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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互动的时代已经来临，使可穿戴式医疗 / 健康设

备如火如荼，推动了 MEMS（微电机系统）传感器更将借势”

感知”未来，尤其是医疗 / 健康类产品强势领先。现今的

智慧医疗 / 健康设备要求将智能集成，逻辑和定制软件组

合在一个平台上支持更加智能、与众不同的传感应用。近

年 MEMS 技术发展迅速、应用广泛，MEMS 微电机系统传感

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创新应用迭出。其基于 MEMS 的压力和加

速度传感器可用于在医疗保健监测应用已包括了如睡眠呼

吸暂停监测仪、健康和健身系统、透析设备、用于吸入器

的药物传输、物理治疗设备及活动监测器等“感知”未来

的智慧设备。

基于 MEMS 传感技术在医疗电子方面的应用十分有吸引

力，可用于微流体系统、微型胰岛素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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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的是，医疗

领域对于 MEMS 传感器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新兴应用市场，

但是同时也是极具挑战的领域，主要体现在性能，功耗，

可靠性，品质以及成本等方面。

从技术分类来看，目前压力传感器、加速度计和陀螺

仪三类 MEMS 技术除了主导了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游戏

机为代表的消费电子市场以外，还逐步扩大渗透范围至穿

戴式的智慧医疗 / 健康领域。之所以有这样的新潮，关键

是 MEMs 技术具有节能、低功耗、小型化、高性能、高度集

成等优点。

据此，本文将对基于 MEMS 传感技术所“感知”未来的

智慧医疗 / 健康设备特征与应用作分析，并以主动安全检

测与活动监测器为典例作说明，并在此基础上也对智慧医

疗 / 健康设备应用中的电源支撑与智慧医疗为穿戴式设备

展出新趋势作研讨。

随着物联网 (IOT) 与云计算 (Cloud Computing) 技术

的兴起，智能医疗的概念重新又焕发了活力。智能医疗的

基本设计要求主要包括端到端连接、信号以及联网家庭智

能设备的自主管理。其智慧医疗技术是半导体技术与微机

电，它包含了超低功耗与高性能半导体技术，提供了检验

与监护；MEMS 技术，提供了高精度，微体积的信号采集；

低功耗高性能无线通讯，如智能移动设备与 4G 广域通讯技

术的成熟与广泛应用及低功耗蓝牙 (BLE)、低功耗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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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gbee 等，而蓝牙智能技术具备了最终脱颖而出的优势，

蓝牙智能技术的最大优势是低功耗，借助不断成熟的能量

采集技术完全可以实现智慧医疗设备的供电需求；大数据

与云计算，为用户提供长期，即时的数据存储和处理，使

得个性化的诊断和治疗成为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在“感知”未来的智慧设备中，加速

度与压力传感器的发展势头最为迅猛。值此以主动安全检

测与活动监测器为典例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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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的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医

疗作为主要的应用市场进行推广，并通过在功耗方面不断

的精益求精，如其加速度传感器元件功耗仅为纳安级 , 并

在智慧医疗“主动安全检测”有多个方面应用，在此以心

脏病为例作说明。

*问题的提出

智慧医疗“主动安全检测”其理念的引出，应该说是

事出有因：心脏病是突发性疾病，往往给治疗带来被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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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图 1 所示），我们更需要提前对各种突发性的疾病进行早期

预防。如何应对？则高精度的 MEMS 加速度传感器应用是有

效选择。

*高精度的 MEMS 加速度传感器应用

对此可借助心脏冲击扫描微机单晶硅为主要构成的

MEMS 高精度加速度传感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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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动输出量，

呼吸率，心率变异性等指标。可针对心脏瓣膜病，冠心病

等的早期检测，能提供重要的参考数据。

又如高风险的植入式心脏起搏器的应用，通过独特的

3D 传感器技术，实现了对于患者人体运动状态的检测并动

态调整搏动输出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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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过 MEMS 加速度传感器，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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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能够在手术以及治疗过程中更灵活方便

调节角度变化以及捕捉动态影像的倾角传感器，以及用于

眼压监测、脑压监测等领域的元器件。

对于上述智慧医疗“主动安全检测”方案中 MEMS 加速

度传感器选择，除了村田公司产的高精度的 MEMS 加速度传

感器外，还可应用 ADI 突破性的超低功耗 3轴数字 MEMS 产

品 ADXL362型（ADI公司产）。它是功耗更低MEM5加速度计，

并有相配套的软件代码，可很好地解决智慧医疗或可穿戴

设备的设计要求，其 ADXL362 在运动检测唤醒模式下功耗

仅为 300nA，与最接近的竞争传感器相比，相同模式下的

功耗低 60％．在全速测量模式下，数据速率为 100Hz 时，

ADXL362 的功耗为 2uA，比相同频率下工作的竞争 MEMS 加

速度计低 80％。

此方面的医疗保健监测应用设备有多种。在此以活动

监测器为例作分析。

*保健监测理念

坚持体育锻炼可帮助人们减少或预防肥胖症和老龄化

所带来的慢性疾病。活动监测器是一个小型器件，可记录

用户锻炼方式的信息，使用寿命长；活动监测器可不断解

读并总结所记录的数据，该仪器是一款无创式采集系统和

基础模块（见图 2），它包括计步器，可通过测量垂直加速

度计算步数并计算花费在特定活动的累计时间。准确定位

图 1  心脏突发性疾病临床示意图 图 2  基于 MEMS 技术的活动监测器构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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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该器件可记录您行走的每一步，并且还可记录上下楼梯、

弯腰系鞋带等日常活动。该设备常常佩戴在用户的臀部或

手腕上。

*方案主要特征

从图 2可知，该活动监测器由 MEMS 加速度传感器、惯

性传感器与 MCU 等外围接口及电池构成。而加速度传感器

与惯性传感器是众多活动监测器的基础。惯性传感器专为

监测运动、倾斜、定位、冲击和振动带来的力量转变而设

计。活动监测器和自由落体检测器需要迅速反应、高灵敏

度、低电流消耗、低压操作并在小型封装内以待机模式运作，

对于它们来说，加速度传感器是理想的解决方案。

在此应用了新型的具有 14 位数据精度的智能低功耗

3 轴电容式微机电加速度传感器（MMA84510 型）。这款加

速度传感器具有灵活的、用户可编程的嵌入式功能，可对

两个中断引脚进行配置。嵌入式中断功能可以节省整体功

耗，使主处理器不必连续轮询数据。如之前所述，它在

活动或自由落体监测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可连接

到低通数据，也可连接到高端数据，可最大程度地减少

撞击检测和更快传输所需的数据分析。该器件可以任何

可配置嵌入式功能的组合中生成惯性唤醒中断信号，使

MMA84510 在不活动时依然能监测事件并保持低功耗，并采

用 3mmx3mmxlmm QFN 封装。

其惯性传感器功能还可用于检测患者因身体异常情况

所导致的跌倒。例如，如果血糖水平太低，患者可能会失去

知觉并晕倒。惯性传感器可用于检测人们的跌倒行为。传感

器的输出信号可用于激活报警或通过无线通信发出警报。

不同的医疗保健应用对电源管理解决方案的要求不尽

相同。就智慧医疗 / 健康设备电源支撑与管理而言是一个

十分重要的课题。高等级的创新还是不断激发了对智慧医

疗 / 健康设备的需求。据此对家庭智慧医疗 / 健康设备电

源支撑与作分析。

*问题的提出

全球范围内的老龄化压力以及技术创新为家庭医疗保

健领域带来了许多全新应用。对病人而言，带来的好处包

括：更高的灵活性、更好的服务以及与医生见面的次数更少。

这类解决方案的示例有：活动监测器、运动监护仪、及心

率监护仪等。另外，便携式血液分析仪和脉搏血氧仪系统

也进入了当今家庭医疗保健领域。

从电源支撑与管理的角度出发，所有这些系统都因必

要的便携性从而对集成度的要求较高。对于真正便携的产

品而言，它们将采用电池供电，因此要求系统具有高电源

效率。在这类应用中，较低的功耗可延长设备的工作时间

而无需充电或更换电池。另外，成本也是个很重要的参数。

在家庭智慧医疗 / 健康设备中电源管理解决方案十分重要。

成本约束对当今的消费电子市场影响深远。如何应对？采

用锂离子充电电池系统的电源链是一种有效途经。

*锂离子充电电池系统的电源链方案

图 3 显示采用锂离子充电电池系统的电源链。该电

源架构确保电路的某些部分可以通过负载开关关闭（如

ADP190），而另一部分为实时时钟 (RTC) 供电的电路则始终

开启（如 ADP160）。开启时，ADP190具有低于2A的接地电流，

而 ADP160 在空载时仅消耗大约 560nA 电源电流。该特性使

电池的永久放电保持在最低水平。ADP2140 是一款高度集

成的降压开关调节器，集成线性调节器。这款电源管理单

元可节省空间和成本。

图3  家庭智慧型医疗/健康设备电池供电型的典型电源链构建图

仅供短期使用的低成本智慧型医疗 / 健康设备系统

可能会围绕不可充电的碱性电池而设计。相比常见的双电

池设计，使用单颗电池将在重量和成本方面更有优势。单

颗碱性电池系统面临的难题是电池电压范围仅为 0.8V 至

1.5V。为了对电子设备供电，必须采用能以高能效处理低

输入电压的升压调节器。

*ADP1607 应用

采用 ADP1607 作为第一步电源转换的这类应用。该电

路能产生 3.3V 电压，满足大部分系统要求。ADP1607（ADI

公司产）是一款高效、同步、固定频率、升压型 DC/DC 转换器，

主要应用于便携设备，输出电压可调范围为 1.8V 至 3.3V。

该芯片具有 2Mhz 的固定输出频率、小封装、同步矫正、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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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补偿、内部限流、输出隔离、热关断、优秀的瞬态响应

和外围器件少等特点。

由以上智慧医疗应用与技术可逐步体会智慧医疗是大

数据下贴身“名医”的美名。 

 * 对 MEMS 传感器要求较高

如今功耗、尺寸和成本一直是智慧医疗设备的最大挑

战，未来，在准确性、稳定性和可靠性方面，智慧医疗类

或可穿戴设备对 MEMS 传感器要求较高，否则不仅没有医学

指导意义，还会造成用户的烦脑。由此也拓宽了智慧医疗

的领域，它已包括了穿戴式医疗 / 健康设备。则穿戴式医

疗 / 健康设备新的发展趋势，实际上那就是未来可穿戴设

备对传感器的要求会更加严格，目前市场上提供的很多功

能还是局限于感知角度变化、高度变化和模拟心率等应用。

未来 MEMS 将在人体生命体征、环境感知方面发挥更大的作

用。当然，保健／医疗可穿戴设备由于跟人体生命息息相关，

对安全性、准确性和可靠性的设计高要求，是 MEM5 厂商必

须攻破的关键．

*“硬件 +数据传输 +数据分析 +数据反馈”新趋势

而当今和未来，其穿戴设备不仅仅是冷冰冰的硬件，

也不局限于软硬件综合体，更是一个服务平台（云服务）

概念，硬件的价值不再由硬件成本本身来决定，而是由每

天产生的数据量、数据流动性以及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的价

值来决定，成功的可穿戴设备应由硬件 + 数据传输 + 数据

分析 + 数据反馈形成的全方位服务平台，从整个平台来讲，

它的价值与数据量成正比关系。对此以蓝牙可穿戴医疗监

护方案为例作说明。图 4 为蓝牙可穿戴医疗监护方案构建

框图。

该蓝牙可穿戴医疗监护方案为心电与运动信息监护

仪：该产品仅重 15 克，同时监护用户的前心电与多轴运动

信息；以低功耗蓝牙 (BLE) 传输用户电生理数据与运动信

息；云端服务器对数据进行存储与分析处理。为下列的用

户提供实时的生命体征监护：中轻度心脏病患者；老年人； 

高危行业的人群：军事训练，消防，抢险救灾人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上”感知”未来医疗 / 健康应

用与技术的研讨将对智慧医疗是大数据下贴身“名医”的

美名或许会有进一步认识。 

图 4  蓝牙可穿戴医疗监护方案构建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