的流体流量可在约0.3SLM至约90SLM的范围内。因此，流动阻力在840SLM的

流体流量下低于最大值0.15kPa/(L/s)，如“Standardisation  of  spirometry”(例如由美

国胸科协会(ATS)或欧洲呼吸协会(ERS)在Eur  Respir  J  2005；26:319-338中发布的)所要

求的那样。

[0073] 在一实施方案中，限流器(8)是穿孔盘(8.1)，其具有相对于主流体通道(5)的横截

面取向，即固定的或不动的或不可移动的机械限流器(8)，其垂直于主流体通道(5)的纵向

轴线布置，并且其直径与通道(5)的内径相匹配，以便使得流体仅能流过盘(8.1)的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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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换句话说，该实施方案的便携式电子肺活量计(1)包括：

[0074] (a)管状接口管(2)，其具有用于插入用户口中的近端开口(3)，远端开口(4)，在近

端开口(3)和远端开口(4)之间延伸的主流体通道(5)，第一侧向开口(6)，在与第一侧向开

口(6)相隔一定纵向距离处的第二侧向开口(7)，以及限流器(8)，限流器(8)位于第一和第

二侧向开口(6和7)之间的主流体通道(5)中，其中所述限流器(8)是穿孔盘(8.1)，其具有相

对于主流体通道(5)的横截面取向；以及(b)主体(9)，其具有可与接口管(2)的第一侧向开

口(6)连接的第一流体开口(10)，可与接口管(2)的第二侧向开口(7)连接的第二流体开口

(11)，在第一和第二流体开口(10和11)之间延伸的旁路流体通道(12)，位于旁路流体通道

(12)处以响应旁路流体通道(12)中的流体流量产生信号的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

(13，13.1，13.2)，以及与流体流量传感器(13，13.1，13.2)连接的用于根据流量传感器(13，

13.1，13.2)产生的信号计算流体流量的微控制器(14)。例如，与流量通道中的文氏管部分

相比，穿孔盘(8)是有利的，因为它可以更容易地更换以例如调整流量限制值(例如针对成

人、儿童、婴儿)。可选地，接口管(2)可以包括专用凹槽，在肺活量计(1)的运输和/或使用期

间，穿孔盘(8)可以滑动到该专用凹槽中以便装配或固定在接口管(2)内。穿孔盘(8)还允许

维持层流气流，这对于避免主流体通道(5)和旁路流体通道(12)中的不可预测的湍流是至

关重要的。

[0075] 在一实施方案中，穿孔盘(8.1)呈现出约1至约100个穿孔，或约2至约100个穿孔，

或约4至约100个穿孔(8.2)，或约15至约100个穿孔(8.2)。例如，穿孔盘(8.1)可以呈现出约

1至约24个穿孔，或约2至约21个穿孔，或约4至约18个穿孔，或约6至约12个穿孔；或约30至

约85个穿孔，或约45至约70个穿孔。这些穿孔(8.2)可以成形为圆形或椭圆形的扇形；或者

它们的形状可以是圆形、椭圆形或多边形；或者它们可能呈现出不规则的形状。可选地，多

于一种形状的穿孔可以彼此组合。替代地或附加地，这些穿孔(8.2)可以呈现出所有穿孔

(8.2)的总组合面积，该总组合面积的范围是主流体通道(5)的在穿孔盘(8.1)的位置处的

横截面面积的约26％到约96％、或约39％至约96％、或约26％至约72％。换句话说，穿孔盘

(8.1)的横截面面积的约26％至约96％、或约39％至约96％、或约26％至约72％是开孔/穿

孔的(该面积在本文也被称为“穿孔面积”)；例如约30％至约96％，或约39％至约96％(例如

约39％，或约76％，或约96％)，或约30％至约60％，或自约30％至约50％(例如约30％)，或

约40％至约50％(例如约43％或约45％)是开孔/穿孔的。

[0076] 对于呈现出多个圆形或六边形穿孔(例如，在约15至约100个穿孔的范围内)的穿

孔盘(8.1)，从约30％到约60％的较小的“穿孔面积”值更常见，但不完全是这样。对于呈现

出更少但更大的穿孔的穿孔盘(8.1)，从约60％到约96％的较大的“穿孔面积”值更常见，但

不完全是这样。

[0077] 对于所有实施方案，“穿孔面积”可通过调节穿孔的数量和/或调节穿孔的尺寸或

表面积来控制。对于这些实施方案，其中穿孔由肋(8.3)或多个肋(8.3)成形，“穿孔面积”可

通过调节肋的数量和/或调节肋的尺寸或表面积来控制。

[0078] 在一具体实施方案中，限流器(8)是具有约35至约80，或约45至约70个穿孔(8.2)

的穿孔盘(8.1)，其表现出占穿孔盘(8.1)的总表面面积的约26％至约96％的“穿孔表面面

积”。在另一具体实施方案中，限流器(8)是具有约587mm2的总表面面积和55个穿孔(8.2)的

穿孔盘(8.1)，其呈现出约175mm2的“穿孔表面面积”或占穿孔盘(8.1)的总表面面积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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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的“穿孔表面面积”。在又一具体实施方案中，穿孔(8.2)成形为正六边形，如图3A中示

例性地描绘的。

[0079] 在另一具体实施方案中，限流器(8)是具有约587mm2的总表面面积和37个穿孔

(8.2)的穿孔盘(8.1)，其呈现出约262mm2的“穿孔表面面积”或占穿孔盘(8.1)的总表面面

积的约45％的“穿孔表面面积”。在又一具体实施方案中，穿孔(8.2)成形为圆形形状，如图

3B中示例性地描绘的。

[0080] 在另一具体实施方案中，限流器(8)是穿孔盘(8.1)，其中穿孔被成形为圆形或椭

圆形的扇形，所述扇形由肋或多个肋(8.3)形成，其切分圆形或椭圆形开口，横跨其整个直

径，形成形状为圆形或椭圆形的扇形的穿孔(8.2)。该圆形或椭圆形开口可以由主流体通道

(5)的内部横截面形成。替代地，穿孔盘(8.1)可包括外环(8.4)，外环(8.4)的较大的外径与

肺活量计(1)的主流体通道(5)的内径相匹配，并且其较小的内径限定中心开口(例如，圆形

或椭圆形开口)。在该实施方案中，肋或多个肋(8.3)可以从外环(8.4)延伸，每个肋(8.3)在

两个点处接触环(8.4)，使得圆形或椭圆形中心开口是通过肋(8.3)跨越其整个直径被切分

的，并且形成成形为圆形或椭圆形扇形的穿孔(8.2)(如图3C中示例性地描绘的)。另外，替

代地，肋或多个肋(8.3)可以从所述外环(8.4)朝向所述中心开口的中心延伸，但每个肋

(8.3)仅在一个点处接触外环(8.4)，从而仅部分地而不是完全地切分中心开口，并且形成

不规则形状的穿孔(8.2)，如图3D中示例性地描绘的。

[0081] 在穿孔被成形为圆形或椭圆形的扇形的情况下，切分所述圆形或椭圆形且跨越其

整个直径的肋(8.3)可具有约0.1mm至约4mm的宽度，或约1mm至约3mm的宽度，或约1.5mm至

约2.5mm的宽度，例如1.9mm，1.95mm或2mm的宽度。这些肋(8.3)可以是直的，如例如图3C所

描绘的。

[0082] 对于肋或多个肋(8.3)不延伸穿过整个直径的实施方案(例如，如图3D所描绘的)，

所述肋或多个肋甚至可以更宽；例如，约0.1mm至约15mm，或约1mm至约12mm，或约1.5mm至约

10mm，或约1.7mm至约8mm，或约2mm至约6mm。该肋或这些肋(8.3)可以是直的，如图3D所描绘

的。此外，该肋或这些肋(8.3)可以呈现矩形形状，也如图3D所描绘的。

[0083] 在一具体实施方案中，限流器(8)是具有约587mm2的总表面面积和由肋(8.3)切分

出的1-6个穿孔(8.2)的穿孔盘(8.1)，并且其呈现出约232-562mm2的“穿孔表面面积”或占

穿孔盘(8.1)的总表面面积的约39-96％的“穿孔表面面积”。在又一具体实施方案中，限流

器(8)是具有约587mm2的总表面面积和1-6个穿孔(8.2)的穿孔盘(8.1)，所述穿孔(8.2)由

肋(8.3)切分出并且盘(8.1)呈现出约447mm2的“穿孔表面面积”或占穿孔盘(8.1)的总表面

面积的约76％的“穿孔表面面积”。在更具体的实施方案中，限流器(8)是具有约587mm2的总

表面面积和2-6个穿孔(8.2)的穿孔盘(8.1)，穿孔(8.2)成形为圆形或椭圆形的扇形；例如，

6个穿孔(8.2)由从外环(8.4)延伸的3个肋(8.3)切分开，如图3C中示例性所描绘的。

[0084] 使用肋或多个肋(8.3)来限定穿孔(8.2)的尺寸和形状的实施方案可以是优选的，

因为它们允许具有很小湍流的非常平滑的气流，以及主流体通道中具有有限噪声的信号

(5)。另外，它们通常易于使用例如模塑或3D打印技术来制备。

[0085] 关于穿孔盘(8.1)的“穿孔面积”，应该理解的是，该面积还取决于旁路流体通道

(12)的尺寸，或者相对于该尺寸调节。如果是旁路流体通道(12)的横截面面积较大，则可以

将更多的空气再引导到这里；因此，穿孔盘(8.1)也应该呈现更大的“穿孔面积”。在一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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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中，穿孔盘(8.1)的“穿孔面积”与旁路流体通道(12)的横截面面积的比率在约150至约

350的范围内，例如250。然而，应该理解，只要限流器(8)引起旁路流体通道(12)中的流体流

量比主流体通道(5)中的流体流量的比率是约1:10至约1:200，和/或旁路流体通道(12)中

的流体流量为约0.3SLM至约90SLM，穿孔盘(8.1)的“穿孔面积”与旁路流体通道(12)的横截

面面积的精确比率就具有较低的相关性。

[0086] 穿孔盘(8.1)可以通过任何适于提供所期望的形状和尺寸的穿孔的技术来制备，

所述穿孔是提供范围在约0.01kPa/(L/s)至约0.2kPa/(L/s)的流动阻力或阻抗所需的穿

孔；和/或引起旁路流体通道(12)中的流体流量比主流体通道(5)中的流体流量的比率是约

1:10至约1:200所需要的。这可以例如通过使用例如使用例如激光切割机或水射流切割机、

模切机、冲头等将穿孔(8.2)切割或模切到盘(8.1)中来实现。替代地，盘(8.1)可以模制或

以其他方式“正向地(positively)”形成，例如通过3D打印技术形成。换句话说，术语“穿孔”

在本文中与“开口”或“孔”等同义使用，并不意味着暗示必须涉及切割、冲孔或冲压的特定

制备方法，也不意味着暗示通过从坯料盘移除材料来形成穿孔的类似技术。

[0087] 为了有利地允许将穿孔盘(8.1)模制成一个单件，相比于在例如工业气体流量测

量应用中使用的那些，对其进行修改。在一实施方案中，限流器(8)是穿孔盘(8.1)，其宽度

或厚度为约2mm至4mm。在另一实施方案中，穿孔盘(8.1)是模制的或3D打印的，并且呈现出

约1mm至4mm的宽度或厚度。在又一实施方案中，穿孔盘(8.1)呈现出约1mm至4mm的宽度或厚

度，约587mm2的总表面面积，以及2至6个穿孔(8.2)，所述穿孔(8.2)的形状为圆形或椭圆形

的扇形，用宽度约1.5mm至约2.5mm(例如1.9mm或2mm)的肋(8.3)切分开；以及占穿孔盘

(8.1)总表面面积的约39-96％(例如76％)的“穿孔表面面积”。具有将圆形或椭圆形切分成

扇形(例如分成6个扇形)的直肋的穿孔盘(8.1)可能是优选的，因为它们通常易于模塑或印

刷。

[0088] 在一实施方案中，限流器(8)和第一侧向开口(6)之间的沿肺活量计(1)的主流体

通道(5)的纵向轴线的距离为约5mm至约15mm，并且优选约8mm至约12mm，例如10.0mm；限流

器(8)和第二侧向开口(7)之间的距离为约25mm至约45mm，优选约30mm至约40mm，例如

34.2mm。然而，应该理解的是，只要限流器(8)引起旁路流体通道(12)中的流体流量比主流

体通道(5)中的流体流量的比率是约1:10至约1:200，和/或旁路流体通道(12)中的流体流

量为约0.3SLM至约90SLM，限流器(8)与第一和第二侧向开口(6和7)之间的精确间距就具有

较低的相关性。

[0089] 在一实施方案中，肺活量计(1)的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13)是双向流量

传感器(13.1)，以便能够例如在吸气和呼气期间进行测量。在这种配置中，基于MEMS的热流

体流量传感器(13 ,13 .1)能够确定所有相关的肺活量测定参数：FVC、FEV1、FEV1％、PEF、

FEF25-75％、FET、EVOL、ELA、VC、IVC、IC、ERV、FEV1/FVC％、FEV0.5、FEV0.5/FVC％、FEV0.75、FEV0.75/

FVC％、FEV2、FEV2/FVC％、FEV3、FEV3/FVC％、FEV6、FEV1/FEV6％、FEF25％、FEF0 .50％、FEF0 .75％、

FEF75-85、FIVC、FIV1、FIV1/FIVC％、FIF0.25％、FIF50％。最常评估的参数是FVC、FEV、FEV1、PEF。

[0090] 在更具体的实施方案中，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13)是单片CMOS流量传感

器(13.2；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其包括传感器芯片，该芯片包括封装的气泡，用于加

热气泡的微加热器，位于气泡第一侧的第一多个热电堆，和位于气泡第二侧的第二多个热

电堆，第二侧与第一侧相对。在优选的实施方案中，热电堆对称地定位在微加热器的上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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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使得在存在流体流或气流的情况下，热电堆将显示温度差，根据该温度差，a)可以计

算流体流量，并且b)可以确定呼出温度；即，这种单片CMOS流量传感器(13.2)也用作呼吸温

度传感器(26)。传感器芯片可以与例如微控制器(14)一起安装在印刷电路板上，如图4所

示。

[0091] 在具体实施方案中，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13，13.1，13.2)与微控制器

(14)的通信是通过所谓的SPI总线(串行外围接口)实现的。

[0092] 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13，13.1，13.2)-或以下简称为流量传感器(13，

13.1，13.2)-定位在旁路流体通道(12)处，以响应于在旁路流体通道(12)中的流体流量产

生信号。如上所述，旁路流体通道(12)从第一流体开口(10)延伸至第二流体开口(11)，因

此-只要管状接口管(2)和肺活量计(1)的主体(9)彼此连接-就也从管状接口管(2)的第一

侧向开口(6)延伸至第二侧向开口(7)，使得在主流体通道(5)和旁路流体通道(12)之间提

供流体连通。在一实施方案中，旁路流体通道(12)具有平行定向并且在主流体通道(5)的纵

向部分上延伸。这可以例如在图2中看出。

[0093] 在一实施方案中，肺活量计(1)还包括加速度传感器(15)，其不同于流量传感器

(13，13.1，13.2)，如例如图4所示。换句话说，该实施方案的便携式电子肺活量计(1)包括：

[0094] (a)管状接口管(2)，其具有用于插入用户口中的近端开口(3)，远端开口(4)，在近

端开口(3)和远端开口(4)之间延伸的主流体通道(5)，第一侧向开口(6)，在与第一侧向开

口(6)相隔一定纵向距离处的第二侧向开口(7)，以及限流器(8)，限流器(8)位于第一和第

二侧向开口(6和7)之间的主流体通道(5)中；和(b)主体(9)，其具有可与接口管(2)的第一

侧向开口(6)连接的第一流体开口(10)，可与接口管(2)的第二侧向开口(7)连接的第二流

体开口(11)，在第一和第二流体开口(10和11)之间延伸的旁路流体通道(12)，位于旁路流

体通道(12)处以响应旁路流体通道(12)中的流体流量产生信号的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

传感器(13，13.1，13.2)，加速度传感器(15，15.1)，其不同于基于MEMS热的流量传感器(13，

13 .1，13 .2)，以及与流体流量传感器(13，13 .1，13 .2)连接的用于根据流量传感器(13，

13.1，13.2)产生的信号计算流体流量的微控制器(14)。

[0095] 应当理解，该加速度传感器(15)优选地结合在肺活量计(1)内和/或作为肺活量计

(1)的整体部分，通常作为肺活量计主体(9)的一部分，例如在印刷电路板上；换句话说，加

速度传感器(15)不与肺活量计(1)分开设置或设置在肺活量计(1)外部。选择该设置以确保

加速度传感器(15)在与流量传感器(13，13.1，13.2)不同的同时，仍然与流量传感器(13，

13.1，13.2)暴露于相同或非常相似的外部影响(例如温度、运动、振动等)；和/或，确保所达

到的灵敏度与高精度肺活量测定所需的灵敏度相匹配。与流量传感器(13，13.1，13.2)相

同，该加速度传感器(15)与微控制器(14)直接或间接连接，使得微控制器(14)能够接收来

自加速度传感器(15)的信号。加速度传感器(15)例如可以与例如流量传感器(13，13 .1，

13.2)和微控制器(14)一起安装在印刷电路板上，如图4所描绘的。然而，与流量传感器(13，

13.1，13.2)不同，该加速度传感器(15)未连接到主流体通道(5)上，也没有连接到旁路流体

通道(12)，以便产生主要与由肺活量计(1)的运动或加速引起的振动或噪音相关的信号。

[0096]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该便携式电子肺活量计(1)包括：

[0097] (a)管状接口管(2)，其具有用于插入用户口中的近端开口(3)，远端开口(4)，在近

端开口(3)和远端开口(4)之间延伸的主流体通道(5)，第一侧向开口(6)，在与第一侧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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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6)相隔一定纵向距离处的第二侧向开口(7)，以及限流器(8)，限流器(8)位于第一和第

二侧向开口(6和7)之间的主流体通道(5)中，其中所述限流器(8)是具有相对于主流体通道

(5)的横截面取向的穿孔盘(8.1)；和(b)主体(9)，其具有可与接口管(2)的第一侧向开口

(6)连接的第一流体开口(10)，可与接口管(2)的第二侧向开口(7)连接的第二流体开口

(11)，在第一和第二流体开口(10和11)之间延伸的旁路流体通道(12)，位于旁路流体通道

(12)处以响应旁路流体通道(12)中的流体流量产生信号的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

(13，13.1，13.2)，加速度传感器(15，15.1)，其不同于流量传感器(13，13.1，13.2)，以及与

流体流量传感器(13，13.1，13.2)连接的用于根据流量传感器(13，13.1，13.2)产生的信号

计算流体流量的微控制器(14)。

[0098] 上述优选实施方案中的限流穿孔盘(8 .1)可以是前面描述的任何一个穿孔盘

(8.1)，优选地是包括约2至约100个穿孔，或约4至约100个穿孔(8.2)，或约15至约100个穿

孔(8.2)的穿孔盘(8.1)；例如，具有约587mm2的总表面面积和“穿孔表面面积”为约175mm2的

55个六边形穿孔(8.2)，或“穿孔表面面积”为约262mm2的37个圆形穿孔(8.2)，或“穿孔表面

面积”为约447mm2的成形为圆形或椭圆形的扇形的6个穿孔(8.2)的穿孔盘(8.1)。

[0099] 如上所述，流量传感器(13，13.1，13.2)对例如由肺活量计(1)的运动或加速度导

致的振动或噪声非常敏感。因此，附加的加速度传感器(15)不连接到主流体通道(5)，也不

连接到旁路流体通道(12)，而是结合在肺活量计(1)内，特别是在肺活量计(1)的主体(9)

内，这使得能校正所计算得到的流体流量，因为它们检测到这种非流量相关的振动或噪声，

并且能够从流量传感器(13，13.1，13.2)产生的流体流量信号中减去它，和/或使得能够验

证流量传感器(13，13.1，13.2)的测量是在合适(例如没有明显的噪声)的条件下进行的。

[0100] 在一实施方案中，肺活量计(1)的微控制器(14)被编程为根据由流量传感器(13，

13.1，13.2)产生的信号和由加速度传感器(15)产生的信号计算校正的流体流量。在一具体

实施方案中，微控制器(14)与流体流量传感器(13，13 .1，13 .2)以及加速度传感器(15 ,

15.1)两者都连接，并被编程为根据流量传感器(13，13.1，13.2)产生的信号以及根据加速

度传感器(15,15.1)产生的信号计算校正的流体流量。

[0101] 在更具体的实施方案中，加速度传感器(15)是3轴传感器(15.1)，对于三个轴中的

每一个，灵敏度(So)至少为973计数/g±5％；通常，灵敏度范围在973计数/g和1075计数/g

之间；例如1024计数/g；例如，由Freescale  Semidconductors提供的MMA8491QR1单元。该

MMA8491QR1单元是被容纳在3×3mm外壳中的低压的、多功能数字3轴的、14位±8g的加速度

计，并且可通过通用内部集成电路总线(I2C总线)或I2C接口与微控制器(14)通信。它涵盖了

每轴±8的加速度范围，并且可以从传感器读取数据，灵敏度为1mg/LSB。

[0102] 令人惊讶地发现，使用在所要求保护的本发明的肺活量计(1)中的基于MEMS的热

流体流量传感器(13，13.1，13.2)以及结合的加速度传感器(15,15.1)和穿孔盘(8.1)限流

器为本发明的肺活量计(1)提供了非常高的精度。事实上，它使设备足够灵敏，甚至可以测

量由心跳导致的进出气管的空气的微小运动，从而不仅能进行预期的完整的肺活量测定，

而且能实现现有技术肺活量计以前没有的新医学用途；例如，进行高精度全肺活量测定的

同时，可以监测患者心跳频率。根据发明人的知识，过去使用现有技术的便携式装置不能实

现如此高的精度，所述便携式装置通过(例如，使用差压传感器)测量具有已知阻力的限流

器之前和之后的压力差或通过涡轮的旋转来评估流体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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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此外，该设备可以容易地制造并且制造成本低，从而使得能够提供低价、轻质、节

能但高精度的便携式电子肺活量计(1)，其不需要大的和/或重的能量源。

[0104] 在一实施方案中，加速度传感器(15,15 .1)还用于测量呼吸的温度；类似于基于

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13，13.1，13.2)。

[0105] 在一实施方案中，除了加速度传感器(15,15.1)之外，电子肺活量计(1)还包括陀

螺仪。陀螺仪检测肺活量计(1)的水平方位，并且可以用于在肺活量测测定操作期间检测设

备的非竖直方位。这使得能自动警告用户校正他/她的位置，从而进一步改善单个操作的质

量以及肺功能参数的长期分析；特别是无人监督和/或非专业人员的肺活量测定操作的质

量。

[0106] 在一实施方案中，肺活量计(1)还包括心率传感器(16)，血氧饱和度传感器(17；也

称为脉搏血氧饱和度传感器或SpO2传感器)，用于测量环境温度的温度传感器(18)，大气压

力传感器(19)和/或水分传感器(20；也称为湿度传感器)。这一个或多个传感器(16-20)中

的每一个直接或间接地与微控制器(14)连接，使得微控制器(14)能够从一个或多个传感器

(16-20)中的每一个接收信号。

[0107] 在一实施方案中，心率传感器(16)和血氧饱和度传感器(17)包含在同一个传感装

置内，即例如如图2所示的组合传感器。在一具体实施方案中，该组合传感器通过反射来自

血管化组织的两种不同波长的光波(通常为红色(约600-750nm)和红外线(约780nm-1mm)并

用受体光电二极管测量所发射(即，反射或散射)的光来操作。通常，这些组合传感器允许两

种操作模式：SpO2(红色和红外二极管可互换开启)或仅心率(仅红外二极管开启)。在更具

体的实施方案中，组合的心率和血氧饱和度传感器(16,17)是由Maxim  Integrated提供的

MAX30100模块。该系统包括红色二极管，红外二极管和光电二极管，以及包括I2C(TWI)数字

接口的滤波块和数字信号处理单元。与传感器的通信允许控制两个发光二极管的采样参数

和电流，从而提供动态校正输出信号幅值的可能性。采样频率范围在50Hz至1kHz内，对应于

二极管的从200μs到1600μs的照明时间。

[0108] 任选地，血氧饱和度传感器(17)(或组合的心率和血氧饱和度传感器(16,17))被

容纳在肺活量计的(1)主体(9)中，使得在吸气和/或呼气操作期间，当手持肺量计(1)时，用

户的手指自然地覆盖血液氧饱和度传感器(17)，如图2所示。

[0109] 在一实施方案中，肺活量计(1)包括所有三个环境传感器，即温度传感器，大气压

力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18-20)。在更具体的实施方案中，这些环境传感器(18-20)中的一

个或全部被提供3.3V并且经由公共I2C总线与微控制器(14)通信。

[0110] 在一实施方案中，温度传感器(18)和湿度传感器(20)包含在同一个传感装置内，

即如图4所描绘的组合传感器；在一具体实施方案中，组合传感器是由Sensirion提供的数

字传感器SHT21D(版本3)，其允许在12位测量分辨率下采样频率高达2Hz。

[0111] 在一实施方案中，大气压力传感器(19)选自能够测量至少约800hPa至约1100hPa，

或约0.8巴(bar)至约1.1bar的压强的任何传感器；优选地，专门设计用于移动应用的传感

器，例如压阻式压力传感器。在具体实施方案中，大气压力传感器(19)是由Bosch提供的数

字BMP280传感器。

[0112] 三个环境传感器(18，19，20)在主板(27)上的定位在图4中示出。这些环境传感器

(18，19，20)可以例如用于FVC测量值的BTPS转换(BTPS：饱和体温压力)；即在水蒸气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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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温和环境压力下，最大努力用力呼气时的肺活量，以升为单位表示，如通过ATS肺活量测

定标准所要求的，以便能够在不同的温度、压力和湿度条件下进行比较；即环境条件标准化

(参见例如“Standardisation  of  spirometry”；Eur  Respir  J  2005；26:319–338)。

[0113] 在一实施方案中，微控制器(14)以如图4所描绘的印刷电路板(PCB)上的所谓片上

系统(SoC)单元的形式提供，印刷电路板(PCB)也称为主板(27)。在具体实施方案中，微控制

器(14)是可从Nordic  Semiconductor获得的nRF51822-QFAC(rev.3)SoC单元，并且被提供

有ARM  Cortex-M0核心，其包括BLE无线电模块、内置256kB闪存和32kBRAM。

[0114] 在一实施方案中，肺活量计(1)还包括通信装置，优选无线通信装置，并且更优选

无线电通信装置(21)，以便将肺活量计(1)连接到用户的个人计算机和/或智能电话或者任

何其他适于收集、存储、分析、交换和/或显示数据的计算单元。通信装置用于交换与通过肺

活量计(1)，优选地通过肺活量计(1)的微控制器(14)产生的流体流量有关的数据。

[0115] 无线连接或特别是无线电连接可以在测量期间操作，从而允许实时显示测量日

期。替代地，肺活量计(1)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点连接到用户的个人计算机和/或他的智能电

话，以将任何测得的和存储的数据从肺活量计(1)传送或拷贝到计算机和/或智能电话。在

一具体实施方案中，无线电通信装置(21)是蓝牙连接(21.1)，例如，蓝牙4.0连接。在另一具

体实施方案中，无线电通信装置(21)是所谓的近场通信(NFC)装置(21 .2)或无线局域网

(WLAN)装置(21.3)。任选地，不同类型的无线电通信装置(21)可以组合在一设备中，例如，

蓝牙连接(21.1)与NFC装置(21.2)在一起，如图4的主板(27)上所描绘的。

[0116] 测得的参数被数字化，然后无线传输到用户的个人计算机和/或智能电话或任何

其他计算单元，其适于收集、存储、分析、交换和/或显示数据，任选地通过一个或多个远程

数据服务器(也称为'云')进行。关于云，应该理解，与其他现有技术设备不同，本发明的肺

活量计(1)也可以使用云(但不需要它来使设备可操作)来执行测量和/或获得结果；所有计

算都在智能手机上本地完成。

[0117] 作为另外一种选择，或者除了无线电通信装置(21，21.1，21.2，21.3)之外，肺活量

计(1)还可以经由串行总线包括电缆通信装置(22)，例如USB连接(22.1)。

[0118] 这些通信装置(无线或使用电缆连接)都可以进一步用于固件更新。

[0119] 在一实施方案中，肺活量计(1)还包括RAM(随机存取存储器)和闪存，以便存储测

量数据。

[0120] 如上所述，肺活量计(1)可以连接到用户的个人计算机和/或他的智能手机，以分

析、可视化以及存储测得的肺活量测定数据；优选地通过使用专有和预测医学算法的专用

肺活量计应用程序('app')进行；或作为iOS或Android手机可用的其他现有医疗保健应用

程序中集成的“附加组件”，例如GoogleFit、HealthKit、CareKit等(即用作连接第三方电子

配件的个人和中央数据收集点的应用程序，第三方电子配件用于医疗和一般健身目的，其

中用户可以例如创建具有重要医疗细节的医疗ID)。

[0121] 专享的专用应用程序用于接收来自肺活量计(1)的信号，实时测量和分析结果，显

示适当的参数，存储过去的结果，提供诊断支持，生成用于保存纸张/计算机格式日志的打

印文件(例如PDF)，并可选择将结果发送给医生。借助于便携式电子肺活量计(1)和相关的

应用程序，用户因此可以以比例如在医院环境例如可实现的方式更密集配合的方式

(close-meshed  manner)跟踪他们的个人呼吸参数、以及对药物的响应性和充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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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2] 在一实施方案中，来自肺活量计(1)的所收集的数据(多达1,000,000个结果)以记

录的历史的形式存储在应用程序的本地内部数据库中，使得即使在用户离线的情况下数据

也易于为用户所使用。如果用户卸载了应用程序，则也会删除该数据库；但是，Android的备

份和iOS的CloudKit服务允许用户将持久性应用程序数据拷贝到远程云存储，以便为应用

程序数据和设置提供还原点。当执行恢复出厂设置或转换为新设备时，系统会在重新安装

应用程序时自动恢复备份数据，以便用户无需重现以前的数据或设置。替代地，或者除了本

地存储之外，还可以提供云存储作为用户的“选择加入”选项。

[0123] 任选地，利用肺活量计(1)测量和收集的数据可以进一步与地理数据和多个用户

的数据组合，然后在远程服务器上集中分析，以便在给定区域和时间的条件下为例如哮喘

患者或过敏患者创建特定变化的地图。通过这种地理定位收集的数据提供框架，所述框架

用于构建分析知识，将数据与特定区域相关联，以及-在认为合适的情况下-用于向给定区

域中的用户和/或医生提供该知识，例如，以被发送到他们的个人计算机和/或智能手机的

关于即将发生的急性发作和/或增加的过敏风险的警报的形式提供。将以匿名方式为用户

提供此可选功能以及将此可选功能提供给用户。

[0124] 肺活量计(1)还可以向用户提供激励消息，以便指导他们进行自我管理。它还可以

在执行肺量计测量(例如，听觉或视觉)时向用户提供即时反馈，从而使得能指示和/或促使

用户进行期望的肺活量测量呼吸操作，例如在正确的时刻快速呼气。这被认为是肺活量计

的独特之处，因为其他市售的肺活量计不会教练用户如何在实际测量或呼吸操作期间正确

地执行肺活量测定，和/或在下一次操作中改进什么。该反馈和/或激励手段特别有助于无

监督使用。

[0125] 另外，基于专用app中包括的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算法，肺活量计(1)可以以预测

方式识别可能与例如即将发生的哮喘发作和/或疾病进展相关联的、临床和环境模式(例如

温度、压力和环境空气湿度)。最终，用户因此能够消除或至少减少由于急性和慢性恶化引

起的严重住院治疗。然而，如上所述，呼吸参数的检查也可能有助于运动员监测他们的训练

进度或吸烟者监测戒烟的好处。

[0126] 在一实施方案中，肺活量计(1)用长寿命电池操作，所述长寿命电池如锂离子聚合

物(LiPo)电池或锂离子(LiOn)电池。与小尺寸和高速充电相比，LiPo电池具有更高的容量。

在一具体实施方案中，电池是可(再)充电的3.7V/300mAh的LiPo电池；例如，LP-402933-IS-

3电池具有防止过载的内置NTC10千欧热敏电阻和晶体管。当肺活量计(1)接通时，低压差

(LDO)型稳压器然后提供150mA的连续电流和3.3V的直流输出电压例如至微控制器(14)和

所有传感器(13，15-20)。在一具体实施方案中，稳压器是由德州仪器(TI)提供的TPS706单

元。另外，如果导向肺活量计(1)的某些部件的电压不能超过特定值(例如微控制器(14)采

样的电压不超过1.2V)，则可以采用分压器。

[0127] 在一实施方案中，电池通过感应NFC充电系统和/或通过USB或迷你USB连接器

(22.1)充电。在具体实施方案中，无线充电模块的基本组件是由德州仪器(TI)提供的5W单

元(BQ51050B)，其充电至最大电压4.2V。接收线圈(Wurth  Elektronik线圈760308103205)

连接到该单元，电感为11μH。该单元包括LiPo和LiOn电池充电器，其具有使用NTC热敏电阻

(10kohm)监控温度的功能。它还提供了为充电源选择优先级的可能性；例如，如果通过连接

的迷你USB端口提供USB充电，则充电单元将停止无线充电并切换到USB充电。在另一具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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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案中，充电模块的基本部件是由德州仪器(TI)提供的BQ24040单元，LiPo和LiOn电池充

电器充电至4.2V的电压。最大充电电流为800mA，并且对于具有300mAh电池(例如在肺活量

计(1)的一实施方案中使用的电池)的设备，最大充电初始充电电流默认值为300mA。

[0128] 负责检测充电源(例如无线与USB)的模块还根据需要在充电期间执行自动启动肺

活量计(1)的任务，以便通过LED(23 .1)通知用户充电状态；即，用户不必通过开/关(ON/

OFF)按钮(25)手动启动肺活量计(1)来查看充电状态。微控制器(14)使用该模块来检查充

电源和状态，并且还可以通过app将该信息提供给用户。充电完成后，设备将自动关断。

[0129] 在一实施方案中，肺活量计(1)的主体(9)还配备有光学(23)和/或声学(24)信号

发送装置，其提供诸如开/关状态、电池状态等等使用相关信息给用户。在一具体实施方案

中，肺活量计(1)的主体(9)配备有发光二极管(LED)，例如布置在主体(9)顶部的成组的蓝

色LED(23.1)，如图2所描绘的。LED显示特定的状态信息，例如设备启动，数据传输，电池电

量不足(例如所有二极管闪烁)或电池充电状态(例如二极管连续照明)。

[0130] 在更具体的实施方案中，这些LED的直接控制由TLC59108单元提供。每个二极管仅

消耗约5mA的电流(具体取决于光强度)，而微控制器(14)能够提供最大约120mA的电流。微

控制器(14)还能够使用内置PWM模块(脉冲宽度调制)设置照明亮度，以及设置具有特定频

率和照明开/关持续时间的二极管闪烁模式。

[0131] 在一实施方案中，肺活量计(1)在其操作期间表现出总共不高于约90mA的平均能

量消耗或电流消耗。优选地，即使所有发光二极管(LED)都被照亮，平均能量消耗也不超过

约50mA。平均而言，配备有新充电的300mAh电池的肺活量计(1)在待机模式下可操作约120

天，对于单个用户可操作约56天，并且当例如在医生的办公室用于多个患者时可操作约5.6

天。在一次电池充电时连续不间断运行的估计时间约为6小时。换句话说，本发明的肺活量

计(1)不仅允许以非常高的精度进行肺活量测量，而且同时具有高能效，从而减少了对昂贵

且重型的能量源的需求。

[0132] 肺活量计(1)的与用户皮肤接触的主要部件，即管状接口管(2)和主体(9)，可以由

包含生物相容性聚合物的任何生物相容性材料制备。在一实施方案中，使用生物相容的

PolyJet光聚合物(MED610)，其是一种刚性医用材料，其适于超过30天的长期皮肤接触和最

长24小时的短期粘膜接触，而且适用于快速原型制作。MED610具有高尺寸稳定性和无色透

明度。也可以使用聚碳酸酯-ISO(PC-ISO)，其是一种高强度热塑性材料，其纯净形式是生物

相容的并且可通过γ辐射或环氧乙烷(灭菌方法ET0)灭菌。PC-ISO通常用于包装药物和医

疗器械的制造。

[0133] 如前所述，管状接口管的前端，即包括近端开口的端部可任选地构造为管状接口

管的可拆卸部分，从而允许移除接口管的该前端部分；例如，在与用户的嘴唇和/或舌头接

触后进行清洁、丢弃和更换。在这种一次性前端部分(或多患者设置中所需的其他一次性部

分)的情况下，材料还可包括更简单的生物相容性材料，例如纸板。替代地或附加地，接口管

的可拆卸前端部分可配备有一个或多个过滤器以去除空气传播的颗粒、唾液液滴和/或细

菌；从而进一步降低污染灵敏的基于MEMS的热流体流量传感器(13，13.1，13.2)的风险。这

种过滤嘴-接口管可以低成本获得，因此可以在多患者环境中为每个患者更换。

[0134] 进一步任选地，肺活量计可以与鼻夹一起提供给用户，以便使得用户能在进行肺

活量测量时阻塞鼻子。在一实施方案中，鼻夹和肺活量计作为套件提供，套件可选地还包括

说　明　书 21/27 页

26

CN 109937000 A

26



关于肺活量计和/或鼻夹的正确使用的可读说明书。在第二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测

量人受试者的健康参数的方法，这些健康参数选自：

a)用力肺活量(FVC)，

b)用力呼气量(FEV)，如1秒内的用力呼气量(FEV1)，

c)呼气峰值流量(PEF)，

d)用力呼气流量(FEF)，例如是FVC的25％-75％的用力呼气流量(FEF25-75)，

e)最大自主通气量(MVV)，

f)平均呼气流量，

g)缓慢肺活量(SVC)，

h)功能余气量(FRC)，

i)呼气储备量(ERV)，

j)最大呼气速度，

k)用力吸气量(FIV)，例如1秒内的用力吸气量(FIV1)，

l)用力吸气肺活量(FIVC)，

m)峰值吸气流量(PIF)，

或者这些参数(例如，吸气Tiffeneau值：FIV1/FIVC)的任意组合，该方法包括所述人受

试者通过如上所述的便携式电子肺活量计(1)进行呼吸操作的步骤。实际的呼吸操作与现

有技术的肺活量计执行的相同；具体情况将取决于待确定的实际肺功能参数。示例可以在

例如由美国胸科协会(ATS)或欧洲呼吸系统协会(ERS)出版的“Standardisation  of 

spirometry”(参见Eur  Respir  J  2005；26:319–338)或ISO  26782:2009(规定对于用于评

估超过10公斤的人的肺功能的肺活量计的要求)中找到。

[0135] 除了完整的肺活量测定，肺活量计(1)在各种临床情况下提供了进一步的潜在应

用或用途。例如，肺活量计(1)可用于呼吸困难的鉴别诊断；即该设备允许区分心原性呼吸

困难与呼吸系统性呼吸困难。当患者因胸痛和呼吸困难而允许进入急诊室时，这通常由冠

状动脉供血不足(缺血)，心力衰竭(肺充血)或支气管阻塞(COPD)引起。通常，约30％的缺血

性心脏病(冠状动脉疾病)患者和COPD患者的显著重叠阻碍了鉴别诊断。肺活量计(1)使得

能了解是否存在明显的阻塞，在这种情况下肺量计参数将不正常。因此，如果肺活量参数正

常，而心脏参数不是，则胸痛和其他症状最可能是心原性的，而反之亦然，症状很可能是支

气管引起的。如果呼吸参数和心脏参数两者都不正常，则胸痛和呼吸困难是由冠状动脉供

血不足(缺血)、心力衰竭(肺充血)或支气管阻塞(COPD)的组合引起的。

[0136] 在该方面，应该理解，使用现有技术设备也可以进行这种类型的鉴别诊断。然而，

医院常见的台式肺活量计通常相当大，需要较长的安装时间。相比之下，小型手持式肺活量

计(1)更加实用，并且需要更短的安装时间，使其更适用于急救和/或重症监护病房。

[0137] 此外，肺活量计(1)可以在对呼吸患者的拔管前评估期间用于医院，这是防止拔管

失败的一个关键因素。肺活量计(1)可用于通过以下方式来确定插管患者的自主呼吸功效：

或者将流量传感器(13，13.1，13.2)直接应用于插管和/或通过将肺活量计(1)与插管耦合，

以便在关闭呼吸机时测量通过自主呼吸引起的流体流量。

[0138] 此外，心脏骤停患者的评估需要评估心脏的电活动以及血液动力学功能，血液动

力学功能通常使用脉搏进行评估。然而，在患有外周动脉疾病和/或具有严重外周水肿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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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尽管心脏具有良好的血液动力学功能，但可能难以感觉到脉搏。肺活量计(1)使得能

通过感测由心跳引起的肺和气管中非常谨慎的(discreet)空气运动来间接评估心脏的收

缩。

[0139] 在第三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系统，该系统包括：

根据本发明的第一方面的便携式电子肺活量计(1)，以及

-第一空气质量测量设备，其包括适于与所述便携式电子肺活量计(1)和/或与单独的

计算单元进行数据交换的通信装置，并且配备有用于确定所述第一空气质量测量设备的位

置处的空气质量的一个或多个空气质量传感器，所述空气质量传感器优选地选自湿度传感

器、温度传感器、大气压力传感器、MOS型气体传感器(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载粒子传感

器、花粉传感器、臭氧(O3)传感器、二氧化氮(NO2)传感器、二氧化硫(SO2)传感器和一氧化碳

(CO)传感器，以及任选地

-单独的计算单元，适于至少收集和分析根据本发明的第一方面的肺活量计(1)以及从

所述第一空气质量测量设备获得的数据。

[0140] 空气污染已知与健康成人和儿童的肺功能降低有关，并且对不同的急性和慢性肺

病(例如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支气管炎和囊性纤维化(CF))产生不利影响。空气污

染可以引发肺部细胞反应，从而导致细胞毒性、炎症和诱变。与健康的支气管细胞相比，来

自患有肺病的患者的支气管上皮细胞对空气传播的远远较低剂量的颗粒物质诱导的氧化

应激和细胞凋亡高度敏感。因此，对空气污染引起的氧化应激的强烈反应仍然是疾病进展

和恶化的基础。这种病理机制在观察性研究中得到证实，该研究表明，空气污染暴露的年平

均水平与肺功能降低和恶化的可能性增加有关。肺部恶化会严重影响疾病负担，对肺功能、

生活质量、卫生系统成本产生负面影响。

[0141] 特别是，颗粒物(PM)、花粉、臭氧(O3)、二氧化氮(NO2)、二氧化硫(SO2)和一氧化碳

(CO)已被确定为损害健康的主要污染物。例如，死亡率或发病率(每日和随时间)增加与暴

露于高浓度可吸入粗颗粒(2.5-10μm；PM10)以及可吸入细颗粒(≤2.5μm；PM2.5)之间存在

密切的定量关系。事实上，PM10和PM2.5污染即使在非常低的浓度下也会对健康产生影响；

事实上，没有发现这样的阈值，即在这样的阈值以下没有观察到健康损害。因此，例如世界

卫生组织(WHO)颁发的指南旨在实现尽可能低的PM浓度，并建议年度最大平均值为10μg/m3

(PM2.5)或20μg/m3(PM10)，24小时最大平均值为25μg/m3(PM2.5)或50μg/m3(PM10)。

[0142] 此外，空气中过量的臭氧(O3)会对人体健康产生显著影响。它可引起呼吸问题，引

发哮喘，降低肺功能并引起肺部疾病。在欧洲，它是目前最受关注的空气污染物之一。一些

欧洲研究已经报道，臭氧暴露每增加10μg/m3，每日死亡率上升0.3％，心脏病死亡率上升

0.4％。所述指南建议8小时平均最大值为100μg/m3。

[0143]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哮喘儿童支气管炎的症状增多与长期暴露于二氧化氮(NO2)

有关。在短期浓度超过200μg/m3时，它甚至有毒，导致气道严重炎症。所述指南建议1小时平

均最大值为200μg/m3。

[0144] 二氧化硫(SO2)会影响呼吸系统和肺功能，从而引起呼吸道炎症，并且导致咳嗽，

粘液分泌增加，哮喘和慢性支气管炎加重，以及呼吸道感染风险增加。研究表明，短至10分

钟的暴露时间已经增加了哮喘患者肺功能和呼吸系统症状发生变化的比例。在SO2污染的

空气中运动的哮喘受试者在几分钟内即使在低至0.25ppm的水平下也会发生支气管收缩。

说　明　书 23/27 页

28

CN 109937000 A

28



肺功能参数如FEV1响应于仅暴露于0.4ppm  SO2至1.0ppm  SO2而降低。此外，死亡率和由于心

脏病导致的住院率在SO2水平高于建议的24小时最大平均值20μg/m3或建议的10分钟最大平

均值500μg/m3时每天在增加。

[0145] 一氧化碳(CO)仍然是引起哮喘住院的第二大相关性最强的空气污染物。

[0146] 第一空气质量测量设备用于产生与空气质量(或缺乏空气质量)相关的数据，例

如，与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在第一空气质量测量设备的位置处，例如在使用肺活量计(1)的

受试者的家中，空气污染物(臭氧、花粉、颗粒物质等)的性质和/或程度相关的数据。

[0147] 为此目的，第一空气质量测量设备包括选自湿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大气压力传

感器、MOS型气体传感器(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载粒子传感器、花粉传感器、臭氧(O3)传

感器、二氧化氮(NO2)传感器、二氧化硫(SO2)传感器和一氧化碳(CO)传感器中的一种或多种

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可以单独提供(换句话说，每个测量变量使用一个传感器)。替代地，可

以组合传感器，以便将一个传感器用于多个测量变量。下面将描述这些传感器的示例性和

非限制性实施方案。

[0148] 在一实施方案中，湿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可以以组合的形式提供。

在具体实施方案中，传感器是 BME280传感器，一种低功耗的、小型的(2.5×2.5×

0.93mm)、高性能组合的、数字湿度-压力-和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在很宽的温度范围内

提供极快的响应时间和高的整体精度。压力传感器是绝对气压传感器，具有极高的精度和

分辨率，以及极低的噪音。集成温度传感器经过优化，以实现最低噪声和最高分辨率。其输

出用于压力和湿度传感器的温度补偿，并且也可用于估算环境温度。

[0149] 在一实施方案中，MOS型气体传感器是 TGS8100空气质量传感器，其包

括具有金属-氧化物-半导体(MOS)层的感测芯片和硅衬底上的集成加热器。传感器容纳在

标准表面贴装陶瓷包装内，并且仅需要15mW的加热器功耗。在存在可检测气体(例如氢气、

乙醇、一氧化碳(CO)，异丁烷、甲烷、香烟烟雾、厨房气味等)的情况下，传感器电导率根据空

气中的气体浓度而增加。简单的电路可以将电导率的变化转换成对应于气体浓度的输出信

号。

[0150] 在一实施方案中，气载粒子传感器是 GP2Y1030AU0F，一种高灵敏度气载粒

子传感器(也称为灰尘传感器)，其利用内置微型计算机和可以检测例如颗粒物(如PM2.5和

PM10)的光学传感器的光学传感系统进行操作。红外发光二极管(IRED)和光电晶体管对角

地布置在传感器中，以利用传感器检测由诸如灰尘和/或香烟烟雾之类的空气传播颗粒反

射的光，传感器能够通过输出电压的脉冲模式来区分灰尘和香烟烟雾这两者。

[0151] 在一实施方案中，臭氧(O3)传感器是小尺寸(15×15×3mm)的印刷臭氧传感器，例

如SPEC传感器(SPEC  sensors)的3SP-O3-20传感器。

[0152] 在一实施方案中，二氧化氮(NO2)传感器是电化学传感器，例如Figfaro  FECS42-

20传感器。

[0153] 在一实施方案中，二氧化硫(SO2)传感器是电流型气体传感器，也由SPEC传感器提

供；即，一种在工作(或传感)电极处产生与SO2气体的体积百分比成比例的电流电化学传感

器。除了工作(或传感)电极及其对电极之外，传感器还包括参考电极，以提高稳定性、信噪

比和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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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4] 在一优选实施方案中，第一空气质量测量设备不仅负责通过其内置传感器产生与

空气质量相关的数据，而且还用作至少便携式电子肺活量计(1)的充电座或对接站，优选地

是近场通信(NFC)充电基座。像这样，肺活量计(1)只需要放在第一空气质量测量设备的顶

部进行充电；例如，过夜。

[0155] 除了用于确定空气质量的传感器之外，第一空气质量测量设备还包括微控制器和

通信装置，优选地是无线通信装置，并且进一步优选地是蓝牙连接，例如蓝牙4.0。在具体实

施方案中，微控制器是由Nordic  Semiconductor生产的nRF51422-CEAA，其包括具有256kB

闪存和32kB  RAM的32位 CortexTM  M0中央处理单元(CPU)以及嵌入式2.4GHz收发

器。微控制器允许 低功耗(BLE；以前称为Bluetooth  Smart)和ANTTM无线连接。

用于蓝牙2.4GHz的陶瓷天线用于改善接收和更稳定的连接。

[0156] 如上所述，单独的计算单元适于至少收集和分析从肺活量计(1)和第一空气质量

测量设备获得的数据。单独计算单元的用途是允许将从肺活量计(1)获得的数据与从第一

空气质量测量设备获得的数据(以及可选地其他数据)进行比较和/或相关，以便获得更深

地洞察例如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机制；例如，以将由肺活量计(1)运行的肺活量肺功能测试

的较差结果的天数与在这些天数由第一空气质量测量设备测得的空气质量数据相关联。

[0157] 为此目的，在一实施方案中，单独的计算单元包括与用于执行数据收集和数据分

析的微控制器(例如，在印刷电路板(PCB)上的所谓的片上系统(SoC)单元形式的微控制器)

耦合的通信装置；和数据存储装置(例如，随机存取存储器(RAM)和/或闪存)，以便存储从至

少肺活量计(1)和第一空气质量测量设备获得的所收集和/或分析的数据(此后不久分别称

为“肺活量计数据”和“第一空气质量数据”)以及可选的其他数据。

[0158] 此外，单独的计算单元通常包括适于与本发明系统的用户(例如肺活量计(1)的用

户，他/她的医生或看护人)通信的接口，并且对用户提供关于任何“肺活量计数据”和“第一

空气质量数据”的信息以及通过比较和/或关联“肺活量计数据”和“第一空气质量数据”获

得的信息。在一实施方案中，该界面是视觉显示器。

[0159] 在一实施方案中，单独的计算单元包括无线通信装置，优选地是无线电通信装置；

例如蓝牙连接或近场通信(NFC)装置。

[0160] 在一实施方案中，单独的计算单元是个人计算机(包括膝上型计算机和手持式PC)

和/或智能手机。

[0161] 在另一实施方案中，该系统可包括两个或多个独立的计算单元，其可选地为个人

计算机(包括膝上型计算机和手持式PC)和/或智能电话的形式。

[0162] 在一实施方案中，单独的计算单元还通信地耦合到一个或多个远程数据服务器。

所述远程服务器可用于存储和分析“肺活量计数据”和“第一空气质量数据”、通过比较和/

或关联“肺活量计数据”和“第一空气质量数据”获得的信息以及可选的其他数据。

[0163] 在一优选实施方案中，在独立的计算单元和/或远程日期服务器上提供专有软件

应用程序(“app”)，以执行至少“肺活量计数据”和“第一空气质量数据”的比较和/或关联。

在具体实施方案中，app还可以被编程为执行进一步的任务，例如向本发明系统的用户显示

“肺活量计数据”、“第一空气质量数据”和/或从它们的比较和/或相关性获得的信息(例如，

通过一个或多个计算单元的接口对数据的图形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监测所述数据和信

息以及用户的药物；创建任何数据分析结果的可打印文件格式；向用户发送提醒或警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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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例如与用药时间点、烟雾警告等有关)；和/或与医疗保健提供者(例如医生、护理人员、

医疗保健组织和/或“app”的其他用户(可选地以匿名形式))共享信息。

[0164] 可选地，如上所述的系统还包括鼻夹，以便允许用户在进行肺活量测量时阻挡鼻

子。进一步可选地，该系统还包括关于正确使用肺活量计和/或鼻夹的可读说明。

[0165] 在一实施方案中，如上所述的系统还包括第二空气质量测量设备，其适于与便携

式电子肺活量计(1)和/或与单独的计算单元进行数据交换，并且配备有一个或多个空气质

量传感器，其优选地选择湿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大气压力传感器、MOS型气体传感器(金

属-氧化物-半导体)、气载粒子传感器、花粉传感器、臭氧(O3)传感器、二氧化氮(NO2)传感

器、二氧化硫(SO2)传感器和一氧化碳(CO)传感器，以确定第二空气质量测量设备位置处的

空气质量。除了第一空气质量测量设备之外，或者可选地代替第一空气质量测量设备(例

如，当行进时)，还可以使用该第二空气质量测量设备。关于所选择的传感器，可以应用与针

对上述第一空气质量测量设备所描述的相同的规定。

[0166] 与通常更静止的第一空气质量测量设备(例如，其设置在用户家中)不同，第二空

气质量测量设备可以更容易携带，因为它比第一设备更小且更紧凑。例如，第二空气质量测

量设备可具有允许例如连接到钥匙链的尺寸，而第一空气质量测量设备可具有类似于外部

硬盘驱动器的尺寸和形状(例如，约7cm-17cm长和约4cm-8cm宽)。像这样，如果使用肺活量

计(1)的受试者想要确定空气质量，则第二空气质量测量设备可以例如在旅行时使用，或者

该设备可在工作时、在汽车内或任何其他感兴趣的地方使用。也可以将第二空气质量测量

设备放在外面。

[0167] 在一实施方案中，如上所述的系统的单独计算单元还收集和分析从第二空气质量

测量设备获得的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以与处理从第一设备获得的数据的方式相同的

方式处理从第二空气质量测量设备获得的数据(简称为“第二空气质量数据”)；例如与'肺

活量计数据'进行比较和/或相关联。

[0168] 在一实施方案中，单独的计算单元还能用于至少从第一空气质量测量设备获得的

空气质量数据以及可选地从第二空气质量测量设备获得的空气质量数据的地理定位。可以

为所有用户提供地理定位功能，优选地以匿名形式提供，以便保留每个用户的隐私。基于该

功能，本发明的系统可以例如能够向用户提供(例如，关于可能影响他们的肺功能和/或呼

吸健康的烟雾、花粉和/或其他过敏原的)警告，和/或创建所有用户的地理图以及在任何给

定时间各自肺功能和/或呼吸健康状况的变化。因此，通过地理定位收集的数据可以提供用

于构建所提供的数据的甚至进一步分析的知识的框架，例如，与特定区域、特定天气现象等

的相关性。

[0169] 这意味着，通过使用根据本发明第三方面的系统，根据本发明第二方面的方法可

以补充有附加数据，例如与空气质量有关的数据(污染物，臭氧等)和/或地理定位数据，从

而允许将人受试者的健康参数(例如FVC、FEV或PEF)与这些附加数据相关联。

[0170] 换句话说，在第四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测量人受试者的一个或多个健康

参数的方法，所述健康参数选自：(a)用力肺活量(FVC)，(b)用力呼气量(FEV)，如1秒内的用

力呼气量(FEV1)，(c)呼气峰值流量(PEF)，(d)用力呼气流量(FEF)，例如是FVC的25％-75％

的用力呼气流量(FEF25-75)，(e)最大自主通气量(MVV)，(f)平均呼气流量，(g)缓慢肺活量

(SVC)，(h)功能余气量(FRC)，(i)呼气储备量(ERV)，(j)最大呼气速度，(k)用力吸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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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例如1秒内的用力吸气量(FIV1)，(l)用力吸气肺活量(FIVC)，(m)峰值吸气流量

(PIF)，或者这些参数(例如，吸气Tiffeneau值：FIV1/FIVC)的任意组合，该方法包括所述人

受试者通过如上所述的作为本发明的第一方面的肺活量计(1)进行呼吸操作的步骤；其中，

所述一个或多个健康参数与从如上所述作为本发明第三方面的系统导出的空气质量数据

和可选的地理定位数据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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