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盲目行动 

还是完全掌控？ 
评估我们健康状况的个人传感器 

——潜在机遇和所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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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传感器记录用户的健身情况，仅简单测量输入数据（我的身体活动）——例如我今天走了多少步路，但不会进行分析

并给出结果（我的健康指标）。第二代传感器针对容易测量的健康指标，例如脉搏（心率），但却不知道这些数据有何用途。 

 
第三代传感器正在蓬勃发展，测量我们真正需要的数据：生命体征——这些是世界各地的医生都会使用到的数据。这些传感

器并不是玩具，而是受管制的医疗设备：必须达到精确性、可靠性和安全性的要求。 

 
本白皮书使用 LMD 的 V-Sensor 作为模型来研究此类设备。 

 
本文首先研究生命体征——血压、体温、血氧、脉搏、呼吸

率——所有这些参数都需要得到精确测量。 

 
随后将分析该传感器（经验证）可以测量的其他临床数据，

包括1导联心电图、（全身和外周）血管硬化、心输出量、

主动脉收缩压和识别用户身份。本节在最后会说明该传感器

如何探测心脏瓣膜和心肌的活动。 

 
下一节将探讨第四代传感器的潜在用途——这可能是继 V-

Sensor 研发出的衍生产品，也可能是遵循其设计原理而开发

出的新一代产品。 

 
就当前的发展趋势而言，可以明显观察到：达到医用管制精

度的传感器将会随处可见，仅需要花费数美元，即可与个人

随身携带的智能手机集成或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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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微电子技术出现以来，在过去发展的50年间，我们已经改变了彼此交流以及与

世界交互的方式。 
 
 

银行交易、约会、预定出租车或在不熟悉的城市中寻

找路途……这些情况在数百年前就已存在，但是个人

通信的发展让它们更为便利、高效和便宜。 

 
在当今社会，与世界的各种交互要依靠传感器和对所

有物体的测量，比如，通过遥控门铃，我便能坐在海

滩上查看送货到家的信息，又比如，喷气发动机会向

制造商实时报告它们的运行状况。 

 
 
 
 
 
 
 
 
 
 
 
 
 
 
 
 

我们在汽车上安装了各种传感器-一开始仅检查燃油和

滑油压力，经过长期发展，我们现在已对所有功能进

行检测和记录，因此，我们不仅可以在发生故障后进

行诊断，还能提前预测会出现何种故障。 

 
我们也不断开发智能房屋，它们会自动检查天气预报，

从而在天气变冷之前优化供暖。 

 
但是，我们在身体康健方面的领域却未跟上步伐。 

 
本《白皮书》认为传感器在个人医疗发展方面举足轻重，

可以让病人照顾自己，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制定出个性

化的治疗方案。 

 
在传统情况下，医疗技术已经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价格昂贵、设备稀少、“白衣”专有，需要集中放

置，许多患者不得不一起使用。目的是诊断身体哪里

出现问题，而不是预防疾病。 

我们的未来模型 

本《白皮书》介绍了我们将如何使用准确、可靠、便宜且随处

可见的传感器来监控自身的健康状况。之所以说传感器将随处

可见，是因为它们会利用我们的手机载体——这是我们随身携

带且运算能力强大的设备。传感器会与相机一样与手机集成，

或者与手表或袖珍设备实现无线连接。 

 
微电子设备提供这一机会——恶性循环被良性循环所取代，因

为越来越多的人都需要掌控自身的健康状况。 

巨大需求 

低成本 
量产设计 

大量 

生产 

本《白皮书》的结构 

 
本文介绍了多种医学测量方法， 

其中大多数（如未包括全部）传统 

上都由“白衣”制造和拥有。 

 

 

针对每一项，本文都描述了其测量内容及用途，普及化

所需的条件以及我们的解决方案。不是每一项都已推出

解决方案——有些确实已经存在，有些则已经在研究中

得到证实，有些仍处于探讨阶段——但所有这些共同构

建出了个人医疗技术的未来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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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世界上最易被忽视的隐形杀手之一，影响全球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口。

如果你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治疗就十分容易；成本不到五美元的血压测量设备将

会拯救众多生命 

泛美卫生组织名誉主任 George Alleyne 先生 

 

 
 

 

高血压 
 

高血压作为健康的第一大风险，影响11多亿人，每年造成

1040万人死亡1：即每三秒便有一人因此丧生。这是一种“沉

默杀手”，通常无症状，如果您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便可

以使用便宜药物和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轻松进行治疗。一名

卫生经济学家经研究发现，随时可用的血压计平均会使年轻

人的寿命增加6个月2。 

• 

·准确性 - ISO 标准对血压计的准确性做出规定，如果达不

到该标准，则表示其测量结果不可靠。ISO 标准的主要要求

是，在两名受训医生使用袖带、汞柱和听诊器测量的情况

下，90％的测量结果偏差应在15毫米内。这是经过严格控

制医用级自动袖带的测量情况。 

 
45 

 
 
 
 
 
 
 

 

o 纵轴-自动袖带测量值与护

士测量值的偏差 

 
 
 
 
 
 
 

 
o 横轴-收缩压和舒张压的平

均值 
 

·舒适性 - 如果测量不方便、不快捷或不轻松，人们将无

法进行测量。血压会时刻发生变化，而且在一天的不同时

段也会变化，一般和身体的健康情况有关，但您的坐姿甚

至也会影响血压。需要经常测量血压，才能确定身体情况。 

 
 

 
 

像 George Alleyne 先生声称的可靠设备要具备三个重要特征： 

 
·绝对性 - 有许多测量血压变化的设备，必须使用袖带进行校

准，并每隔几天或几周要进行重新校准。上次使用袖带测量

血压之后，它只能告诉您血压的变化情况，但这样的信息无

法检查出您是否患有高血压 

-使用袖带之后，您就不再需要该设备了。在详细诊断时，

这可能有用，但对十多亿无症状高血压的人而言却毫无用处。

目前，普通大众唯一可用的绝对解决方案是自动袖带。 

LMD 获得专利的 V-Sensor 工作方式与袖带相同，可以平衡动

脉内部的压力与动脉外部施加的压力，检测动脉壁何时塌陷或

闭塞。与袖带的区别在于，它让用户用力或轻轻地压住食指尖

端的动脉进行测量。这是 V-Sensor 类似试验的结果。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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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证据。我相信由第三方观察者所做的观察、测量和论证。 

艾萨克·阿西莫夫 

 

 
 

体温 

体温升高是身体感染或出现炎症的可靠信号，而体温过低则

表明过度暴露于冷空气或冷水之中。密切关注体温还可以帮

助女性了解何时生育能力最佳，从而有助于怀孕。 

血氧 

氧气通过红血球中的血红蛋白从肺部输送到全身。血液会改变

颜色–当它们富含氧气时，动脉血液呈鲜红色，当人体利用氧

气之后，静脉中的血液就会变暗。 

 
温度计是最有可能在家里找到的

医疗设备。 

 

 
发烧 

 
摄氏度 

华氏度 

 
颜色表示血液中的可用氧容量（SpO2）百分比。SpO2通常在95％

和100％之间。 

不幸的是，情况通常就是这样：当

您需要使用它时，它不在您的身边。

许多家用温度计的精度很差，或需

要与身体接触才能测量。温度计应

该在以下方面做出巨大改进： 

 
正常 

 
 

体温过低 

37.5 

 
36.5 

99.5 

 
97.7 

当海拔增加时，血氧会下降，因为空气中的氧气压力下降——

通常，飞机中的血氧约为85％至90％，而当爬山到5,000m时，

血氧约为75％。ISO 标准要求在70％至100％之间的 SpO2 测量

精度为±4％。 

 

• 方便易用 – 随身携带，快捷便利 

 
• 卫生 – 非侵入式，最好是非接触式 

 
• 准确 –诊断误差不超过±0.5°C，同一人重复连续测量

时，误差不超过±0.2°C 

 
LMD 的 V-SENSOR 具有非接触式红外热电堆，并在模块中使用

其他传感器以及手机的处理能力来准确测量前额温度。 
 

 
 

将其放到额头前方，测量完即可移开，过程只需两秒。测量

结果会立即显示，且符合 ISO 标准规定的精度。 

 
第二种模式可在更广的温度范围内使用，比如检查比萨饼是否

已烤好或冰箱是否正常工作。 

 
 
 
 
 
 
 
 
 
 
 
 
 

SpO2可有效早期预警缺氧情况——空气中氧气不足或呼吸道疾

病（例如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或呼吸道感染，比如Covid-19）

引起的缺氧。这对检查新生婴儿非常重要。专业运动教练使用

SpO2来监视剧烈间歇型训练的情况。 

 
用于检测指动脉血液颜色的手指夹装置通常在医院中使用，此外，

登山向导也经常携带此类设备，以检查登山人员的身体状况是否 

适合继续健行。V-Sensor 采用此标准技术，但使用 V-Sensor 时，
您无需额外设备——它会自动测量血氧和血压。 

http://www.leman-mic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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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早期预警评分（NEWS）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已采用评分系统来评估 Covid-19 感染的严重程度。它列出了某些定性观察和5个定量观察的得分总和 

** 用于最初的 NEWS，但未用于 NEWS2 修订版 

脉搏 

脉搏（或心率）是您的心脏每分钟跳动的次数（bpm）。即使

您不是运动员，熟悉脉搏也可以助您了解自己的健康水平——

甚至可以让您发现健康问题。如果您处于就坐或平躺姿势，心

情平静，身体放松，无任何疾病，则您的脉搏频率通常在 

60（每分钟跳动次数）到100（每分钟跳动次数）之间。对于

从事很多体育活动的人或运动员而言，脉搏频率较低也很常

见。影响脉搏频率因素有很多，包括空气温度、身体姿势、

情绪和服用药物，并且可能是感染和炎症的征兆。 

测量脉搏频率的通常方法是握

住患者的手腕，用手表计时15

秒来数脉搏跳动的次数，然后

乘以4。许多移动设备使用摄像

头和闪光灯来测量脉搏，因为

这十分容易。 

我们在使用 V-Sensor 测量脉搏的同时也会测量血压。由于我

们拥有多个准确的数据源以及强大的运算设备，因此可以检

查出脉搏是否足够平稳。如果脉搏变化过大，特别是脉搏突

降，我们会认为用户未能让自己平静和放松，因此血压测量

可能有误。如果脉搏保持稳定，则显示平均跳动次数/分。 

呼吸率 

呼吸率是每分钟的呼吸次数，

通常为12到16之间。通常计时

一分钟测量胸部的起伏次数来

进行估算，或者在医院中，使

用固定在鼻子上的夹子进行监

测估计。 

呼吸率是确定各种身体状况的

重要指标，比如预测心脏骤停

以及诊断呼吸系统疾病。 

在医院外，经过一段时间的有氧运动后，呼吸频率恢复到正常

状态所花费的时间可以确定身体是否健康。 

V-Sensor 可快捷测量呼吸率，这对于常规健康监测十分有

用。当我们呼吸时，我们会改变脉搏和血压。V-Sensor 可

以检测到这些细微变化，并在测量血压的同时测量呼吸率。

收缩压 体温 脉搏（次/分） 呼吸率 SpO2** 

<90 +3 <35 +3 <41 +3 8 +3 <91% +3

91-100 +2 35 - 36 +1 41 - 50 +1 9 - 11 +1 92% - 93% +2

101-110 +1 36 - 38 0 51 - 90 0 12 - 20 0 94% - 95% +1

111-219 0 38 - 39 +1 91 - 110 +1 21 - 24 +2 >96% 0 

>220 +3 >39 +2 111 - 130 +2 >25 +3

>131 +3

http://www.leman-mic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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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工作原理 

V-Sensor 具有3个传感系统及其ASIC“大脑”： 

 
• 压力传感器 – 嵌入柔性树脂中的微机电系统（MEMS）

设备，用于传递皮肤表面的压力 

 
• 光学传感器 – 两个 LED 和一个光电二极管组

成经典式脉搏血氧仪 

 
• 温度传感器 – 带有集成硅窗的微机电系统热电堆 

 
• ASIC – LMD 的定制专用集成电路，可对来自传感器的

信号进行调节和数字转化，驱动 LED 并通过 I2C 协议进

行通信 

设计原理 

V-Sensor 专为批量生产而设计，生产数量可达数亿个。 

 
ASIC 在世界上最大的晶圆厂之一中制造，而 V-Sensor 由领

先的芯片组装商制造。 

 
组装工艺完全自动化，每个设备都经过100％测试和特性

测量，即在一定温度和压力范围内测量传感器的输出数

据——结果以该设备独有的一组校准定律进行编码。 

 
 

 
心电图用 

导电塑料 

 

柔性树脂 

 

 
光电二极管 

 
 
 
 
 
 
 
 

 
 

 

热电堆 

（红外温度传感器） 

 
  

 
 

LED 

 

 
 
 

压力 

传感器 

 
 
 
 

智能手机接口  

ASIC 

 
 
 
 

材料和结构 

外壳采用注模碳增强塑料，具有一定强度和导电性。

光学窗口采用防水透明塑料或硅树脂。 

 
 
 
 
 
 

 
长15毫米，宽5毫米，高2.7毫米 

在移动设备和可穿戴

设备中的 V-Sensor 

 
V-Sensor 可轻松与各种设备

集成。I2C接口是智能手机的标

准配置，它可以与智能手表、

独立设备甚至与具有某些其他

功能的设备（如计算机鼠标或

电视遥控器）集成。 

http://www.leman-mic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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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次血压测量期间，V-Sensor 采集大约1 MB数据，所获信息不仅仅 

是血压数据。 

 

集成到设备中的心电图传感器不仅可以精确测量脉搏起跳时刻，还可以 

通过两臂之间的1导联信号诊断并深入分析各种身体状况。 

 

V-Sensor 可以与已集成在智能手机或可穿戴设备中的其他传感器一起使用， 

从而获取更多信息。 

 
 
 
 
 
 
 
 
 
 
 

 

本节总结了一些经过测试、在未来可使用的功能——实现这些功能无需对 V-Sensor 硬件进行任何更改，只

需使用额外软件即可。 

 

心电图–信号及其用途 

将一根手指放在 V-Sensor 上，然后将另一只手的一根手指放

在第二电极上，通过测量这两根手指之间的电压即可获取心

电图。 
 

 
 

人们已广泛研究3如何用1导联心电图诊断房颤和其他病况（例

如束支传导阻滞）。 

 
 
 
 

 
光电容积图或心电图信号均可用于检测心律不齐——例如心

动过速、心动过缓和心房颤动。既可以随时测量心电图，也

可在出现其他症状（例如心悸、焦虑、疲劳和呼吸困难）时

测量。 

 

血管硬化 

血管硬化在诊断心血管疾病方面是十分有用的信息。V-

Sensor 提供两种测量方法：手指外围测量和和心脏-手指之

间宽泛测量。有证据表明，外周血管硬化和全身血管硬化

之间的差异是糖尿病的早期指标。 

 
从舒张期到收缩期的光电容积图变化与管腔面积的变化成正比，

并且测得的动脉外压能让我们获取跨壁压 PTMP（收缩压或舒张

压与周围动脉压之间的差）。我们绘制管腔面积与 PTMP 的关系

图。 

 
A  PTMP

K的幂律非常接近Langeworters5和

Drzewiecki6的测量值，因此 
 

 

脉搏起跳的心电图信号和到达手指的光电容积图信号存在时

间差，也可以通过该时间差来测定血管硬化情况。脉波传导

速度是通过对射血前期和臂长做出假设后而得出。 

 
通过脉波传导速度，可以使用 Moens-

Korteweg 方程得出血管硬化程度： 

 

心输出量 

也可以通过 Bramwell-Hill 方程，

用脉波传导速度中得出系统总顺

应性8,9
 

 
通过系统总顺应性，使用收缩期容积平

衡法10可得出心输出量（CO）。 

 

健康受试者使用 V-Sensor 测量的心输出量处于4.5至6.5升

之间/每分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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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收缩压 

血管硬化测量可以在整个脉搏过程中算出瞬时血压，而不

仅仅是在舒张期和收缩期。 

 
如图所示，这是典型的光电容积图光信号测量以及对应的

重构压波。据此可以估计增强指数和主动脉收缩压12。 

 

 

 

用户身份识别 

即使没有心电图信号，使用 V-Sensor 收集的数据从十人中识别出

某位用户的准确性大约为90%13。如果有心电图数据，则准确性会

超过98%14。 

 
下一节探讨了医疗传感器在未来可能出现的某些应用，而识别用户

则会变得非常重要。 

 

心脏瓣膜时间 

在超声波应用发展之前，人们对心震描记法（SCG）颇感兴趣。 

这种方法检测心脏及其瓣膜运动而引起的身体微小振动15。人

们基本上不再使用这种方法，然而在最近，由于出现了便宜且

非常灵敏的3轴加速度计，又再度让人们使用该方法。 

 
手机中含有此类加速度计16。当手机贴在胸骨上时，LMD 测

量加速度计信号，同时从 V-Sensor 记录光电容积图和心电

图。典型结果如下所示：顶部曲线为心电图，第二条为手指

的光电容积图，第三条为加速度计信号的主轴。记录的信号

标有关联事件。 

 
 

 

http://www.leman-mic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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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会让手机市场相形见绌 

 
蒂姆·库克，苹果公司 

 
本节探讨了类似 V-Sensor 传感器的一些其他临床

用途，包括它的衍生产品或使用相似组件和相同设

计原理的新设备。 

 

持续测量血压 

许多设备可以使用脉波传导速度或光电容积图曲线的形态估

算血压的变化。所有这些都需要对每个用户的绝对血压校准，

且需要经常重新校准。 

 

V-Sensor 可绝对校准测量血压，然后使用脉搏波形分析17或脉

波传导速度18估算校准的变化。因此，V-Sensor 无需任何外部

设备即可频繁和轻松地测量绝对血压和血压的脉动变化。 

 

心律不齐 

使用心电图和光电容积图可以使心律失常（尤其是室性早搏）

的检测和分类更加可靠19。早搏会导致该搏动的泵血量减少。 

搏动缺失会导致下一个搏动中的泵血量增加。该图显示了

心电图和光电容积图曲线中的早搏情况。 
 

 
 

可以用它来表征心律不齐。这与其他症状有关，例如由于脉

搏频率过低（<20 bpm）或过高（> 200 bpm），因而没有充

足血液进入大脑而导致晕厥。即使患者无法使用该设备，朋

友或健康专家将设备放在患者身上，是否有充足的外周循环

以评估心律失常仍有待研究。 

 

 

 
动脉葡萄糖和其他分析项 

无袖带且无需校准的血压测量是健康检测的两大“圣杯”之

一。V-Sensor 已经荣获其中一个“圣杯”；另一个是无创测

量动脉葡萄糖，而 LMD 对此拥有一项解决方案。正如人们当

初寻找圣杯一般，众人也在广泛搜寻这一解决方案。虽然文

献众多，专利申请数不胜数，但是其中无一奏效。在这一热

门领域中，LMD 的发明脱颖而出，并在欧洲、中国和美国等8

个国家/地区中获得了专利。 

 
论文研究表明，它能够使用光学技术进行精确感测，并且同

样可以用于测量动脉中的其他物质——例如酒精。 

 

检测败血症 

败血症已成为病患死亡的一大主因——每年有超过一百万的

美国人患有严重的败血症，导致28-50％的人死亡——这通常

是因为人们对该病症认知过晚，得不到有效及时的治疗。 

越来越多的证据20,21,22,23表明，V-Sensor 及其未来衍生产品测

量的生物标记可以做到早期有效检测。 

http://www.leman-mic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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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搏切迹分析 

重搏切迹发生在主动脉瓣关闭的瞬间。其形态可用于指示瓣膜

状态或心脏的其他特征。因为施压已知且受控，所以相比于众

多其他设备，V-Sensor 的切迹形态更加稳定。 

 
Chatterjee25列举了主动脉重搏切迹和相关波形的五个例子； 

A 正常（类似于 V-Sensor 的示例） 

B 伴发左心室流出道固定梗阻 

C 双波脉，表示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D 双波脉，表明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 

E 表明败血症或严重心力衰竭 
 

当压力波向周围动脉传递时，重搏切迹改变24。重建主动脉收

缩压的技术也可反向使用，以对此进行纠正。 

组织硬度和水合作用 

经研究发现，为了精确测量血压，需要考虑动脉周围组织的

测量参数，从而开发相应的算法。这些测量参数会因受试者

不同或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人们认为，该变化与组织的

水合作用状态有关，部分原因是水合作用状态不同会导致皮

肤张力不同，这一点已经过水合作用测试的验证26。如果该思

路正确，应该可以客观测量水合作用。 

 

预测心脏骤停 

Marijon27认为，生命体征数据中有一些标记，可以在心脏骤停

发生的前一个月起到预警作用。心脏骤停的存活率较低（约

7％），但如果可以利用这些预警特征，让紧急救援部门及时

采取措施，则病患的存活率会上升至32％。 

 
通过精确、定量和时常测量，可以增强 Marijon 所辨别的预

警敏感性和明确性。 

 

 

与诊断系统和病历集成 

V-Sensor 可以与采用人工智能的系统集成，从而对数据进一步解

读，还可以将其分析直接输入诊断决策算法之中。 

 
随着远程医疗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其测量结果也可以集成到远

程咨询中，诊疗结果可以纳入用户的病历中。这将需要一种可

靠的方式来识别用户（如前所述），以确保病历的准确性。 

 
保险公司非常希望他们客户注重自身的健康，但这会导致

隐私出现问题。一种方法是使用 V-Sensor，或更准确地说，

是集成它的设备，以告知保险公司用户已检查血压，但不

会报告结果。这将确保用户通过早期检查和预警，采取有

利措施，但同时也不会泄露秘密数据。 

http://www.leman-micro.com/


定义和参考文献 

WWW.LEMAN-MICRO.COM 12 

 

 

 

 

定义 

• ECG–心电图–两只手之间的电信号（1导联型） 

• ISO–国际标准组织–制定准确性和安全性要求 

• PPG–光电容积图–动脉的光学感应 

• MEMS–微机电系统 

• SpO2–携带氧气与不携带氧气的血红蛋白比 

• I2C–将传感器连接到处理器的标准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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