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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治疗心脏衰竭的新趋势

当今智能医疗的核心推动因素在于便携式应用。要解

决这些主要的挑战，则需要微型化、低重量的设备，这类

设备能够充分利用最新的传感器技术和超低功率技术。在

此新潮中其新型无线供电心脏传感技术在心力衰竭、心肺

衰竭等领城监测中的应用就是一典例。

其无线供电心脏传感器 (CardioMEMS)（或称心脏微机

电系统）用于监测肺动脉压力数据以帮助治疗患有 NYHA

（纽约心脏协会标准）3 级心衰的患者，是心衰患者的无线、

植入式血流动力学监测系统。这项技术带来了独特的产品

开发挑战。值此本文从面对传统无线心脏起搏器存隐患的

挑战述起，引导出对新型无线心脏传感器开发理念与技术

特征及应用作分析研讨。

2 无线供电心脏传感器呈现

* 问题的提出 - 无线心脏起搏器存在很大隐患

近些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像心脏起搏器，除颤器

等这样的医疗设备已经变得更小，更加方便穿戴。它们经

常通过蓝牙和手持的控制器短程联系。但像无线心脏起搏

器这种设备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它的数据可以被偷走，

甚至设备本身就可以被黑客远程控制。对此网络安全专家

们已经警告人们多年了。因为安装这样一个任何人随时都

可能入侵并远程操控的设备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其风

险就在于此。因为控制器和设备本身又一般可以通过 wifi

连接到因特网上，以便于医生可以直接便捷的获取病人的

即时数据。但这为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暗含着风险，其

他人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来获取这些医疗设备数据甚至控

制它。据此心脏病医生就因为担心这种风险的存在而关掉

心脏起搏器的无线功能。

那么，如果可以及时为这些医疗设备安装像电脑一样

的杀毒软件，进行安全升级，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这些危险

了呢？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事实上，这些医疗设备不经

常像电脑和智能手机那样进行安全升级，因为对医疗设备

软件的更改往往需要像美国药物食品监督局 (FDA) 这样的

监督者的重新审查。而药物食品监督局关心的重点在于可

靠性，用户的安全保证，以及使用的方便程度，而不是设

备是否能够抵挡恶意攻击。虽然一些机构已经开始注意到

类似的问题。但总体来说，无线医疗设备所存在的潜在的

安全风险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也许，只有当某一天，因

出现了突发事件之后，才会出台相关的安保技术监管措施

并切实强制执行。

* 新的应对 -- 无线供电心脏传感器呈现

面对无线心脏起搏器存隐患的挑战 , 则用于心衰患者的

无线、植入式血流动力学监测系统（CardioMEMS-- 心脏

传感器），即无线供电心脏传感器脱颖而出。这是为什么呐？

当今，对于心脏起搏器或除颤器这种设备来说，其好

处是可以更直接衡量出来的，因为设备的直接影响就是治

疗，但是对于新型 CardioMEM HF（心力衰竭）系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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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无线心脏传感器 HF 系统示意图）来说，其好处是在

系统提供的数据与医生对患者的护理结合在一起才能检测

察觉或诊断出。心脏传感器的心力衰竭传感器是一个微型

器件（见图 1 所示），将用导管的方式植入肺动脉，而肺动

脉的压力利用电子监控系统（见图 1 所示）测量并显示，

遵照程序，病人在家里无线监测其肺动脉压力，数据立即

传送到安全的数据库，供医生通过心脏传感器的网站实时

监测。

引力，可用于动脉瘤压力传感器、等微型器件的设计制造，

同样，当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日趋明显的今天，MEMS 技

术已为糖尿病、心血管等疾病保健问题，提供十分有效的

解决方案。主要体现在性能，功耗，可靠性，品质以及成

本等方面。

* 无线供电心脏传感器是智能医疗及主动预防新概念   

应该说当今“主动安全检测”是在医疗领域一个新概

念。如对于突发性疾病，如心脏病，往往给治疗带来了被

动性，即使是在病房里，从病情发生到处理，这之间的滞

后性也可能随时为生命安全直接造成威胁。因此，在临床上，

我们更需要提前对各种突发性的疾病进行早期预防。高精

度的无线供电心脏传感器，可通过感知人体的心跳引起的

机械振动为医生快速精确地提供患者的心率，每博输出量，

呼吸率，心率变异性等指标。这针对心脏瓣膜病，冠心病

等的早期检测，能提供重要的参考数据。换言之，传统的

心脏起搏器，通过每分钟固定输出一个搏动量来支持心脏

病患者的心脏搏动需求。通过无线供电心脏传感器也可以

感知肺动脉压力也可感知患者的不同运动状态诸如奔跑，

上下楼梯，睡眠，下蹲等，进而根据这些运动状态所需要

的心脏搏动能力，动态调整每分钟的输出量。

*MEMS 传感器应用技术   

其技术原理是，通过 MEMS 传感器来收集各类信息，

并运用专业的算法，筛选出心率、心率变异性、泵血功能

以及呼吸率有效数据。同时，该设备搭载了无线通信模块，

如果是在养老机构或住院处的床上安装，在服务台就可以

实时监测到病人的睡眠状态，减轻了使用者身上的负重也

提高了服务效率。

除此之外，该 MEMS 传感器也可它采用传感器的“间

接接触心率监测解决方案”，即通过将设备搭载在人体可

以接触到的任何载体（如床、沙发等）上，就能监测睡眠、

心率、呼吸等方面的精确数据。

4 无线心脏传感器的应用特征  

应该说，无线心脏传感器有与无线心脏起搏器类同的

结构特征，但也有其独特的应用特征。据此，将从供电方

式与应用特点等问题作解析。

* 独特的供电技术 -- 无需电源靠无线电获取能量  

该技术的一个独特方面是，它是由一个射频 (RF) 电磁

场而不是传统电池供电的。这个 RF 磁场是内置在患者枕

图 1  无线心脏传感器 HF（心力衰竭）系统示意图

无线心脏传感器可对心脏衰竭压力监控改善 NYHA 3

级患者的情况。经临床试验能够证明，医生使用这个这个

设备护理患者时，在跟进 15 个月时间内，由于心脏衰竭住

院的患者可减少 37％。这个独特的挑战表明这个设备的好

处只能由系统提供数据所产生的结果才得以实现。现在，

该技术的好处可通过强大的临床证据得到支持，并会考虑

可使用这项技术的其它心脏病应用。该技术对监测具有血

液动力学级数的慢性疾病有用，如高血压、肺动脉高压、

呼吸系统疾病、门静脉高压，以及先天性心脏疾病的应用

也能利用该技术。据此可以认为这项技术对优化治疗用植

物体的设置是有用的，如心脏再同步治疗和心室辅助设备。

3 无线供电心脏传感器开发理念 

* 以微机单晶硅为主要构成的 MEMS 传感器 -- 无线

供电心脏传感器  

MEMS 传感器应用于医疗等各行各业中。同时，随着

全球信息数据获取需求愈加旺盛，MEMS 传感器本身应用

的领域也变得几乎无所不在。如果说在工业和农业领域，

MEMS 传感器体现的是任何条件下，对于精、准的高要求。

那到了智能医疗领域，坚实的 MEMS 设计和制造技术，造

就了体积小，功耗低的性能，这使内置式医疗领域占有领

先地位。事实上，MEMS 在医疗电子方面的应用十分有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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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内的天线（从图 1 所见）生成的，而且每次均从躺睡的

枕头上读取数据。这种供电方式意味着传感器不需要电池，

收集数据的方法不要求与植入的传感器进行精确校对。RF

能量可有效地透过空气、衣物和患者身体传输到植入传感

器的深度。值得注意的是使用的电磁波有远场和近场两种。

远场电磁波能够长距离传输，比如从无线电塔发送出的那

些电磁波，但却不能无害的从身体弹开或者像热量一样被

吸收。近场电磁波能够被安全使用，但是它们只能够短距

离传递能量。  

* 应用例举  

所有体试者（被研究对象）在右心导管术时均植入永

久性的 MEMS 压力传感器。植入后，体试者以单盲方式随

机分为两组，一组根据每日上传的血压数据调整 HF（心力

衰竭）治疗策略（称为调整治疗组），另一组接受包括体重

监测在内的标准治疗（称为标准治疗组），血压数据同样上

传，但不透露或提供给研究人员。其结果将在电子监控系

统上显示，其 EF（EF 是医学中的射血分数，它是指出量

与心室舒张末期容积之百分比称为射血分数）人体安静时

的射血分数约在 55%--65% 范围内为正常，患者中，6 个

月后 HF 住院率比标准治疗组低 46%。平均随访 17 个月后，

调整治疗组住院率比标准治疗组低 50%。调整治疗组根据

肺动脉压力数据，在利尿剂和血管扩张治疗方面做出了很

多调整。EF 降低的患者中，平均随访 17 个月后，调整治

疗组住院率相对于标准治疗组也降低了 26%。本项体验提

示，根据血流动力学数据调整 EF 正常 HF 患者的治疗，可

减少患者因代偿失调的住院率。

需指出的是，所谓单盲是指只有研究者了解分组情况，

而被研究对象不知道自己是试验组还是对照组。这种盲法

的优点是研究者可以更好地观察了解研究对象，在必须时

可以及时恰当地处理研究对象可能发生的意外问题，使研

究对象的安全得到保障 ；缺点是避免不了研究者方面带来

的主观偏倚。

5 后话

这项技术未来用途是可持续协助管理并改善心脏衰竭

之目的。为此对心脏衰竭患者来说，该无线心脏传感器的

技术进步意味着能够测量参数和改善监测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