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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工程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开放的多学科大跨度交叉、结合的领域。随

着“人的健康”成为 21 世纪三大主题（“21 世纪议程”）之一，随着生物医学工程向健康

医学工程 / 人类健康工程（Human Performance Engineering，HPE）转变，更成了多学科和

多种技术领域（尤其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认知科学和技术等）的汇聚中心

（A Converging Technologies：To Improving Human Performance，NSF&ACD，US，2001）。这

必然会衍生更多的分支学科。这是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固有特点。因此，《2014 — 2015 生

物医学工程学科发展报告》与以往本学科发展报告类似，仅选择七个分支领域和两个共同

问题，以反映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科近年来的进展。七个分支领域各有专论，两个共同问

题仅述于综合报告。

其中医学神经工程和医用机器人是生物医学工程学科两个新兴的分支领域。医学神经

工程方面，近年来我国在脑深部电刺激技术（DBS）和脑机接口技术（BCI）这两个当前

热点领域里取得了重大进展，已居世界前列，形成了热点里的亮点。

在医用机器人方面，中国处于起步阶段，总体而言，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显著，尤其

是灾变医学救援机器人和康复机器人，亟待发展。但亦不乏亮点，通用型影像导航骨科手

术机器人和相应的机器人智能手术体系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居于该领域世界前列。

超声医学工程由于其“绿色”（无次生损伤）和可小型化而便于携带且经济等特点，

在健康医学工程中有重要应用前景。而且，传统超声成像正处于技术大变革的前夜，若我

们能果断决策，着力解决产业和学术研究脱节问题，切实推进跨学科交叉融合，在这一波

技术转折中就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越，成为名副其实的 B 超大国。另一方面，在当前超声医

学工程前沿 / 热点领域里，中国在超声弹性成像、多维度超声血流流场和血管弹性双模成

像、超声微泡非线性声学、超声声操控技术、超声分子影像和定量给药等方面取得显著进

展，有些位于世界前列。

此外，由于肝病是对中国人民健康和生命的重大威胁，近 20 余年来，中国在人工肝

体外支持系统方面成果显著，居于国际领先水平。

另一方面，就急救医学工程而言，中国近年来虽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但仍明显落后

于发达国家。这方面，技术落后是第二位的，根本问题在于观念的落后。无论灾变医疗救

前言



援，还是院前急救，均缺乏系统工程的设计，未能充分运用已有的信息技术和网络。

至于可穿戴技术，无论对于分布离散式医疗保健（2D2H 模式）或移动医疗，还是对

于健康服务产业，都有重大意义。但近年来，由于和时尚联结在一起的商业炒作，很可能

有悖促进、维护健康之初衷，沦为“时尚”的点缀而导致新的现代社会流行病。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先生大力推动下，生物医学工

程学科在当时“科学的春天”里应运而生。黄家驷先生倡导医工结合，推动医学进步，促

进自主医疗器械产业发展。25 年前，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提出“走自己的路，发展‘省

钱’的生物医学工程”的学科发展战略指导思想。《2014 — 2015 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发展报

告》突出医工结合、发展“省钱”的生物医学工程的成果。同时，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首届黄家驷生物医学工程奖于 2015 年 12 月 5 日颁发。学会亦谨以本书作为对黄家驷先生

的纪念。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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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发展研究

一、引言

“21 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领域，应当以人的健康作为主要发展

方向”（《21 世纪的挑战》，WHO，1996），这意味着 21 世纪的医学必将面临根本性的变

革，变革的核心是，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人的健康为中心，或更确切地说是，从疾病

的诊断、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的健康状态的辨识、调控为中心。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变

革。在现代医学里，疾病的诊断以统计同质化的生物人的指标体系和病灶组织切片的细

胞 / 形态为准，而人的健康状态的辨识则以个体化社会人（身心整体，隶属社会，依存自

然）状态变量的时序变化和变化趋势为主导。这涉及二者对人的生命的基本认识，乃至

方法论基础。

不仅如此，WHO 全球大样本调查的结果表明，在影响人的健康和寿命的诸多因素中，

遗传因素占 15%，环境因素占 17%，医疗服务占 8%，而生活方式和行为则占 60%，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医学心理学会总结他们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实践经验也得出了

类似的结论：“对健康来说，坚毅的人格比强壮的体魄更重要。”“为了让肉体与精神和谐

地运作，你所需要的补品是祥和的心情与和谐的人际关系”（The Complete Your Emotions 

and Your Health，美国医学心理学会，1992）。显然，对人的健康来说人文因素至关重要。

故健康医学（或关于健康的科学）要求科学与人文相融合，且以人文主导科学和技术。然

而，现代科学和人文的方法论基础截然不同，本质上是对立的。故科学与人文融合是对现

代科学哲学基础的挑战，必然突破现行的科学范式（Paradigms）而导致新的科学革命。这

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而人的健康问题的解决是 21 世纪后工业社会人本时代的紧

迫需求，故工程科学是必由之路。

工程科学（Engineering Sciences）是 20 世纪 50 年代钱学森先生提出的。它以解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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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社会需求问题为目标，运用自然科学的一般原理，应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综合实践

的经验，寻求有限目标下的规律，以指导问题的解决。它不同于自然科学崇尚规律普适

性的完美，亦不同于技术科学（Technology）对技术先进性的无限追求，而是以解决问题

为目标，核心关键技术突破与已有成熟技术相结合，系统集成优化—效果成本比（广

义）最大化。

生物医学工程属工程学科，从生物医学工程转向健康医学工程 / 人类健康工程不仅是

适应 21 世纪医学变革的历史必然［1］，而且是开启医学变革之门，开辟从“关于疾病的科

学”走向“关于健康的科学”的道路的先行者、开拓者、推动者，这也是历史必然，更是

时代赋予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历史使命。

在 1987 年，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邀请 75 位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会聚巴黎畅谈 21 世纪

的挑战和机遇之际，对于医学卫生领域，有两点共识。

（1）21 世纪医学不仅是关于疾病的科学，更应该是关于健康的科学。这已为 WHO 所

确认。更发人深省的是另一句话：“好的医生不是能治好病的医生，而是能使人不生病的医

生。”这和中国传统医学经典《黄帝内经》“上工治未病”（《内经·灵枢·逆顺》）的理念形

成了穿越时空的呼应。显然，继承中国传统健康文化，发展“治未病”的医学和开拓“关

于健康的科学”本质上是共通的。

（2）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性的医疗费用恶性膨胀，引发了全球性的医疗危

机。1992 年，美国科学院院士卡拉汉指出：“导致这危机的根源是医学的目的（Goals of 

Medicine，GOM）出了问题”，“当提供医疗行为能取得丰厚利润时尤其如此”。鉴此，

WHO 组织了关于 GOM 的国际研究小组。1996 年 11 月发表总报告指出：“医学的目的有四，

它们代表着医学的全部核心价值：①预防疾病和损伤，促进和维持健康；②解除由病灾引

起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③照料和治愈病人，照料和帮助那些患有不能治愈疾病的人；

④避免早死，寻求安详的死亡。”并特别指出：“必须把医学研究的战略优先从以征服、治

愈疾病为目标的高科技的无限追求，转移到预防疾病和损伤，维持和促进健康上来。”在

“九五”生物医学工程和技术发展战略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在我国 2020

中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中提出了“战略前移，重心下移”的发展战略思路［2］并为国

家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人口与健康）所采纳。

然而，在当今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的疾病中危害最大的是诸如心脑血管病、癌症、

糖尿病等非传染性慢病（NCD）。据 WHO 统计 2000 年全球疾病死亡构成的 60% 和疾

病社会负担的 43% 源于 NCD；预计 2020 年将分别上升至 73% 和 60%。但在以疾病诊

疗为中心的现代医学里，预防非传染性慢病的概念十分含糊，实际上无法界定。过去半

个多世纪生命科学的研究表明，非传染性慢病是身心整体失调的局部体现。因而，NCD

的发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渐变到突变的过程。按现代医学的范式，再早的早期诊断

也在“病灶”形成（突变）之后，尽管早期诊断有可能提高疗效，但与“预防”（“使

人不生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实际上把早期诊断与预防疾病混为一谈是逻辑的 



综 合 报 告

5

悖论。

与之相反，“治未病”的理念，“治”的目标不是“疾病”本身，而是患病的人，是人

（身心整体系统）的状态，而且首先是人的功能状态。“治”的方法则是在整体功能状态负

变的过程中治理、调控人的功能状态，祛病是状态提升的必然结果。故通过“治未病”来

实现预防非传染性慢病的目标是逻辑的必然。至于“治未病”的内涵，孙思邈精辟地概括

为：“治其未生，治其未成，治其未发，治其未传，瘥后防复”。对照 WHO 提出的医学的

核心价值，不难看出，以“治未病”为核心理念的医学涵盖了现代医学的全部核心价值。

“关于健康的科学”或健康医学就是“治未病”的医学。

必须强调指出，“治未病”理念固然源出中国传统医学，但 21 世纪的“治未病”医学

决不仅限于中国传统医学，它不仅涵盖融合了生物医学，而且必需汲取人类防治疾病以及

促进、维持健康的全部经验和智慧。

综言之，健康医学工程 / 人类健康工程（HPE）和生物医学工程不是割裂和对立的，

而是以“治未病”为核心理念，在更高的、实践的层面上统一方法论基础后的升华和拓

展。正如 N·玻尔对 20 世纪 30 年代物理学革命性变革引起哲学反思所说：“对立即互补！”

科学和人文对立的方法论基础统一于共同的实践目标—人的健康。

目前正处于战略转变的关头，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和发达国家位于同一起步线上。对

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发展来说，大方向的转变正是超越的良机。而且，在对人的生命

的整体性认识（身心整体，隶属社会，依存自然）和“治未病”理念及其方法学体系方

面，中国传统医学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优势。关键是我们的观念：是否真正认识到

21 世纪医学变革的必然，是否真正看清变革的方向，更重要的是能否改变数十年跟踪形

成的亦步亦趋的“习惯”，自立自力地解决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能否真正继承创造两

弹一星奇迹的科学前辈们的风骨，直面时代的需求，将工程科学的原理和方法与中国传统

医学的理念、原理和方法、经验相结合，在生物医学工程向健康医学工程 / 人类健康工程

的转变过程中，跃居该学科领域的前列。

我国的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发轫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起步于跟踪是必然的。但跟踪的

目的是为了加速发展，实现超越。早在 80 年代后期，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有一批中年

学者就认识到亦步亦趋地跟踪下去是赶不上发达国家的；必须寻找自己的路，并自发地进

行了探索。

25 年前，在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第四次学术大会上，顾方舟理事长代表当时学术

工作委员会致力于学科发展方向探索的同志，以《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发展道路》为题做

了大会报告，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发展‘省钱’的生物医学工程”的战略思想，得到

了当时与会的冯元桢先生的高度肯定，他说：“把‘中国’改为‘世界’照样适用。”并

强调指出：“要做就做世界第一。”这就是发明与发现并重，这是“工程科学的特点”。这

里，“省钱”意味着减轻社会医疗负担，以利于控制医疗费用。尽管“治未病”的医学就

是最省钱的医学，但“省钱”的理念依然是发展中国健康工程技术的战略指导方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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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脉相承。

鉴此，《2014 —2015 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发展报告》集中展示了近年来充分体现“省钱”

的生物医学工程精神的突出成果。

二、医学神经工程

医学神经工程是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一个前沿分支领域，其内涵是：神经科学的原

理和方法与工程科学的原理和方法相结合，认识神经系统的结构 - 功能关系（定量），以

促进、维护人的身心健康。在过去的 20 余年中，医学神经工程发展迅猛。由于美国推

出了新“脑计划”，更带动了全球性脑研究热潮。该计划全称是 Brain Research through 

Advancing Innovative Neurotechnologies Initiative（简称为 BRAIN Initiative），强调创新性的

神经工程技术是该研究计划的核心内容之一，必须不断发展先进的神经成像和调控等技

术，并结合神经科学的原理和方法，建立多种原位（in situ）在线动态观测平台，综合与

分析相结合，才有可能多方位逐步揭示人的神经系统结构 - 功能关系，认识人脑的生理功

能，尤其是病理生理过程的规律。显然，那些与重大神经精神疾病预防（含预警）、治疗

相关的技术和装置必然处于战略优先地位。

作为严重损害老年人生存质量的帕金森病（PK）最后治疗手段的脑深部电刺激技术

（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于 2014 年获拉斯克临床医学奖。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技

术装置—脑起搏器（脑深部电刺激器）已成为晚期帕金森病患者最后希望，发挥了重大

的作用。

不难看出，以提高患者生存质量、促进和维持健康为目的的医学神经工程，实际上是

美国 BRAIN Initiative 当前重心所在。正因为如此，2013 年，美国“脑计划”启动，其 1

亿美元的先导计划中有 7000 万美元明确用于脑调控研究。作为第一个能够直接干预大脑

的人工系统，DBS 为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原位、在线观测平台。故 2014

年，Nature 报道了在 DBS 进行治疗的同时获取大脑信息的研究结果，其评价是“第一次

打开了大脑的一个窗口”。

神经调控技术的临床推广依赖植入性器械，而这方面植入性器械被美国几家大公司垄

断。国外临床应用方面，脊髓刺激治疗疼痛应用最广，其次是脑深部刺激治疗帕金森病等

运动神经系统疾病、迷走神经刺激治疗癫痫、骶神经刺激治疗尿失禁等。此外，DBS 也被

扩展到对其他神经或精神性疾病的干预治疗。例如，有研究表明利用 DBS 刺激扣带能缓

解难治性重度抑郁症患者的症状，有效率高达 40% ～ 60%。最近有研究利用 DBS 刺激因

脊髓损伤而导致偏瘫的大鼠的中脑运动区（Midbrain Locomotor Region），发现刺激能显著

改善实验大鼠偏瘫的后肢的功能（接近正常大鼠的运动功能）［3］。

总的来看，神经调控、脑 - 机接口、神经反馈（实际上是生物反馈的一个亚类）、神

经康复、神经成像等已成为当前医学神经工程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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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在脑深部电刺激技术和脑 - 机接口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居于世

界领先水平，形成了热点中的亮点。

（一）脑起搏器：15 年坚持，实现了跟踪→并行→引领的跨越

脑起搏器是一种直接作用于神经中枢的人工装置，通过埋植在胸前的刺激器向植入在

大脑特定靶点的电极发送电脉冲，是治疗帕金森病、突发性震颤、肌张力障碍、癫痫、强

迫症、药物依赖、抑郁等功能性神经或精神疾病的有效疗法。国内相关患者超过 6 千万

人，社会意义和经济效益（双重）重大。

2000 年在王忠诚院士（2008 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倡导下，清华大学李路明小

组开始脑起搏器的研制工作。当时驱动力很单纯，就是为患者提供价格上可接受的可靠的

脑起搏器。“十一五”期间，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形成了以李路明为首由清华大学、

天坛医院和北京品驰医疗设备公司组成的研发团队，经十五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不仅打破

了 Metronic 公司的全球垄断，而且在技术上实现了由跟踪→并行→引领的跨越。每一个阶

段都有不同的技术难关需要攻克。

1. 建立了以产品安全性、可靠性为核心的脑起搏器生产技术保障体系

长期以来，“可靠性”一直是国产医疗器械的致命弱点。对此，李路明团队汲取航天

工程的经验，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进行可靠性设计，实施全面质量控制。为此，自行研制专

用工装卡具 223 套、模具 123 套，创新加工方法 41 种、工艺包 252 个；并研制了包含几

百万种参数组合的遍历测试系统，建立了以安全性、可靠性为核心的脑起搏器生产技术保

障体系，从而为清华 / 品驰脑起搏器系列产品的开发夯实了基础。

2. 研制了双重密封的高密封性连接器

实现了电刺激发生器与延长导线—电极系统之间的无螺钉连接，杜绝了体液渗入，

从而避免了由此带来的电刺激副作用，且延长了电池使用寿命。

3. 通过理论和实验研究，发现了体外充电过程中皮肤温升的规律；进而发明了双闭环

充电控制方法，确保了体外充电安全性

国外可充电神经调控装置在使用中出现过皮肤灼伤问题。对此，李路明团队进行了

专门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发现了充电过程中皮肤温度与刺激器内部温度相关

联，并掌握皮肤温升的规律［4］。在此发现的基础上，发明了双闭环充电控制方法，即外

部发射功率闭环控制和体内充电电流闭环控制（获得两项发明专利 ZL200610011809.X；

ZL201010293866.8），实现了对充电过程之中皮肤温升的有效控制，保障了体外充电的安

全性。目前已完成万余次体外充电，未见灼伤。如图 1 所示［4］。

4. 发现了脑起搏器电极断裂的机制，发明了可靠的固定方法

脑起搏器植入后的主要风险是电极断裂，国外产品电极断裂的发生率为 1% ～ 5%。

李路明团队医工结合揭示了断裂的生物力学机制［5］，据此发明了可靠的固定方法，并研

发了专用装置—骨槽成形限位装置（发明专利 ZL201210228626.9）。使用该技术后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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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例次手术无一电极断裂（电极断裂概率＜ 0.1%）。

5. 首创多模态刺激方法及其无创（体外）调控技术

电刺激模式是取得疗效的核心技术，国内外现行刺激模式均为单一频率的高频电刺

激。临床实践中已经发现疗效随疗程退变的迹象。和一些无法解决的难题如 PK 患者起步

困难、杨音障碍等（通称 PK 中线症状）。李路明团队融合临床专家的经验，凝练科学问

题，运用工程科学原理，提出了解决这一难题的新概念、新方法，即突破高频恒频刺激的

传统模式，代之以宽频带变频、多频、扫频等多模式电刺激方法，进而突破关键技术，研

制了宽频带变频、多频、扫频等多模态刺激器，及相应的体外（无创）调控（刺激模态）

技术（发明专利号 ZL200510116704.6；ZL200610011552.8）。

临床实践表明，通过对大脑核团的高低频交替电刺激，不仅能改善帕金森病的肢体症

状，而且能够有效改善当前临床上束手无策的帕金森病中线症状，如起步困难、构音障碍

图 1　皮肤升温规律及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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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脑起搏器的临床应用提供了新方法、新装置、新系统。

6. 原创高场（3T）磁共振相容电极与脑起搏器

高场（3T）核磁共振仪在脑部疾病检查和治疗中有重要价值。但目前国外的脑起

搏器仅能与 1.5T 磁共振仪相容。李路明团队深入研究了现有脑起搏器电极与 3T 磁共振

不能相容的物理机制，发现了现有脑起搏器电极的两大问题，即①电极导线的天线效应

大量吸收射频能量，温升高，脑组织有热损伤风险；②金属触点被磁化，干扰 MR 磁场

均匀性，造成伪影，影响图像判读，进而发明了两项针对性地原创技术，即碳纳米管

薄膜包覆电极（以屏蔽射频磁场）和碳纳米薄膜缠绕电极触点（以减少磁化，抑制涡

流），获两项中国发明专利（ZL201110231234.3；ZL201210330922.X）和一项美国发明专

利（US8805536B2）。创制了全球第一个与高场（3T）磁共振相容的脑起搏器电极。实验

结果（图 2［6］）表明，碳纳米管薄膜包覆电极与常规铂铱合金电极相比，温升降低了约

90%，伪影减少了约 80%。

图 2　全球第一个与高场（3T）磁共振相容的电极

在此基础上研发了全球第一个与 3T 磁共振相容的脑起搏器，并于 2015 年 5 月 7 日完

成首例临床手术。

电刺激模式和植入电极是脑起搏器的核心技术和核心部件，这两项原创性的技术突破

和两种首创新型脑起搏器［多模态刺激和高场（3T）磁共振兼容］的问世，标志着李路明

团队在脑起搏器技术水平方面已从并行而跃迁至引领。更值得指出的是，这两项原创性的

技术突破都是医工紧密结合的成果。

7. 可原位实时测量、记录、传输深部脑电活动的可充电脑起搏器—研究脑疾病病理

生理规律的平台

李路明团队在系统解决了植入环境下脑深部核团的局部场电位信号原位测量、实时

记录和处理技术、低功耗和大数据量医疗频段无线传输技术等关键问题后，成功研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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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第一个原位同步测量记录脑深部核团局部场电位信号的双通道可充电的脑起搏器，

并在 2015 年 9 月 13 日开展了全球首例临床试验手术。图 3［7］是该系统临床第 1 例数据

传输记录。刺激 + 响应原位实时记录，这一技术的创新将为使用电生理技术开展脑疾病

病理变化规律等打开一个窗口，也为根据患者病情自适应控制的闭环脑起搏器的研制奠

定技术基础。

图 3　第 1例数据传输记录

8. 远程程控技术

研发了全球第一个脑起搏器远程程控系统。2015 年 8 月中央电视台播出纪录片，报

道了北京与吉林、内蒙古的远程程控情况，这是全球首次脑起搏器远程程控应用。患者在

基层医院的远程会诊中心甚至自己家里，即可与大城市医院的脑起搏器远程监护中心建立

数据、音频和视频连接，为患者进行脑起搏器遥测、程控、药物调整等医疗服务，避免患

者长途跋涉到大城市就诊的风险，降低经济和医疗负担，对地域辽阔、整体经济欠发达的

我国具有重要意义。

15 年来李路明团队和他们的研究生（不下 60 个博士生人年）均以脑起搏器和其他神

经调控技术和装置的研发为目标，发现新现象、新机制、新规律进而发明新方法、新技

术、新工艺、并成功应用于新产品开发。发现与发明并重，医工融合，研产贯通，充分体

现了生物工程学科的特点。

自 2013 年李路明团队研发的脑起搏器（品驰单通道脑起搏器）取得 CFDA Ⅲ类医疗器

械注册证以来，已经发展成单通道、双通道、可充电双通道品驰脑起搏器产品系列。它们

与 Metronic 脑起搏器系列形成了整体的竞争。表 1 是二者主要技术指标的比较。显然，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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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相当，但品驰可充电双通道脑起搏器的使用寿命远高于 Metronic 同类产品，前者的保质

期（10 年）为后者（5 年）的两倍。这是前者的一个强势竞争点。不仅如此，品驰脑起搏

器系列的售价仅为 Metronic 相应产品的 50% ～ 55%，性能 - 价格比远高于 Metronic 同类产品。

表 1　品驰系列产品与Metronic 同类产品主要性能比较

PINS Metronic

单双道 40 克 /5Ah/5 ～ 9 年 45 克 /4.5Ah/4 ～ 6 年

双通道 55 克 /7.5Ah/4 ～ 6 年 67 克 /6.3Ah/3 ～ 5 年

可充电双通道 37 克 /219mAh/ 无限制，质保 10 年 40 克 /110mAh/9 年，质保 5 年

目前品驰脑起搏器已进入全国 70 余家三甲医院的神经专科医学，完成了 2400 余例次

植入手术。2014 年企业直接经济效益 4374.61 万元，2015 年可望超过 1 亿元。

截至 2015 年 9 月品驰脑起搏器按月植入手术量计，国内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了 50%。

与 Metronic 脑起搏器相比，平均每个手术可以为患者节省医疗费用 10 万～ 13 万元。累计

已经为患者减负 2 亿元。因此，“清华脑起搏器为帕金森病患者减负”被科技日报 / 中国

科技网的“科技这十年”评选为第六项成果。对此，国外的评论是：“DBS 虽然疗效神奇，

但对世界上大多数人仍太昂贵，也因此对 PD 进行单侧损毁在许多国家是现实的治疗选择。

PINS 脑起搏器可能会改变许多亚洲国家的选择。”（Tipu Aziz，MD，MBBS Oxford，Unied 

Kingdom）。美国学者 K.Lee 等认为：“PINS 脑起搏器显著改善 PD 患者症状，可用于治疗

晚期 PD。这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提供了可以替代 Metronic 的高性价比产品，鉴于 PD 患者

以及中国乃至世界老龄人口不断增加，该产品显然会受到欢迎。”2015 年 1 月《中华外科

杂志》发表的《中国神经外科简史》将清华 / 品驰脑起搏器成果作为里程碑式的进展。

2015 年，国产脑起搏器研究工作获得了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为促进脑起搏器的自主研发，2012 年经国家发改委批准，建立由清华大学牵头、北

京品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和北京天坛医院作为共建单位的神经调控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医工结合，产学研医一体，为李路明团队今后在神经调控领域拓展创造了更广阔的天地。

李路明团队研发脑起搏器的成功，充分体现了 25 年前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倡导的

“走自己的路，发展‘省钱’的生物医学工程”的精神。也证明：“省钱”的生物医学工程

不仅切实可行，而且只要真正站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前沿，真正医工结合，踏踏实实，持续

创新，坚持走自己的路，就能实现从“跟踪—并平—引领的跨越”。

因此，李路明团队荣获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首届黄家驷生物医学工程奖一等奖。

（二）脑 - 机接口技术（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

脑 - 机接口是在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建立的直接的通讯渠道。通过对大脑信号的解

读，可以了解到受试者的真实意图并将其转换成对外部设备的控制命令，由此来实现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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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设备的控制。显然，BCI 技术在神经康复、认知计算、人机交互及人机混合智能等多个

领域均有广泛而深远的应用前景。因而在 20 世纪 80 — 90 年代已成为一个热点研究领域。

数十年来，脑 - 机接口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们提出了多种实验范式、实验系统，其

性能亦有很大提高。但是，总体上看，现有的脑 - 机接口系统大多数尚处于在实验室演示

的阶段，真正的实用系统还不多见。此外，从系统设计的角度看，脑 - 机接口系统的设计

尚缺少有效的理论指导，各种实验范式的设计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有两个代表性的团队，即清华大学高上凯团队和浙江大学

郑筱祥团队，分别按不同的总体思路，采用不同的方法学体系，对脑 - 机接口技术进行了

持续的研究，在该领域的不同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1. 基于视听觉诱发脑电（EEG）无创脑 - 机接口技术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清华大学高上凯团队在基于视听觉诱发脑 - 机接口技术研究方

面，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1］。故在 2014 年应约在生物医学工程学科领域顶级学术期刊之

一 IEEE Transaction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创刊 60 周年的纪念专刊上发表了题为“Visual 

and Auditory Brain-Computer Interface”的综述论文，提出了有关视听觉脑 - 机接口系统设计一

个全新的理论框架与技术路线［8］。所谓的视听觉脑 - 机接口系统是指受试者在接受外部的视

听觉刺激时或者是在注意外部存在的视听觉刺激时，会产生与刺激模式相对应的脑电信号，

这个诱发出来的脑电信号在感觉、感知与知觉层面上携带者受试者的意图。只要对记录到的

脑电信号在时域、频域和空域进行细致的分析，就能对受试者的意图做出正确的解读。

高上凯团队所提出的新的理论框架系统地将现代通信理论与技术引入脑 - 机接口的

研究。在通讯系统中，用户的语音或图像信号首先要经过一个“调制器”，经过调制后的

信号再通过无线电波发射出去。现有的调制方法包括幅度调制、频率调制、相位调制、空

间调制和编码调制等。在他们提出的视听觉脑 - 机接口系统设计框架中，把大脑视为通讯

系统中的调制器，并采用与通讯系统类似的方法，将受试者的意愿通过幅度调制、频率调

制、相位调制、空间调制和编码调制等方法把它调制到输出的脑电信号中。接受并处理脑

电信号的装置就是一个解调器，其主要任务就是解码接收到的脑电信号。

上述方法实际上已经被大量成功应用于脑 - 机接口系统的设计中，只是未能上升为

理论而囿于经验。高上凯等明确地提出了脑 - 机接口系统设计可以充分借鉴现代通信的

理论和方法，由此为脑 - 机接口的设计与实现找到新的理论依托。高上凯等的这一观点

得到了该领域学术界的充分认可。在 IEEE Transaction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期刊网站

上该论文被列为近年来被引用最多的论文之一（Most Cited Papers Pubished in Recent Years 

According to Google Scholar）。

上述理论框架为人们设计高性能脑 - 机接口系统开创了新思路。据此理论，高小榕、

王毅君、高上凯等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频率 - 相位联合编码方法”［9］，构建了包含 26 个

英文字母、10 个数字及若干标点符号的拼写系统（图 4［9］），纳入脑 - 机接口系统。显著

提高了通讯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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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脑－机接口拼写系统

脑 - 机接口作为一个全新的通讯渠道，其通讯速率（即每秒钟从大脑发出信息的比特

数）是关键问题。在以往公布的研究成果中，各种范式（包括采用植入电极的有创方法和

采用头皮电极的无创方法）所能达到的最高通信速率都不超过每秒钟 2.5 比特。而高上凯

团队提出的基于“频率 - 相位联合编码”方法的脑 - 机接口拼写系统将通讯速率提高到平

均每秒钟 4.5 比特（最佳的受试者可以达到每秒钟 5.32 比特），几乎将原有指标提高了一

倍（图 5［9］）。专家们认为这是脑 - 机接口技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突破。

图 5　脑－机接口系统的通讯速率

2. 植入式脑 - 机接口信息解析和交互控制研究

浙江大学郑筱祥团队通过硬脑膜外植入 ECOG 电极阵列，提取脑电信号，重点开展信

息解析和交互控制方面的研究。总体思路是：从啮齿类动物入手→（非人）灵长类动物→

应用与临床。

近年来郑筱祥团队围绕着猴子意念控制机械手的目标，在国内首次实现了猴子 M1 区

神经信号在线控制机械臂完成二维连续轨迹的目标跟踪。通过对与负责运动执行的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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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层（M1）与运动皮层前区背侧（PMd）在复杂二维目标连续跟踪范式的机理进行分析，

对高通量非线性神经信号进行实时高效解码，突破 center-out 简单方向四分类的限制，对

于任意时刻二维平面的目标轨迹的位置、速度以及加速度进行解码，与实际行动之间的相

关系数可高达 0.8 以上，并初步实现神经信号在线控制智能机械臂，完成连续轨迹的跟踪

和躲避障碍物的控制［10］。

2014 年，研究团队与临床医生紧密合作，在国内首次将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应用于

临床的研究。通过临床志愿者（癫痫患者）硬脑膜外的 ECoG 电极阵列，研究人员可以实

时获取人类大脑皮层的电活动信息并加以分析。在临床志愿者进行“石头 - 剪刀 - 布”等

的手势动作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人类运动皮层的神经活动在不同的手势动作下也存在

着明显的时空特征。通过对运动皮层的神经信号进行在线解码，可获得表征不同手势类型

的特征信息。将这些特征信息实时、同步传递给病床边的机械手，志愿者便可指挥机械手

模仿自己做出同样的手势动作。通过对机械手控制指令的进一步修改，志愿者还能同机械

手玩“石头 - 剪刀 - 布”的猜拳游戏。《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海外频道和 Time of News

等的国内外媒体的竞相报道了这一研究成果，使得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在运动功能重建的

临床应用上迈进了一大步（图 6［10］）。

图 6　植入式脑机接口的临床探索—“意念”控制机械手

脑 - 机接口系统的研发虽然已经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但至今绝大多数系统仍然处于

实验室演示阶段。究其原因，不能不说的是现在无论是脑信号的采集，还是在脑信号的解

析方面还都存在不少缺陷。无创的脑电信号记录至今还大量沿用需要借助导电膏的记录装

置，这给使用者带来极大的不便。人们期望的不再借助导电膏的干电极系统虽然也已经问

世多年，但始终未达到理想的使用状态。在脑信号的解析方面，如何从被强干扰噪声“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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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记录信号中找出有用的脑神经信息，也一直在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从系统实用性的

角度看，研发基于干电极的多通道、便携式、无线传输的高性能脑电信号记录系统一直是

大家的期盼。从根本上讲，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材料科学、半导体与电子技术、信息

科学与技术、及神经科学等多学科、跨领域的交叉、结合乃至融合。在这些方向上的突破

将极大推动包括脑 - 机接口在内的一大批神经工程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

三、医学超声工程

医学超声工程包含医学超声影像技术和超声治疗技术，以及诊疗一体化技术。覆盖面

日益拓宽，已成为当前十分活跃且极具潜力、前景深远的一个分支学科领域。其中最为成

熟、产业化程度最高的是传统的超声影像领域。

（一）超声影像产业和产业技术的进展

与 X-CT、MRI、PET 等影像技术相比，超声影像技术具有“绿色”（不易造成受者和

使用者次生损伤）、可实时成像、价格低廉、操作简易，且可小型化（便携式、床旁式），

利于进入基层、社区、家庭。因此，超声影像设备市场规模与年俱增，如图 7［11］所示。

图 7　全球医用超声影像设备市场规模（单位：亿元人民币，%）

据统计，2012 年中国医用超声影像设备市场规模达 57.3 亿元，为全球市场的 16.7%。

预计未来 5 年中国市场年复合增长率为 11%，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区域。

整体来看，国内超声产业上下游配套产业发展较好，具有迈瑞、开立等一批在国内领

先的超声企业。中低端产业已有一定规模，但受技术封闭性影响，产品规范性不足；高端

产业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技术突破是关键。目前超声相关的源头技术主要来源于发达国

家，国内科研院所等以吸收、消化进而二次创新（应用型）为主。

虽然我国的整体实力与国际超声产业还存在差距，但少数企业已经具备了和国际大企

业竞争的实力。由表 2 可见，迈瑞、开立两家国内企业在超声换能器、造影成像、谐波成

像、4D 成像、高端彩超系统集成等核心技术方面取得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生产的彩超

系统达到国际主流厂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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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球主要超声企业核心技术情况

GE 飞利浦 东芝 日立阿洛卡 西门子 百胜 三星麦迪逊 索诺声 迈瑞 开立

彩色血流成像 √ √ √ √ √ √ √ √ √ √

造影成像 √ √ √ √ √ √ √ √

三维成像 √ √ √ √ √ √ √ √ √

谐波成像 √ √ √ √ √ √ √ √ √ √

弹性成像 √ √ √ √ √ √ √ √

图像融合图像导航 √ √ √ √ √

空间复合成像 √ √ √ √ √ √ √ √ √ √

图像增强 √ √ √ √ √ √ √ √ √ √

超声消化内窥镜 √

自制换能器 √ √ √ √ √ √ √ √ √ √

单晶换能器 √ √ √ √

面阵探头 √ √ √ √

DC-8 是迈瑞公司研发的全身型中高端台式超声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系统（图 8），在

我国率先采用宽带单晶材料探头；图像清晰，功能全面；无论在常规腹部成像，表浅部位

成像，还是鉴别诊断所需的组织多普勒成像、四维成像及造影成像等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

平；造影剂成像性能尤其出色。图 9 是胎儿颅脑矢量面自动识别图，超宽带非线性造影成

像（通过三维数据，自动找到胎儿颅脑矢状面图像，以提高医生诊断效率）。图 10 是成人

心脏组织斑点追踪 TTQA。

图 8　全数字高档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图 9　胎儿颅脑矢状面自动识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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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9 是迈瑞公司研制的新一代高端便携式超声彩色成像系统（图 11），备有全新单晶探头

与智能化成像系统。于 2014 年 3 月在维也纳

举行的欧洲放射学大会上首次亮相，作为世界

上最先进的笔记本式彩超系统正式向全球发

布。临床上它可以满足腹部、浅表、妇产、心

血管介入等全身应用的需求，全面拓展 ICU/

CCU、手术、急诊等临床领域，为医生提供疾

病诊疗方案。典型图像示于图 12、图 13。

DC-8 和 M9 体现了我国高档彩超技术研究和生产的整体实力已跃进世界先进行列。

近年来 DC-8 和 M9 产品已销往美国、英国、西班牙、南非等十余个国家和国内百余家医

院，受到临床医生的广泛赞誉，一经问世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小型化是当前医学超声影像设备另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尽管迈瑞 M9 笔记本式超声多

普勒彩色影像系统实现了高端功能与小型便携的技术融合，达到了床旁化的要求，具备进

图 11　M9高端便携多普勒超声诊断系统

图 12　 超宽带非线性造影成像 图 13　心脏彩色血流

图 10　成人心脏组织斑点追踪 TT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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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社区的技术条件。但小型化的目标是掌上超声仪（超声视诊器），像听诊器那样普及于

每个临床医生，以极尽超声成像技术安全、即时、直观、简便且价格低廉的综合优势，不

仅适用于基层和社区医疗机构，而且可普及推广于各级医院各个非超声科室医生（类似听

诊器），故潜在市场巨大。不仅如此，掌上超声的技术拓展空间很大，通过兼容听诊（脉

搏、呼吸）、体温、血压乃至血氧饱和度等，实现现行医学临床四大生命指征（呼吸、脉

搏、体温、血压）和超声影像等的联合同步观测，作为健康物联网的前端，这对于个体

健康状态的辨识、调控以及对于老年人和非传染性慢病患者的健康管理（含家庭护理），

都发挥巨大的作用，从而推动 21 世纪的医学变革。

目前国内至少有四家企业正在分别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掌上彩超、掌上无线 B

超、掌上手机 B 超、掌上引导 B 超等超声设备。这些设备一旦推出，主要供乡村和社区

医疗机构以及医院医生使用，将在分级医疗和健康管理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也符合

2020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人口与健康领域发展战略提出的“关口前移，重心下移”

的指导方针，因而受到国家有关部门重视。

（二）超声医学工程前沿热点技术

1. 超声换能器

随着临床医学超声影像需求的发展，宽频带、多维高密度、高频、微型化腔内集成

探头和专科定制探头、实时三维探头是未来超声换能器发展的主要方向。对于新型硅基

微超声的核心部件 cMUT（电容微机电超声换能器）的研究，我国多年空白。目前，苏州

工业园引入美国 Stanford 大学团队建立的 KOLO 公司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从事 cMUT 研究

的公司。

此外，应着力突破二位面阵探头工艺，实现高质量的实时三维超声成像。同时，新型

换能器单晶材料需尽快实现稳定量产。

2. 超高速超声成像技术

相比于其他医学成像技术，超声成像具有实时显示的速度优势，而且是唯一可以对人

体血流的方向和速度等生理信息进行定量测量的成像方法。但目前超声成像帧频，不能满

足对快速变化血流信息进行时空测量的诊断要求，因此，如何有效提高现有超声成像速度

从而实现对高速血流的实时监测是国际医学超声领域的研究难点。

超高速超声成像（ultrafast ultrasound imaging）这一技术概念的提出为解决上述难题提

供了新思路，基于这种概念的超声成像可实现数千乃至 1 万帧每秒的实时速度，具体来

讲，传统 B 模式超声图像的获得是通过逐线扫描方式，即换能器阵元以延时聚焦方式进行

一维信号的发射和接收，通过在不同空间位置的阵元组合重复进行单线扫描来获得一帧二

维图像数据，其帧频受限于回波传播时间和扫描线总数量。超高速超声成像的技术关键是

突破传统的单线聚焦扫描模式，创新地通过换能器阵元的单次激励和并行数据采集获得一

幅二维图像，其帧频可由脉冲重复频率（PRF）决定，从而将实时成像帧频提高两个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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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以上，实现亚毫秒级的超高速成像。达到这一水平后，不仅可以实时观测心血管内血液

流态的实时成像，且有可能实现超声脑功能成像、超声心脏电生理成像、超声瞬态弹性成

像等超声功能成像。

3. 超声功能成像技术

传统的超声影像是对组织的形态结构或者血流速度成像。随着超声技术的发展，超声

成像正从人体组织解剖结构，扩展到同时提供组织弹性、运动信息、代谢功能等多功能信

息，极大地拓展了超声影像技术在临床疾病诊疗中的应用范围。

人体组织病变与其硬度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人体组织的硬度信息很早就被临床

用来帮助诊断。医生用手指按压可触及的病变区域，感知肿块的大小、形状、可活动性和

硬度，以此来诊断肿瘤的良恶性。这就是广泛用于临床的检查手法，称为触诊。触诊高度

依赖于医生的经验，较为主观，并且无法检测难以触及的深在病灶，也很难发现早期的微

小病变。目前临床所用的超声、CT、MRI 等影像技术虽然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但不

能提供组织硬度改变的信息。顺应临床需求，能提供组织硬度信息的超声弹性成像技术逐

步发展起来，并日益广泛应用于临床［12］。

4. 超声与其他物理技术的结合

主要有磁声成像、磁声电成像、光声成像等。

5. 超声微泡和超声治疗

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超声微泡非线性声学、超声声操控、超声分子影像和定点给药

突破血脑屏障以及超声神经调控等五个方面。

在这些前沿热点领域里，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圳大学、南京大学、清

华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相关研究团队都在不同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突破和

进展。如南京大学在超声非线性参数成像、微泡振动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声学超常材料、

声二极管等方面；武汉大学在非均匀介质中超声散射机制、负辐射力和负折射、人工结构

声子晶体等方面；清华大学在超高速超声成像方面；深圳大学陈昕团队发展了一种利用光

流场显示肌肉厚度连续变化的新方法，提出了侧向组织位移估计算法和肝组织黏弹性测量

方法等。深圳大学更主持制定了有关超声弹性成像的国家标准，规定了超声弹性成像设备

性能的检测方法，以利对此类产品的规范化监管。

在这些活跃于医学超声工程前沿热点领域的研究群体中，最为突出的是中国科学院深

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郑海荣团队。

（三）代表性团队

从应用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和核心部件研制→新产品研发，一以贯之，直至

产业化。这是郑海荣团队的特色。该团队在微泡非线性声学和声辐射力理论、方法和技术

研究等方面均有重要突破，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多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声操控技术和超

声功能成像技术及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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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超声瞬态弹性成像系统→ ET-CD 肝硬化检测仪

超声瞬态弹性成像的基本原理是利用超声波信号记录低频剪切波在组织中的传播速

度，因此，探头一方面要产生向人体组织内传播的剪切波，同时又要发射超声波并接受回

波信号从而记录剪切波在组织内的传播情况。剪切波 / 超声波复合探头的设计直接关系到

信号的发射、接收和进一步的处理，是首先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

（1）剪切波 / 超声波复合探头的设计和研发。郑海荣团队发明了一种新型锁止

结构，使超声换能器—剪切波发射器不直接连接而相对独立运行。这种新型复合探

头，从结构上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剪切波方向和有效深度易变剪切振动影响的难题，使

致动发生器的低频激励信号固定为单周期的 50Hz 正弦波，实现了剪切波的大深度发

射（深度可达 15cm），从而提高了测量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发明专利 CN101933819B；

CN101834483B）。

（2）超声射频信号的处理及组织弹性模量的精确获取。超声回波信号记录了剪切波在

组织中的传播情况，如何准确地从中提取出剪切波传播速度等信息是精确获取组织弹性模

量的关键。

郑海荣团队提出了一种高速、高灵敏度的生物组织微形变估计新算法，它基于尺

度不变特征点的追踪来实现；在明显提高运算速度的同时，还保证了估算的精度。此

外，还提出了一种能够精确测量生物组织的弹性模量值的新方法，通过建立激励源尺寸

对测量结果影响的数学模型，配合自适应误差补偿算法，修正对剪切波速度的测量偏

差，并进一步求解包含剪切波速度和衰减系数的联立方程组，实现对生物组织弹性模量

的精确计算，精度从 1KPa 提高到 0.1KPa。（发明专利 CN103054552B；CN101803933B；

CN101810493B）

（3）肝纤维化程度的准确分期以及临床诊断标准的制定。临床实验一方面是为了进一

步确定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是为了收集数据做统计分析，将肝组织弹性模量

的统计结果与肝纤维化的分期（S0 ～ S4）对应起来，得到临床上可参考的诊断标准。

郑海荣团队研发的超声瞬态弹性成像系统已与深圳一体公司合作，实现了产业化，

图 14［13］所示为 ET-CD 超声瞬态弹性成像肝硬化检测仪。

在第三方主持下以目前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法国 Echosens（FibroScan）机型为

对照，对该产品进行了鉴定性临床实验（对 96 例不同类型的慢性乙型肝炎受试者进行了

肝脏硬度弹性值的测定）。结果表明 ET-CD-Ⅰ超声肝硬化检测仪与已上市的国外进口产

品在主要性能等方面大致相当，而在鉴别肝硬化的关键指标；弹性模量的测量方面 ET-

CD-Ⅰ误差 ±8%，高于法国 Echosens（FibroScan）±10% 的测量精度。

应当特别指出，国产超声瞬态成像肝硬度检测仪 ET-CD 技术性能虽然与国际领先

水平的法国 Echosens 公司的 FibroScan 相当，但售价仅为后者的 1/3 左右。这不仅增强

了市场竞争力，也再一次证明“走自己的路，发展‘省钱’的生物医学工程”，是切实

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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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超声瞬态成像肝硬度检测仪 ET-CD（深圳一体公司）

ET-CD-Ⅰ超声瞬态成像肝硬度检测仪已获得 CFDA Ⅲ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并通过了欧

盟的 CE 认证。另一方面，郑海荣等与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合作，用超声瞬态弹性成像

系统，解决了乳腺和甲状腺肿瘤等临床精确诊断中的瓶颈问题［区分恶性肿瘤（癌）与良

性肿瘤］［14］，典型结果如图 15［14］所示。

图 15　基于弹性图像的乳腺肿瘤良恶性判别

2. 从复杂声场环境中声辐射力计算→“声操控”技术

在声辐射力研究的基础上郑海荣团队提出了基于时域有限差分法（FDTD）的复杂声

场环境中声辐射力计算方法，解决了复杂声场辐射力设计问题，实现了可编程微尺度超声

操控技术和基于声人工结构的“声操控”技术，为生物医学研究、无创伤治疗以及声学测

量和临床急需的超声成像技术和仪器研制提供了一种新手段［16，17］ 。图 16 至图 18［16］所

示就是他们在可编程声操控技术方面的几个代表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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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声人工结构与声辐射力操控

图 18　人工结构声场筛选微粒

图 16　可编程精确声操控

3. 声辐射力二维定量超声弹性成像系统

在声辐射力研究的基础上，郑海荣团队成功研制了声辐射力二维定量超声弹性成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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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在此过程中重点解决了以下核心关键技术问题：

（1）高速微形变弹性成像信号与图像处理技术：高灵敏度超声射频回波信号组织偏移

量化分析算法通过构造复数解析信号和频域相位分析，实现了高图像帧频下对微小组织偏

移量的精确测量。此外，还通过拉东变换和自适应焦点深度确定算法实现了最优化的剪切

波速度计算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弹性模量测量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

（2）新型声辐射力 / 成像双模线阵探头研制。在此过程中，基于传统 PZT 材料研制了

新的 1-3 型和 1-3-2 型压电复合材料，基本掌握了压电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进而研制了

声辐射力 / 成像双模线阵专用探头。

（3）新型超声弹性成像电子系统开发：通过 FPGA 精确控制多通道超声发射波束

的时延，实现了声辐射力聚焦区域的二维空间扫描序列，掌握了声辐射力场扫描式

聚焦的动态调控方法与焦点位置控制技术。通过高速 PCI- 光纤通讯接口，以及主控

FPGA 内部时序控制程序，实现了对声辐射力发射脉冲序列和成像脉冲序列进行高速

切换，对探测剪切波的超声射频回波信号进行动态波束合成和高速采集等关键技术。通

过使用集成电路芯片取代离散元器件；射频发射电路改用双级性电路而不是传统的单级

性电路；电路板设计和布线时针对高频、高压电路的设计要求进行优化；采取多种措施

减少电源纹波扰动对集成芯片的干扰等技术手段，实现了大功率、高信噪比的超声电路

设计，大幅度提高了超声发射 / 接收电路的性能，并使其特别适用于声辐射力超声弹性成

像系统。

在上述基础上成功研发了声辐射力二维定量超声弹性成像系统样机（图 19［15］）。

图 19　声辐射力二维定量超声弹性成像系统样机、技术指标和小腿肌肉成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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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用不同硬度的弹性体模，对该团队研制的样机和西门子公司 S2000 声辐射力超

声弹性测量系统以及 Supersonic 公司 Aixplorer 二维超声弹性成像系统在同样条件下进行对

比实验，结果表明三者无明显差异，技术性能相当。

4. 多维度超声血流速度与血管弹性测量研究

提出了一种基于高帧速超声微泡成像的多维度血流成像新方法。该技术被超声界视

为超声多普勒测速技术的重要补充，也突破了经典流场显示微粒测速（PIV）在非透明流

场观测上的局限。进而与超声血管弹性测量相结合，提出了基于超声图像的血管弹性和血

流速度的双模成像方法［18］。其原理和测量结果如图 20［18］所示。这是郑海荣团队的独创，

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已形成自主原创知识产权（一项中国发明专利，两项 PCT 发明专利），

目前正在产业化过程中。

图 20　多维度超声血流速度与血管弹性双模成像方法
（A）基于微泡的多维流体示踪与成像（EchoPIV）原理图；（B）EchoPIV 技术成像

获得的异变阻塞血管二维流场速度矢量、速度梯度及剪切力分布图；（C）颈动脉

超声血管弹性成像结果图；（D）大样本临床数据统计结果显示，血管壁弹性与心

血管高危因素有很好的统计相关性。

5. 超声分子成像和诊疗一体化技术（药物定点传递）

超声分子影像借助靶向微泡与组织细胞表面的特定抗原或受体结合，使目标组织

在超声影像中得到特异性增强，以此来反映细胞及分子水平上的病理变化。此外，微泡

在超声作用下可在细胞膜上产生可修复的微小孔隙，便于大分子药物、基因等进入细胞

内，称为声孔效应。目前，超声靶向微泡爆破介导药物定点传递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给药

方法。

在这方面，主要难点是如何对靶向进行选择性成像。科学问题是微泡非线性声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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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与成像方法。郑海荣团队在利用声辐射力实施声操控的基础上，提出了低频激励、高

频接收的新方法解决了靶向微泡选择性成像问题，将超声分子成像方法应用于炎症血管的

判别［18］。结果见图 21［18］。

图 21　非线性超声分子成像

在上述基础上，近来郑海荣团队尝试用载氢气微泡（亚微米 - 微米量级）改善心肌缺

血损伤，在动物实验中取得了成功。

由于上述成果，郑海荣荣获 2014 年度陈嘉庚青年科学奖（技术科学奖）。

不难看出，郑海荣和他的团队的研究工作充分体现了钱学森先生倡导的工程科学

（Engineering Science）的主导思想：以解决问题（有重大需求背景）为目标，探索、寻求有限

目标下规律；进而创立新方法，突破核心、关键技术，从而解决问题。而真正解决工程科学

的问题，必须“发现与发明并重”（冯元桢）。因为真正的非线性系统不存在唯一的完全解。

当前，医学超声成像处在一次巨大技术变革的前夜。众所周知，数字电子技术与微电

子器件的进步，始终是超声成像技术发展的主要驱动力。20 世纪 80 年代 FPGA（现场可

编程门阵列）与 DSP（数字信号处理芯片）的出现，催生了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90 年

代面试的低价高速多路 A/D 芯片，直接造就了全数字彩超。而今，随着多核 CPU、GPU

（图形处理单元）与高速数据总线的突破，超声的超高速成像或高帧频成像成为可能。它

不仅会将把超声成像诊断带向一个新的层阶，而且也将使医学超声产业生态链发生巨变。

我国庞大的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乃至手机产业会很容易变身进入。未来的超

声诊断仪就是一个专用信号采集模块（探头加模拟与数字前端）加一台嵌有 GPU 的具有

高速并行处理功能的电脑。如果我们果断决策，积极应对，在这一波技术转折中就有可能

实现弯道超越，成为名副其实的 B 超产业大国。

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在医学超声成像领域还存在学术与技术储备不足的问

题，有些方面甚至几乎为空白。为了推动我国医学超声成像技术和产业的健康发展，从国

家政策层面，需要着力解决产学研脱节的问题，并切实推动跨学科交叉融合。我国生产 B

超或彩超的企业总体研发力量薄弱；而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研究工作，又往往终止于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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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化的“瓶颈”需全方位的努力，政策环境是必要条件，但社会观念似乎更为重要。

因为，“观念的落后是根本的落后，是致命的”。

四、医用机器人

医用机器人（Medical Robotics）是以人类健康需求为服务时，发掘机器人的技术特

点，辅助人们更好地完成疾病诊疗和健康护理任务的特殊机器人，是生物医学工程的又一

个新前沿。

从工程来说，医用机器人符合一般工业机器人的特征，由机构、驱动、感知和智能控

制四部分组成。就功能而言，医用机器人大致可分为手术机器人、康复机器人、助老助残

机器人、护理机器人、急救机器人等。其中，外科机器人发展最快，已开始进入发展成熟

期，它大大推动了微创外科的进步；康复机器人、护理机器人、助老助残机器人等，用于

提高各类人的生活质量，则更符合 21 世纪医学变革的大方向和社会老龄化的需求，前景

广阔；应急救援机器人主要用于灾变、战争危险场所，对安全性、可靠性、鲁棒性和操作

性等要求更高，与军队卫勤保障有密切关系。

我国医用机器人技术研究起步较晚，大部分分散（非系统）的应用基础性研究、产业

化技术研究和结合临床的产品开发较少，市场化程度很低，更缺乏统筹规划和系统监督。

整体而言，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显著。但近年来，以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为研发平台，联合北京积水潭医院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等组成的产

学研医有机结合的联合研发团队在骨科手术机器人方面取得了从零开始的连续突破。

（一）通用型影像导航骨科手术机器人和智能骨科手术体系

天智航公司首先以北航和积水潭医院合作完成的“863”项目成果（定位方法）为核

心，进行产业化转化，开发了我国第一代骨科机器人产品 GD-A 于 2012 年 10 月取得了

CFDA III 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使我国成为继美国、瑞典、以色列之后第四个获得医疗机器

人注册许可证的国家，实现了零的突破。

接着，联合研发团队进一步整合高校和医院的研究资源，于 2012 年成功推出第二代

骨科导航手术机器人（GD-2000）。该系统可以辅助完成股骨颈和骨盆骶髂关节骨折的微

创手术治疗，将手术定位精度提高到 1mm，并将术中辐射剂量降低 90%。

在上述基础上，联合研发团队开发了第三代通用型影像导航骨科机器人，并充分融

合医生临床经验，形成了机器人智能骨科手术体系，实现了重大突破，跃居该领域世界前

列。其创新点主要是：

第一，手术精确定位—手术机器人的核心技术基于 2-PPTC 结构的骨科双平面定

位方法，该方法用两幅 X 光片实现三维精确定位，定位精度达 0.8mm，领先于世界水平

（1.0mm），定位所需 X 射线透视次数减少了 73%。



综 合 报 告

27

第二，基于光电导航时实时追踪的机器人伺服控制和不同手术操作规范的制订。

将光电导航与手术机器人有机结合，综合光电导航实时追踪和机器人高精度定位的

优势，实现基于光电导航实时位置反馈的伺服控制和基于虚拟透视图像的伺服控制，进

一步提高手术定位和操作精度，保障手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而凝练专家经验，针

对不同手术制订操作规范。二者结合，解决了手术导航临床精度的难题。导航精度由

（3.03±2.05）mm 提高到（0.74±0.30）mm 实现了质的飞跃，居世界领先水平。

第三，成功研制了通用型影像导航骨科手术机器人 TiRobot。TiRobot 功能和技术指标

居世界领先水平（见图 22 和表 3）。

图 22　TiRobot 通用型影像导航骨科手术机器人和该产品技术优势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天智航骨科手术机器人（TiRobot）技术指标和功能明显高

于美国和以色列同类产品，但售价仅为它们的 12% ～ 20%。名副其实是“省钱”的生物

医学工程！而且“世界第一”！

表 3　功能和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典型产品

美国 RoboDoc 美国 RIO 以色列 Renaissance 中国 TiRobot

构型特征 串联 串联 并联 串并联组合可重构

适用范围 单一手术关节置换 单一手术关节置换 单一手术脊柱手术
多种手术长骨、脊柱、

股骨颈、骨盆

定位精度 1.0mm 1.0mm 1.5mm 0.8mm

售价人民币 1000 万 1700 万 1200 万 200 万

第四，机器人手术安全控制。安全性对于机器人手术来说是生命线。通过建立多重安

全控制策略（图 23），实现完善的分级、主被动安全控制方式，保证手术的可靠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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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机器人规划仿真手术路径、软件复核确认手术指令、术者手动调节执行末端的三级安

全控制策略，以避免手术误操作；通过实时监测机器人各关节驱动电流来控制机器人的驱

动力矩，实现机器人的碰撞检测来保障系统使用安全性。

图 23　安全策略

第五，手术机器人与手术室一体化集成。手术机器人与传统工业机器人的最大区别

在于其工作的环境具有高度的非结构化特性。其工作空间与医生、患者所处的空间高度耦

合，工作时需要与医生紧密配合，操作对象又是人体的各种组织。因此，必须重点突破手

术室非结构化环境分析、建模和优化、手术机器人构型和轨迹的优化、新型人机交互方

法、术中传感、适应人体组织特性的操作方式等共性关键技术。

手术室一体化集成是随着高科技产品的使用和微创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一个新的医疗系

统集成技术，它是手术室的高效率、高安全性以及提升手术室对外交流平台为目的的多个系

统（如医学、工控、通讯、数码等）的综合运用。医用机器人一体化手术室，将医用机器

人的执行方案、工作状态、控制信息与手术室内的常规设备信息、患者的病例信息、环境

信息融合为一体，辅助医护工作人员完成手术工作。医用机器人一体化手术室可将所有关

于患者的信息以最佳方式进行系统集成，使手术医生、麻醉医生、手术护士获得全面的患

者信息、更多的影像支持、精确的手术导航、通畅的外界信息交流，为整个手术提供更加

准确、更加安全、更加高效的工作环境，也为手术观摩、手术示教、远程教学及远程会诊

提供了可靠的通道，从而创造手术室的高成功率、高效率、高安全性以及提升手术室的对

外交流。

鉴此，天智航团队围绕他们的骨科手术机器人，考虑到机器人微创手术和远程医疗的

需要，实现了这一点。这集中体现于国内专家智能骨科手术中心的建立（图 24）。

围绕着智能骨科手术中心的建立，研发了系列新装备（以 TiRobot 骨科手术机器人为

核心），取得了 38 项自主知识产权。

骨科机器人 TiRobot 的成功研制确实推动了我国骨科临床医学水平的进步。北京积水

潭医院田伟等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计算机辅助微创脊柱手术（CAMISS）理念和综合治疗

策略，首创借助骨科手术机器人实现的七种手术方法，效果居国际领先水平。

“基于影像导航和机器人技术的智能骨科手术体系建立及临床应用”获 2014 年度北京

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现被评为 2015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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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建立国内首家智能骨科手术中心

（b）

（a）

（二）热点领域和国内进展

除了已获注册的骨科手术机器人外，近年来我国对医用机器人的研究亦日见重视，取

得了不容忽视的进展。无疑，这是良好的开端。

1. 脊柱微创手术机器人成功开展临床试验

该脊柱微创手术机器人由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所和第三军医大学联合研制。机器人

包括串联机械臂和控制台，能够部分代替医生完成诸如椎弓钉钻孔等精细操作，避免医生

人工操作时 X 射线辐射累积问题。2010 年 7 月，该机器人在重庆新桥医院成功开展临床

试验，填补了国产脊柱手术机器人的空白。

2.“妙手”机器人成功开展腔镜临床应用

“妙手”机器人是天津大学研制的一种微创外科手术机器人系统。其特点是采用了丝

传动解耦设计和轻量化可重构系统设计等创新技术，机器人的体型比达·芬奇机器人更轻

更小巧，成本更低，且可实现模块化组装。通过图像处理、力反馈控制等关键技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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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安全性和可靠性，代替外科医生完成复杂手术操作，如切开、止血、打结、缝合等。

2014 年春，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使用该机器人成功开展了 3 例机器人手术。经伦理审查

和知情同意，分别实施“腹腔镜探查 + 手术机器人辅助胃穿孔修补术”和“腹腔镜探查 +

手术机器人辅助阑尾切除术”，患者术后病情均保持稳定。

3. 锥束 CT 引导经自然腔道介入仿生型放疗机器人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开发的经自然腔道介入仿生型放疗机器人由锥束 CT 影像

引导系统、蛇形腔内施源器、治疗计划与导航系统组成。可实现多模配准和腔内形状的三

维实时建模。蛇形机器人具有连续变形能力，并装配多自由度电子内镜，末端工具可更换，

可在狭窄空间内适应多种灵巧任务，适应胸腹、自然腔道内避障、精细操作等置源需求。

4. DSA（血管造影）引导血管介入机器人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中科院自动化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

多家科研院校 / 机构已开展血管介入机器人的研究。主体以脑部动静脉畸形和动脉瘤微创

外科手术为背景，研发具有力觉、视觉和听觉等多感知信息的新型脑外科血管介入手术决

策和机器人系统。项目研究了脑血管介入机器人的智能导管 / 导丝递送推进机构、定位和

控制系统、力感知与力反馈、手术器械示踪和实时跟踪、误操作预警和防范、血管三维重

建、导航精度评价等关键技术。构建并研制出基于血管组织模型和多传感信息反馈技术的

新型设备，实现移动式血管介入手术操作。

5. 康复机器人研究

清华大学与解放军总医院等单位是我国最早从事神经康复机器人及其康复技术研究

的科研团队。从 21 世纪初开始清华与解放军总医院联合申请并承担了包括国家“863”课

题、支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科研课题，相继研发出了上肢神经康

复机器人、截瘫患者下肢康复训练机器人、下肢多关节外骨骼偏瘫康复训练机器人等康复

设备及临床康复辅助技术，研制的偏瘫患者神经康复训练机器人以及截瘫助行外骨骼机器

人，已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解放军总医院等开展了临床验证，取得了传统康复方法所不

能达到的临床康复效果，部分技术获得应用推广。

（三）展望和建议

1. 技术方面

目前医用机器人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于：①智能化和集成化：多信息传感集成、机器

人与手术室集成，推动诊疗一体化发展；②小型化和模块化：便于推动医用机器人的标准

化发展；③便携式和可穿戴：进一步提高人机协同操作能力。

2. 从发展方向而论

①从市场需求来看，手术机器人需要甚殷，但必须坚持“发展‘省钱’的医学工程”，

以利于医疗费用控制。骨科手术机器人研发的成功堪为范例。②就社会进步、医学变革而

论，广义的康复机器人（含助残、助老机器人），社区、家庭护理机器人等当列入战略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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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国家需求来说，急救机器人，尤其是灾变、战场救援机器人乃当务之急

骨科手术机器人研发成功启示我们，医工结合，乃至医工融合，是成功的前提。而所

有这一切均取决于国家的整体部署和政府的政策和全面监督。

五、人工肝体外支持系统

肝病是我国人民健康和生命的严重威胁，据卫生部最新统计，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达

到 9300 多万，各种肝病导致的重症肝病也达到 100 万每年，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从

原理上来讲，肝脏具有合成、解毒、代谢、分泌、生物转化以及免疫防御等功能。当病

毒、酒精、药物等因素引起肝脏严重损害时，肝细胞会大量坏死，导致其功能发生严重障

碍或失代偿，进而出现以凝血机制障碍和重度黄疸、肝性脑病、腹水等为主要表现的一组

临床症候群，即肝衰竭。常规内科治疗死亡率高达 50% ～ 80%，高达 90% 以上肝移植是

治疗肝功能衰竭的最终选择。

但由于供体器官短缺等原因，仅有少数患者能及时接受肝移植，大部分患者在等待中

死亡。如何应用暂时的肝脏支持手段维持患者生命，以待肝细胞再生或等到合适供体，成

为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体外支持人工肝支持系统是治疗肝衰竭有效的方法之一，肝细

胞的强大再生能力，通过一个体外的生物装置，清除各种有害物质，补充必需物质，改善

内环境，暂时替代衰竭肝脏的部分功能，为肝细胞再生及肝功能恢复创造条件或等待机会

进行肝移植［19-21］。

体外支持人工肝分三类，如表 4 所示。

表 4　人工肝脏的分型、主要技术及其功能

分型 主要技术和装置 功  能

非生物型
血浆置换、血浆灌流、胆红素吸附、Li-NBAL、白

蛋白透析（MARS 和普罗米修斯系统）等

以清除有害物质为主，其中血浆置换、Li-

NBAL 还能补充凝血因子等必需物质

生物型 尚处于实验阶段 具有肝脏特异性解毒、生物合成及转化功能

混合型 尚处于实验阶段
兼具非生物型人工肝脏高效的解毒功能和生

物型人工肝脏的代谢功能

（一）非生物人工肝体外支持系统

浙大一院李兰娟团队于 1986 年率先创建的根据不同病情进行不同组合的李氏人工肝系

统，不仅能有效清除肝衰竭患者体内积蓄的大量有毒物质，而且能补充蛋白质、凝血因子

等必需物质，显著提高了临床治愈好转率，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研究成果获得

1998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后历经十多年的不断发展，迄今已经形成了临床方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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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技术操作标准化、治疗模块集成化的新型李氏人工肝系统（Li-NBAL）。根据肝衰竭不

同病因、发病机制和临床特征，将血浆置换、持续透析、滤过吸附等一系列血液净化技术

有机结合和系统集成，发展和创建了非生物型人工肝（Li-NBAL），图 25 所示［22］，使人工

肝治疗更加规范化、标准化，简便了临床治疗流程，减少了对输入血浆的依赖性，提高了

临床治疗效果，拓宽人工肝适应证和技术推广的适宜性。应用 Li-NBAL 后治疗急性、亚急

性重型肝炎，死亡率由 88.1% 降至 21.1%，慢性重型肝炎死亡率由 84.6% 降至 56.6%［22］。

图 25　Li-NBAL 非生物人工肝系统

Li-NBAL 有机偶联血浆分离、选择性血浆置换、血浆吸附、血液滤过四个功能单元，

结合自主研发的双腔循环池或储液袋，提高了循环效能和疗效。虽然血浆置换联合血液滤

过能有效去除肝衰竭患者体内的主要毒素，但临床上有时会面临新鲜血浆的严重缺乏，为

此，李兰娟团队探索了一套血浆置换联合血浆吸附和血液过滤的新方法。先行低容量血浆

置换，每次血浆置换约 1000 ～ 1500mL（置换液为新鲜血浆 700 ～ 1000mL + 白蛋白溶液

500mL），接着组建如图 26［22］所示的血浆胆红素吸附和血浆滤过循环通路。通过对置换

过程中的废弃血浆进行血浆吸附（阴离子树脂、活性炭吸附）、血液滤过多次循环，全面

清除血浆中各种毒素物质，能实现解毒代谢、合成和平衡功能：①解毒代谢功能：清除胆

红素、血氨、芳香族氨基酸、内毒素等多种有害物质；②合成功能：补充白蛋白、凝血因

子等有益物质；③平衡功能：保持水电解质酸碱平衡。

最近，李兰娟团队利用 D- 氨基半乳糖建立猪肝衰竭模型，对 Li-NBAL 进行了系统性

的疗效评估，结果显示李氏人工肝治疗组生存时间显著延长。急性肝衰竭对照组动物的生

存时间波动在 54 ～ 65 小时，平均生存时间为（60±2）小时，而血浆循环吸附滤过治疗

组、低剂量血浆置换组和李氏人工肝治疗组的平均生存时间分别为（74±2）、（75±2）和

（90±3）小时，如图 27 所示［23］。李氏人工肝治疗之后，动物的凝血功能得到显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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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酶时间显著下降，纤维蛋白原水平显著升高，血清肝酶、胆红素、胆汁酸、血氨水平

显著下降，电解质水平保持稳定，炎症因子上升趋势得到明显缓解，死后肝组织病理提示

肝脏增生明显，Ki-67 标志指数显著较对照组显著升高［24］。

图 27　ALF 对照组、血浆循环吸附滤过组、低剂量血浆置换组和 
李氏非生物人工肝组的生存曲线

显然，Li-NBAL 在促进肝细胞再生、延长生存率等方面，均优于国外 MARS 等系统。

2012 年李兰娟团队与山东威海威高集团建立人工肝合作中心，开展李氏人工肝的产

业化研发。2013 年以新型李氏人工肝研究成果为核心内容的“重症肝病诊治研究的理论

创新和技术突破”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二）体外支持生物人工肝

生物型人工肝的基本原理是：将培养的外源性肝细胞放置或继续培养于体外生物反应

图 26　血浆置换联合血浆吸附和血液滤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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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中，利用体外循环装置引导患者血液或血浆流浆反应器，在反应器内患者血液或血浆通

过半透膜或直接接触的方式与培养的肝细胞进行物质交换与生物作用，其中的肝细胞发挥

解毒、合成、生物转换等功能，从而达到支持作用。

从理论上讲，生物型人工肝几乎可以代替肝脏的全部功能。尽管此概念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已提出，杜邦公司也曾用中空纤维生物反应器培养肝细胞进行过实验，但均未

成功。20 世纪 80 年代末，组织工程（Tissue Engineering）崛起，世纪之交，体外支持生

物人工肝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领域而备受世人关注。

1. 生物人工肝体外支持系统的核心问题

体外支持生物人工肝的研制有两大难关。

（1）肝细胞源—种子细胞体系选择。原代猪肝细胞是国内外生物人工肝研究中应用

最多的细胞原，但由于动物原性传染病和免疫排斥而被摒弃。李兰娟团队建立了一株可逆

性永生化人肝细胞 HepLi4［25］，以此为 Li-BAL 生物人工肝的种子细胞。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丁义涛团队选择人肝细胞 - 骨髓间充质细胞联合培养作

为肝细胞源，研发了他们的第二代生物人工肝体外支持系统［26，27］。2011 年，藉中国科学院

国家战略先导专项启动之机，丁义涛团队采用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生化细胞研究所

的 hiHep 细胞（人原性重编程肝细胞）作为肝细胞源，研发新一代生物人工肝体外支持系统。

（2）细胞高密度培养。研究表明，肝细胞密度达 1010 以上才有可能起生物人工肝的作

用。国内外现有生物反应器均不能实现这一要求。鉴此，李兰娟团队研发了漏斗型流化床

生物反应器［28］，实现了 HepLi4 细胞的高密度培养（达 1010 量级）。

丁义涛团队则研发了基于纳米材料的多层平板型生物反应器，如图 28［26，27］示。该反

应器采用多层平板式结构，体积仅 480mL，而有效黏附面积达到 5000cm2，既能满足生物

人工肝治疗所需细胞数量（1010），又能最大限度减少反应器体积过大给患者血液循环带

来的不良影响，并且生物反应器的多层平板构型还能保证良好的物质交换；同时，用乳糖

酰基壳聚糖纳米纤维模拟了细胞外基质的纳米拓扑结构和生化导入因子，能促进和维持肝

细胞的活性和功能，与国内外相关报道比较，采用此反应器大规模培养的肝细胞其功能远

图 28　多层平板型生物反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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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其他反应器中肝细胞功能水平；另外，丁义涛团队还引入红细胞作为携氧介质，改善

细胞氧供，解决了大规模培养细胞活力及功能维持的难题［29-32］。

2. 两种生物人工肝体外支持系统

在解决上述两大难题基础上，李兰娟团队和丁义涛团队各自发展了自己的生物人工肝

体外支持系统。

（1）微囊悬浮式生物人工肝体外支持系统（Li-BAL）。基于自主研制的人源性永生化

肝细胞株 HepHepLi4、肝细胞的微囊化培养、漏斗型流化床生物反应器和双腔储液池，构

建了微囊悬浮式生物人工肝（图 29［28］）。该系统由两个循环回路组成。第一个是血浆分

离循环回路；第二个是生物反应器循环回路，包括储液池、循环泵、氧合器、生物反应

器、溶氧监测仪等装置。该循环路径中的蠕动泵速度快于返浆泵，因此能够实现血浆在储

液池与生物反应器之间的多次反复循环，延长血浆与微囊细胞的接触时间，提高反应器效

率。该循环相关设备均置于一个温控的生物反应箱内。用实验小型猪肝衰竭模型，对该生

物型人工肝系统的安全性和疗效进行了评价。动物实验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经 Li-

BAL 系统治疗后，肝衰竭模型猪血氨、乳酸浓度明显降低，血糖及氨基酸水平相对稳定，

实验动物生存时间得到了显著延长［28］。

图 29　微囊悬浮型流化床式李氏生物人工肝

（2）多层平板型生物人工肝体外支持系统。丁义涛团队以共培养肝细胞 - 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作为种子细胞应用与生物人工肝，解决了人工肝需要高功能的难题［33，34］，应用该

团队研发的基于纳米材料的多层平板型生物反应器，实现细胞高密度（1010）培养，并以

最佳膜孔径血浆成分交换柱作为免疫及病毒安全防危装置，创建了多层平板型生物人工肝

体外系统（图 30［33，34］）。

通过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提出了生物人工肝疗效、病毒和免疫安全评估体系［35-38］。

在已完成的肝衰竭患者的新型生物人工肝治疗中，根据中华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会人

工肝学组指定的疗效标准判定：治愈好转率达到 86.3%；治疗后无一例发生过敏反应、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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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反应及病毒感染。

该体系取得三项发明专利，并获 2012 年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图 30　丁义涛团队自主构建的第二代生物人工肝体外支持系统

（三）人工肝救治 H7N9 重症患者

细胞因子风暴、过强的炎症反应是 H7N9 禽流感病毒导致急性肺损伤、低氧血症的重

要原因。因此，早期降低血液循环中过量的炎症因子水平，抑制过度的免疫反应，成为降

低重症禽流感死亡率的一个重要方面。浙大一院李兰娟团队根据禽流感这一特点，将 Li-

NBAL 人工肝应用于其中最危重的 H7N9 禽流感患者的救治中。效果显著示例如图 31［39］。

图 31　H7N9 感染病人死亡和存活病人及某成功救治病例在 
人工肝治疗前后的 IP-10 的变化

早期应用人工肝治疗不仅可以清除炎症介质，重建机体免疫内稳状态，还有利于机体

容量的精准管理，稳定血流动力学，纠正酸碱电解质平衡。对于伴有肝、肾功能受损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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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患者，同时起到肝肾功能支持的作用。

浙大一院除了在 H7N9 禽流感疾病的早期进行人工肝治疗以清除炎症介质、稳定内环

境之外，在该疾病中晚期的诊治中也继续秉承李氏人工肝的核心理念，即在临床实践中要

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采用不同血液净化技术方案。如当人工肺支持的患者出现 DIC，采用

血浆置换方法进行治疗；出现容量超负荷、或肾功能衰竭时，单纯采用血液滤过的治疗等

等［39］。

用 Li-NBAL 人工肝体外支持系统救治 H7N9 禽流感重症患者，是李兰娟院士团队的

一大创新。看似匪夷所思，实则蕴涵着深刻的哲理—人体整体观。意料之外，情理之

中，运用之妙，存乎团队领导者一心之中。再好的技术和装备是人用的！

六、可穿戴技术

可穿戴技术（Wearable Technology）是以人（个体）为中心健康系统工程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按俞梦孙等提出的健康工程技术模式（SIR 模式，如图 32［1］），人（个体）整

体状态变量的检测、监测是健康系统工程的基础环节，可穿戴技术和睡眠状态监测分析系

统则是人生命运动基本变量（参数）的连续动态观测核心技术和装备。后者司职于睡眠

态；前者则于清觉态下进行观测。对两者的共同要求是：将因观测而造成的心理、生理负

荷降至最低水平—准自然状态。俞梦孙团队在准自然状态睡眠监测分析系统、血压逐

拍连续监测等方面的原创性突破（技术发明和产品研发），以及简便实用的基本生理参

数检 / 监测技术和装备研制已在《2011 —2012 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发展报告》中做了介绍。

图 32　健康工程技术模式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王磊团队长期从事移动医疗和健康管理为目的的可穿

戴技术研究和开发，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小尺寸、低功耗通用型人体传感器网络平台的研制

目前人体传感器网络（Body Sensor Networks，BSN）的设计、实现和临床应用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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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方兴未艾，因而对具有生命特征动态检测功能的 BSN 平台的要求也日益增长。

鉴此，王磊团队经历 7 年的努力，成功地研发了小尺寸、低功耗、多节点 BSN 系统

平台（图 33［40］）。直径为 2.3cm，在低功耗通讯协议及控制方式下，平台在应用中发射功

耗仅 7.8mW。工作频段 868/915MHg，内存 8MB，具有多通道接口，在智能化程度、采集

精度、传输能效等方面与国际技术前沿保持同步。系国内首创，获国内外同行广泛认可，

为开展普适性医疗提供了软硬件支撑。

图 33　BSN软硬件结合

（二）在体实验

针对当前人体通讯系统的不足，系统地开展在体实验研究，发现：①人体通信信道的

传播特性受测试系统和电极位置的共同影响；信号经过关节时会有一个明显衰减；载波在

100MHz 以下时，信号在空气中的传播损耗比在人体传播的损耗要大；②不同的姿态、身体

运动、体表温度和湿度、生理电信号等都对人体通信影响不大；③人体信道的动态特性明显；

④人体通信中的信号返回通路直接影响着人体通信的动态传播特性；人体通信动态信道的衰

落分布与具体的信道有关；人体通信动态信道统计参数比较集中（标准偏差小），二阶统计

量包括电平通过率和平均衰落时间等参数都好于传统的 ISM（Industrial Scientific Medical）频段

通信技术；⑤在不同的环境中，接收功率的均值和标准差、接收功率的极差、统计分布模型、

电平通过率和平均衰落时间等参数没有明显的差异。

这一系列发现为目前运动中人体传感通讯链路不稳定等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方

案，将有力地推动人体传感在面向个人及家庭的低成本健康服务产业中的应用。

应该指出，人体通信技术是一种高保密的通信技术，它是以人体为媒介进行数据传

输，传输范围仅限于人体；超出人体范围的区域，便无法探测到传输的信号，因此具有较

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例如，两人以人体通信技术进行握手交换名片时，名片信息仅传输

于二者的手臂附近，在超过他们人体范围的区域，便无法检测到数据的传输。并再次强调

电池寿命是一个技术瓶颈。长寿命电池和低功耗芯片是制约可穿戴技术装备市场发展的重

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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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技术的发展对于离散 - 分布式家庭医疗保健（2D2H 模式）和健康服务有

重要意义。全球统计表明，2D2H 医疗保健模式可减少住院时间 35%，降低医疗费用

42%，就医时间间隔延长 71%。显然，由于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合理，医疗资源的有效

利用率地区分布差异极大，因而为以分布离散式家庭医疗保健模式为蓝本的移动医疗的

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可穿戴技术的进步将显著提高移动医疗和保健服务的效果和

效率。

然而，技术的进步往往是双刃的利剑，可穿戴技术亦不例外。以互联网，乃至物候网

为平台的广义可穿戴技术的过度使用有可能引发过度诊断所造成的新的社会流行病，且因

个人健康档案泄露而为电子诈骗打开方便之门，而受害者往往是老年人和社会上其他弱势

群体。健康网络安全性、可靠性至关重要。在 IT 资本和产业藉时尚为导向强势介入可穿

戴技术发展的今天，可穿戴技术蜕化变质的危险尤需警惕。

七、急救医学工程

第一时间抢救是挽救生命、高质量康复的首要环节，是现代医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

志，也是未来健康医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突变转折环节）。这仅涉及院前急救和灾变

医疗救援两部分。

（一）院前急救医疗 / 健康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研究和开发

院前急救是指遭受危及生命的急症、创伤导航、中毒、灾难事故等患者的医疗急救，

是抢救急危重患者的首要环节，它集中体现了现代医疗的综合技术服务水平。我国近年来

在院前急救领域获得了长足发展，但距欧美等国家仍具较大差距。据 EMSS 统计资料，在

欧洲、美国，运用院前急救信息化系统，患者急救的存活率从 7% 升至 26%，拉斯维加斯

急救中心院外心脏骤停复苏成功率达 54%，而我国成功率才不到 1%。在急救车的配置上，

我国很多地方 10 万人才能有一辆急救车，远低于欧洲每 1 万人就有一辆的水平。国内院

前急救模式也不统一，有基于医院的急救中心，也有城市 120 急救中心。总体而言，我国

的院前急救仍处于一种仅仅是急救车辆人员调度的低水平传统模式，导致急救车、急救现

场、急救中心、接诊医院间的相互孤立，抢救生存率不高，因此必须要建立一种满足现代

城市发展的院前急救医疗全新模式。

由于信息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我国已进入互联网时代。分级医疗管理制度将付诸实

施。在此背景下，北京海利赢公司俞海研发团队提出了一个基于社区·家庭医疗—移动急

救医疗平台（急救车）— 120 急救中心—接诊医院的多层次统一调度（急救中心）的院前

急救医疗 / 健康物联网一体化解决方案。

社区·家庭急救。我国专业医疗资源稀缺，基层社区基数巨大，因此中国医疗体系中

数量最庞大且最关键的部分是社区医疗。社区医疗是整个医疗体系中的最末端毛细血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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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决定着健康医学体系水平效果的成败关键。而社区里急救当然是首要环节，而目前在

我国基本上是空白。

非传染性慢（NCD）是对人的健康的最大威胁，是中国医疗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它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慢—即慢病（NCD）发展与恢复是一个过程，社区医生可以长

期跟踪慢性病人，因此社区是管理慢性病的主战场；急—以心脏病高血压为代表的慢病

具有突发致死的特性，因此社区成为慢性病急救的第一重要环节。在社区的慢病人群在急

救中最为重要的是突发起始的 10 分钟“白金时间”，它将决定着未来的康复质量甚至生

死。由于城市交通问题 120 急救车很难及时到达，这时的社区医生就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因此，在本方案中，我们以社区医生为基础依托，其平时担负两大职能：日常对本

社区进行慢病管理与随访；突发情况时在本社区进行现场急救同时关联 120 急救中心，这

两者相辅相成，由于社区医生对于本社区慢性病人有着长期了解，因此急救时的处置将

变得更为有效。我们将通过一系列急救医疗物联网技术，构建从社区、到急救中心、到

急救车、直至接诊医院的完整链路网络，形成一种以社区·家庭为功能目标的全新现代

急救体系。

社区急救物联网系统和 120 院前急救物联网系统共同构成城市急救物联网系统。社区

急救物联网系统主体由四个部分构成：位于社区前端的全科医生移动工作站平台，全科医

生智能终端，位于服务器云端的慢病管理数据平台，120 院前急救物联网平台。图 34 所

示为全科医生移动工作端，它是社区全科医生的高集成应用，既是一个慢病管理工作平

台，也是一个急救综合终端。

图 34　社区全科医生的移动工作平台

俞海团队构建成以急救中心的指挥调度系统为基础，将急救车内的车载数据中心的

综合信息，急救现场的以远程急救箱为载体的移动数据中心的信息，接诊医院平台对急救

车与急救现场的互动信息，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以急救云服务器数据中心为核心的急救医

疗物联网一体化的全新 120 急救模式。在新模式中，通过物联网技术深度融合指挥调度信

息、电子地图定位信息、音视频多媒体信息、多维度生命体征信息等，通过现代医学工程



综 合 报 告

41

技术大大加强了医疗在其中的核心作用，极大地提高了急救抢救成功率。

研制了以远程急救箱为核心的个人移动数据中心。在该急救箱内集成了包括多生理参

数实时监测、快速生化类检测、B 超影像检查在内的多维度生命信息的全面快速检查；同

时可以快速形成急救电子病历；自动身份证识别建档；本地打印报告等功能。所有数据信

息全面和云服务器中心连接，是一个移动微型医院。可以完成在急救车无法到达的区域，

在大楼内的各种现场环境下的紧急救治，填补了现场急救的空白。

通过车载音视频、车载服务器、车载监护仪、呼吸机、急救司机智能终端、急救医生

智能终端、远程急救箱等，共同构建了急救车载数据中心，通过 3G 远程与 120 云数据中

心连接，将原来急救车仅是个运输工具转化为一个移动急救医院的新概念。

填补了急救环节中接诊医院端的空白。通过构建接诊医院急救分诊中心工作站和接诊

医生智能终端，建立起了接诊医院（科室）和急救车与急救中心间的无缝隙通道，进而建

立起了绿色抢救通道，大大提高了急救环节中的抢救效能。

（二）灾变和突发事件急救医学工程

由于灾变和突发事件医疗与战时卫勤保障有共通性，故在这方面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

在各军医大学和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装备研究所等单位。近年来的主要进展如下。

1. 机动医疗平台技术与装备

为适应灾变和突发事件医疗救援的需要研制了急救车辆、方舱医院、帐篷医疗系

统等系列装备。在机动医疗平台系统设计、人机系统结构动力学仿真与优化、伤病员振

动控制、舱室微环境质量控制、装备故障在线监测与诊断等技术领域具有自己的特色。

经联合国维和署考核、筛选，伤病员急救车和卫生防疫车正式配备联合国维和医疗队，

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发的卫生装备走出国门、迈向了世界。2010 年 4 月，青海玉树发生 

7.1 级地震后，野外方舱医院发挥了重大作用。此外，还针对西藏自治区应急救援需

求，在野外方舱医院基础上研制了机动应急医疗系统，为高原应急医学救援提供了有力

的支持。

2. 生物侦检防护技术与装备研究

主要研究满足生物气溶胶报警、采样、检测、防护与洗消需要的快速侦检装备、安全

防护装备、高效洗消装备和杀菌过滤材料。在激光激发生物荧光判别、气溶胶粒子粒径在

线分离、可变表层多元荧光编码与检测、样本核酸快速提取与纯化、正 / 负压生成、高效

过滤材料、二氧化氯消毒等技术领域形成了自身特色。自主研发的生物气溶胶报警器、采

样器、激光流式检测系统以及生物防护服等达到国际同类装备先进水平，其中生物防护

服、负压隔离舱等已应用重大传染病防控第一线（如埃博拉疫情防控）。

3. 血 / 液 / 氧保障技术和装备

主要研制满足血 / 液 / 氧保障需要的血液 / 疫苗 / 药品储运装备、医用氧气制供装备和

医药用水制取装备，在高效制冷、温度精确控制、分子筛变压吸附制氧、电去离子高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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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取、功能吸附材料及新型膜分离水处理等方面有自己的特色。医用气体方舱、制氧挂车

等装备在汶川和玉树地震医疗救援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综言之，在灾变和重大突发事件医疗救援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首先是不

成系统，信息化水平低，急救机器人等重要领域仍然空白。

八、中医工程

用物理和工程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 60 年代，用循经感技术探

索经络的实在性是这方面的代表。70 年代，为传承名老中医医术，北京市中医医院谢敏

的研究团队成功地研发了名老中医专家系统，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由于医疗法律责

任、知识产权等问题难以解决，和国外医学人工智能领域的开创者的命运一样，被束之高

阁而自行消失了。80 年代以来，四诊客观化，以脉诊仪开发为先导，成为中医工程的主流；

跨世纪之际，应用计算机技术建立了多种中医诊疗的数据库，而经络诊断和不用物理作用

的针灸治疗方法则一直是“热线”。

近年来，中医诊疗仪器研制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是：

第 一， 四 诊 客 观 化 从 望（ 望 舌 — 望 面 ）、 闻（ 闻 声 — 闻 气 味， 嗅 觉 ）、 问、 切 

（脉）单一诊断，发展为四诊合参。由上海中医药大学研制的“中医四诊融合诊断系统”，

受到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成为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中国传统医学的特色展品之一。

第二，经络诊断是除望闻问切外最有代表性的诊断方法。

（1）应用针刺手法传感器在人体穴位上实时采集针刺手法参数，并通过计算机实现针

刺手法数据处理和存贮，对针刺手法的实验结果进行比较及客观化评价。

（2）应用 PID- 神经网络和计算机仿真系统建立数学模型，实现针刺手法的模拟。

通过人工神经网络和 PID 控制规律相结合的控制器中进行自学习、自适应和逼近任意

函数的方法，对非线性、时变性对象实行控制，建立了计算机仿真和手法模拟的实验

研究平台及数据挖掘后的综合评价体系，为针刺手法量化、规范化、客观化的研究提

供手段。

（3）开展了经穴诊断仪器关键技术的研究，应用恒流源原理检测人体经穴，动态分析

在不同状态下的电特性变化来诊断疾病，为临床诊断和提高临床治疗效果提供客观依据。

（4）应用红外光谱仪检测技术对艾灸在治疗过程中红外光谱的变化进行测定，研究艾

灸燃烧过程中的光谱变化及理化特性，探讨穴位艾灸对人体的作用机理。

（5）应用计算机嵌入式、DSP 等技术开展针灸治疗仪量化及参数可视化的研究，为针

灸治疗仪在临床治疗和实验研究提供智能化和规范化的手段。

第三，在中医治疗仪器方面，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上海中医药大学、西安岐奥峰

医疗器械发展公司联合研究团队根据中国传统医学五脏相音原理，以耳鸣疾病（美国国

家标准局有相关标准）为切入点，成功研制了音乐电针治疗仪，其结构系统和作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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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5 所示。现已通过临床试验，

正在取证阶段。

此外，北京炎黄健康技术有

限公司从《黄帝内经·灵枢·阴

阳二十五人》的原理出发，通过

工程科学技术研发了闻音辩证系

统， 受 试 者 发 1、2、3、5、6 五

音，即可辨识与五脏相关的经络

系统的 5×5 种状态（每一脏腑相

关经络五种状态，一平四偏，虚

实各二）。进而针对不同类型偏颇

状态（25 种），研发了 25 套乐曲，

结 合 一 套 形 体 的 动 作， 礼（ 仪，

行为规范）乐（“乐自内化”）和

谐，可达纠正偏颇提升整体功能

状态健康心身之效。

应 该 强 调 指 出， 经 络 状 态

的 辨识（“诊”）和调控（“治”）

在“治未病”医学 / 健康医学的发展中起着关键性作用。《黄帝内经·灵枢》有言：

“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据此，中

国传统医学治的是人（人之证，人之功能状态），而病之起，在乎经络；病之成也在经

络；故“治未病”之路，始于经络状态的辨识；而状态调控的关键也在于经络状态的

调理。

综言之，数十年来四诊客观化的研究虽为相关国际标准的制定大大增强了我国的

话语权，为保卫民族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医工程所取得的

进展与充分发挥中国传统医学的固有优势，推动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向健康医学工程转

变过程中应该发挥的作用（而不是和国外水平）相比，差距显著。鉴此，必须从改变

观念出发，以中国传统医学的理念和对人生命运动的整体认识为核心，现代工程科学的

原理和方法与中国传统医学原理和方法相结合，促进、维持人的健康，推动生物医学工

程向健康医学工程的战略大转变，实现战略上的弯道超越，抢占未来健康医学工程的制 

高点。

九、原创之路—新概念、新思路、新方法、新发明、新发现

这里仅从原创性产品开发、（原创）新方法研究和原初性发现三个方面，各举一例。

图 35　音乐电针治疗仪结构系统和作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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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视角展现近年来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进展。

（一）具有时序功能特性的血管支架的研发

血管支架介入治疗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冠性病患者的生命，故临床应用例数逐年递

增。目前我国血管支架应用量已达 110 万只∕年。其副作用主要是血管支架植入后的并发

症，早期血管再狭窄（＜ 3 个月）和晚期血栓（＞ 9 个月），后者致死率＞ 50%。二者的

发生率因支架类别而异，如表 5 所示。

表 5　两种支架发生并发症比较

支架种类 并发症 支架种类 并发症

裸支架
再狭窄率：30%

晚期血栓风险小≤ 1%
药物洗脱支架

再狭窄率：≤ 10%

晚期血栓率：～ 3%

可见与早期裸支架相比可洗脱药物支架虽然使早期再狭窄率显著下降，晚期血栓形成

的风险且明显增大，这是很危险的。

进一步分析表明，现有药物洗脱支架的功能随植入时间而递减，而副作用却与时

俱增如图 36 所示。现有药物洗脱血管支架具有早期抑制增生的功能，但不能阻止血

栓形成、有害金属离子释放，即在中期、长期阶段没有正向功能、而负向作用与日

俱增。

图 36　支架功能与副作用时序变化

鉴此，西南交通大学黄楠研究团队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针对支架植入后血管组织

的生物医学反应，发展具有时序功能特性的血管支架，植入血管后支架功能随时序变化，

使它始终能抑制毒副作用，这样的支架必然具有多层结构（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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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支架特性

时间（月） 生物学行为 支架的功能性 支架结构

0 ～ 3 炎症、增生反应 抑制增生
载药涂层（可降解高分子 + 雷帕霉素），

抑制增生

3 ～ 9 血管壁重构 抑制血栓形成，促进内皮细胞生长 TiO 薄膜，抗凝血、促内皮生长

＞ 9 有害金属离子释放 抑制长期有害金属离子释放 TiO 薄膜阻止金属离子释放

材料科学的研究表明，TiO 等陶瓷薄膜血液相容性好且利于血管内皮细胞生长。但陶

瓷膜的脆性使它在基底大变形时，易于脱落（表 7）。

据此，黄楠团队发明了一系列新技术、新工艺。主要是：①用等离子体浸没离子注入

法在基底材料表面形成 TiO-X 薄膜（厚度可控）（专利发明 ZL00817704X）；②用等离子

体浸没离子注入 / 金属弧原沉积技术在管基底表面制备结合力高且耐腐蚀的 TiO 薄膜。

在上述基础上，黄楠研究团队发明了以钴铬合金支架为基质具有 TiO 表面薄膜

与载药 PLGA 涂层相结合的多功能复合涂层的血管支架，实现了时序功能特性，是全

球首创兼有抗早期狭窄和抗晚期血栓形成功能的血管支架（专利 ZL200910216008.0；

ZL200810046051.2）。

这也是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原创）知识产权的血管支架。主要技术参数与临床实验

（148 例）结果见表 7。

表 7　支架主要技术参数与临床实验

主要技术参数

载药量

（μg/mm）

涂层厚度

（μm）

支架表面积

（%）

径向抗

（kPa）

回弹率

（%）

药物释放周期

（月）
To-O 膜基结合力

135 5 ～ 30 13 ～ 15 ＞ 82 ＜ 5 2 支架撑开无可见裂纹

临床实验阶段实验组与对照组对比结果

主要指标
270 天晚期管

腔丢失（mm）

270 天支架内

再狭窄率（%）

270 天节段内

再狭窄率（%）

540 天晚期

血栓（%）

540 天心源性

死亡（%）

5 年晚期

血栓（%）

5 年心源性

死亡（%）

项目研发

的支架

（148 例）

0.16 ±0.22 1.1 2.2 0 0 0 0

PATENER

支架

（151 例）

0.19 ±0.30 1.8 3.0 2.1 1.4 3.9 3.0

  支架内再狭窄率（1.1%）、未见晚期血栓发生率等技术指标优于国内外临床应用的血管支架

该支架核心技术已于 2007 年 4 月转让给深圳金瑞凯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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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产品海利欧斯血管支架已于 2011 年 12 月获 CFDA Ⅲ类医疗器械注册证。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已在 259 家医院临床植入 23009 套。

再狭窄率：与国外主流产品相当或略优；支架内血栓率：＜ 0.01%，国外主流产品

1% ～ 1.3%。

尽管海利欧斯血管支架性能远高于国外同类产品（如表 8），但价格仅为其 59% 左右。

显然，“省钱”的生物医学工程是靠新概念、新思路、新工艺、新产品的自主原创之路实

现的。

表 8  该产品与国外主流产品副作用对比

支架种类 项目研发支架 强生 Cypher-Sirolimus［1］ 波士顿科学 Taxus-Paclitaxel［1］美敦力 Endeavor-Zotarolimus［2］

晚期血栓率 0（2 年） 1.2%（4 年） 1.3%（4 年） 1.0%（1.5 年）

患者总数 9071 1748 3513 1162

历时 16 年，黄楠研究团队走过了从新概念→新思路→新工艺→新产品的原创之路，

圆了他们自我实现之梦，也为国家、社会做出了他们的贡献。

（二）基于多约束统一迭代模型的医学断层成像与图像分析的新方法研究

医学断层成像三大系统（CT、MR 与 PET）分别提供了丰富的结构与功能信息，为临

床的数字化诊断带来了革命性影响。但是 CT 的 X 线电离辐射高易诱发重大疾病，MR 虽

然对身体无害但成像速度慢致使无法跟踪动态器官的运动与术中有关参数的实时测量，而

PET 成像的分辨率较低而导致假阴性或假阳性误诊，这些问题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关注，

并成为近十年的热点问题。

事实上，一般情况下降低 CT 的 X 线剂量，减少 MR 的采样数据，常规的 PET 成像方

法均会损害各自的图像质量，而针对这些图像的分析方法的精确性也无法得到提高。经过

一段时间内的大量研究，用迭代优化成像方法来取代过去的一次性成像去实现解决上述问

题便成为共识。在此研究领域中，陈武凡团队提出多约束统一迭代成像与分析模型，即在

此模型中目标函数可以分别是 CT，MR 或 PET 的系统矩阵，多个约束可以是针对各类问

题的边缘，平滑，噪声，伪影、低秩、稀疏、时空先验等的范数表达。约束条件越多越合

理，成像与分析的效果越好，目标朝着最优化方向收敛。

例如，在低剂量 CT 成像研究中，陈武凡团队通过大量体模扫描实验在国际上第一个

提出了电子噪声统计特性估计方法，让其作约束之一进行 CT 迭代重建，得到了同类研究

中的高分辨率成像质量（图 37［40］）；在重复扫描的灌注成像，提出了基于患者扫描先验

知识约束的 CT 迭代重建（图 38［41］），它一方面得到了高分辨率灌注成像（图 39［42］），

这些都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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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基于平扫图像引导的脑灌注CT参数成像结果

图 37　基于投影数据统计特性的低剂量CT重建结果

图 38　基于图像稀疏特征的低剂量心脏CT重建结果

在 MR 的快速成像研究中，对于并行稀疏采样数据，提出插值自约束技术，保证了快

速成像下的 MR 质量（图 40［43］）；另外提出的自适应正交字典约束技术，在迭代过程中

不断进行三维奇异值分解滤波，实现了快速高分辨 MR 成像。

在 PET 成像中，提出低秩空间先验约束技术（图 41［44］）与平滑约束技术或稀疏时

空先验的约束技术，使得 PET 的动、静态成像质量大为提升。在图像分析中，提出基于

字典学习的方法，实现了高精度的目标分割与 MR → CT 的模态映射（图 42［45］），后者为

MR/PET 系统解决了 PET 成像衰减校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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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陈武凡团队提出的新概念、新思路、新方法，为新一代医学断层成像和图像分

析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人体活组织介电特性的研究

没有方法学的原创就不可能有原创的发现，发现并提出问题永远是科学研究的起点。

图 42　基于局部稀疏表达的自MR 到 CT的模态映射

图 40　计入自约束的稀疏MR 快速重建

图 41　低秩空间先验约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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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二十几年前一个颅脑被撞、而 CT 检测并没有出血的同事，由最初的谈笑自如到几

小时后颅内出血症状发作抢救无效而离世的问题，第四军医大学董秀珍带领她的团队走入

了生物电阻抗实时动态成像与监测的新领域。

经十余年努力，成功研制了具有原创自主知识产权的颅脑电阻抗断层成像系统，数年

前已正式进入临床应用研究，表明在颅脑创伤临床实时图像监护等方面有重大应用前景，现

正处于产业化阶段。在此过程中还研发了用于乳腺癌筛查的电阻抗扫描成像仪（已产业化）。

在研发过程中，董秀珍团队遇到的第一难题就是颅骨电阻抗，据文献报导其电阻率为

23800Ωcm，这给刚起步的颅脑电阻抗成像研究当头一棒，因为由于颅骨高电阻，在安全

弱电磁场激励下从头皮表面获得颅内阻抗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后发现该数据来自尸骨测

量，而活体颅骨电阻率远低于此。无独有偶，在研发乳腺电阻抗扫描仪时，从向国际开放

的数据库中查到的电阻率约为董秀珍等从活体组织测的数据的 2.7 倍，原因是该数据库的

乳房组织电阻率是用羊的乳腺组织得到的。

带着这些问题，董秀珍团队近年来开展了人体活组织介电特性的研究。由于活组织介

电特性随频率而变化，故从需要出发，选择在 10Hz ～ 100MHz 频段进行测量。

第一，建立了规范的人体活组织介电特性测量平台，解决了 人体活组织介电特性的

方法学问是。主要是：①活组织试样制备：（参考器官移植的经验）离体后仍保持一定的

代谢功能，在植入后生物体能恢复正常功能的离体组织。通过预实验，确定在离体 30 分

钟内进行测量。②发明组合模式测量盒，解决了两种模式（四电极和二电极）的准确测量

和无缝转换与衔接。并配置温度控制系统（发明专利 5 项，已公示）。

第二，建立了可以准确表征人脑、肝、肾、脾、肺等活组织介电谱特性的参数模型。

第三，通过活组织规范化离体测量，获得了在 10Hz ～ 100MHz 之间人脑、肝、肾、脾、

肺等活组织介电特性数据，并建立相应的 2D 和 3D 介电特性分布模型。

在上述基础上建立了人体活组织介电特性数据库和网站，并获国际公认。人体活组织

介电特性测量和特征参数提取为生物电磁效应、电磁疗法以及电磁功能成像技术等领域研

究进而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十、关于技术转化—从生物医学工程到医疗器械产业

在 1995 年美国 NIH 主办的面向 21 世纪的生物医学工程的研讨会上，J.E.Benecken 对

20 世纪后半叶生物医学工程（医疗器械）产业技术的发展做了简要的总结。他指出从 60

年代至 90 年代，产业技术竞争的核心是：1960 — 1970，生产效率和一般制造业并无不

同；1970 — 1980，以产业可靠性为核心的全面质量控制（阿波罗登月后航天工程技术转

入 BME 的结果）；1980 — 1990，柔性化生产—模块化生产—市场需求多样性（以计算机

技术进展为依托）；1990 起，技术创新能力（Innovation Power）。并预言：21 世纪生物医

学工程（医疗器械）产业技术竞争的核心，依然是技术创新能力。而技术转化从来都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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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性的难题。生物医学工程 / 医疗器械市场更有其特殊性，真正的需求者是患者，但决定

患者选择的却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因而，在“提供医疗服务往往可以获得丰厚利润”的

当代，医疗器械产品市场必然是一个畸变的市场。如 J. E. Beneken 所指出，在生物医学工

程（医疗器械）领域里，技术转移过程中，企业往往要求新技术、新材料、新装置提供者

不仅完成了技术准备（工艺定型等），还要求有良好的市场准备。这对于技术提供者来说，

往往是难以企及的。因此，生物医学工程技术转化在发达国家也是一个“瓶颈”。在这方

面，美国优于欧洲。

正因为如此，再加上医疗器械产品高技术、多品种、小批量、更新换代快的固有特

征，很多具有原创性的新技术、新方法、新装置的知识产权掌握在中小企业手里；大公

司，尤其是跨国公司倾向于通过资本运作，兼并这些中小企业而进入新的专业市场，并使

之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种案例并不少见。

由于观念、政策环境、企业实力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生物医学工程技术转移更为

困难。多年来以国家行为建立的“孵化器”、技术转移平台等，大都成效不大，甚至名存

实亡。然而，近几年来，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行的进展。国产脑起搏器和骨科手术机器人

的自主开发是两个成功的范例。分析这两个案例，总结经验对于促进我国生物医学工程技

术转化无疑是有意义的。产学研医结合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是二者共同之处，但这仅仅

是必要条件。在实践中，二者各有特色。

（一）清华 - 品驰脑起搏器的自主开发

1. 真正的医工结合是成功的前提

由于王忠诚院士的倡导，在研发起步阶段清华大学李路明等就和天坛医院相关科室

形成了一个紧密结合的研发团队，工程技术人员深入手术室与临床医生切磋、研讨，发

现问题共同解决。随着第一个单通道脑起搏器自主开发的成功，团队也实现从医工结合

到医工融合的跃迁。电极断裂问题的解决，是医生的临床经验和工程技术融合的结果；

多模态电刺激概念和方法的创生源于医生临床实践中提出的疑难。医工结合，上升为科

学问题。进而应用工程科学原理和方法，突破关键技术。把新概念，变成原创的新产

品，实现了从并行到引领的跨越。有关部门更及时（2012 年）批准三方共建神经调控技

术国家实验室；把产学研医和结合以组织形态上固定下来，以保障这支团队的可持续

创新。

2. 建立以产品安全性、可靠性为核心的生产技术保障体系，奠定成功的基础

李路明研发团队从载人航天工程项目的研究工作中汲取经验，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进行

可靠性设计，实施全面质量控制。研制团队成员深入企业生产现场，共同解决问题。从专

用工装卡具、模具、工艺技术到检测系统，建立了脑起搏器生产技术保障体系，以确保产

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夯实了由跟踪—并行—引领的跨越基础，也提升了临床和企业合作

的信心，增强了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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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现和发明并重，是可持续创新的源头活水

李路明研究团队及研究生均以脑起搏器和其他神经调控技术和装置的研发为目标，开

展应用基础研究，针对新问题，发现新规律，进而发明新方法、新技术，最后应用于新产

品开发。双通道体外充电脑起搏器体外充电安全性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它是清华 - 品驰

脑起搏器技术水平由跟踪—并行的标志之一。

不仅如此，与高场（3T）磁共振相容的脑起搏器的创制，也是通过深入研究，揭示了

现有脑起搏器电极与 3T 磁共振仪不兼容的物理机制。在此基础上发明了原创性的与高场

（3T）磁共振仪相容的脑起搏器电极，进而成功研制了世界上第一台与 3T 磁共振仪相容的

脑起搏器。这是清华 - 品驰脑起搏器技术水平由并行跃迁至引领的另一个标志。

顺便说一句，发现体外充电过程中皮肤温升规律的那位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曾因外

审专家评为 D 后延期毕业经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技术创新和转化的困难，“观

念的落后是根本的落后，是致命的”。

（二）天智航骨科手术机器人的研究、转化和开发

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公司从成立之日 2005 年 10 月起就致力于骨科手术机器人的产

业化，其技术源头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积水潭医院合作完成的“九五”“863”项目

成果—基于 X 射线透视影像的骨科双平面定位法。该成果实现了国内首例手术机器人

辅助骨科手术和首例远程骨科机器人手术。天智航公司作为产业化平台，与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和北京积水潭医院组成了骨科手术机器人联合研发团队。2010 年 2 月天智航第一

代骨科手术机器人（GD-A）问世，获得了产品注册许可证（国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

3540188 号）。这是我国第一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医疗机器人产品。公司也因此产

品成为继美国 ISI 公司、美国 ISS 公司、瑞典 Medical Robotics 公司、以色列 Mazor 公司之

后全球第五家获得医疗机器人注册许可证的公司。

在此基础上，联合团队成功开发了第三代通用型影像导航骨科机器人，并充分融合了

医生临床经验，形成了机器人智能手术体系，实现了重大突破，跃居该领域国际前沿。

在此过程中，天智航公司不仅是技术转化的平台，而且具有基于企业视角的综合集成

创新。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机器人手术安全控制。这是手术机器人产业的生命线。天智航团队建立了机器

人规划仿真手术路径、软件复核确认手术指令和术者（人）手动调节执行末端的三级安全

控制策略。并通过机器人各关节驱动电流来控制机器人的驱动力矩，实现机器人的碰撞检

测来保障系统使用的安全性。

第二，手术机器人与手术室的一体集成。这是手术机器人的特征，也是机器人手术安

全、可靠、高效的空间环境保障。影像导航骨科手术机器人不仅使手术效率提高了 20%

以上，且术中辐射减少了 70% 以上，有利于患者和医生的健康，符合生物医学工程向健

康医学工程转变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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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我国生物医学工程技术转化，推动自主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建议：

第一，明确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科研活动中，最核心的是人，只有人的积极性

调动了起来，才抓住了根本。近年来，很多地方或单位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上先行先

试，取得了良好效果。

第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周期长、投入大，但进入到推广应用阶段面临的挑战更

大，其中创新产品医保不覆盖、医院不认可等是推广应用阶段面临的最大障碍，建议政府

相关部门从医保、示范应用等方面出台更多的扶持政策，推动高端医疗器械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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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神经工程研究进展

一、概述

医学神经工程是生物医学工程的一个前沿领域，其主要方向包括脑机接口、神经接

口、神经调控、神经反馈、神经影像、神经康复以及与之相关的神经检测和刺激技术等。

医学神经工程一方面为神经损伤和疾病的康复提供工程化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也为研究

神经系统的结构—功能关系（定量）功能提供更强劲有力的技术手段。美国近年推出的

“脑计划”（全称是 Brain Research through Advancing Innovative Neurotechnologies Initiative，

简称为 BRAIN Initiative）强调创新性的神经技术是该研究计划的核心内容之一，只有通过

研发更为先进的神经工程成像和神经调控技术，才能更深入地认识大脑的奥秘［1］。医学

神经工程在国际上方兴未艾，每两年一届的 IEEE EMBS 神经工程国际会议已经受到越来

越多的相关领域的专家的关注和参与。国内医学神经工程相关的主题也成为近几届生物医

学工程、神经科学全国性学术年会上的亮点。本报告将介绍近两年国内外神经工程领域的

重要进展。

各种新型脑和神经刺激技术被成功地应用于神经功能调控。传统的 TMS 和 tDCS 分别

采用磁场或电流刺激脑部神经活动，FES 作用于周围神经系统上，并已在临床上有较为广

泛的应用，如 TMS 对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干预治疗，FES 成功地应用于运动功能的修

复。最近，一种能在施加经颅磁刺激时同步记录神经电活动的技术被提出来，该技术能很

好地避免磁刺激磁场对神经活动电信号记录的干扰，为研究经颅磁刺激的作用机制提供了

新的技术手段。深部脑刺激（DBS）技术目前在临床上一个较为成熟的应用是利用其抑制

帕金森症患者的颤动，但 DBS 刺激并不能阻止患者神经细胞的退行性病变。目前，DBS

技术也在进一步发展，美国梅奥诊疗中心开发的名为 Harmoni 的 DBS 原型机，该系统能除

施加电刺激外，还可记录相关脑区的电活动信号和神经化学反应信号。基于这些新型 D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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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研究人员可以研究更为个性化的和自适应的 DBS 刺激参数从而达到更好的治疗效

果，以及进一步研究帕金森症的机理。同时，DBS 也被扩展到对其他神经或精神性疾病的

干预治疗。例如，有研究表明利用 DBS 刺激扣带回能缓解难治性重度抑郁症患者的症状，

有效率高达 40% ～ 60%。最近有研究利用 DBS 刺激因脊髓损伤而导致偏瘫的大鼠的中

脑运动区（Midbrain Locomotor Region），发现刺激能显著改善实验大鼠偏瘫的后肢的功能

（接近正常大鼠的运动功能）［2］。TMS 和 tDCS 的空间分辨率不足且刺激深度有限，而 DBS

又具有一定的创伤性。近年神经调控技术在朝更为精确和更为安全的方向发展。其中，光

基因技术是最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可以调控单个特定神经元活动的神经调控技术，已在生

物医学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关注和应用。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 Thomas Jessell 教授等

通过光基因技术解析了一种颈部的脊髓神经元（propriospinal neurons，PNs）在运动功能中

的作用，发现 PN 与小鼠前肢的精确性运动功能相关，PN 缺陷的小鼠无法准确触及食物

球［3］。这些发现有助于对人类的运动功能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的运动障碍的康

复治疗方案。但光基因技术采用病毒转录或者转基因的方式，目前还不能用于临床，但已

经在神经科学基础研究中展现了强大的潜力。TUS 技术作为一项安全的神经调控技术在近

年有较大进展。相比 TMS 和 tDCS 技术，TUS 具有更高的空间分辨率（毫米级）以及更深

的刺激深度（约 2cm），已被应用于人类神经活动的调控，并显示出在大脑相关神经精神

性疾病的干预治疗方面的潜力。本报告特邀李路明教授就临床 DBS、王永亭教授就光基因

技术、殷涛就 TMS、李光林教授就基于 FES 技术的神经康复的进展做详细的综述。

脑机接口和神经接口是神经工程的另两个重要方向，一直在朝着更为可靠和更为精

细控制的方向发展，其可能的一个技术路径是通过对外周神经进行调控，从而重建触觉功

能并把其作为反馈来控制外接的机电系统。现有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已经能让瘫痪被试

操作机械手完成抓握水杯并移动水杯乃至配合头部完成喝水的任务。临床应用是脑机接口

和神经接口技术近两年的重要方向，研究多模态和高速度的脑机接口技术，基于脑信号解

码的神经反馈，以及重建真实感知的神经接口技术是目前研究的前沿。瑞典的 Max Ortiz-

Catalan 等通过骨整合手术把机电假肢植入截肢患者的肱骨，并同时把传感电极和袖口电

极分别植入到上皮组织和尺骨神经，用于记录神经肌电信号以控制假肢或基于假肢远端

传入的触觉信号施加电刺激以形成感觉反馈的输入［4］，达到更好的假肢控制和使用效果。

Daniel W. Tan 等在截肢被试的桡神经、正中神经、尺骨神经分别植入袖口电极，通过特定

参数的电刺激实现被试触觉功能的重建（在超过 1 年的时间里保持稳定）［5］；该触觉功能

的重建能让被试更好地控制机电假肢的抓握力道，完成更为精细的抓握任务。本报告邀请

明东教授就脑机接口研究，高小榕教授就神经反馈技术的进展做详细综述。此外，神经接

口以及 DBS，FES 研究和应用中，刺激电极技术也很关键。

美国脑计划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采用高分辨率的神经影像技术研究脑结构和功能连

接，近年的神经调控技术也越来越多地和神经影像技术结合起来研究大脑的神经机制。功

能磁共振技术是研究脑功能的一个有力工具，一般认为其血氧依赖指数（BOLD）代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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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神经兴奋性活动而导致的血流的增加，并基于此来通过 BOLD 信号来推测大脑的神经活

动。但是 BOLD 信号和神经兴奋性活动的关系一直未被认识清楚。近年，有研究通过光基

因技术在激活特定脑区的神经元，并记录相应未知的 BOLD 信号，研究结果有力地支持了

fMRI 技术在脑功能研究的实用性。

二、前沿热点

（一）神经调控技术［6-9］

1. 脑起搏器与神经调控技术

2014 年 9 月，素有“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风向标之称的“拉斯克”奖，被授予

第一个采用脑起搏器治疗帕金森病的法国医生和发现刺激靶点的美国科学家，神经调控技

术是利用植入性或非植入性技术，采用电刺激或其他物理手段改变中枢神经、外周神经或

自主神经系统活性从而改善患病人群的症状，提高生命质量的生物医学工程技术。对于大

脑中枢的调控，以脑起搏器为代表，这也是今年“拉斯克”奖颁给脑起搏器的宏观临床背

景；对于脊髓的调控，则以治疗疼痛的脊髓刺激器为代表；对于外周神经的调控，则以治

疗癫痫和抑郁的迷走神经刺激器为代表等等。

在脑科学研究热火朝天的今天，神经调控技术成为热点，其中脑深部电刺激更是其中

热点中的焦点。2013 年，美国“脑计划”启动。其 1 亿美元经费的先导计划中，有 7000

万美元明确用于脑调控研究。作为第一个能够直接干预大脑的人工系统，它为脑科学和神

经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工具。2014 年，《自然》报道了在脑深部电刺激的同时获取

大脑信息的研究结果，这对于我们认识脑疾病病理生理规律等是一个方法学的突破，《自

然》评述是“第一次打开了大脑的一扇窗户”。

2. 神经调控器械

神经调控技术的临床推广依赖植入性器械，而植入性器械被美国几家大公司垄断。从

国际临床应用来说，脊髓刺激治疗疼痛应用最广，其次是脑深部刺激治疗帕金森病等运动

神经系统疾病、迷走神经刺激治疗癫痫、骶神经刺激治疗尿失禁等；而药物泵主要用于疼

痛的治疗。

神经调控技术在我国临床应用的起步并不晚，1998 年在北京天坛医院开展了第一例

脑起搏器手术，之后在全国各大医院陆续开展，由于脑起搏器长期被美国一家企业垄断，

高昂的价格让众多患者望而却步。我国有超过 250 万帕金森病患者，据 2013 年的统计数

据，仅有不足 6000 名患者植入了脑起搏器。植入脊髓刺激器和迷走神经刺激器的患者就

更少。

3. 清华脑起搏器的研发

在我国，研制价格可接受的脑起搏器和其他神经调控器械成为广大患者的迫切需求。

2000 年，我国神经外科的奠基人之一、北京天坛医院名誉院长王忠诚院士（后来在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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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建议清华大学团队开展脑起搏器研发工作，并期望脑起搏器

应用于各种新的临床适应症研究（图 1）。

图 1  王忠诚院士（中间）在手术室指导清华脑起搏器的第一例手术

把一个电极插进大脑深部，刺激大脑，持续工作时间超过十年，从工程技术角度看上

去是在挑战人类技术的极限。

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在安全性、可靠性领域扎扎实实地做了十多年的工作，很多基础

数据没有，靠自己摸；设计边界不清晰，靠多次试验反复迭代；跌跌撞撞、摸爬滚打，在

掌握“know how”的基础上，研制出了自己的产品。另一个值得总结的经验是强调医工结

合，在王忠诚院士的关心支持下，一切从临床出发，一切为临床服务。

2012 年，国家发改委批复由清华大学牵头、北京品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和北京天坛

医院作为共建单位进行神经调控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的建设，到目前为止，这是国内唯

一一支实现植入式神经调控器械自主研发、产业化和临床应用的队伍，已经获得多个型号

脑起搏器产品的注册证，是我国神经调控技术医学转化的重要基地。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清华大学研发的国产脑起搏器经过大量的技术攻关、动物试验研

制和临床试验，已于 2013 年获得了产品注册证，随后使用寿命更长的可充电脑起搏器也

于 2014 年获得了产品注册证（图 2），实现了王院士的夙愿。到 2014 年 12 月 31 日，超

过 1200 例次的清华脑起搏器在 50 家医院植入了患者体内，标志着我国已经具有了深受临

床欢迎的植入式神经调控医疗装备。

脑起搏器的研究成果获得了 2012 年“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并入选为 2012 年《科

技日报》“科技这十年”栏目第六项科技成果。

脑起搏器的研制成功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能够生产制造脑起搏器并将

其应用于临床的国家，将惠及众多患者，推动该医疗领域的进步、发展。这也意味着我国

成为第二个能够建立神经调控产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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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清华大学研制的单侧、双侧和双侧可充电脑起搏器

4. 神经调控技术的发展趋势

神经调控技术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新时代，未来神经调控技术的发展将有如下趋势：

第一，更多、更好的神经调控产品。需要研制各种类型的、满足临床需求的神经调控

产品，如用于疼痛的新型脊髓刺激器、治疗高血压的刺激器。同时现有的植入式神经调控

产品体积、重量等都还不尽如人意，未来需要体积更小、重量更轻、寿命更长的神经调控

产品，并希望具有高场强 MRI 相容等特性，以满足相关临床检查需求。

第二，临床适应证的拓展。脑起搏器、迷走神经刺激器、脊髓刺激器等现有神经调控

产品，将更多地被应用于寻求新的适应证，如脑起搏器用于阿尔兹海默症治疗、迷走神经

刺激器用于心衰治疗、脊髓刺激器用于糖尿病足坏疽治疗等。

第三，闭环刺激。现有神经调控产品还主要是开环刺激，随着 Neuropace 公司的 RNS、

美敦力公司的 PC+S 等产品的出现，会有越来越多的闭环神经调控产品，这些产品可以

感知患者病情发作的信号，对信号进行分析，进而产生相应的刺激，以达到按需治疗的 

效果。

第四，原创性的神经调控方法。在已有的神经调控设备平台上，探索更有效的刺激参

数模式，一方面提高对现有适用疾病治疗的疗效，减少副作用，另一方面探索对其他疾病

治疗的疗效。

（二）神经反馈［10-13］

神经反馈（neurofeedback，NFB）是生物反馈（biofeedback）的一种。它将大脑活动

信号转换为某种形式的反馈信号使受试者通过训练有选择性地调节脑功能。此项技术已经

被证明不仅对神经精神类疾病的治疗有重要意义，还对提升健康人群的认知功能有明显的

效果。

神经与精神类疾病是一类较特殊的疾病，它不仅给患者本人造成极大的痛苦，还给患

者家庭与整个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据原国家卫生部发布的数据，我国神经精神疾病的

经济负担在所有疾病中居首位，占所有疾病经济总负担的近 20%。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

今后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神经与精神类疾病的治疗手段尚十分有

限。在许多情况下，药物治疗往往带来一定的副作用，而且长期效果存在质疑；心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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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不显著且存在很大差异；手术治疗更缺乏依据。在这种情况下，神经反馈治疗成了

众人的期望。以往的研究已经表明神经反馈对儿童多动症、自闭症、癫痫、情感障碍等许

多疾病有治疗或缓解病情的效果。

脑科学无疑是 21 世纪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欧洲“人类脑计划”和美国“通过推动

神经技术创新以研究大脑”重大科研项目启动。这表明脑研究已经得到来自国家层面的

高度关注。目前利用脑功能成像技术直接训练大脑达到保护和改造脑的目的仍然是认知

神经科学研究中尚未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30 全球趋势》报

告中将人工提高大脑功能列为未来 20 年技术革命之一。据推测，在 2030 年有望在多个领

域全面增强人类的视听能力等，或是对于缺失的认知能力进行有效补偿，以提高人们的健

康水平与工作生活的效率。对于健康人群而言，神经反馈的目的是如何使受试者达最佳

（optimal）或巅峰状态（peak performance）。人们期待通过研究能在更多的领域采用神经反

馈训练方法来提高广大健康人群的认知功能。

神经反馈为了解大脑工作机制、治疗大脑功能异常及提升脑功能方面提供了一个有效

的平台。借助这个平台，有望从某种角度揭示大脑工作机制（如大脑可塑性等），从而对

重大脑科学问题研究的突破提供有用的线索。

研究发现当大脑处于不同状态时，脑电表现为不同频段为主的活动，因此可以通过自

主地调节脑波在不同频段能量，改变大脑活动状态，以此起到治疗作用。基于脑电的神经

反馈可以调控脑波实现调节大脑状态。 到了 2011 年，Escolano 的研究报道了 EEG 反馈在

正常人身上的应用，增强高 Alpha 节律波活动可以提高工作记忆能力，研究表明基于脑电

的神经反馈训练可以大幅提高高 Alpha 节律，同时伴随着工作记忆能力的显著提高。

近年来，基于脑电信号（EEG）的神经反馈研究急速增加。神经反馈的神经生物学机

制还很不清晰。一般认为是基于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以神经生物反馈仪为手段通过训练

选择性强化某一频段的脑波来达到预期目的。作为一种条件反馈技术，神经生物反馈也存

在效果消退和强化的问题，生物反馈训练作为一种辅助干预措施应该配合其他心理治疗、

药物干预等方法一起使用。最新的神经反馈研究采用了脑电、功能核磁成像、脑近红外成

像等神经影像新技术，揭示了神经反馈的神经生物学机制在于反馈信息对神经功能的调制

与重塑。

神经反馈已成功地应用于两个主要领域：脑功能开发与增强、神经精神类疾病的治

疗与康复。有研究证明，神经反馈可以提高健康人群的行为能力，如操作、空间分辨、记

忆、认知水平提高、动作学习与记忆等。这些非临床神经反馈可以应用于正常人群，可以

提高人类健康水平、促进智力开发和特殊技能训练，有助于提升劳动人群的劳动技能和素

质。Reiner 等的研究表明，简单的脑电节律神经反馈可以提高手指运动功能，Schabus 等

发现睡眠中 mu 节律脑电神经反馈可以提高动作学习的效率。脑电神经反馈可以极大地提

高运动员训练和比赛水平。神经反馈还可以应用于一些特殊技能的辅助训练，例如，香港

大学的研究团队将脑电神经反馈用于腹腔镜微创手术教学。神经反馈不仅适用于健康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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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脑功能增强，还可用于一些亚健康人群，如老年人神经功能退化的康复。Staufenbiel 等

在最新一期 Biological Psychology 杂志论述了神经反馈可以提高老年人大脑活动，提示了

老年人大脑功能重塑的可行性，进一步研究神经反馈新方法有望增强老年人记忆与智力、

认知与运动的能力。香港大学研究团队研究基于内隐学习的神经反馈训练，提高老年人的

运动平衡控制以预防老年性跌伤。

神经反馈还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神经精神类疾病的治疗与康复，已经有许多研究报道

使用神经反馈来治疗癫痫、注意力失调、狂躁、酗酒、认知障碍、多动障碍、失眠、抑郁

症、头部受伤、中风、发育障碍、学习障碍、强迫症、焦虑症、恐慌症、药物滥用、孤独

症、慢性疲劳综合征、纤维肌痛等。相对于健康人群的脑功能潜能开发与增强，在治疗与

康复领域中更加需要神经反馈的介入。神经反馈疗法被认为是对抑郁症最有前景的一种新

型治疗方法，有研究使用 Alpha 波神经反馈治疗抑郁症，一系列个案研究的结果显示出神

经反馈疗法对抑郁症治疗的可行性。

国内对神经反馈研究较为初步，属于临床探索阶段，目前尚缺乏系统的研究。主要研

究单位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等。但是，国内在与神经反馈直接相关联的脑机

接口研究方面已经跻身了国际先进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备受关注脑机接口技术（BCI）与神经反馈如同一对孪生兄弟。

从系统构成的框架上看，NFB 与 BCI 是极其类似的，它们都由脑信号采集、脑信号分析

及反馈信号产生等环节组成。所不同的只是两者的研究目的不尽相同。BCI 强调将解码后

的脑电信号用于对外部设备的控制；而 NFB 则强调对大脑自身功能的调节。虽然不同的

研究目标使得研究的重点有所不同，但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共性还是最基本的。与神经反馈

另一个相关技术是无创脑经颅电刺激，因其能对脑中枢神经起调节作用，具有低成本、安

全、非侵入式的特点，也引起国内外学者和临床医学界的广泛兴趣。 可以改善健全人的

数学计算能力和学习记忆能力；可以提高帕金森病，阿尔兹海默症病人在行为学测试中的

成绩；甚至美国空军基地用这技术来提高飞行员或地控人员的工作效率。

（三）脑机接口［14-16］

脑 - 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技术，旨在大脑与外界环境之间建立一

条直接的、不依赖于外周神经和肌肉组织的非常规信息通路，其涉及多个研究领域，如信

息科学、神经科学、电子工程等，属极具代表性的交叉学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BCI 技

术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是神经工程目前的一个研究热点。

BCI 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21 世纪初迎来了第一个研究高潮，规模得到迅速扩大，

近年更是发展蓬勃。一方面，国际学术期刊 Brain-Computer Interfaces 的创办，标志着 BCI

领域已经趋于成熟，研究体系相对完整。另一方面，像 E-motive 和 Neurosky 等 BCI 相关

产品的问世，标志着 BCI 技术正在逐步走出实验室而进入日常生活。总体上说，过去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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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研究为 BCI 技术积累了许多重要的核心方法，而现阶段则是 BCI 系统性能全面提升、

应用领域极大拓展的重要时期，其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

1. 经典范式 BCI 系统获得新突破

以视、听觉诱发响应为基础的 BCI 系统是最为经典的 BCI 范式之一，主要用于字符拼

写场景。近几年，该范式的 BCI 系统在提高信息传输率（Information Transfer Rate，ITR）

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提高指令编码效率是改善 ITR 的一条重要途径。通过频率 - 相

位联合编码的方式，SSVEP-BCI 的 ITR 最高可达 192bit/min。对于 P300-speller 而言，目

前除了大量关于范式优化的工作之外，ERP 的单试次分析与识别技术也备受关注。而在语

言模型、异步功能、动态停止、导联优化等方面的研究则有助于改善用户体验、提高操作

效率。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焦点放在了实际的应用与效果评价，例如 Gaze-independent

方面的工作能够为晚期渐冻人使用 BCI 系统提供技术支持。近年来，国内在提升 SSVEP-

BCI 和 P300-speller 性能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基础研究，但在临床应用方面的工作仍有待 

加强。

基于想象动作（Motor Imagery，MI）的 BCI 对于运动功能康复具有重要意义。目前，

国内外研究团队一方面尝试新颖的特征提取和分类算法来提高正确率，另一方面则注重通

过改变训练策略来提高系统鲁棒性、减少校准时间。此外，fNIRS 信号用于检测想象动作

的可行性已经得到验证，而通过皮层脑电信号解码运动意图也在动物和人体实验取得了显

著成效。总体来说，MI-BCI 开始在临床上获得较多应用，例如“神工一号”通过融合多

动作 MI-BCI 和神经肌肉电刺激成功地改善了中风患者的运动障碍。国内侵入式 MI-BCI

研究成果也备受关注。

2. 混合范式 BCI 系统成效显著

由于脑电信噪比低，单一范式的 BCI 系统往往不能够满足灵活多变的操作要求。混合

范式 BCI 系统可以通过融合多种大脑特征信号（纯混合范式）或其他带有指令意图的生理

信号，来提高用户的可操作维度、系统的灵活度以及 ITR。纯混合范式 BCI 系统主要包括

P300-SSVEP 系统、P300-ERD 系统、SSVEP-ERD 系统和其他类型。目前，该范式系统在

控制目标二维运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另外，眼电信号和眼球追踪信号是混合范式

BCI 系统中经常使用的非大脑特征信号。这些信号相比脑电信号具有更高的信噪比和稳定

性。国内学者在纯混合范式 BCI 系统方面的研究占有很大份额，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学术

成果。

3. 被动式 BCI 系统成为新方向

被动式 BCI 的研究与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等各种环节相关，近年来在情绪情感、脑

力负荷、警觉度、疲劳等状态变化的监测与反馈等方面的研究初具成效。脑血氧水平、心

电、皮电等其他生理信号与脑电结合是目前的重要趋势。一些研究证明被动式 BCI 能够极

大提高人机交互的体验、提高人机交流的层次，在汽车驾驶、军事场景等特殊的人机交互

应用中能够监控用户状态并提供闭环反馈，降低人因事故的风险、提高作业绩效。但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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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BCI 识别正确率和信息传输率比其他 BCI 低，且跨时间、跨个体、跨场景的应用仍是较

大的挑战。被动式 BCI 将可能是最广泛应用于普通人的生活与工作环境的 BCI 形式，近年

来正在成为国内外 BCI 和复杂人机交互系统研究者的新兴趣点。

此外，通过寻求脑电新特征来拓展 BCI 范式是近几年的一个新兴研究热点，例如注意

力调制脑节律信号能够跟踪用户的注意方向，错误相关电位可以帮助纠正 BCI 系统发放的

错误指令。

总的来说，提高信息传输率、利用脑电新特征、改善用户体验以及加强临床应用是目

前乃至未来几年 BCI 技术发展的重点。

（四）神经影像

神经成像（Neuroimage）是指利用现代影像技术对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进行研究，

以辅助临床诊治和脑科学研究。近年来，以脑电（EEG）和磁共振（MRI）为代表的脑成

像技术在脑科学和神经精神疾病领域得到迅速发展，相关的脑网络研究成为理解脑功能和

脑疾病机制的主要新途径。神经成像主要涉及以下三大关键技术。

1. 多模态神经成像融合技术

多模态成像主要是整合不同测量模式下的神经活动信息。无创的 EEG 具有很高的时

间分辨率（毫秒级）和低的空间分辨率；而另一种目前常用的无创技术，功能 MRI（fMRI）

则正好相反。因此，人们期望通过 EEG 和 fMRI 的结合以获取高时 - 空分辨率的综合神经

成像信息，从而更加精确地观察大脑功能的动态过程，而这个过程对于了解脑的基本功

能，阐明神经精神疾病的机理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有多种不同的融合方法，主要包括空间信息融合、时间信息融合、模型 / 对称融

合。空间融合的常用思路是利用 fMRI 激活图作为 EEG 源位置的先验信息。例如 fMRI 功

能网络可以作为 EEG 源定位的先验信息。时域上的整合是利用在时域或频域的 EEG 动态

信号特征为 fMRI 提供信息。这两种融合分析方法，主要侧重于某一模态对另一模态的帮

助，由模型驱动的 EEG-fMRI 融合则是一种对称的融合方法。最近，Dong 等在原有研究

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层级框架用以区分有关整合结果的可信度［17］，该框架指出，只有

同时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都匹配的信息才是可信度最高的信息。经仿真实验和真实数据验

证表明，该框架对于解释人脑的认知过程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2. 静息态 fMRI 技术

利用 fMRI 和 PET 的研究已经一致性地发现，大脑在静息状态存在一个高活动高代谢

的空间模式—默认模式网络（DMN）。近年来，应用 fMRI 于脑静息态的研究发现，低

频（0.01 ～ 0.1 Hz）震荡在空间分离的脑区间存在高的相干度，具有明显的网络行为，并

与特定的脑功能区一致。研究发现，此时的大脑可以分为多个相对独立的静息态功能网络

（RSN），其中包括 DMN。静息态 fMRI 技术不需要被试在成像过程中进行任何任务或反馈，

因此对于临床神经精神疾病的科学研究具有更好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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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 RSN 分析方法可以大致分为 3 类：基于种子区的相关分析方法、基于独立成

分分析（ICA）的方法以及聚类分析方法。其中，ICA 不需要先验信息，仅通过对混合信

号的盲分解得到统计独立的空间模式，其主要优势是直接对全脑信号进行分析。该方法是

目前应用最广，能提供高度一致性结果的方法。国内也有多家单位利用该方法在正常群体

和神经精神疾病中进行了大量研究。到目前为止，人们已在正常人群中稳健地标示了 8 个

RSN，且其中的大部分网络都与某个已知的脑功能相关，从而为存在脑功能紊乱的神经精

神疾病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例如，应用静息态 fMRI 研究失神癫痫，就发现多个网络的功

能连接性有显著的改变。

如何从静息态 fMRI 数据本身获得局部功能区的信息也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相关

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具有特定功能的局部脑区的信号一定具有某种信号一致性。以前有研

究者从脑区信号时域一致性和低频振荡幅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在神经精神疾病影

像中找到了一些具有临床价值的活动信息。近年来，人们注意到这些指标主要强调的是时

间一致性，而忽略了同样重要的空间模式的稳定性。2014 年 Dong 等提出了一个新的指标，

即局部神经活动四维（时 - 空）一致性（FOCA）去表达局部时 - 空信息［18］。在静息态

fMRI 的分析中发现，FOCA 确实能提供有用的神经成像信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脑功能。

3. 脑结构网络技术

脑的功能和结构是密不可分的，结构连接是功能连接的物质基础。脑结构网络的连

接（边）不同于脑功能网络边的定义。结构网络的边可以来自于结构磁共振图像的大脑形

态学信息（包括大脑的灰质体积、灰质密度、皮层厚度和表面积等），构建的是在人群意

义上的脑区连接。基于弥散张量成像（DTI）来构建脑结构网络的边是另一种重要的手段。

DTI 的主要原理是依据水分子的扩散特性，水分子在神经纤维中的扩散由于受到髓鞘的束

缚，表现了更高的各向异性，因此可以根据弥散张量成像各向异性中的主弥散方向，追踪

重构脑白质的走向，进而构建基于白质纤维束的结构网络。

结构脑网络分析方法已被广泛地应用到各种正常脑机制研究以及精神分裂症、抑郁症

和癫痫等神经精神疾病中。在失神癫痫 DTI 研究中［19］，有研究发现患者组的网络连接强

度、绝对聚类系数、全局及局部效率都显著地下降，而特征路径长度显著增加。同时还发

现在皮层下结构、眶额叶区和边缘系统，患者组节点连接强度、聚类系数和效率等降低，

而网络的连接强度、局部效率及一些脑区的连接特征与癫痫病程呈显著负相关。这些结果

表明，儿童失神癫痫白质结构网络的拓扑结构受到损伤。另一项对音乐家脑可塑性方面的

DTI 研究则表明，音乐家在运动、视觉以及语言表达等功能脑区具有比非音乐家人群更强

的白质结构网络连接，且在运动相关脑区的中心节点重要性显著增大。这些发现表明，音

乐家大脑中与音乐训练有关的局部白质网络具有更高的信息传输效率。

（五）神经康复

神经康复（Neurorehabilitation）是指根据各种神经系统功能障碍的特点，采用物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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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等康复方法，减轻疾病和损伤所致的残损（impairment）、残疾（disability）和残障

（handicap）程度。临床上，需要实施神经康复的各种功能障碍众多，最常见的有脑中风、

脑瘫、脑外伤、癫痫、脊髓损伤等引起的各种神经功能障碍，例如，肢体运动障碍、言语

障碍、认知障碍等；另外，由各种意外和病理因素造成的身心功能障碍或丧失也同样需要

用神经康复方法实现功能的恢复或代偿，例如截肢、耳聋、失明等。作为神经康复的重要

手段之一，神经康复工程和技术目前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前沿与热点。作为神经工

程的重要领域之一，神经康复工程利用康复医学、神经工程、智能控制等学科的最新理论

和方法，探讨神经系统损伤或丧失后神经功能恢复和重建的基础科学问题，进而研发先进

的神经功能康复技术与系统，恢复或改善神经功能障碍患者及神经功能缺失患者的机体功

能，提高患者的生活和工作质量。

神经康复工程涉及诸多临床神经康复领域创新技术和方法的研究与开发。目前，我

国在神经康复工程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开创性学术和技术成果。针对神经系统损伤或缺

失造成的肢体运动功能障碍，开展了运动神经功能重建和增强技术、脑神经异常活动

（癫痫）深部脑刺激、基于神经机器接口的运动功能康复机器人和运动辅助外骨骼机器人

系统［20］、多功能神经假肢系统等方面的研究工作，部分技术成果已经成功应用在临床神

经康复中，其中深部脑刺激技术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运动神经功能重建和多功能假肢控

制系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21］。我国在神经反馈技术方面的研究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22］；针对听力和言语功能障碍，开展了人工耳蜗、

听力损失快速精确检测及言语功能康复等技术的研发，其中人工耳蜗已经应用于临床，听

力损失快速检测和言语康复技术研究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还没有应用到临床康复中；

针对视力障碍，开展了基于视神经电刺激的人工视网膜技术的研究，但研究成果还没有应

用到临床，而国外（例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人工视网膜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临床；针对

认知和智力功能障碍，开展了基于脑机接口和人机交互的认知功能康复技术及机理方面的

研究。虽然认知和智力障碍康复机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认知和智力

障碍康复技术的临床应用还与世界先进水平有一定的差距。另外，借助于神经影像、高密

度神经信息采集等技术，我国也开展了基于神经功能可塑性的神经康复机理及评价方面的

研究工作，为神经康复技术和系统的研发提供了理论和临床依据。

神经康复将涉及两个层次上的任务或目标，一是促进受损神经系统自身功能的恢复，

二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或补偿因神经系统问题带来的身心功能障碍，为此，神经康复工程研

究需要为实现这两个层次的目标提供相应的方法和技术。在各类科学研究基金的资助下，

我国科学家在这两个层次上的研究已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但在神经康复工程的

许多相关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面临的挑战包括：在神经康复

理论和方法方面缺乏原创性的成果、研究工作和成果与神经康复的临床需求有一定距离、

注重学术成果而忽视康复技术的临床转化等。为此，在积极争取我国各种科研基金对神经

康复工程研究的大力支持下，需要与临床康复医生紧密合作，提出和研发真正满足临床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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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需求的创新康复技术和方法；加强我国神经康复工程科研人员间的合作，形成规模化的

神经康复工程研究群体，突破一批神经康复创新技术；积极与康复企业合作，加快康复技

术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另外，在继续保持神经康复工程研究中的一些优势领域外，还应该

注重和加强神经康复工程热点领域的研究工作。例如，在运动功能神经康复方面，开展人

机交互主动康复机器人系统、感知觉功能增强及感知觉信息神经反馈的实现［23，24］、大脑

神经功能重组或重塑机制等方面的研究［25］。

（六）神经电极［25-27］

神经电极是一种用来记录或干预神经活动状态的电生理器件。根据电极的功能，可以

分为记录电极和刺激电极。记录电极用来记录神经的电活动；刺激电极用来调控或改变神

经的电活动。根据其使用的部位或记录对象，可以分为头皮电极、植入电极和离体电极。

头皮电极使用时安放在头颅周围，用来提取脑电信号（EEG）；植入电极需要通过手术有

创放置，多用在颅内或其他神经组织部位；活体脑切片或体外培养细胞一般用离体电极。

最经典的头皮电极是 Ag/Agcl 电极，使用时配合含氯离子的导电膏，通常又称湿电极。

国内武汉大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最为深入。产品化方面，国内的格林泰克公司能够生产高性

能的 Ag/Agcl 粉末电极及脑电帽等配套的外周产品。为适应脑机接口及穿戴式监护等应用

需求，头皮电极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是朝着不需要导电膏的干式电极发展，其中奥地利

的 G-tec 公司最早推出了柱式干电极，为解决干电极接触阻抗较高的问题，在干电极的近

端设置了一个前置跟随放大器，这种干电极又称为主动式干电极（Active Dry Electrode）。

台湾交通大学的 Lin 等报道了一种导电泡沫外面包裹导电织物构成海绵状干电极，具有良

好的舒适度和一定的抗干扰能力。2012 年美国圣地亚哥大学报道了一种弹性的爪状干电极，

2013 年，该电极由美国 Cognionics 公司作为产品正式推出。国内研究方面，上海交通大学

和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针对基于梳状或微针阵列的干电极，进行了较多的尝试，并基

于自制的干电极进行了警觉度监测和脑机接口的穿戴式应用研究。目前国内尚没有商用化

的干电极产品推出。

植入式电极包括头皮下 EEG 电极、颅骨下使用的 Ecog 电极、皮层间应用的胞外记录

电极以及神经束附近使用的 Cuff 电极或 lift 电极。Ecog 电极具有紧贴皮层的优势，研究主

要朝着超薄、高密度、大面积的方向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纽约大学报到的采用

柔性电子技术（Flexible Electronics）制备的拥有 360 个尺寸为 300μm×300μm 记录电极的

柔性薄膜器件，能以每秒接近 100 帧的速度记录每个电极位点附近的脑电变化。皮层间应

用的胞外记录电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玻璃管电极、金属微丝电极和利用微加工方法

制备的 MEMS 电极。玻璃管电极是最早被应用的一种电极类型，细胞外记录现已不多用。

金属微丝电极国内大多数做胞外记录的实验室都可以制备，其中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中科院的一些院所都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工艺，可以根据动物

实验的需要制备出通道数高达上百导的高密度以及可在体调节植入深度的微丝电极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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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用来组装电极的金属微丝、特别是带绝缘层的金属丝几乎都采购自国外。另外，一些高

品质的金属微丝电极，如具有高密度纵向记录点排布的 V-probe 电极也主要由国外公司生产。

MEMS 电极比较著名的是密西根大学发明的硅薄膜线性电极和犹他大学研发的犹他电极阵列。

国内研究微加工电极的单位有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和中科院的一些院所，其中北大在最

近几年分别报道了新型的 Cuff 电极及叠层组装的硅针电极阵列；中科院电子所提出并研制了

可同时检测神经递质及电信号的双模电极。在产品转化方面最接近实用要求的电极是半导体

所研制的硅线性微电极。由于电极及生物体的排异反应，目前植入式记录微电极还不能做到

像刺激电极（如：耳蜗电极）的长期有效性。因此，为提高电极性能、改善生物相容性而进

行的电极表面修饰及小型化研究，一直是植入电极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另外高灵敏、高

密度、高通量记录的需求也要求电极朝着高性能小尺寸的方向发展。2012—2014 年国际上

陆续报道了一些利用微纳工艺制备的超小电极，利用导电聚合物等新材料制备的新型高灵敏

电极，以及利用 CMOS 工艺加工的、集成了电极和放大与处理电路的高密度度高通量电极阵

列。国内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报道了基于石墨烯场效应管的有源神经记录器件的研究工作，中

科院半导体所于 2014 年报道了一种电极与 ASIC 的混合集成器件。

离体电极针对单细胞记录的主要是毛细管电极，作为一种非常成熟的工具，玻璃管电

极至今仍广泛应用于单细胞记录的相关研究方面，国内的许多实验室都可以很好地掌握这

类电极的制作，第三军医大和同济大学等单位还在进行拉制玻璃管的相关设备的研发。国

内也有一些公司能够提供拉制玻璃管电极的商用化仪器。针对胞外记录用的离体多电极阵

列（Multi Electrode Array，）国外最出名的是 Multichannel 公司推出的 MEA 器件及配套的

记录系统。其发展趋势与植入式胞外电极相同，也是朝着高密度、高通量的方向发展，目

前最高电极数量可以做到 26400 个。由于体外培养具有更灵活的细胞操作方式，结合纳米

结构的微电极甚至可以检测到亚阈值的动作电位。

（七）光遗传学技术

光遗传学技术结合了光学和基因操控技术，使得高时空分辨地调节特定种类神经细胞

的活动成为可能。自 2005 年以来，利用光遗传学技术进行的研究覆盖范围越来越广，据

估计，目前世界上有超过一千个研究组在利用这一技术进行研究。

利用光遗传学技术，在神经科学基础研究和针对疾病的应用研究方面，在过去两年中

都有大量的突破。 在基础研究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李澄宇

研究组利用光遗传技术，研究了在工作记忆的形成过程中，大脑前额叶在延迟时间内的神

经电活动对记忆形成的重要性［28］。美国的 MIT、冷泉港实验室、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等

数个研究组的工作使我们对恐惧记忆的唤起、转移和剔除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新技术

的发展也推动了对于复杂神经环路工作机制的研究。最近发表的一项结合光遗传技术与显

微成像辅助的多膜片钳技术研究中，研究者们描述了如何利用这项技术同时记录神经环路

中 4 ～ 8 个神经元的电活动。利用这一技术可以实现同时记录和鉴别神经细胞形态以及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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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功能连接。光遗传技术正发展成为神经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工具之一。

在针对疾病的基础和应用研究方面，癫痫、帕金森病、卒中、成瘾、视网膜病变等

疾病的研究获得了较多关注。在癫痫研究方面，利用光遗传技术，人们在动物模型中发现

了新的癫痫发生机制、认识到了海马兴奋性神经元在癫痫发展中的作用、并在不同的癫痫

模型中探索了控制癫痫的关键环路和细胞。在帕金森病的研究中，近年来，利用光遗传技

术在多个研究方向上取得了进展。首先，对于帕金森病相关神经环路有了深入的认识；其

次，在多巴胺能神经元移植治疗帕金森病的机制研究中，利用光遗传技术抑制抑制细胞的

活动抵消了细胞移植带来的治疗效果，证明移植细胞整合入神经环路并产生电活动是有效

治疗所必需的；此外，最近有研究显示，利用光遗传技术调控星型胶质细胞的活动，可以

改变其分泌营养因子的水平，进而影响移植入帕金森模型动物脑中的神经干细胞向多巴胺

能神经元分化的能力。最后，目前已有基于光遗传技术的植入式 LED 光刺激探针，可以

实现基于光遗传技术的深部脑刺激。在卒中研究方面，利用光遗传技术研究卒中后的损伤

修复，尤其是神经再生和神经可塑性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上海交通大学杨国源和王永

亭研究组利用光遗传技术激活或抑制纹状体神经元的活性，证明其可影响脑缺血后侧脑室

边缘区的神经干细胞的增殖和迁移［29］。斯坦福大学的 Steinberg 研究组证明利用光遗传技

术激活 M1 区神经元活性可以增强神经可塑性，促进脑缺血后的运动功能恢复［30］。此外，

利用光遗传技术在全脑缺血或极小范围缺血模型中的研究提示，尽管在缺血损伤区域的部

分神经元完整性得以保留，但其功能依然受到了缺血的影响。这些研究结果对于发展卒中

治疗策略具有积极意义。

在治疗成瘾的研究方面，动物体内实验表明，利用光遗传技术低频刺激投射到伏隔核的

兴奋性神经元可以有效逆转成瘾行为的产生。这一研究结果被用来优化深脑电刺激的方案，

从而能够更精准地治疗成瘾行为。在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治疗研究中，多个研究组在鼠和犬模

型的研究结果提示，可以通过在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上或双极细胞上表达视蛋白，可以显著提

高失明动物的感光能力。但是，实现视网膜色素变性治疗的临床转化还需要克服数个技术障

碍。目前，在灵长类的视网膜上很难实现高效的病毒介导的视蛋白基因转染，并且，视蛋白

对正常强度的光的响应较弱，此外，视网膜色素变性晚期的视网膜结构变化也使特异性地转

染目标细胞更难实现。尽管如此，利用光遗传技术治疗这一遗传疾病目前仍是研究的热点。

近两年来，更多的具有新型功能的视蛋白被筛选或通过蛋白质工程的方法得到，同

时，同时利用光学方法调控和记录神经活性的技术也在发展中。这些新工具的成熟，将持

续推动神经科学的基础研究以及神经疾病的应用研究。不仅如此，通过改造光感融合蛋

白，光遗传技术也已经开始在神经科学之外的领域中得到应用。

（八）经颅磁刺激［31-33］

经颅磁刺激技术（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1985 年由英国谢菲尔德大

学的 Barker 发明，三十年来经历了单次经颅磁刺激 sTMS（包括脉冲对刺激 pTMS）、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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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颅磁刺激 rTMS、三维脑结构可视精密导航定位 TMS 等发展阶段，现已发展成为可在精

密导航定位引导下，对目标脑区进行精确刺激，与 EEG、EMG、fMRI、MEG、NIRS 等技

术联合应用于脑功能脑认知研究、脑神经与精神疾病诊断及治疗的成熟技术。2010 年英

国伯明翰大学的 Carmel Mevorach 等在 Neuroscience 发文报导使用 TMS 合并 fMRI 技术首

次对某个注意机制的研究问题提出了因果性证据；2014 年美国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 Joel 

Voss 等 TMS 改善记忆的研究首次显示了可以不通过手术或药物仅依靠 TMS 改变成人大脑

的记忆功能，研究结果发表在当年 8 月出版的 Science 上；2007 年 7 月的 Nature Review/

Neuroscience 发文详细总结了 TMS 对脑疾病的治疗作用。2008 年，美国 FDA 正式批准

TMS 用于临床治疗难治性抑郁障碍；2009 年，武汉依瑞德公司生产的 TMS 设备获得了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注册证，2012 年我国制定《磁刺激设备》医疗器械行业

标准。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 TMS 技术与仪器在脑科学研究与临床应用中发挥的

巨大作用，但应用中也显现出在磁刺激聚焦性、真实头结构电导率分布模型（尤其深部脑

组织、非均质和各向异性分布模型）、深部脑组织磁刺激技术和神经纤维矢量磁刺激技术、

多脑区精密导航定位下时序刺激是目前 TMS 方法学和技术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近

几年国内外在 TMS 技术领域开展的工作也是主要围绕上述问题和不足开展的。

颅脑电导率分布是颅内感应电场和感应电流分布仿真研究的基础。中国医学科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殷涛研究组建立了各向同性真实头部模型，并应用于有限元仿真分

析颅内感应电场分布。该模型特点是：①通过 MRI 构建了包括头皮、颅骨、脑脊液、脑

灰质、脑白质、小脑和眼球组织的真实头结构电介质分布有限元数学模型；②沟回结构

清晰；③后续工作加入了边缘系统、脑白质神经纤维束和丘脑等脑深部复杂结构的电导

率分布。在此基础上，对提高线圈电场聚焦性能进行了仿真方法和实验研究，采用高电导

率材料和高磁导率材料窗口法改变线圈的聚焦性，将 8 字型磁刺激线圈的聚焦面积减小了

30%，负峰抑制比提高 85%。目前重点在 H 型脑深部磁刺激线圈有限元仿真和脑白质神经

纤维束矢量性磁刺激方法研究。

在头部电导率各向异性分布研究方面，兰州交通大学逯迈研究组和浙江大学朱善安研

究组通过 DTI 成像水分子扩散张量推导脑白质导电导率张量分布，建立真实头部各向异性

电导率分布模型，进而研究颅内感应电场和感应电流分布。常用的几种各向异性电导率计

算模型中，电化学模型从电导率物理机理出发，引入离子扩散张量和结构系数，更适合计

算脑白质与灰质的各向异性电导率。逯迈研究组运用阻抗方法仿真了深部线圈在真实头模

型上产生的电磁场的分布，比较双锥线圈、H 线圈和 halo 线圈的深部特性和聚焦特性。双

锥线圈和 H 线圈明显提高了刺激深度，但是影响较大的皮质表层面积；Halo 线圈与电流

反向的圆形线圈组合，在减小了大脑表层刺激强度的情况下，提供了一个灵活刺激大脑深

部的方法。同时研究了 8 字线圈偏转角度与真实头模型电磁场分布的关系，通过改变线圈

与大脑的角度调整刺激的聚焦和深部特性。

近几年，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USA）的 David Jeffery Mogul 研究组在皮质柱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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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真实头电导率分布各向同性模型、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K）的 Marzia De Lucia 研

究组和 MPI for Biological Cybernetics（Germany）的 Axel Thielscher 研究组在电导率分布各

向异性真实头模型、MGH/MIT/HMS（USA）的 Tommi Raij 和 Aapo Nummenmaa 研究组在

白质神经纤维束模型、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Israel）的 Abraham Zangen 研究组和

Monash University（Australia）的 Peter G. Enticotta 研究组在脑深部磁刺激线圈等研究中都

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

多脑区精密导航定位磁刺激技术是 TMS 技术的最新进展，是研究脑认知、脑网络关

联性和因果性的重要工具。殷涛研究组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学仪器专项资助下，研制

了三线圈输出磁刺激仪，具有单脉冲、双脉冲和重复刺激三种模式。充电电压 0 ～ 3kV

可调，放电频率 0.1 ～ 100Hz 可调，放电脉宽 200 ～ 220μs，三线圈可独立输出，也可

设定时间间隔顺序输出。双脉冲模式每个线圈可独立输出磁刺激脉冲对，脉冲间隔从

1 ～ 999ms 可调，也可三线圈顺序输出磁刺激脉冲对。三线圈输出的脉冲磁感应强度均可

大于 3T。与清华大学王广志研究组合作，研制出多脑区精密导航定位技术，能实现对三

线圈脑区磁刺激的三维可视化精密导航定位。

从脑科学研究和脑疾病的临床需求看，经颅磁刺激技术的重点发展方向应是脑深部磁

刺激、脑神经矢量性磁刺激和用于脑手术中功能区定位的术中磁刺激技术。

三、未来展望

近年来，医学神经工程已经成为生物医学工程中备受关注前沿热点研究领域。它不仅

为基础神经科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在神经与精神疾病的早期诊断、有效治疗

和康复领域也都提供了新的思路及解决问题的新方法。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神经工

程必将展示其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与应用前景。

医学神经工程未来的发展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临床应用的深入挖掘。

（1）科学技术的进步。神经工程的飞速发展首先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一

个高度交叉的学科领域，当代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及影像技术等

众多领域的飞速发展给神经工程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也直接带动了医学神经

工程领域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必将有更多的新技术和新方法会应用到

神经工程的研究领域，并带动医学神经工程进入更高的发展层次。

作为基础神经科学研究，从微观到宏观层次上揭示神经系统的结构—功能关系是最重

要也是最基础的工作。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关脑神经系统的影像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现有的技术还是不能兼顾微观与宏观、静态与动态、高时间分辨率与高空间分辨率

等多方面的要求。在继续改进现有系统性能的同时，继续寻找新的神经影像新方法也是我

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作为神经工程的典型应用，脑 - 机接口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脑 - 机接口系统的研发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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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已经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但至今绝大多数系统仍然处于实验室演示阶段。究其原因，

不能不说的是现在无论在脑信号的采集，还是在脑信号的解析方面还都存在不少缺陷。无

创的脑电信号记录至今还大量沿用需要借助导电膏的记录装置，这给使用者带来极大的不

便。人们期望的不再借助导电膏的干电极系统虽然也已经问世多年，但始终未达到理想的

使用状态。在脑信号的解析方面，如何从被强干扰噪声“污染”的记录信号中找出有用的

脑神经信息，也一直在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从系统实用性的角度看，研发基于干电极的多

通道、便携式、无线传输的高性能脑电信号记录系统一直是大家的期盼。从根本上讲，这

个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来自材料科学、半导体与电子技术、信息科学与技术以及神经科学

领域的专家在一起协同攻关。在这个方向上的突破将极大地推动包括脑 - 机接口在内的一

大批神经工程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

（2）临床应用的深入挖掘。医学神经工程领域飞速发展的动力还来自于各方面的强劲

需求，特别是来自医学领域的应用需求。在当今社会中，神经与精神方面的各种各样的疾

病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是，针对这些疾病的诊断、治疗与康复的手段还十分缺乏。

神经工程方法的介入为此类疾病的早期诊断、有效治疗及康复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方法。

目前，许多神经与精神疾病的早期诊断还存在很大的困难，有效的治疗方法也不多。

仅以抑郁症为例，也许是因为当今社会竞争和生活压力增大的缘故，使得这种高自杀率

的精神疾病一直处于高发状态。有报道称全球约有 3 亿抑郁症患者。中国抑郁症发病率为

2% ～ 3%，患者人数超过 2600 万，其中有自杀倾向的占 10% ～ 15%。虽然临床也尝试用

经颅磁刺激、迷走神经刺激、深部脑刺激甚至电痉挛开展治疗，但效果都不甚理想。如何

将药物治疗与神经工程手段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寻找个性化的有效治疗手段仍然还是一项

十分艰巨的任务。

在神经康复领域，医学神经工程同样是大有作为的。通过工程方法恢复人体缺失的功

能一直是人们的期待。让聋人复聪、让盲人复明、让瘫痪病人站立行走，这些以往不可能

实现的事情现在也正在逐步成为现实。现在的问题是，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技术上的缺陷，

此类系统中的大多数还不能直接在临床上推广使用。神经工程领域的工程师还需要继续努

力，让这些造福于人类的新技术进入更多的百姓家庭。

神经工程领域的发展有强劲的生命力。我们期盼在今后的十年至二十年中，从基础研

究、仪器开发直至临床应用，医学神经工程都能迈上一个新的水平，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

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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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医学工程研究进展及趋势

一、前言

医学超声影像技术是当前发展十分活跃、十分有潜力和前景的学科。仅以每年一届的

IEEE 主办国际超声学术会（IUS）为例，其专题分组会（Session），经常更新补充。粗略

统计，每年平均有 30 多个 Session 都涉及医学超声，占总体的 3/5 ～ 3/4。我国虽然年年

有人参加，但很少有人做特邀报告，参加范围也仅局限于几个 Sessions，总体上是这个超

声学术峰会的小角色。另外，根据全球市场研究报告 Global Data：预计我国医学超声产品

市场总销售额到 2019 年将达到 13 亿美元，年均增长 7.1%，这还是保守估计。其中国内

厂家销售额占比估计不会超过 15%，属于弱玩家。一个是学科发展上的小角色，一个是产

品市场上的弱玩家，这就是我国超声学科和产业的现状。

（一）产业规模及增长速度

如图 1 所示，2011 年全球医用超声影像设备市场规模为 333 亿元人民币，预计至

2016 年，市场总规模将上升至 428.4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5.2%。

图 1　全球医用超声影像设备市场规模（单位：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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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2012 年中国医用超声影像设备市场规模达 57.3 亿元人民币，为全球市场的

16.7%。预计未来 5 年中国市场年复合增长率为 11%，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区域（图 2）。

图 2　国内医用超声影像设备市场规模及细分（单位：亿元人民币，%）

传统领域用户对超声设备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更好地提高临床诊断效果，传统领域

的用户要求好的超声图像质量（分辨率，穿透力，新功能要求）和更好的易用性。

随着超声设备价格的下降，超声在各个临床科室得到广泛的应用。在新的临床条件

对超声有各自特殊的要求。比如超声机器的小型化，便携化，满足新的临床要求的超声探

头，操作简单等。

为了满足传统领域用户诊断的要求，超声设备需要有更好的图像质量，更多的新功

能。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超声设备的计算能力得到非常高的提升。以超高速

成像技术为基础的新的超声成像技术，如：发射连续聚焦技术、基于剪切波的弹性成像技

术、矢量血流成像技术、三维成像技术，得到较快的发展。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二维

面阵探头技术、电容微机超声探头技术也得到迅速的发展。

针对超声从简单诊断扩展到各类临床科室，以解决临床应用为目的应用性创新技术也

越来越多，这些技术和临床也会越来越紧密。如超声融合成像技术，超声小型化技术，穿

刺针导航技术，图像自动优化技术，图像自动识别技术，超声微泡造影靶向治疗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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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链及核心技术

在医学超声产业方面，虽然我国的整体实力与国际超声产业还存在差距，但少数企

业已经具备了和国际大企业竞争的实力。迈瑞、开立两家国内企业在超声换能器、造影

成像、谐波成像、4D 成像、高端彩超系统集成等核心技术方面取得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生产的彩超系统达到国际主流厂家水平。整体来看，国内超声产业上下游配套产业发展较

好，具有迈瑞、开立等一批在国内领先的超声企业。中低端产业已有一定规模，但受技术

封闭性影响，产品规范性不足；高端产业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技术突破是关键。

无论从国际抑或国内产业情况来看，超声产业链都呈现封闭性特点。除通用的工业

配套原材料（如芯片，材料，电子等）外，超声厂家都会涉及超声技术的各个方向，缺

乏独立的有影响力的模块供应商。业内只有几家独立的超声换能器供应商，但都规模小，

技术水平较低，或者提供部分特殊换能器（如 TEE）。前九大超声公司占超声市场份额的

95%，这九家公司都自己设计和生产超声换能器。2010 年，飞利浦收购了上海艾培克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Apex），体现了超声厂商掌握换能器供应的大趋势。

目前，业内企业已有的核心技术情况如下表（表 1）。其中 GE、飞利浦等国际厂家技

术布局完善。迈瑞、开立两家国内企业在部分核心技术上已经达到国际主流厂家水平。

表 1　主要超声企业核心技术情况

GE 飞利浦 东芝 日立阿洛卡 西门子 百胜 三星麦迪逊 索诺声 迈瑞 开立

彩色血流成像 √ √ √ √ √ √ √ √ √ √

造影成像 √ √ √ √ √ √ √ √

三维成像 √ √ √ √ √ √ √ √ √

谐波成像 √ √ √ √ √ √ √ √ √ √

弹性成像 √ √ √ √ √ √ √ √

图像融合图像导航 √ √ √ √ √

空间复合成像 √ √ √ √ √ √ √ √ √ √

图像增强 √ √ √ √ √ √ √ √ √ √

超声消化内窥镜 √

自制换能器 √ √ √ √ √ √ √ √ √ √

单晶换能器 √ √ √ √

面阵探头 √ √ √ √

（三）国内外创新资源及超声专利情况

目前超声相关的源头技术主要来源于国际，国内科研院所等以吸收、消化和应用型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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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为主。从当前的几个前沿热点来看，如弹性成像技术，超高速成像技术都来源于国外的

大学和科研院所。发达国家医院超声主要在放射科，主要由超声技术员完成打图、取图，

医师根据图像做临床判断。由于超声的图像不具备标准化，发达国家临床诊断更加倾向于

用大型影像设备如 CT 和 MRI。国内医院设有专门的超声科室，超声设备使用广泛，超声

医师数量多。国内超声医师需要自己做临床取图操作，并做临床诊断，因此，国内超声医

生的临床水平和临床经验都非常丰富。

截至 2012 年 9 月，全球超声领域的专利申请共计 30550 项，申请量最高的在日本，

达到 8852 项，占总申请量的 29%；其次在美国，达到 8238 项，占比 27%；第三是 PCT

国际申请，达到 5182 项，占到总申请量的 17%。

全球申请量前十位的申请人中，分别是东芝 2302 项，GE1420 项，阿洛卡株式会社

1295 项，奥林巴斯 1155 项，西门子 1152 项，日立 1089 项，松下 966 项，飞利浦 928 项，

富士 480 项，深圳迈瑞 342 项。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是唯一进入前十位申

请人的中国公司。

超声成像专利主要分布于发达国家，而近年来中国成为专利申请的热点区域。截至

2012 年 7 月，中国超声相关专利 4063 项，其中，国外来华 1752 项，90% 来源于美日欧

等地，增速平缓；国内 2311 项，增长迅速。主要申请人以技术、资金实力雄厚的跨国公

司为主，各自以自身的技术优势为依托进行专利布局。同时也涌现了一些优秀的国内公司

如迈瑞，开立等。国内超声专利申请中，广东省以 638 项位于全国之首，占比达 27.6%。

未来应予以关注及跟踪的核心技术方向主要有多个。其中一部分是为了满足传统领域用

户诊断的要求，超声设备需要有更好的图像质量、更多的新功能。如超高速成像技术，发射

连续聚焦技术，基于剪切波的弹性成像技术，二维面阵探头技术，电容微机超声探头技术等。

另外，一部分是以解决临床应用为目的应用性创新技术，如超声融合成像技术、超声

小型化技术、穿刺针导航技术、图像自动优化技术、图像自动识别技术、超声微泡造影靶

向治疗技术等。

二、前沿热点

（一）超声换能器

随着临床医学超声影像需求的发展，宽频带、多维高密度、高频、微型化腔内集成探

头和专科定制探头、实时三维探头是未来超声换能器发展的主要方向。最近十多年来，医

学超声换能器领域，主要在换能器材料和结构上涌现出许多新的技术。

1. 压电单晶的发展

压电单晶换能器的研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而铅基压电单晶由于其卓越的

性能，仍然是高性能探头研发者的主攻方向。

包括美国 H.C. Materials 公司、TRS Technologies 公司、英国 Morgan Electro Ceramics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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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日本 JFE 公司、中国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韩国 Ceracomp 公司、

iBlue Photonics 等多家国内外研究机构，为了获得性能一致性更好、尺寸更大、高的矫顽

场、高 Q 值、温度稳定性更佳的材料，对单晶的成分进行不断地完善，到现阶段已经开

发了三代单晶产品，具体性能参数列于表 2。其中，第一代压电单晶 PMN-PT 已经满足了

医疗超声探头商业化的需求。

表 2　三代铅基压电单晶的性能

d33（pC/N） ε33T Tanδ（%） k33 Ec（kV/cm） Trt（℃） Qm

PMN-PT 1500 ～ 2000 4000 ～ 7500 0.06 0.89 1.9 ～ 2.5 85 ～ 100 80

PIN-PMN-PT 1300 ～ 1800 4000 ～ 6000 0.06 0.89 4.5 ～ 6 115 ～ 130 150

Mn-doped PIN-PMN-PT 1200 ～ 1700 3000 ～ 4000 0.02 0.89 4.5 ～ 6 115 ～ 130 500 ～ 1000

H.C. Materials 和 TRS Technologies 公司等都采用改良的 Bridgeman 法生长出直径 3 ～ 4

英寸（约 75 ～ 100mm），长度达 150mm 的 PMN-PT 晶体，大尺寸 PMN-PT 晶体生长工艺

已较为成熟，可满足绝大多数换能器的应用要求［1，2］。

2. 商业化医用单晶超声换能器

众多知名跨国公司，如 Philips、GE、Siemens、Hitachi、Toshiba、TRS Technologies、

Humanscan、Boston Scientific、H.C. Materials 等都开展了铅基压电单晶探头产品的研发。

2004 年 11 月，Philips 推出了第一款面向市场的低频 PureWave（Single Crystal）S5-1 型探

头，并采用了独特的匹配层和背衬材料设计，在二维图像质量和彩超多普勒信号灵敏度上

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随后，GE、Siemens 和 Hitachi 也分别于 2008 年和 2009 年相继推

出单晶换能器。Philips 公司的新型 X7-2 探头，整体外形尺寸为 3.7cm×2.84cm×8.53cm，

包含 2500 个独立工作单元，支持多种成像模式。探头首次整合了 PureWave 单晶技术和

xMATRIX 技术，利用单晶材料的性能优势，使得三维解剖结构的显示图像更加清晰，同

时进一步缩小尺寸，可应用于先天性心脏疾病的经胸影像评测以及心外膜成像介导等。

尽管铅基压电单晶探头已经在国外成功产业化，探头的带宽、灵敏度得到大幅提高，

图像质量更清晰，医学影像信息更丰富，但是，单晶探头的工作频率基本上集中在中低

频，而基于压电单晶材料的高频换能器阵列以及各种专业探头尚未广泛应用于临床诊疗，

因此成为新的研究方向和热点。

3. 单晶复合材料换能器

压电单晶复合材料的探头研制，同样有单波束超声换能器和多波束超声换能器两种发

展方向。

设计单晶复合材料单波束换能器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多是采用 1-3 型或 2-2 型复合

方式。但是当探头的工作频率设计为高于 20MHz 时，单晶柱的宽度将小于 50μm，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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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切割工艺将难以实现。TRS 公司采用了光刻及干法刻蚀等微加工技术，可实现批量加

工、获得更小的加工精度，但同时也存在刻蚀速度慢、耗时过长，对加工设备及场地要求

高而导致的生产成本增高等问题［3］。

有不少文献报道用复合材料设计线阵或其他多波束换能器，但是复合材料的使用会

影响压电材料的有效面积，从而影响换能器的阻抗，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多波束探头。2010

年，Changgeng LIU 等利用微加工制作流程，结合干法刻蚀技术，制备了 PMN-PT 单晶

1-3 复合材料的平面环形相控阵。PMN-PT 微柱体的尺寸为 9μm×9μm，干法刻蚀的速

度～ 160 nm/min。为满足高密度阵元的有效连接，采用了特殊设计的电子连接板来实现阵

元的连通，各通道对应的导线嵌在绝缘材料中并与连接盘接通。脉冲回波测试结果表明，

该平面圆环阵探头的中心频率为 50MHz，-6dB 带宽接近 90%，中心频率处的插入损耗

为 -19.5dB，阵元间串扰为 -35dB［4］。

由于铅基压电单晶本身就存在成分一致性较不稳定的问题，再加上单晶复合材料工艺

的复杂性，很多研究者采用的是干法刻蚀的工艺，速度慢耗时长，较适合小尺寸高频探头

的研制。如果用此复合材料来制作多波束探头，将大幅地增加工艺程序，也就意味着增加

了产品的生产成本。

4. 高居里温度单晶及无铅单晶探头

为解决铅基单晶相变温度低的问题，第二代以及第三代高居里温度单晶以及探头的研

制受到重视。Ruimin Chen 等设计了 3 ～ 4MHz 32 阵元 PMN-PT 和 PIN-PMN-PT 单晶换能

器，实验发现，160℃时探头的 -6dB 带宽达到 66%，插入损耗为 37dB［5］。

2014 年，彭珏等开发了基于高居里温度的 PMN-PIN-PT 的 1.5D 高密度相控阵换能器，

尺寸为 24mm×16mm，中心频率设计为 2.5MHz，独立阵元数目为 320 个，测得 -6dB 带

宽～ 71%［6］。实现了在 Z 平面上动态调节聚焦，提高了空间分辨率，图像的一致性得到 

增强。

随着欧盟颁布 WEEE/RoHS/ELV 法案，探索无铅压电单晶、研究环境友好型压电材料

及其产品也是一项紧迫任务。LiNbO3 和 KNbO3 单晶作为无铅单晶材料，已被证明具有与

PZT 陶瓷相当的 kt 值，较低的介电常数和较大的纵向声速，是制备大尺寸的高频高灵敏度

的单波束探头的理想单晶材料。Silverman 就报道了 75MHz 的高频 LiNbO3 探头，-6dB 的

带宽为 75%，插入损耗为 9dB ［7］。基于无铅单晶的复合材料单波束探头，同样有学者开

展研究。C. Bantignies 等研制了基于 KN/epoxy 的 128 阵元换能器，工作频率为 30MHz， 

-6dB 带宽达到 48.5%［8］。

5. 高频高密度探头

2014 年，Bezanson 等用光刻技术制备了 40MHz，64 阵元的 PMN-PT 单晶介入式超声

换能器。封装后的探头尺寸为 2.5mm×3.1mm，可以比较方便地通过颅骨缝隙，对猪的脑

部病变区域进行成像，探头 -6dB 带宽为 55%［9］。CG Liu 等研制了基于 PMN-PT 单晶的 1-3 

复合材料的 256 阵元面阵换能器，中心频率为 50MHz，-6dB 带宽达到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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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高速超声成像技术

相比于其他生物医学成像技术，例如 X 线电脑断层扫描（X-CT）、核磁共振（MRI）、正

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等，超声成像具有实时显示的速度优势，而且是唯一可以对人体

血流的方向和速度等生理信息进行定量测量的成像方法。目前常规的超声 B 模式成像帧频为

50 ～ 200 帧 / 秒，彩色血流成像帧频为 10 ～ 20 帧 / 秒，然而，这一技术水平仍不能满足对快

速变化血流信息进行时空测量的诊断要求，特别说明的是，快速变化血流形式（如湍流和涡

流）往往与心血管的病理改变紧密相关，是心血管疾病早期诊断的重要指标。因此，如何有

效提高现有超声成像速度从而实现对高速血流的实时监测，是国际医学超声领域的研究难点。

超高速超声成像（ultrafast ultrasound imaging）这一技术概念的提出为解决上述难题提

供了新思路，基于这种概念的超声成像可实现数千乃至 1 万帧每秒的实时速度［10，11］，具

体来讲，传统 B 模式超声图像的获得是通过逐线扫描方式，即换能器阵元以延时聚焦方式

进行一维信号的发射和接收，通过在不同空间位置的阵元组合重复进行单线扫描来获得一

帧二维图像数据，其帧频受限于回波传播时间和扫描线总数量。超高速超声成像的技术关

键是突破传统的单线聚焦扫描模式，创新地通过换能器阵元的单次激励和并行数据采集获

得一幅二维图像，其帧频可由脉冲重复频率（PRF）决定，从而将实时成像帧频提高两个

数量级以上，实现亚毫秒级的超高速成像。

目前，超高速超声成像在国际上是前沿和热点研究方向，其技术实现主要通过以下

成像方法的创新：①平面波发射方式（plane wave transmission），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 

E. E. Konofagou 教授研究组为代表［12-14］，该方法同时激励成像探头的所有阵元，形成平面

超声波进入组织传播和反射，回波信号经探头并行接收后通过数据算法实现动态聚焦和图

像重建，并可以通过角度复合成像方法来改善图像质量，其成像帧频可达 1000 帧 / 秒以上；

②发散波发射方式（diverging wave transmission），以法国两院院士 M. Fink 教授所在的 ESPCI 

声学实验室为代表［15-17］，通过依次激励成像探头的单个振元或者某一振元组合形成发散波

进入组织传播，并设计虚拟离散换能器阵列接收回波信号进行动态波束合成，其成像帧频同

样可达 1000 帧 / 秒以上；③回溯门控技术（retrospective gating techniques），此项技术由加拿大

Sunnybrook 健康中心 E. Cherin 等首次提出［18］，其依据人体组织或血液的运动特征与心动周期

同步的原理，利用心电信号 ECG 作为门控对整个超声成像区域进行分区成像和回溯图像重

建，目前该种方法应用在小鼠颈动脉和心脏血流成像时，其帧频可达 10000 帧 / 秒以上。

凭借其成像速度方面的技术突破，超高速超声成像在以下生理诊断方面实现了应用新

突破。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超高速超声血流成像的发展

在超高速多普勒血流成像方面，B. F. Osmanski 研究小组将平面波发射技术应用于相

控阵探头，实时超声血流成像速度可达 2400 帧 / 秒，从而实现对快速搏动血流形态进行

毫秒级分辨率的实时测量［19，20］；J. Provost 等进一步将发散波发射方式应用于面阵相控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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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头，实现超高速超声三维成像（2325 帧 / 秒），该技术可以展示人体左心室在一个心动

周期内的三维血流动态以及人颈动脉分叉处的复杂流场分布［15］。

此外，在超高速散斑血流成像方面，L. Sandrin 等将平面波发射技术应用于线阵探头

实现了 5000 帧 / 秒的高速成像，并基于互相关算法提出了超声散斑速度成像新方法，可

以在 0.5ms 的时间分辨水平上对非稳态血液流动形式进行有效监测［21］。以及 B. Y. Yiu 等

利用平面波多角度发射方法实现 2000 帧 / 秒的 B 模式流速成像，对颈动脉阻塞模型仿体

的血流进行彩色编码散斑成像，获得了涡流等复杂病变情况的血流动力学信息［22］。

2. 超高速超声脑功能成像的发展

国际权威杂志 Nature Methods 发表了 E. Mace 等利用 1000 帧 / 秒超声高速成像方法对

大鼠癫痫发展的实验研究，该工作依据神经电信号通过神经血管连接可以改变脑部血流量

的生物物理原理，实现了超声血流高速成像对大鼠脑部癫痫样电活动时空传导过程的在体

实时监测［16］；2015 年，Nature Methods 再次报道了 L. A. Sieu 等进一步将 1000 帧 / 秒超声

成像方法应用于运动中小鼠脑功能成像的技术研究，可以实现对正在执行走迷宫任务大鼠

发生 Theta 节律激活改变过程的实时监测，同时验证了该项技术与经典脑电 EEG 记录技术

的一致性与相容性［23］。

3. 超高速超声心脏机械特性成像的发展

依据高速组织多普勒成像原理，B. Brekke 等实现了在心尖视角下 1200 帧 / 秒的超高

速超声成像，从而对心脏收缩早期和晚期的快速机械运动进行记录［24］。J. Provost 等进一

步将心脏组织机械运动与心脏电生理活动联系起来，实现了在毫秒级对犬心肌细胞去电位

与机械收缩过程进行无创超声成像记录［12，25］，该项技术有望实现心室激动时序的无创在

体监测。此外，利用 12000 帧 / 秒的超高速超声成像方法，M. Pernot 等对大鼠左心室的剪

切波传播过程和传播特性进行监测，得到心肌在一个心动周期内不同压力情况下的弹性模

量分布，从而可以对心脏组织的器质性病变进行机械特性诊断［26］。其他具有突破性的研

究报道还包括，W. N. Lee 等通过 5000 帧 / 秒以上的超高速超声成像方法实现了对绵羊心

脏各层肌肉纤维走向的在体测量［27］。

未来几年，随着超声成像硬件设备（如图形处理器 GPU）数据运算能力的提高，以及

平面波复合成像算法（如成像深度与图像质量）的改进，超高速超声成像技术有希望实现

产品化，为医学超声的临床诊断应用带来新发展和新应用。目前，国际超声协会认为超高

速超声成像代表了未来超声发展方向和成像新标准，但这一高端成像技术研究在国内仍尚

未建立相应的规模。已有报道的是，清华大学的罗建文教授利用 1127 帧 / 秒的高速超声

成像对人颈动脉的弹性参数进行了在体估计［28］，以及香港大学 Alfred C. H. Yu 教授利用

复合角度平面波成像方法实现了颈动脉血流模式的高速散斑成像（2000 帧 / 秒）［22］。相

对比之下发现，无论是在硬件电路设计还是在软件算法实现方面，国内外超高速超声成像

技术差距依然明显。因此，超高速超声成像是我国超声学者亟待开展的研究课题，同时也

是学科布局的发展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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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声功能成像技术

传统的超声影像是对组织的形态结构或者血流速度成像。随着超声技术的发展，从超

声回波中发掘出更多的隐含信息，提供关于组织功能方面的情况。其中最主要的功能成像

技术是超声弹性成像技术，可以用于人体组织弹性或者硬度的检测。超声成像正从单纯地

提供人体组织解剖结构信息，发展到同时提供组织弹性、运动信息、功能代谢等多功能信

息，极大地拓展了超声成像技术在临床疾病诊疗中的应用范围。

人体组织病变与其硬度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人体组织的硬度信息很早就被临

床用来帮助诊断。医生用手指按压可触及的病变区域，感知肿块的大小、形状、可活动性

和硬度，以此来诊断肿瘤的良恶性。这就是广泛用于临床的检查手法，称为触诊。触诊高

度依赖于医生的经验，较为主观，并且无法检测难以触及的深在病灶，也很难发现早期的

微小病变。目前临床所用的超声、CT、MRI 等影像技术虽然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但

不能提供组织硬度改变的信息。基于临床需求，能提供组织硬度信息的超声弹性成像技术

逐步发展起来，并在临床得到广泛应用［28］。超声弹性成像的核心是用一定的方法激励组

织使其动起来，并用超声影像技术来检测组织对于激励的响应，从中可提取组织的弹性参

数。基于不同的激励方法，有相应的组织弹性分布的重建算法［29，30］。因此，在组织弹性

成像中，组织激励方法是极为关键的问题。以下根据不同的激励方法，对各种超声弹性成

像方法进行介绍。

1. 组织的自然激励

最早的研究利用了组织的自然激励，比如利用心脏运动引起附近肝脏组织的运动来观

察肝的癌变情况、心脏运动引起的胎儿肺部组织运动来评估肺部的发育成熟度等，更为常

见的是利用血管的收缩和舒张来测量血管壁在一定压力下的应变情况或者弹性模量，并在

此基础上发展了实时血管内超声弹性成像技术（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elastography）。

2. 准静态激励方法研究

美国 Texas 大学 Ophir 教授领导的研究组于 1991 年首次报道了利用准静态施压的方法获

得的组织内部应变分布图，并首次提出超声弹性成像（Ultrasound Elastography）的概念［31］。

这项开创性的研究影响深广，突破了超声只用于解剖成像和血流成像的限制，证明超声还

可对组织的力学特性成像。准静态弹性成像技术直接利用 B 超探头同时完成施压和信号

采集，原理简单，操作方便，因此最早被集成到商业化超声系统中。日本的 Hitachi 公司

于 2005 年推出了超声诊断仪（Hitachi EUB-8500），世界上首次提供了超声弹性成像功能，

称为实时组织弹性成像。目前很多的国内外超声设备厂商都在自己的系统中集成了准静态

弹性成像功能，包括 GE、Philips、Siemens、迈瑞等。在临床上，准静态弹性成像已经被

广泛应用于乳腺、肾脏、前列腺、眼球等器官的诊断。

3. 低频振动激励方法研究

低频振动激励方法利用低频（20 ～ 1000 Hz）振动源在体外进行激励，产生振动源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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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传播，并用超声检测振动引起的剪切波在体内传播时的幅度、相位和速度信息［32］。

当体内有硬化组织时，波的传播模式会改变，由此可检测到组织内部的异变。这种方法模

拟了医生用手指以一定频率按压人体组织实施检查的过程，较为直观简单。法国 Echosens

公司根据低频振动激励方法技术，在 2001 年研发了 FibroScan 产品，专门用于肝脏硬度测

量。该设备临床得到了广泛应用，在全球相关临床研究文献已超过上千篇，临床研究受试

者数量超过 40 万。该产品在中国的市场较好，目前已经在多家三甲医院用于肝硬化的检

测。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和深圳一体医疗公司合作，研发出国内首套基于低频

振动的超声肝硬化检测仪，并实现了产业化。

4. 声辐射力激励方法研究

更多的弹性成像技术采用声辐射力来局部激励人体内部组织，并针对声辐射力引发

的局部组织振动引起的体内剪切波进行检测。剪切波的振幅、传播速度、衰减距离等与

组织的力学特性直接相关，因此通过测定剪切波的声学参数可推导组织的力学特性。现

有的基于声辐射力的超声弹性成像方法有多种，包括：声辐射力脉冲成像（ARFI）［33］，

超音剪切波弹性成像（SSI）［34］，剪切波频散振动成像（SDUV）［35］等。西门子公司在

2008 年推出 ACUSON S2000 高档彩超，包含了声触诊组织量化技术（Virtual Touch Tissues 

Quantification，VTQ）技术，其原理就是利用 ARFI 方法。法国 SuperSonic Imagine 公司的

Aixplorer 系统，集成了 ShearWave Elastography 功能，采用的是 SSI 技术。

国内的深圳大学、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清华大学等团队在声辐射力弹性

成像方面也开展了大量工作。深圳大学研究团队在侧向组织位移估计算法、肝组织黏性测

量等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该团队还主持制定国家标准，规定了基于声辐射力的超声

弹性成像设备性能检测方法，填补了国内空白。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发出声辐射力二维定量

超声弹性成像系统，受到国内超声产业界的高度关注。

（四）超声与其他物理技术的结合

医学影像工程和疾病的早期诊断离不开医学影像技术，尤其是功能性医学影像技术，

我国近年来在功能性医学影像技术领域发展迅速，无论是基础性理论研究还是应用型医学

诊疗设备研发都取得了很多突破性进展。与此同时，基础研究及临床应用的需求也推动了

多模态功能性医学影像技术的发展［36］，其中多物理场耦合的成像模式是一个重要的发展

趋势。多物理场耦合成像技术是医学影像学的前沿，是生物医学、电磁学、电工学、光

学、力学等多学科的交叉［37］。我国已经开展了磁声成像、磁热声成像、磁声电成像、光

声成像等的基础理论和临床应用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以下重点

介绍超声与其他物理技术结合形成的多模态成像技术研究。

1. 磁声成像方向

磁声成像早在 1988 年就有国外学者提出，而感应式磁声成像（MAT-MI）则在 2002

年以后才见到公开文献报道［38］，国内从 2005 年开始开展此领域的研究，研究深度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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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基本和国外保持同步。作为一种非常有前景的医学影像学技术，基金委电工学科在电

磁 - 生物研究领域战略发展规划中，将磁声成像列为重要的研究方向。然而，该技术真

正走向临床应用，发展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医学功能成像设备，还有许多研究工作 

要做。

目前国内有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中南民族

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省部级应用基础研究等

多项课题资助下，陆续开展了磁声成像的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并且激励源、逆问题等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该方向国外突出的研究机构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该机构首次提出了磁感应磁声成

像方法，并通过理论和实验证明给技术能够实现组织电特性层析图像的重建，具有电阻抗

成像的高对比度和超声成像的高分辨率的优势，在医学早期检测和成像中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

2. 磁声电成像方向

磁声电成像技术（MAET）以超声波作为激励源，而超声波又是医学影像领域重要的

激励检测手段，可以通过超声聚焦和声功率密度调整等手段方便地进行精确空间定位、控

制横向和轴向分辨率［39］。因此，该方法从提出至今，引起了相关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

研究。目前国内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机构是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该机构从激发非零波包

净冲量的超声脉冲出发，提出分区均匀介质中信号测量方法，随后首次提出线圈检测式磁

声电成像技术的重建方法并实现三维电导率图像的重建［40］。

该方向国外代表性的研究机构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提出了差频磁声电成像方法，获

得被测组织的内部电导率信息。国内外在目前在激励、测量和重建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满意

的成果，是一种有良好应用前景的成像技术。

3. 磁热声成像方向

磁热声成像是一种以交变磁场作为激励源，基于生物组织内部焦耳热吸收率的差异，

以超声作为信息载体的无损生物医学影像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多物理场成像方法，该方

法在激励和检测方法具有其独特优势［41］。例如与传统的微波热声成像方法相比，由于生

物组织的无磁性和高介电常数特性，该方法允许更低的功率进行高效成像；与磁声成像方

法相比省去静磁场，一定程度上降低设备成本和复杂度。

针对新型成像方法国内外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激励理论、高信噪比磁热声信号获取和

由磁热声的声源项重建组织电导率三个方面，国内外代表性的研究机构包括新加坡的南洋

理工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4. 光声成像方向

光声成像是 21 世纪发展起来的新兴的生物医学成像技术，整合了光学成像和声学成

像的优点，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42］。目前国内在心血管系统、癌症早期诊断、抗癌药物

研究、神经生物学、细胞凋亡、干细胞研究、药代动力学研究等方面取得具有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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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下一步重点开展光声成像对脑科学的研究，以获得在体的颅深层血流信息等，为

脑疾病的诊断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五）超声微泡及超声治疗

1. 超声微泡非线性声学方向

超声造影剂微泡在入射超声作用下会产生非线性振动，其散射波信号中含有多种谐波

成分，可为超声成像技术提供更多的物理参量。

国内近年来在该方向作出不少有国际影响力的工作，如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微泡振动

的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声学超常材料、“声二极管”器件等方面；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研究团队在超声激励下的微泡动力学模型、研究外界因素对微泡非线性声学特性影响

等方面；武汉大学研究团队在周期性结构中声波传播规律、非均匀介质中超声散射机制等

方面的研究成果。

该方向国外较突出的研究团队是荷兰伊拉斯莫大学医学中心的超声造影成像实验室

（Prof. Nico de Jong），深入研究了第二代超声造影微泡的非线性声学特性，并建立起一个被

广泛验证和采用的，描述脂质膜微泡非线性振动特性的精确方程，即 Marmottant 方程［43］。

2. 超声声操控方向

超声携带动量和能量，在经过组织传播的过程中会与组织发生交换，从而导致声辐射

力、声流、空化等机械效应的产生，这是超声声操控技术的基础。

国内近年来在该方向所做的工作包括，武汉大学研究团队关于“负折射”、“负辐射

力”和人工结构声子晶体等方面；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团队在复杂声场环境下

任意结构物体所受声辐射力计算方法、利用驻波位相偏移对微泡和细胞进行定点排列移动

等方面；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微泡空化的物理机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该方向国外较突出的研究团队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超声及无损检测实验室（Bruce 

Drinkwater），研制出基于体波的相控阵声镊系统，能够操控粒径大于 10μm 的微粒在平面

内任意移动。

3. 超声分子影像和定点给药方向

超声分子影像借助靶向微泡与组织细胞表面的特定抗原或受体结合，使目标组织在超

声影像中得到特异性增强，以此来反映细胞及分子水平上的病理变化。此外，微泡在超声

作用下可在细胞膜上产生可修复的微小孔隙，便于大分子药物、基因等进入细胞内，称为

声孔效应。目前，超声靶向微泡爆破介导药物定点传递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给药方法。

国内近年来在该方向所做的工作包括，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团队在利

用声辐射力实现靶向黏附微泡的选择性和特异性探测，以及超声分子影像在动脉斑块早期

炎症及肿瘤转移中的应用等方面；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超声作用下微泡空化剂量研究、超

声介导基因转染等方面；西安交通大学研究团队在纳米包膜微泡与微血管灌注成像、超声

分子生物效应等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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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向国外较突出的研究团队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Prof. Alexander L. 

Klibanov），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超声靶向微泡的设计、制备，超声分子成像在疾病诊断

及其给药治疗方面的应用等，在国际上该领域享有极高的声誉。

4. 超声打开血脑屏障（BBB）方向

血脑屏障（Blood Brain Barrier，BBB）是存在于血液和脑组织间的一层屏障系统，由

极化的脑毛细血管内皮细胞通过复杂的细胞间紧密连接构成，它对于维系脑内环境的相对

恒定十分重要，同时也是药物进入脑组织发挥治疗作用的主要屏障。为了避开血脑屏障的

作用，现在常用的方法为脑内注射，但这种方法难度大，风险高，患者顺应性差，难以应

用到神经退行性疾病等脑部慢性疾病的长期治疗。近年来，基于超声的可逆、无创开放血

脑屏障的研究，展示可以靶向提高脑组织的药物浓度，从而大幅提高药物疗效。

近年来，包括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南大学、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

院、第三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等国内多家大学和科研、医疗机构都对这一方向展开研

究，重点研究了磁共振引导下的超声打开血脑屏障的作用机制、方法和各种药物的靶向释

放效果等。

5. 超声无创脑神经调控方向

脑刺激技术是神经科学研究和神经系统疾病干预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广泛使用的脑

深部电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技术，采用立体定向手术，将微电极植入患者

的脑内靶点，通过可控的电刺激抑制靶点细胞的异常功能，达到有效干预疾病的目的。但

是，DBS 是有创技术，装置和手术费用昂贵，存在手术并发症、靶点耐受、排斥反应等风

险。近年来，国际上对超声无创脑神经调控技术的研究刚刚兴起，通过超声聚焦辐照，可

以使被刺激部位的中枢神经产生兴奋或抑制效应，对神经功能产生双向调节的可逆性变化。

国内关于超声无创脑神经调控方向的研究刚刚开始。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进行了利用单阵元探头对小鼠运动皮层进行刺激的实验，麻醉后的小鼠出现明显的肢体、

尾巴和胡须运动现象。该课题组还进行了超声刺激离体脑干脑片细胞的实验，发现超声刺

激可诱发神经元细胞胞外场电位明显变换。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团队，也对超声刺激下小

鼠脑血流的变化情况进行了相关研究。

该方向国外较突出的研究团队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由 William Tyler 领导的小组，该小

组于 2010 年首次通过活体动物实验证明了利用超声波实现神经调控的可行性［44］。此外，

2014 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Carilion 研究所的 Legon Wynn 等首次将超声波直接作用于人

体脑部特定区域，实现了对人触觉分辨能力的增强［45］。

三、未来展望

综上所述，医学超声由于其成像功能强、易于使用和经济性好等优点，已经成为在医

学临床应用最广泛的影像诊断技术。随着整个医学学科的快速发展和重大疾病早期诊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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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迫需求，医学超声正在向早期诊断“看得早”、精确诊断“看得清、看得准”、成像诊

断—给药—治疗的“多功能诊疗一体化”方向发展。同时，超声打开血脑屏障和超声无创

脑神经调控等新技术的出现，也使医学超声有望在在脑科学研究和神经精神类疾病治疗这

两大正在全球兴起的重点科学前沿领域中扮演重要角色。

当前，医学超声成像处在一次巨大技术变革的前夜。众所周知，数字电子技术与微电

子器件的进步，始终是超声成像技术发展的主要驱动力。20 世纪 80 年代 FPGA（现场可

编程门阵列）与 DSP（数字信号处理芯片）的出现，催生了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九十年

代面试的低价高速多路 A/D 芯片，直接造就了全数字彩超。而今，随着多核 CPU、GPU

（图形处理单元）与高速数据总线的突破，超声的超高速成像或高帧频成像成为可能。它

不仅会将把超声成像诊断带向一个新的层阶，而且也将使医学超声产业生态链发生巨变。

我国庞大的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乃至手机产业会很容易变身进入。未来的超

声诊断仪就是一个专用信号采集模块（探头加模拟与数字前端）加一台嵌有 GPU 的具有

高速并行处理功能的电脑。如果我们果断决策，积极应对，在这一波技术转折中就有可能

实现弯道超越，成为名副其实的 B 超产业大国。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在医学超声成像领域还存在学术与技术储备不足的

问题，有些方面甚至几乎为空白。为了推动我国医学超声成像技术和产业的健康发展，从

国家政策层面，我们需要着力解决产学研脱节的问题，并切实推动跨学科研究。我国生产 B

超或彩超的企业总体研发力量薄弱，而高校与科研院所鲜有研究高帧频成像理论的。目前，

最具实力的且在国际上属于领先地位的是香港大学 Alfred C. H. Yu 教授团队。对于新型硅基

微超声的核心部件 cMUT（电容微机电超声换能器）的研究我国常年空白。目前，苏州工业

园引进美国 Stanford 大学团队建立的 KOLO 公司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从事 cMUT 研究的公司。

此外，在新技术研发方面，建立着力突破二维面阵探头工艺，实现高质量的实时三维

超声成像。同时，新型换能器单晶材料需尽快实现稳定量产。

总之，我国医学超声工程领域在发展战略上应当瞄准现代医学超声发展的国际前沿，突

破传统超声影像技术的局限，面向精准医学和脑科学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促进医学超声与

材料科学、生物药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综合交叉，重点发展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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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机器人研究进展及趋势

一、医用机器人发展概貌

医用机器人（Medical robotics）是以人类健康需求为服务对象，发挥机器人的技术优势，

辅助人类更好地完成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健康护理任务的特殊机器人。医用机器人是基于医

学、生物力学、机械学、材料学以及自动控制等多学科的理论，集成了计算机视觉、人工智

能、数学分析、机器人机构与控制等多学科技术原理的交叉学科成果，对医疗卫生和社会发

展具有巨大的影响作用。自 1985 年第一套用于脑外科的机器人辅助手术系统诞生以来，随

着微创外科手术和智能外科手术的快速发展，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手术装备在外科临床中

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其中：Da Vinci（达·芬奇）、RoboDoc、Acrobat、SpineAssist 等手术

机器人系统已经形成了商业化产品，展现出巨大临床优势，成为医用机器人的主要内容。

随着健康促进及老年服务需求的日益需求，近年来医用机器人的应用范围迅速扩大，

已经从手术领域扩展到疾病诊断、应急救援、助老助残等多个健康相关领域，在军用和民

用上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一）医用机器人的概念及分类

1. 医用机器人概念

医用机器人是指各种用于外科诊断治疗、医学培训、康复治疗、假体和残障人士辅具

等的机器人设备。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医用机器人可分为外科机器人、康复机器人和助

老助残机器人等。其中，外科机器人主要用于外科手术的诊断、治疗和评估；康复机器人

主要用于临床的神经运动康复训练；助老助残机器人主要用于减少老年人 / 残疾人对他人

的依赖程度，提高生活质量。这其中，外科机器人研究受到了最多关注，在医用机器人研

究中占据主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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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医用机器人的分类方法

（1）工程分类维度分类。从工程角度来看，医用机器人是“一种功能强大的、具有人工

感知的计算机控制操作器，可通过再编程来移动和定位工具，执行各种医疗任务”。因此，医

用机器人符合一般工业机器人的特征。其典型组成包括机构、驱动、感知和智能控制四个部

分。机器人可根据不同的功能、坐标、规模、结构、驱动、控制和信息输入方式等进行分类。

按照机构类型可分为极坐标型机器人和关节坐标型机器人；按照控制方式可分为点位控制和

连续轨迹控制；按照驱动方式可分为电力驱动、液压驱动、气压驱动及其他驱动方式；按照

信息输入方式可分为操作机械手、固定坐标机器人、可编程机器人、示教机器人及智能机器

人；按照机器人机座的可动性可分为机座固定式机器人和机座移动式机器人等等。尽管国内

外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分类标准，但对机器人的常规特点有了基本共识，即可编程、拟人化、

通用性和机电一体化。

（2）临床分类维度。从临床角度，可根据应用领域、临床适应证、操作环境、介入人

体的程度进行分类。按照健康领域，可分为手术机器人、康复机器人、无创放疗机器人、

陪护机器人等（图 1）；按照临床领域，可分为神经外科、骨科（创伤、脊椎、运动医学）、

腔镜、泌尿科、颅颌面、放射治疗、血管内、显微等；按照操作环境，可分为独立手术机

器人系统、成像 / 操作一体化机器人系统等；按照人体介入程度，可分为介入机器人、体

外机器人和体内机器人等。

图 1　医疗机器人系统的功能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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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用机器人研究现状与研究热点

1. 国外医用机器人的研究进展

（1）外科手术机器人。第一次应用机器人进行手术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

其操作稳定、微创、减少医生疲劳等优越性，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重视，并得到了快速稳

定的发展。

1985 年，加拿大 Kwoh 教授首次采用 PUMA262 工业机器人来完成脑肿瘤活检手术，

完成了脑部活组织穿刺中探针的导向定位，显示机器人操作可以明显减少操作时间，并有

效提高精确度。

1986 年，美国 IBM 公司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开发了一种智能系统，用

于髋关节置换手术。在此基础之上，1992 年，美国 Integrated Surgical Systems 公司推出首

个进行临床使用的手术机器人系统 ROBODOC，可完成全髋关节置换术、全膝关节置换

术、全膝关节置换返修术等。

1994 年，美国的 Computer Motion 公司研发了 Aesop（伊索）机器人（图 2）并获得

FDA 认证［1，2］，成为第一种能够用于微创手术的医用机器人产品。该系统采用内窥镜技

术观察患者体内情况，采用 7 自由度机械臂、能模仿人类手臂姿态和功能，有效辅助医生

抓持和操作内窥镜设备，减轻术中持镜医生的繁重工作。系统用于心脏、胸外、脊柱等多

种外科领域，已完成 70000 多例手术。

图 2　Aesop 机器人系统

1995 年，美国 Computer Motion 公司开发了主从式机器人 Zeus（宙斯）系统（图 3）

用于腹腔镜手术和胸腔镜手术，实现了医生远程操作控制从端机器人进行精细手术操作和

稳定的器械抓持动作，可有效减少医生手颤。Zeus 机器人系统完成了输卵管缝合（1998

年）、冠状动脉搭桥（1999 年）、闭合胸腔活体心脏搭桥（1999 年）以及著名的“林白手

术”（2001 年）等系列临床试验，在 2001 年获得了 FDA 商业运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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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Zeus 机器人系统

1997 年，美国 Intuitive Surgical 公司推出了 Da Vinci（达·芬奇）系统［3，4］，并在

2000 年获得了 FDA 运营许可，该系统采用主从式操作模式，完善了人机交互接口，符合

医生操作习惯，并获得广泛应用。手术医生在控制台上通过“主手”操作机器人动作，通

过脚踏板来控制高质量的视觉系统（图 4）。如果医生在操纵控制杆时手臂发生颤抖，系

统会自动纠错，避免误操作，此外，机械臂还能完成一些人手无法完成的精细动作，手

术切口也可以很小，缩短患者术后恢复的时间。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已有 1571 台 Da 

Vinci 手术机器人应用在世界各地的手术室中。其中美国超过 1160 台，欧洲 276 台。目前，

在北欧超过一半的前列腺癌根治手术由手术机器人来完成，在美国这一比例更高达 90%。

图 4　达·芬奇机器人

1999 年，德国 Orto Maquet 公司以 Stabubli RX90 工业机器人为基础，研制开发了

CASPAR 机器人系统，此款机器人可用于全髋或全膝关节置换术中的骨骼磨削，以及前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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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带重建术的隧道入点定位，磨削精度达到 0.10mm。

以色列 Mazor 公司生产的 SpineAssist 系统是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脊柱外科手术机器

人（图 5），是一种 6 自由度并联机器人器械导引系统［5，6］，主要为脊柱外科手术中的

螺钉植入提供精确的方向引导，用于椎弓根螺钉手术和经椎板关节突螺钉内固定手术。

SpineAssist 手术机器人系统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方便在手术室环境中使用等优点。

图 5　SpineAssist 脊柱手术机器人

目前，国际上外科手术机器人系统开始进入发展成熟期，外科机器人引领微创外科进

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主要的研究热点包括：①研究能更好地应用于软组织外科的手术机

器人；②开发具有触觉反馈功能的操作系统和操作器械；③开发小型化、专门化、低成本

的手术机器人系统；④智能化和自动化；⑤远程手术。

（2）康复机器人。康复机器人主要包括康复训练机器人、功能辅助机器人和个人护理

机器人等类型。其中，康复训练机器人包括能力评估机器人、通过外加刺激或动作行为引

导进行功能康复的训练辅助机器人；功能辅助机器人包括外骨骼机器人、智能假肢和智能

轮椅等，个人护理机器人一般为具有一定操作能力的固定或移动平台，可以帮助护理人员

为老年人或残疾人提供抱持、搀扶、喂水喂饭等护理功能，并可对护理对象的身体状况进

行监控，以帮助其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并保证其安全。

20 世纪 80 年代是康复机器人研究的起

步阶段，1990 年以后进入到全面发展时期。

第一台 MIT-MANUS 辅助康复系统（图 6）

于 1991 年设计完成后，其在 Burke 康复医

院从 1994 年临床应用至今。MIT 就偏瘫上

肢运动功能康复做了非常系统的研究。MIT-

MANUS 采用五连杆机构，具有反向可驱动

性，阻抗控制。用于辅助或阻碍肩和肘的平

面运动，也可以精确测量手的平面运动参

数，通过计算机屏幕为患者提供力场反馈。图 6　MIT-MANUS 辅助康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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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北大学芝加哥康复研究所（RIC）开发了研究神经

系统与小型运动机器人交互作用的实验机器人（图 7）。这种

神经与机器人混合的系统为发展神经康复，提供了研究和测

试平台，可以对人的运动学习行为和神经的可塑性进行测试。

研究人员在扰动力场的实验设计方面作了非常细致和深入的

研究。

康复机器人技术经过了 40 多年的发展，正成为国际机器

人领域的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其未来发展呈现以下几个趋势：

①各种先进的机器人技术广泛应用到康复领域；②康复理论

的发展催生新的康复机器人；③仿生学的发展指引着康复机

器人的未来，这也许是机器人在康复领域应用的最高境界。

康复机器人的发展不仅为残疾人护理问题的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也为病人和老年人

日常生活护理问题的解决找到了一条出路。

（3）应急救援机器人。救援机器人主要担任危险条件下的救援工作，在火灾、地震和

战场等各种场合下能迅速且安全地将伤病员救出。针对应急医学下的救援搜寻与救治机器

人，国外研究起步较早，美国、日本、加拿大都对其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多种基于不同

原理的救援后送无人化装备先后被研制出来。2003 年，国际救援系统研究所在日本政府

的赞助下，开发出了第一批可以在地震废墟上爬行、飞行和跳跃的救援机器人，用于地震

后受灾人员的搜索。2004 年，研制出大型救援机器人“T-52Enryu”，可轻松地挪开变形

的汽车和倒塌的建筑物等障碍物，救出受灾人员。2007 年，美国 Vecna 公司研发出战场

救援机器人“VECNA’s BEAR”，能够担负普通人无法担负的任务，可以抱起受伤士兵送

往后方安全地带，其行走时间长达 50 分钟。

针对复杂危险环境下伤员的急救与撤离任务，无人机与机器人在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中得到广泛应用。加拿大警方配备的 Dragan Flyer X4-ES 系统，装备红外摄像仪与可见

光摄像仪，具备白天 / 夜晚应急搜救能力。地面控制中心可以根据无人机下传的多路视频

数据进行搜救目标快速定位，并通知地面搜救力量展开搜救。该系统已经在加拿大得到大

范围的推广使用。德国的 Luna 无人机最多可同时携带 6 个（可见光或热红外）视频观察

设备，实现对搜救区域长达近 4 小时的不同尺度、不同方位的全天候综合观测。目前已经

在全球 10 多个国家进行装备使用。

救援机器人方面，美国许多高校的研究中心、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都进行了研究，并

在 2001 年“9·11 事件”后的救援行动中首次使用。在这次救援行动中，有来自麻省理

工大学的 iRobot、美国 Foster-Miller 公司以及加拿大 Inuktun 公司等机器人技术研究机构

的 8 种机器人参与。来自《时代周刊》的消息说，在参与救援的十天中，救援机器人在搜

救犬、人力无法抵达的狭小或危险区域找到十余具遇难者的遗体，与现场人力搜救找到的

人员数量大致相当，但所用时间仅为人力搜救的一半。

图 7　RIC 的康复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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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Cue 是日本东京消防厅研

制的一种救援机器人（图 8），被

设计用来在灾害现场尤其是在爆炸

现场搜索、确定受害者的位置并将

其撤离危险区。它利用超声波传感

器和红外摄像机确定被困人员的位

置，使用机械臂将伤员拉到车上并

送到安全地带，此外，它还配备了

车载氧气瓶。

转运机器人是应急救援机器人

的一种。主要用于危重病患者的特

殊检查、挪动、转床、手术和麻醉前后的接送和战场伤病员的后送，避免伤病员的再损

伤。目前，国内外大部分研究还主要集中在病人转运车，以人工操作为主，自动化程度

低。转运机器人在保证患者无痛转运的前提下，还要易消毒灭菌，行走灵活，控制简单，

安全可靠。随着技术的进步，转运机器人正朝着自动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

BEAR（Battlefield Extraction-

Assist Robot）是美国 Vecna 医疗设

备公司研制的一种伤员后送救援机

器人（图 9），该机器人为仿人型

设计，两臂可以举起近 240kg 的重

物。机器人底部使用履带 - 腿式复

合驱动系统，从而既能在崎岖道路

或楼梯上自如行走，又能在平滑地

面上快速移动。

Robotic Casualty Extraction and 

Evacuation Project Portfolio 是美国 iRobot 公司的一个后送救援机器人研究项目。该项目由

背包式机器人 Packbot 和软体滑橇式担架等组成，滑橇式担架在机器人 Packbot 的牵引下

进入救援危险区，受伤士兵自行爬到担架上，由 Packbot 牵引返回安全区。

TATRC Robotic Casualty Extraction Project 由美国 Foster-Miller 公司研制，设计概念包

括自主救援机器人 NATO，其配备有标准伤员举升机构，该举升机构整合了 LSTAT（Life 

Support for Trauma and Transport）生命支持系统。

爬行者（Crawler）是日本横滨警察署研发设计的一种救援机器人，能将灾害受伤人员

转移到安全地带。该机器人内部空间舒适，可作为“舱体”将伤员安置转移。该机器人的

主要作用是将被困人员运出危险区域并保证过程安全，相当于一架“电子担架”，在“舱

体”内安置的传感器，还可以在转移途中监测伤者的出血流量和其他生命体征。

图 8　RoboCue 机器人

图 9　BEAR 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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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超声诊断机器人：医疗超声检测经常需要医生在一个难以实施的位置上，

持续握住超声探头一段时间，有时还需要施加比较大的力，得到的超声图像常常会受到医

生肌肉紧张的影响。而利用机器人辅助的图像引导控制诊断系统则可以消除这种影响。

微机器人：对于微机器人的研究最典型的是机器人内窥镜，如微机器人自动结肠镜可

以使检查时结肠镜与病人的肠壁接触面积最小，减轻病人的疼痛，通过观察病患部位，控

制结肠镜的进程。随着微机电系统（MEMS）技术的发展，微型医疗机器人将会有更多的

应用领域，比如将微机器人用于体内微型手术和定点药物释放等方面都具有诱人的前景。

2. 国内医用机器人的研究进展

我国智能手术机器人技术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多为前期基础研究，成功产业化及临

床应用产品较少，市场化程度更低。我国第一台医用机器人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合海

军总医院在 1997 年研制的神经外科机器人。近年来国内医用机器人发展迅速，在神经外

科、骨科、腔镜、血管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关键技术、原型系统、上市产品及临床应用的突

破。天津大学与湘雅三医院等单位联合研发的小型模块化腔镜手术机器人系统成为国内第

一个、国际第二个开展临床试用研究的腔镜手术机器人系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积水潭

医院合作开发、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产业化的骨科手术机器人，成功获

得 III 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填补国内空白，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以色列之后第三个获得医

疗机器人注册许可证的国家。

（1）脑外科立体定向手术医用机器人。海军总医院联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制成功了

第一个用于脑外科手术的医用机器人，并成功对 72 位患者进行手术。通过定靶（CT 图像

输入计算机，在屏幕上显示患者病灶的三维图像）、定标（在计算机上锁定病灶，制定手

术方案，设定手术空间，由机器人模拟空间匹配）等关键操作，最后安全有效地实施手术。

（2）创伤手术机器人成功用于临床并完成首例远程手术。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合北

京积水潭医院等单位联合研制了小型双平面骨科手术机器人。该系统由牵引机构和双平面

机器人组成，主要用于辅助医生完成骨折髓内钉的锁定孔远端锁定。2004 年 12 月，该系

统在积水潭医院成功完成了国内首例机器人辅助髓内钉远端锁定手术（图 10a），定位精

度达 0.8 mm，且显著降低了手术过程中 X 射线辐射剂量，提高了手术安全性。以此为基

础，提出“遥规划”（Tele-planning）的理念，配置了远程手术模块，于 2006 年 3 月在北

京和延安之间成功实施了首例机器人辅助远程骨科手术（图 10b），从技术上验证了远程

图 10　创伤手术机器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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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手术的可行性。

以此为基础，与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骨科机器人，获得国内唯一骨科机器人 III 类器械注册证，填补了国内空白。

目前该产品已进入市场，形成了销售。该机器人定位精度高，结构简单，操作灵活，具有

很好的临床应用前景。自 2004 年至今已累计成功完成临床手术 397 例，解决了传统骨折

内固定定位困难、主要依赖术者经验及术中透视等瓶颈问题。

（3）脊柱微创手术机器人成功开展临床试验。该脊柱微创手术机器人由中国科学院沈阳

自动化所和第三军医大学联合研制。机器人包括串联机械臂和控制台，能够部分代替医生完

成诸如椎弓钉钻孔等精细操作，避免医生人工操作时 X 射线辐射累积问题。2010 年 7 月，该

机器人在重庆新桥医院成功开展临床试验，填补了国产脊柱手术机器人的空白。

（4）“妙手”机器人成功开展腔镜临床应用。“妙手”机器人是天津大学研制的一种微

创外科手术机器人系统（图 11）。其特点是采用了丝传动解耦设计和轻量化可重构系统设

计等创新技术，机器人的体型比达·芬奇机器人更轻更小巧，成本更低，且可实现模块化

组装。通过图像处理、力反馈控制等关键技术，提高手术安全性和可靠性，代替外科医生

完成复杂手术操作，如切开、止血、打结、缝合等。2014 年春，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使

用该机器人成功开展了 3 例机器人手术。经伦理审查和知情同意，分别实施“腹腔镜探

查 + 手术机器人辅助胃穿孔修补术”和“腹腔镜探查 + 手术机器人辅助阑尾切除术”，患

者术后病情均保持稳定。

图 11　天津大学开发的妙手机器人

除自主研制外，国内临床单位也积极应用国际上最新的医用机器人产品开展临床应

用。解放军总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等国内

二十余家单位均引入了达·芬奇机器人，并实施了上千例临床微创手术，积累了大量的机

器人临床手术操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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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遥操作辅助正骨医疗机器人系统。遥操作辅助正骨医疗机器人系统（图 12）是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实验室承担的“863”计划项目，涉及医学图像处理、网络遥控操

作、手术模拟仿真等一系列关键技术。采用主从遥操作，适用于矫形外科手术。术中，医

生坐在操作台上手动控制主手，指挥机器人从手完成手术动作。

图 12　遥操作辅助正骨医疗机器人系统

（6）锥束 CT 引导经自然腔道介入仿生型放疗机器人。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开

发的经自然腔道介入仿生型放疗机器人（图 13）由锥束 CT 影像引导系统、蛇形腔内施源

器、治疗计划与导航系统组成，可实现多模配准和腔内形状的三维实时建模。蛇形机器人

具有连续变形能力，并装配多自由度电子内镜，末端工具可更换，可在狭窄空间内适应多

种灵巧任务，适应胸腹、自然腔道内避障、精细操作等置源需求。

图 13　蛇形手术机器人及结构化关节模块

（7）DSA 引导血管介入机器人。该项目以脑部动静脉畸形和动脉瘤微创外科手术为背

景，研发具有力觉、视觉和听觉等多感知信息的新型脑外科血管介入手术决策和机器人系统

（图 14）。项目研究了脑血管介入机器人的智能导管 / 导丝递送推进机构、定位和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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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感知与力反馈、手术器械示踪和实时跟踪、误操作预警和防范、血管三维重建、导航精度

评价等关键技术。构建并研制出基于血管组织模型和多传感信息反馈技术的新型设备，实现

移动式血管介入手术操作。

图 14　多感知沉浸式主从遥操作控制架构

（8）康复机器人研究。清华大学与解放军总医院等单位是我国最早从事神经康复机器

人及其康复技术研究的科研团队。从 21 世纪初开始清华与 301 医院联合申请并承担了包

括国家“863”课题、支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科研课题，相继研

发出了上肢神经康复机器人、截瘫患者下肢康复训练机器人、下肢多关节外骨骼偏瘫康复

训练机器人等康复设备及临床康复辅助技术，研制的偏瘫患者神经康复训练机器人以及截

瘫助行外骨骼机器人（图 15，图 16），已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解放军总医院等开展了临

床验证，取得了传统康复方法所不能达到的临床康复效果，部分技术获得应用推广。

图 15　肩肘康复训练机器人 图 16　外骨骼偏瘫康复训练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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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系同美国西北大学智能机械系统实验室合作，研制了单自由

度力觉辅助康复锻炼机械臂，目前已在美国西北大学康复研究所进行临床试验。

（9）搜救机器人研究。在搜救机器人研究层面，我国的灾难救援等危险作业机器人研究

起步较晚，但是近年来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国内的沈阳自动

化研究所、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广东富卫公司等单位均取得一

些研究成果。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装备研究所在此方面也进行了一定的前期研究工作，形成

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和工作积累。课题组先后承担了“救援机器人人机力学仿真与机构设计”、

“换床转运机器人”、“中型高机动移动机器人平台”等项目研发。研制的机器人样机如图 17

和图 18 所示。

图 17　伤员搜寻机器人样机 图 18　伤员后送机器人样机

在搜寻无人机研究层面，“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中提出“无人机救援”概

念并进行实验论证。该课题研究的无人机搜索系统基于被搜救者事先携带的信标（RFRD

射频识别信号发射装置）进行搜索，并在遇到突发状况时开启装置进行搜救。

从总体来看，我国在应急医学救援领域的机器人技术发展与国外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目前，国内外大部分研究还主要集中在病人转运车，主要以人工操作为主，自动化程度低。

3. 国内医用机器人的研发团队

目前，国内从事医用机器人相关研究的单位将近一百家，并且还在快速增加。其中，

部分单位已经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典型研发团队如下介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是国内率先开展医用机器人研究的单位，研究领域

涉及神经外科机器人、骨科手术机器人、介入手术机器人、中医按摩机器人以及助老助残

机器人等。联合海军总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等临床单位开展了机器人临

床应用研究；同时，与意大利 IOR 实验室、东京大学等单位建立了合作研究关系，在机电

一体化设计、机器视觉、人机交互、智能控制、工程化解决方法、智能设备研发等方面积

累了丰富经验和深厚的研究基础，部分成果已经产品化，并进行了应用推广。

天津大学机械学院：开发了“妙手”机器人系统，重点突破了手术精度、手术器材灵

活性和手术器械力传感等方面的技术问题。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英国帝国理工、德

国航空太空中心等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



104

2014—2015 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发展报告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自 2002 年起开展医用机器人研究，已开发出数字化

机器人辅助骨科手术系统、颈间盘磨削并联机器人系统、腹腔镜手术人系统、半自主 / 自

主式机器人辅助介入手术系统等原型系统，在机器人设计、力触觉交互、手术虚拟仿真等

技术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依托已有的工业机器人基础，开发了脊柱微创手术机器人，并

联合重庆新桥医院开展了临床试验研究。

清华大学在康复机器人和手术导航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研制的偏瘫患者神经康复训

练机器人、截瘫助行外骨骼机器人、脑外科手术计划与导航系统已经得到实际应用。

医疗机器人北京市工程实验室：由天智航公司联合北航、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积水潭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共同建设，旨在为医疗机器人产业化提供成套的

工程化研究成果和技术支持；开发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医疗机器人技术；培养医疗机器人

设备研究和开发的高层次人才；为先进医疗机器人产品的推广应用提供临床应用示范平

台，促进高新技术在临床快速普及。

二、国内外医用机器人研究计划和研究热点

医用机器人作为机器人领域中最具潜力的产业分支，已成为国际机器人科学研究和商

业应用的热点。目前，国际医用机器人产业规模已超过 50 亿美元，且以超过 20% 的速度

不断增长。美国、欧盟和日本均已开展任务细致、投资庞大的医用机器人发展计划。而国

内尚没有完成医用机器人发展的总体规划布局。

（一）国际重大研究战略及计划

1. 主要国际组织

（1）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IFR）。成立于 1987 年，

是一个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其宗旨是促进全球机器人产业的研发、应用及国际合作。主

要任务包括：帮助制造商与集成商开发新市场，获取最新的技术信息；采集和分析全球机

器人市场数据，进行调查、研究、统计；与国际及其他地区的机器人组织建立联系，进行

合作与交流；促进机器人产业与新兴的机器人技术研发项目的合作；主办国际机器人研讨

会。IFR 定期举办国际先进机器人技术计划（IARP）协调讨论会，其中多次举办了医用机

器人的专题研讨会。

（2）国际计算机辅助骨科手术协会（CAOS-International）。是计算机辅助骨科手术临

床应用和相关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的国际性学术组织。每年举办学术年会，召集世界各

地的骨科医生、工程师及医疗器械厂商探讨 CAOS（Computer-Assisted Orthopaedic Surgery）

的应用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3）国际计算机手术学会（ISCAS）和计算机辅助放射与手术年会（CARS）。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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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辅助手术技术的学术交流平台。国际计算机手术学会（ISCAS）的宗旨是促进计算

机和智能化技术在临床手术中的应用，评估应用的益处与风险，促进临床与基础研究的

结合，包括立体定向、微创、内窥镜等手术，以及手术机器人等学科交叉的合作，促进

医生与工程人员合作提出新概念和发展新的系统与应用。培养掌握计算机辅助手术科技

原理的医生。ISCAS 的会刊是：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Radiology and 

Surgery。 计算机辅助放射与手术年会及会展（The CARS congress）是本领域相关的一批

学会和协会的科学家、工程师与临床医生的重要学术会议，提供了交流、讨论及展示成

果的平台。

2. 主要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战略和研究计划

（1）欧洲的医用机器人发展战略。欧盟涉及医用机器人的发展战略主要体现在第七框

架（FP7）和“地平线 2020”（Horizon 2020）中。在 FP7 下，欧盟制定了“欧洲机器人技

术研究路线图”（EURON），要建立“欧洲机器人技术平台”（EUROP），并于 2008 年制

定了“健康护理机器人发展报告”（Robotics for Healthcare：Final report），规划了欧盟的医

用机器人发展路线图。在“地平线 2020”中，欧盟承诺增加对机器人技术的研发投入和

出台刺激全社会的投融资政策与行动举措。欧委会联合欧盟机器人研发创新公私伙伴关系

（EuRobot Aisbl PPP）也做出承诺，将尽快制定出欧盟机器人技术，特别是家庭服务机器

人技术的研发路线图与时间进度表。

（2）美国的医用机器人发展战略。美国国务院在 2011 年发布的“美国创新战略”（A 

strategy for American innovation）中，明确提出要保持美国在机器人领域的领导地位，并通

过发展机器人轮椅等设施来提高生活质量。同时，美国借助其在手术机器人领域的强大研

发优势，从 2005 年起，一直在实施“创伤舱”计划项目（Trauma Pod），旨在开发一种用

于应急救援的机器人化的现场急救、转运及手术系统，目前该系统已进入研发后期，将很

快应用于美国军队以及远距救援需求。

（3）日本的医用机器人发展战略。日本政府在 2014 年 6 月公布了《机器人战略》，旨

在领先世界普及价格低廉、使用方便的机器人（例如看护机器人），帮助解决日本由于人

手不足和老龄化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根据日本政府测算，到 2025 年时，日本的看护人

员将出现 100 万人左右的空缺。为了让看护人员能够更方便地照顾看护对象，日本将会继

续降低能够增加身体力量的“助力服装”的价格。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发放补助金等手段，

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机器人领域把握主导权。在 2012 年，机器人在日本国内的市场规

模约为 7000 亿日元，预计到 2020 年，日本国内市场规模将是 2012 年的 3 倍以上，达到 2.4

万亿日元。

（4）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医用机器人发展战略。英国、法国、以色列等也是医用机

器人研究的领先国家。其中，英国已经制定了“机器人辅助手术战略”，为英国医用机

器人的发展提出了方向。在新兴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等也在着手医用机器人的研

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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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用机器人的研究热点及前沿技术

1. 研究热点

综合各国发展战略，我们认为：目前医用机器人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①智能化

和集成化：多信息传感集成、机器人与手术室集成，推动诊疗一体化发展；②小型化和

模块化：便于推动医用机器人的标准化发展；③便携式和可穿戴：进一步提高人机协同

操作能力。

2. 前沿技术

医用机器人本体技术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并不断发展。目前国际上主要以人机交互

性能的提高为核心，开展相关技术研发。

（1）手术机器人领域。手术机器人与传统工业机器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工作的环境具

有高度的非结构化特性，其工作空间与医生、患者所处的空间高度耦合，工作时需要与医

生紧密配合，操作对象是人体的各种组织。为推进手术机器人的开发和临床应用，需重点

突破手术室非结构化环境分析和优化、手术机器人构型和轨迹优化、新型人机交互方式、

高精度术中传感、适应人体组织特性的操作方式等共性关键技术。

（2）康复机器人领域。康复机器人的临床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人体运动意图的实

时识别和肢体运动代偿 / 补偿的有效执行。因此，需开展肢体神经运动康复机理、人体运

动意图的实时识别、具有可控柔性和主动力矩的仿生关节、基于康复机器人的临床疗程等

共性问题的研究。

三、医用机器人传感与控制关键技术

（一）医用手术机器人的空间配准与操作安全

空间配准是机器人与所作用的人体工作空间能够相容的基础。在手术机器人使用中，

需要通过机械臂对人体进行操作或引导，需要定义机器人工作的路径、位置、姿态等信

息，并结合医学图像，确定人体内部的结构，以完成后续的操作。配准技术是手术机器人

的通用技术，也是机器人能够实现精确可靠工作的基础。

1. 机器人工作空间与人体空间注册匹配

要实现机器人准确的操作或服务，需要将机器人的工作空间与所作用对象的人体空间

统一起来，才能实现准确的空间位置操作，能够实现方便的现场实时注册配准。

在手术机器人系统发展中，采用了多种空间配准技术，标志点的空间映射，表面匹配

的空间映射，图像信息的空间映射等几类。

（1）采用标志点的空间映射技术。在多数手术机器人和手术导航系统中得到应用，如

ROBODOC system®（Integrated Surgical Systems，Davis，CA）、CASPAR system®（U.R. 

S. Ortho Rastatt，Germany）、BRIGIT system®（Zimmer，Warsaw，USA），以及上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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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数字医学研究所的脑神经外科导航系统、深圳安科医疗的手术导航系统等，保证其工作 

精度。

（2）基于表面匹配的空间映射。为了解决点匹配方法存在的问题，利用人体表面形态

结构，使用面匹配的方法进行空间配准。通过医学影像处理获取人体表面形态，在手术中

使用激光扫描仪等设备获取病人的表面点云，将两者进行配准。但由于精度、成本和方便

性等方面原因，这些技术在临床上还处于辅助地位。

（3）基于图像信息的空间映射。采用术中成像将病人组织器官的空间位置映射到机

器人系统坐标系中。在成像时将机器人上固定的标志物置于成像视场内，与待手术的人

体同时成像。因此可借助图像建立人体组织空间位置与机器人空间位置之间的关系。典

型的应用包括以色列 Mazor Robotics 的 Renaissance 系统［7］、北京天智航公司研发的手术

机器人系统［8］等。

2. 安全工作空间约束

医用服务机器人在典型的手术环境或家庭环境下工作，机器人与工作环境的接触和

相互作用，将影响机器人自身的位置、姿态，使其发生不可预料的变化。为此，需要在医

用机器人上增加更多的感觉功能，使其能够适应变化的环境，并对自身的状态有准确的了

解。安全工作空间约束一方面给机器人移动规划和移动控制提出了外在要求，在机器人工

作中需要考虑其是否与工作空间发生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后果。另一方面，需要使机器

人具有对环境更好的传感能力和实时的运动规划、运动补偿和控制能力，能够模拟自然的

人与人、人与环境相互作用，正确完成操作。典型的方法是通过运动跟踪系统实时跟踪机

器人和人体的运动，并反馈到运动规划和控制策略中，以及通过力觉传感器控制机器人与

操作对象之间的作用力度。

（二）基于医学影像的手术规划与导航

随着微创技术和手术机器人的应用，基于影像的计算机辅助手术成为重要的潮流，成

为开展微创、高效、精确手术的基础。基于影像的计算机辅助手术技术按照时间线可分为

术前规划、术中导航以及术后评估等主要部分。

1. 基于多模式影像的手术计划与模拟

具有手术计划功能的手术导航系统，可以对骨科、神经外科等进行手术计划和模拟。

如 Medtronic 公司的 StealthStation® 导航产品可以对多模式的传统图像如 X 光片、CT、MRI

和超声等图像建立精确的三维模型，反映感兴趣区域的解剖结构，使医生在术中可以控制

避开重要的神经和血管。BrainLAB 公司推出了 iPlan® 神经外科手术导航系统、Kolibri®

脊柱外科手术导航系统、VectorVision® 膝关节置换导航系统、VectorVision® 髋关节置换

导航系统等一系列专用的手术计划与导航软件。

随着医学成像技术的发展，可以通过影像获取更多过去无法看到的信息，如精确的

血管分布、更清晰的肿瘤边界、脑功能区的分布以及电生理活动信息。将这些信息有效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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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是下一代影像辅助手术系统面对的挑战。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近年在多模式影像

辅助癫痫治疗方面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工作，通过多模式影像的整合，使医生清晰地看到脑

沟回、动脉和静脉血管分布、脑区激活情况，帮助医生有效安全地完成微创的脑深部电极

的置入和探测［9，10］。在颅底肿瘤微创引导方面，通过将血管成像、肿瘤成像等多模式信

息整合，使医生在术前了解肿瘤包绕动脉等大血管的情况，降低手术风险，并引导手术。

在腹部影像引导中发展了融合成像、呼吸补偿和可视化增强等处理方法，有效地帮助医生

规划治疗的方案［11-13］。

2. 基于术前影像的引导

在影像引导治疗和手术机器人发展历程中，术前影像的引导技术最为成熟。对骨

科、颅脑外科、颌面等应用场合，术前的影像可以比较好地反映人体结构信息，且这些

结构在成像和手术中的变化较小，或者有可循的规律。利用术前影像就可以进行充分的

分析、处理和规划，制定完整的手术治疗方案，并通过机器人或导航系统加以准确实

施。其中关键的环节是通过空间配准技术将操作空间与人体物理空间准确匹配，从而准确 

引导。

但对于胸腹部、肢体等存在变形的区域，术前影像无法反映术中人体形态的变化。为

克服这一问题有两类解决方案：其一是在传统的处理模式上，通过增加术中的局部成像、

配准或者通过建模，补偿脏器或组织的变形引起的病灶移动；另外一类解决方案是借助术

中原位的成像进行引导。

3. 基于术中影像的引导

随着医学成像技术的发展，各种面向手术和治疗的术中成像设备层出不穷，极大促

进了影像辅助治疗技术的发展。这些设备的共同特点是可以在手术室或治疗间内对病人进

行准实时的成像，并通过影像进行规划和引导，适用于各种复杂体位、存在变形的组织器

官，以及病灶残留的判断等情况。国内已经有一批医院装备了术中成像设备，用于复杂手

术治疗。

相比利用术前影像的治疗引导，由于术中成像对图像处理的实时性要求更高，没有充

分的时间进行处理和规划，目前术中成像还存在使用复杂，耗时长，影像质量相对较差等

问题。随着技术的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术中影像引导系统出现和服务临床。

（三）机器人的运动规划与安全控制

由于医用机器人直接作用于人体，比工业机器人具有更高的安全性要求。目前主从型

机器人多采用力学传感和反馈技术，使操作者能够感知机械手对人体的作用；在主动型机

器人控制中，需要通过规划安全路径，设定安全作用范围，以及实时的检测来保证使用的

安全性；在康复机器人设计中多采用可反向驱动的模式，使机器人具有退让性，以保证病

人的安全。安全问题与机器人的运动规划、运动控制、状态反馈、多模式的传感等密不可

分，成为医疗机器人的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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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机器人与传统工业机器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工作的环境具有高度的非结构化特

性，其工作空间与医生、患者所处的空间高度耦合，工作时需要与医生紧密配合，操作对

象又是人体的各种组织。因此必须重点突破手术室非结构化环境分析、建模和优化、手术

机器人构型和轨迹的优化、新型人机交互方法、术中传感、适应人体组织特性的操作方式

等共性关键技术。

康复机器人的临床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人体运动意图的实时识别和肢体运动代

偿 / 补偿的有效执行。因此，需要开展上、下肢神经运动康复机理、人体运动意图的实时

识别、具有可控柔性和主动力矩的仿生关节等共性问题研究。例如，康复机器人或穿戴式

外骨骼机器人都需要与人体的协同动作，并根据运动和人体状况做出运动规划与控制的 

调整。

（四）医用机器人的传感与人机协同操作

1. 视觉、力觉与触觉传感技术

目前机器人辅助手术系统分为基于影像进行规划，并采用计算机进行控制的主动式机

器人，以及采用主从操作的主从机器人系统。微创手术机器人的力反馈包括从动机器人的

力觉感知、主动机器人力觉反馈两部分。其中病人端的力觉、视觉构成了机器人传感和力

觉反馈的基础。

微创手术机器人力觉感知技术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案。

（1）通过在手术器械上附着应变片直接测量其受力。手术器械上贴放的应变片实现

力的测量。如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手术从动机器人［14］，日本东京大学的手术从动机器

人［15］。由于手术器械结构的限制，通常并不能按照最佳的应力敏感区来设计结构，对微

小受力的测量不够准确。

（2）通过测量驱动元件的物理量间接测力。由于机器人末端执行器依靠电机驱动关节

施行手术动作，当遇到载荷时，电机驱动电流将改变。因此可以通过驱动电流计算受力。

美国 Drexel 大学通过测量驱动关节的电机电流计算从动机器人所受到的力［16］；Tadano 等

通过测量汽缸内部的气体压强来测量从动机器人受力［17］。仅靠电流或者气压测力的方法

精确度不高。

（3）将力 / 力矩传感集成到手术机器人从手末端执行器中。德国宇航中心研制了将

传感器置于机器从手末端的从动机器人执行器［18］，改善测力效果。Takeshi 等利用光栅

原理测量腹腔镜手术操作杆的受力［19］。K. Xu 等利用镍钛合金研制了柔性手术机器人从

手，通过空间解算间接得出从手末端执行器受力［20］。J Peirs、J Clijnen 等研究了带有光

纤传感器的微创手术导管［21］，开发的微型传感器可以检测出导管前端与血管壁发生碰撞

时候的受力。

天津大学等单位联合研制的妙手手术机器人系统［22，23］，主操作手采用 PHANTOM 力

反馈器。从手采用四自由度的关节型机器人，末端安装六维力传感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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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脊柱外科的力觉反馈进行研究，针对硬组织实现了力觉感知［24］。

但目前要准确测量手术工具末端的作用力还具有较大困难。力传感器的体积、安装位

置、工作环境等都受到限制。如将传感器安装在工具末端，传感器要进入到人体内，其材

料、体积、电气特性等方面都受到严格限制，而若安装在工具的其他部分，测力精度受很

大的影响。为此，研究人员试图通过建立被操作对象的力学模型、或建立力 - 力矩观测

器、或建立虚拟的微创手术环境等方法，间接提取作用力的信息。如 M. Tavakolid 等［25］

针对人体器官软组织力学特性，通过软组织的力 - 变形数学模型和参数学习方法，实现了

对作用力的“测量”；Hiroyuki Tanaka 等［26］将手术工具与环境的作用力看作是控制系统

的扰动，利用从手执行机构中力矩指令和反馈的机器人关节角速度等信息，建立了“扰动

力”观测器，实现了对作用力的估计；A. Aziminejad 等［27］对主 - 从式双向控制系统的稳

定性做了深入的讨论。

2. 机器人操作的感觉反馈

目前在如何构建感觉通路方面依然存在诸多难点。针对感觉反馈问题，孙茂川等设计

了一种通用型手术机器人主手力感觉系统；李勇等设计了一种面向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手术

的力反馈型主操作手；但真正用于实际临床的成功案例有限。

为解决机器人手术中缝合线打结的精细操作，研究者利用与缝线相连接的力传感器测

定缝合打结需要的适当“力”的大小，并通过声音和 / 或视觉图像等其他感官提示手术者，

补偿触觉反馈的缺失，提高了操作机器人用力的准确度和精确度［28，29］。在目前工程上还

不能完全复制人类触觉的情况下，这种触觉替代方法已经被证明是有效可行的方式。

机器人主手的力觉反馈产品主要包括瑞士 Force Dimension 公司的 Omega 力反馈器，

美国 SenseAble 公司的 PHANTOM 力反馈器等。据报道，英国圣玛丽医院开展了机器人心

脏介入手术，手术时医生操作 Omega 主手来控制从手机械臂，使介入手术机器从手通过

血管到达病灶。

3. 人机接口、脑机接口与运动交互

为得到更自然的人机交互，医用机器人的人机接口研究受到重视。在操作指令下行控

制方面，达·芬奇机器人通过多自由度的手柄，将操作者的手指与控制器连接在一起，可

以通过手指在空间多方位、不同幅度的运动，将运动控制指令传递到从动机器人。在操作

的上行和反馈方面，达·芬奇机器人通过二维、三维或立体显示，给医生提供操作的视觉

反馈，并可以通过视觉替代，完成精细的动作［30］。研究人员同时致力于通过直接的力觉

反馈，将机械手的操作力量反馈给操作的医生，但在临床应用方面尚需要解决一系列技术 

问题。

脑机接口作为新型的人与自然交互渠道，受到极大关注。清华大学等单位利用脑机接

口实现了对多种外部机器设备的控制，发展了基于稳态视觉诱发电位、听觉诱发电位和基

于想象运动的脑机接口［31-33］，控制机械臂的多自由度运动［34-36］。但目前脑机接口从控制

指令传输速率和可靠性等方面，与传统控制相比，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专 题 报 告

111

4. 增强现实技术与沉浸感虚拟仿真

在人机交互传感方面，借助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的概念，可以更有效地实现人与

机器人的协作，实现机器人的触觉反馈，这在服务与医疗机器人研发中是非常重要的。已

经开展了一些研究［37］。

（五）新型机构设计及小型化与微型化医用机器人

作为手术机器人的另一分支，微型手术机器人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由于要在异

常狭小的空间内实现灵活的手术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为使微型手术机器人通过

单孔进入体腔并具有足够的自由度、工作空间和工作灵活度，对腔内微型手术机器人的设

计和控制带来难题。

能够深入人体体腔内的微小机器人包括柔软细长形的介入手术机器人和能在人体腔道

内自主运动的微胶囊形机器人两类。

柔软细长介入手术机器人主要针对提供人体自然腔道施行介入手术。这类设备通常采

用多节链式结构，驱动功能单元主要由柔索等各类功能材料组成［38］。S. Guo 等研制了

高分子离子传导膜（IPMC）驱动的主动导管［39］；P. Dario 等利用 Ti-Ni 合金的形状记忆

效应研制了一种微型多自由度主动导管［40］；G. Lim 等研制了形状记忆合金驱动的内窥

软轴 ［41］；J. K. Chang 等开发了一种主动弯曲导管导向机器人系统［42］；国内也开展了

相关的研究［43］。

在其他驱动方式的研究中，孙立宁课题组开发了线驱动连续机器人［44］；王兴松课

题组研究了索套驱动型柔软细长机器人［45］。上述两种索驱动连续机器人的尺寸还偏大，

需要进一步微型化。王田苗团队研究的主动介入导管采用主从式机器人机构，将微小力

传感器安装在导管末端，能实时获取导管与血管间的碰撞，在粗大通径的血管手术中可以

应用［46］。

目前，已进入临床应用阶段的柔软细长介入手术机器人主要包括 Stanford 大学开发出

的索驱动心脏手术机器人［47，48］；Vanderbilt 大学和 Boston 大学分别研制了可预弯曲的同

心管状插管机器人［49，50］。

1988 年 K.Ikuta 提出了以蠕动式自主内窥机器人代替传统内窥镜的设想，并研制了仿

蛇蠕动的内窥镜机器人［51，52］；K.Byungkyu 等开发了仿蚯蚓机器人内窥镜及仿尺蠖牵引内

窥镜胶囊［53，54］，其内部的空间可放置摄像头、取样钳等微操作器件；G.Thomann 等开发

了肠道内窥镜系统［55］；A.Menciassi 等研制出两种仿蚯蚓内窥机器人系统，实现了行波运 

动［56］；颜国正团队研制了蠕动式肠道内窥镜系统［57］；文献［58］提出一种使用弹性松软的腿

沿着患者的消化管道爬行的机器人内窥镜，可用于检测人体咽喉、胃部和十二指肠的损害

或溃疡；另外，M.Cao 等研制出外磁场驱动的自行走机器人，可利用自身发热实现热疗［59］。

文献［60］提出了一种变径螺旋结构外磁场驱动胶囊机器人样机，能实现在猪肠道内的垂直 

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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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合人体运动模型的康复训练和服务机器人

康复训练机器人是服务机器人中重要的一大类，由于其直接作用于人体，帮助运动功

能有障碍的患者进行运动康复，因此，需要很好的协调性、安全性。在这方面开展了一系

列研究。第一台机器人辅助康复系统 MIT-MANUS 于 1991 年设计完成后，至今已经就偏

瘫上肢运动功能康复做了非常系统的研究，并在 Burke 康复医院从 1994 年临床应用至今。

后来，美国西北大学芝加哥康复研究所开发了研究神经系统与小型运动机器人交互作用的

系统，对人的运动学习行为和神经的可塑性进行深入研究，在康复训练的扰动力场设计方

面作了细致深入研究。清华大学与解放军总医院等单位合作，研制了偏瘫患者神经康复训

练机器人，截瘫助行外骨骼机器人，已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解放军总医院等开展了临床

验证并获得应用推广。

国内从 21 世纪初开始康复辅助机器人的研究和开发，针对上肢、下肢、手功能的康

复都产生了多种设计。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有效的人机交互，带动伤残人士参与主

动的训练，以提高康复效果。

四、我国医用机器人的工程与产业研究

（一）科研成果的工程化现状

1. 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

我国医用机器人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国家“863”计划、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项目支持下，分别在神经外科、骨科、心血管外科、泌尿外科等领域开展了工作。

1997 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联合研制了基于 PUMA262 工业

机器人的脑外科机器人辅助定位系统，并成功开展了临床应用。2002 年，哈尔滨工业大

学研制了基于 Motoman 工业机器人的骨科手术治疗机器人试验平台。2004 年，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与北京积水潭医院联合研制了具有 6 个自由度的小型模块化机器人系统，在创伤

骨科临床上进行了成功应用。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合作，研制了用于关节置

换的小型机器人系统原型。2005 年，天津大学研制了基于主从操作的“妙手”机器人系统，

实现了腹腔镜下的手术微操作。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

单位先后开展了脊柱外科手术机器人的研究工作。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北京理工大学等

单位也先后开展了心血管手术机器人、肿瘤穿刺机器人的研究。这些研究形成了大量的成

果，部分成果形成了原型样机，部分成果进入了动物试验阶段，部分成果进入了临床试验

阶段，但真正进入产业转化和产品开发的科技成果比例很低。北京积水潭医院与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联合研究开发的骨科机器人是为数不多实现产业转化的科技成果，由北京天智航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产品化，并获得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产

品注册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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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率是衡量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商业开发产品的指数，我国的科技成果转

化率仅为 10% 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 40% 的水平。医用机器人由于技术的复杂性以及医

疗器械产品监管的要求，其科技成果产业转化的周期长、投入大、难度更高。提高科技成

果转化率，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需要。为了

有力促进医用机器人科研成果产业转化和市场开发，实现产学研医协同创新，需要厘清临

床需求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完善产业创新链中产品标准和临床规范研究等薄弱链条，提高

科研成果产业转化和市场开发的速度和成功率。

临床需求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决定了科研成果能否成功实现产业转化。医疗器械产业

发展最重要的源动力来自于产品能够真正解决临床实际问题，但目前日益迫切的临床需求

与医疗器械相关的应用基础研究、产品化推进之间仍存在脱节。因此应鼓励医疗器械科研

机构和企业产品开发人员主动与临床结合，共同推进产品开发，真正让临床需求引领技术 

创新。

以医用机器人为代表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标准的研究是科研成果产业转化链条的短

板。按照现有的医疗器械注册管理条例，企业需根据自身的产品特点制订注册产品标准，

制作产品样机，送交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检测中心检测。标准的规范研究和标准的前置审

查环节的缺失，导致企业自己制订的产品标准，检测机构不一定认可，也没有相应的检测

方法和工具。即使完成了检测，出具的产品注册检测报告在药监局的审评环节又往往出现

打回补检的情况。这一方面会大幅增加注册过程的周期，另一方面也会挫伤检测机构受理

创新产品检测的积极性。如果能够针对重点创新产品开展产品标准以及相应的检测方法和

工具的研究工作，设置标准的研究项目，将检测机构和审评机构的相关人员纳入医疗器械

的创新体系，共同研究制订创新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及其制定规范，会极大促进行业管理的

规范化和科研成果的转化速度，促进医疗器械产业的创新发展。

创新医疗器械产品临床规范的研究是科研成果市场开发链条的短板。我国医疗器械产

业长期以来都是处于仿制跟踪的现状，完全缺乏临床规范的研究工作。对于医用机器人等

创新医疗器械产品来说，没有临床规范的研究，没有制订相应的诊疗路径和技术规范，创

新产品很难获得推广应用。为了有效促进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提高市场开发的效率，应

在创新医疗器械开展临床注册试验的同时，设置相应的临床规范研究课题，委托权威医院

开展临床应用规范的研究，制定相关的流程和标准，缩短创新医疗器械的临床磨合期。

产学研医协同创新，是医用机器人产业自主创新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医用机器人产

业的发展，医疗器械创新环境的改善，产学研医合作经验的积累和长效机制的建立，科研

成果产业转化和市场开发的成功率会越来越高，临床需求引领的科技成果必将成为医用机

器人产业发展永不枯竭的创新源泉。

2. 产品的工业化设计

产品的工业设计是以工学、美学、经济学为基础对工业产品进行的设计，随着以机械

化为特征的工业社会向以信息化为特色的知识社会迈进，工业设计也正由专业设计师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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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向更广泛的用户参与演变，用户参与、以用户为中心成为设计的关键词，并展现出未来

设计的趋势。

医用机器人作为一种新型医疗器械，它的外形设计既要考虑产品功能的实现，又要合

乎电气安全、遵守医用产品的规程要求，还要体现公司形象和高科技产品的科技风范。要

用系统和科学的方法解决其中错综复杂的问题，具体需要做到：

第一，保证产品的设计符合《GB 9706.1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等安全要求。

第二，保证医疗器械产品功能的实现，符合人体工程学要求，符合医疗产品规范的要

求，需要遵守《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等法规。

第三，确保硬件与软件功能设计定位的准确一致，符合用户使用习惯，表达基本语义

的视觉图形和视觉色彩需要相对稳定，有些甚至不可变更。

第四，以绿色设计的时代要求为设计理念，在材料选择、界面形态、言语修辞以及软

件应用上全面适应使用环境。

3. 产品的安全性设计

医用机器人属于 III 类医疗器械，它的安全有效关乎患者的生命健康，它的经营过程

也直接影响产品的质量安全，《GB 9706.1 医用电气设备 第一部分：安全通用要求》作为

医疗器械强制性的国家安全标准，又是专用标准安全要求的基础，规定了各种医用电气设

备的安全要求，是医用机器人必须遵守的电气安全标准。针对不同功能和用途的医用机器

人还需要遵守相应的法规和标准，如《医疗器械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

医用机器人作为复杂的机电一体化系统，且在使用时所处的电磁环境非常复杂，因

此，电磁兼容性指标是医用机器人的重要安全指标之一。

（二）机器人产品的注册及监管现状

1. 医用机器人的产品标准

医用机器人属于 III 类医疗器械。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医用机器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

准。标准的滞后对于医用机器人制造商来说，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医用机器人企业只能

按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公布的《医疗器械注册产品标准编写规范》的要求起草各自的

注册产品标准。企业在申报产品注册时应向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注册产品标准文本和标

准编制说明。

2. 医用机器人的临床评价

医疗器械临床评价是指注册申请人通过临床文献资料、临床经验数据、临床试验等

信息对产品是否满足使用要求或者适用范围进行确认的过程。医用机器人由于其安全性要

求高，临床试验开展的合规性尤为重要。临床试验的前提条件：该产品具有复核通过的注

册产品标准或相应的国家、行业标准；该产品具有自测报告；该产品具有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会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型式试验报告，且结论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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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受试产品为首次用于植入人体的医疗器械，应当具有该产品的动物试验报告。

3. 医用机器人的审评注册

医用机器人的审评注册是对拟上市的医用机器人的安全性、有效性的系统评价。国

家鼓励医疗器械的研究与创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也正在积极研究和推进相关审

批制度改革，已经出台实施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的程序，大大有益于医用机器人的推广 

应用。

4. 医用机器人质控与安全性

医用机器人的生产企业和其他的医疗器械生产厂家一样，最高管理者对所生产产品的

质量承担全部的责任。因此，医用机器人企业应按照《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和《医疗

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建立并保持一个文件化的质量体系，即通过 ISO13485“医

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以保证医用机器人产品符合规定要求。

5. 医用机器人的不良事件监管

医用机器人的生产企业、使用单位同样是按照《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国家药品

安全“十二五”规划》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的管理办

法，接受不良事件监管，医用机器人生产企业履行医疗器械产品安全第一责任人职责，履

行报告义务，主动发现、收集、调查、分析所生产的医疗机器人发生的所有可疑不良事

件，控制医疗机器人的安全风险。

（三）工程范例：天智航骨科手术机器人的临床应用现状

1. 天智航骨科手术机器人概况

天智航公司的创伤骨科机器人创新产品开发源自市场和医疗需求，在实际应用中不断

更新换代，衍生出一系列的手术室配套产品。

天智航公司针对市场的实际需求制定了骨科机器人导航定位系统产品的最基本目标就

是能明显减少 X 射线照射次数，有效提高空心钉置入的准确性，从而缩短手术时间，减

少创伤和出血，避免并发症的发生，真正实现骨折的微创内固定治疗。其用途和适应范围

包括股骨颈空心钉内固定术，骨盆骶髂关节螺钉内固定术等。产品的结构组成包括牵引导

航系统和计算机系统。牵引导航系统由隔离电源、控制箱、手控盒、胫骨手术支架、牵引

机构、垂直臂、水平臂、定位节、导向套筒、胫骨手术标尺、胫骨手术导向弓组成。计算

机系统主要由主机、显示器、图像采集器组成。

（1）主要性能指标。①行程：定位节纵向行程不小于 180mm；定位节横向行程不小于

200mm；牵引机构牵引行程不小于 65mm；②导向套筒内径误差应不大于 ±0.3mm；③牵引

机构最大牵引力应不小于 300N；④定位系统导航定位误差应不大于 ±0.8mm；⑤导向套筒

材料应为符合 GB 4234 —2003 规定的要求的不锈钢；⑥定位系统应具有的功能：病历管

理的功能；采集 C 型臂图像的功能；定位靶点、计算锁钉路径和长度的功能；术前模拟仿

真的功能；存储靶点、锁钉路径和长度图像数据的功能；胫骨骨折闭合牵引复位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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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照片如图 19 所示。

图 19　骨科机器人导航定位系统

（2）天智航骨科导航定位系统机器人产品特点。①手术路径定位数据参考只需两张

术中 C 臂 X 光片，简单易行；②通过手术路径仿真，提高手术可视化程度和手术安全性；

③标准化操作、安全准确、微创；④具有远程遥控操作功能，使异地患者及时享受到专家

级的医疗服务。

（3）临床应用优势。①植入物实际置入位置与规划理想位置的符合率为 100%，可很

好地实现术前路径规划；②使用骨科机器人手术，植入物置入完成时间、手术总时间明显

减少；③平均透视次数约为徒手手术方法的 10%，大大减少医生和患者辐射损伤。

2. 机器人与手术室一体化集成

手术室一体化集成是随着高科技产品的使用和微创技术的发展而衍生的一个新的医疗

系统集成技术，它是手术室的高效率、高安全性、提升手术室对外交流平台为目的的多个

系统（如医学、工控、通讯、数码等）的综合运用。医用机器人一体化手术室，将医用机

器人的执行方案、工作状态、控制信息与手术室内的常规设备信息、患者的病例信息、环

境信息融合为一体，辅助医护工作人员完成手术工作。医用机器人一体化手术室可将所有

关于患者的信息以最佳方式进行系统集成，使手术医生、麻醉医生、手术护士获得全面的

患者信息、更多的影像支持、精确的手术导航、通畅的外界信息交流，为整个手术提供更

加准确、更加安全、更加高效的工作环境，也为手术观摩、手术示教、远程教学及远程会

诊提供了可靠的通道，从而创造手术室的高成功率、高效率、高安全性、提升手术室的对

外交流（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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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一个标准医用机器人一体化手术室示例图

五、医用机器人的临床应用

作为信息科学、新材料、自动化以及精密制造等先进技术发展的融合，机器人具有高

灵敏度、定位准确、动作精细、运行平稳等特点。同时，还具有不怕辐射和污染，以及对

干涉的有效控制能力。将机器人应用于医疗领域，尤其是辅助进行外科手术，可以减少医

生与辐射及污染环境的接触，同时避免因人的疲劳或生理震颤带来的负效应。对于提高疾

病诊断、手术准确性和安全性、提高手术效果、缩短治疗及恢复时间、减轻患者痛苦等方

面有着明显优势。

由于机器人具有的以上特点，医疗机器人得到快速的发展，从早期的工业机器人平台

到目前的专用机器人，从早期的大型复杂结构到目前的小型模块化结构，从早期的简单定

位功能到目前的多功能、远程手术操作，医用机器人正在发展成为一个新型的、前沿性的

学术领域。

（一）医用机器人的临床准入规范

在国家鼓励政策刺激和我国医疗机器人需求市场扩大的双重引诱下，可能出现一哄

而上投资机器人产业的现象，出现大量安全性低，不符合临床实际应用的产品，以及恶

性竞争等问题。出台医用机器人的临床准入标准，有利于提高医疗机器人的安全性，有

利于避免盲目投资和恶性竞争，有利于突破核心技术和健全机器人产业链，国家应该确

定管理机器人产业的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由其牵头研制医用机器人临床准入标准，在

规模、市场、技术、标准、安全指标等方面设置具体的必备条件，确定进入临床的医用

机器人的技术规范、准入条件、验证手段和方法，制定专业的认证机构和国家级标准检

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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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用机器人的临床操作规范

应制定合理的医用机器人的临床操作规范，明确医用机器人的临床操作的适应证、操

作流程及安全策略，制定开展机器人操作的基本要求及相关设备的应用准则，可以有效提

升医疗机器人的安全性、临床实用性和精准度。

（三）医用机器人技术上的不完善

1. 系统结构问题

由于临床环境的复杂性和高安全性，要求产品的系统结构根据不同的临床环境做相应

的调整。目前，医用机器人与计算机导航系统的很多产品结构大多是直接借用原来工业领

域的研究成果，因此还需要进一步优化，从而使其适用于临床。

2. 配准技术问题

医用机器人与计算机导航系统在辅助医生完成临床手术的过程中，涉及手术空间、图

像空间、设备空间三个空间，需要为三个空间的空间坐标系建立联系。在目前配准技术

中，各个坐标系的映射模型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上的，如手术前的 CT、MRI 等医

学图像显示的信息，在手术中假设不变。这些假设不符合手术过程的实际情况，为系统的

应用带来不确定性。

3. 安全性问题

医用机器人任务是辅助医生根据手术方案完成手术操作。此类系统的安全概念应该是

手术安全进行的概念，即在手术过程中，系统严格遵循手术流程，准确识别和完成医生的

指令，为医生提供准确的手术信息，辅助医生完成手术动作，不影响手术的进行和手术的

治疗效果。目前，医疗机器人多是基于工业产品的安全性理论，不能完全反映医用机器人

产品的安全要求。因此需要医用机器人从临床的角度重新论证其安全性，把保障患者的安

全性列在首位。

4. 人机交互技术问题

医用机器人与计算机导航系统的功能是附着在手术器械上的，医生在使用手术器械进

行手术操作的时候，需要直接面对复杂的系统，而怎样根据手术需要方便快捷的操作、提

高临床效率，是系统产品进入临床应用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四）制约医用机器人临床应用的问题

1. 准备时间长与功能单一问题

医用机器人产品的功能在临床中辅助医生完成手术定位和手术操作。这些功能在整个

手术治疗环节中只占很少一部分，而这些高新技术因为涉及很多的条件约束，在使用前需

要进行大量的相关准备工作。长时间的准备，却只是完成单一的功能，降低了临床应用的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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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间布局问题

手术室里配备有许多先进的治疗和监控设备，所有设备和仪器都是围绕手术台安排

的，占有一定的空间位置。医用机器人也需要占有一定的空间，这个空间同医生操作空间

重叠，怎样合理地布置空间位置、方便地进入和退出手术环境，又不影响医生的手术操

作，是产品进入临床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3. 可操作性问题

医用机器人与计算机导航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手术系统，其操作过程需要严格根据系统

的操作规范。一些产品的操作规范是从工程角度来设计的，与医生的手术操作习惯不相符。

4. 适应临床环境要求问题

医用机器人与计算机导航系统是集成了先进技术的机电系统，装备有敏感的传感器和

控制系统。由于这些系统有时候要直接进入手术洁净区，会对手术的无菌安全产生影响，

怎样既可以保证手术安全、保障无菌的条件，又可以不影响系统的器件，是手术机器人系

统进入临床的一个难题。

5. 术中术后不良反应问题

医用机器人作为初入临床的医疗设备，有必要仔细研究其在使用过程中以及使用后导

致的各种不良反应。这为医疗机器人的普及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6. 操作和评价标准问题

目前，虽然医用机器人系统已经在临床中得到应用，但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产品技术

标准、手术操作规范和治疗效果评价标准。厂家都是根据自己对手术治疗的理解来确定产

品的结构、手术操作流程，以致医生在临床手术中，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来熟悉，掌握手

术操作的要领，而对治疗的效果评价，由于没有统一的方法和手段，治疗结果无法统一评

价。需要研究能够适用于临床的技术规范及临床评价标准。

六、医用机器人的发展趋势及展望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渐成熟，手术机器人通

过机器人与手术的结合，融合各种计算机、软件、传感器技术，越来越朝着微创化、智能

化和信息化的方向发展。医用机器人是目前国内外机器人研究领域中最活跃、投资最多的

方向之一，其发展前景非常看好。未来的发展趋势也十分明确。

（一）医用机器人的主要发展趋势

1. 微创外科手术机器人的研发

在临床手术中，微创外科手术机器人系统可实现以最小侵袭和最小生理干扰达到最佳

外科治疗的目前，符合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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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算机辅助导航技术

计算机辅助导航技术主要用于辅助医生完成对病灶部位的诊断和手术导航，可定量显

示组织和器官的空间位置关系，精确测定病灶的空间位置，只管显示手术通道上的影像，

为精确手术治疗提供可靠的手段。

3. 远程手术操作系统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许多偏远地区的病人很难得到及时的手术救治，发展远程医疗可

以有效缓解这些矛盾，提高我国整体医疗水平和质量。

4. 针对临床环境的传感器研究

临床手术需要大量各种类型的手术信息，需要研究适合手术环境的先进传感器，将手

术信息从临床环境中采集出来，供医生参考。包括跟踪手术对象的电磁传感器、超声传感

器、视觉跟踪传感器等。

5. 灵巧的手术机器人研究

辅助医生确定手术路径、完成精密的手术操作是医用机器人与计算机导航系统的主要

任务之一，而具体动作的执行者是医用机器人。因此，能够完成精密的手木操作、占有空

间小、动作灵活的机器人构型将成为研究的热点。

6. 智能配准技术

医用外科技术与计算机辅助外科产品在临床中，涉及多个空间，需要结合临床环境，

研究精度高、操作简单的配准方法。

7. 安全性研究

从临床角度研究安全性，研究确保产品安全的策略，将是研究热点。

8. 基于生物力学的手术治疗标准

应用标准、操作规范、评价标准是行业产品标准化的基础工作，只有合理、统一的标

准，才能促进行业的发展。针对复杂的临床手术环境，以生物力学等基础学科的研究为依

据，研究科学合理的技术标准、操作规范、治疗评价标准，将是研究的重点。

9. 医学图像处理问题

医用机器人与计算机导航系统是辅助医生在闭合环境中完成高精度的动作，医学图像

是系统导航的主要信息来源。怎样智能地从图像信息中获取手术信息是衡量一个系统的主

要标志。

（二）发展展望及建议

我国医用机器人的现实和潜在市场需求巨大，发展前景广阔。为了促进医用机器人产

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有必要从国家层面加强研发、产业化到临床的政策监督和管理，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实现机制体制创新。从市场端拉动产业发展。要改善我国目前医疗机器

人发展落后现状，加快其发展，需要加大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做好顶层战略规划，战略规划能够有效引领医用机器人的发展方向。制定医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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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中长期发展战略，引导国内医用机器人的整体发展方向。

（2）建设国家级医用机器人技术创新体系，以临床需求为引领，支持医用机器人关键

技术和重点产品的创新性发展。加大政府投入，聚集国内“产—学—研—医”各方的优势

人财物力资源，建设高效的国家级医用机器人技术创新体系，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创制新

型产品，加速产业规模化发展。

（3）加强产业培育力度，推动建立医用机器人全产业链。配套相关政策，缩短产品上

市周期；引导企业和社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社会资源向创新聚集，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

效率和产业化成功率。

（4）加大“产—学—研—医”的真正交流和合作。医用机器人系统涉及医学、机器

人、计算机图形学、传感器、智能控制等众多学科，因此需要集合国内相关学科的研究优 

势，建立适合国情的医院、工程研究单位、企业之间的合作模式。

（5）加快产业化进程建立产业化标准，加强行业监督强化医疗机器人安全性的问题，

包括硬件和软件的安全。这是医疗机器人的最基本的要求和前提，只有从软件和硬件上真

正提高医疗机器人的安全性，才能加快进入临床应用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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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肝体外支持系统研究进展及趋势

一、引言

肝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之一，具有合成、解毒、代谢、分泌、生物转化以及免疫防御

等功能。当病毒、酒精、药物等因素引起肝脏严重损害时，肝细胞会大量坏死，导致其功

能发生严重障碍或失代偿，进而出现以凝血机制障碍和重度黄疸、肝性脑病、腹水等为主

要表现的一组临床症候群，称之为肝衰竭。

肝衰竭属临床危急重症，患者病死率一直居高不下［1，2］。常规内科治疗效果很不理

想，病死率高达 50% ～ 80%，其中出现Ⅳ期肝性脑病患者的病死率更是达 90% 以上。肝

移植是最为有效的一种治疗方法，但因为价格昂贵、供肝短缺、文化观念及技术因素的限

制，还远未普及［3，4］。肝衰竭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依然面临着许多极具挑战性的课题。

为了攻克肝衰竭高病死率的难题，人工肝脏（简称人工肝，Artificial Liver，AL）治疗

肝衰竭的手段应运而生。人工肝治疗的机制是基于肝细胞的强大再生能力，借助一个体外

的机械、理化或生物反应装置，清除因肝衰竭产生或蓄积的各种有害物质，补充肝脏合成

或代谢的蛋白质等必需物质，改善患者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等内环境，暂时辅助或替代

肝脏相应的部分功能，促进肝细胞再生使肝功能得以恢复［5］，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存率；而

对肝细胞再生不良的晚期肝病患者，人工肝脏则能改善症状，成为肝移植的“桥梁”［6］。

根据我国有关的诊治指南，人工肝分为三大主要类型：

（1）非生物型人工肝（Non-Bioartificial Liver，NBAL）：是指在肝衰竭治疗中能清

除有害物质，补充有益物质，暂时替代肝脏主要功能的各类不含生物成分的机械或理化 

装置。

（2）生物型人工肝（Bioartificial Liver，BAL）：指以人工培养的肝细胞为基础所构建

的体外生物反应装置，它由细胞源和生物反应器两大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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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混合型人工肝（Hybrid Artificial Liver，HAL）：亦称杂化型人工肝，指将非生物

人工肝和生物人工肝装置结合的系统，通过非生物人工肝有效清除有毒物质，使生物人工

肝的肝细胞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两者的有机组合可实现最大程度替代肝脏功能的效果。

人工肝的分型、主要技术其功能见表 1。

表 1　人工肝脏的分型、主要技术及其功能

分型 主要技术和装置 功能

非生物型
血浆置换、血浆灌流、胆红素吸附、Li-NBAL、

白蛋白透析（MARS 和普罗米修斯系统）等

以 清 除 有 害 物 质 为 主， 其 中 血 浆 置 换、Li-

NBAL 还能补充凝血因子等必需物质

生物型 Li-BAL、ELAD、BLSS、RFB 等 具有肝脏特异性解毒、生物合成及转化功能

混合型 Li-HAL、HepatAssist、MELS、AMC-BAL 等
兼具非生物型人工肝脏高效的解毒功能和生物

型人工肝脏的代谢功能

  注：Li-NBAL，Li’s Non-Bioartificial Liver；MARS，Molecular Adsorbent Recycling System；Li-BAL，Li’s Bioartificial 

Liver；ELAD，Extracorporeal Liver Assist Device；BLSS，Bioartifial Liver Support System；RFB，Radial Flow Bioreactor；

Li-HAL，Li’s Hybrid Artificial Liver；AMC，Academic Medical Center；MELS，Modular Extracorporeal Liver Support。

二、人工肝研究状况

1956 年，Sorrention 证明了新鲜肝组织匀浆的解毒能力，首次提出了“人工肝”的概

念。此后，科学家们不断进行人工肝的探索与尝试，但那时的人工肝治疗没能提高患者的

存活率。20 世纪 70 年代，血液净化技术推动了非生物型人工肝的发展，但肝衰竭生存率

依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无法推广应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非生物人工肝的研究

持续深入，取得重要进展，并带动了生物型人工肝研究的研究热潮。其中，浙大一院李兰

娟团队于 1986 年率先创建的根据不同病情进行不同组合的李氏人工肝系统，不仅能有效

清除肝衰竭患者体内积蓄的大量有毒物质，而且能补充蛋白质、凝血因子等必需物质，显

著提高了临床治愈好转率。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研究成果获得 1998 年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

此后历经 30 年的不断发展和创新，迄今已经形成了临床方案系统化、技术操作标

准化、治疗模块集成化的新型李氏人工肝系统；同时，李氏生物型或混合型人工肝也不

断创新和完善。以新型李氏人工肝研究成果为核心内容的《重症肝病诊治研究的理论创

新和技术突破》项目获得 2013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随着李氏人工肝的大力推广，

我国从事人工肝工作的科研和医务人员队伍不断壮大，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硕果不断，

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也日益加强。2012 年浙大一院李兰娟团队与山东威海威高集团建立

人工肝合作中心，开展李氏人工肝的产业化研发。目前，非生物型人工肝已成为临床上

非常有效、实用的肝衰竭治疗手段，经济效益尤其是社会效益突显，保障了人民的健康

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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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成果的发展状况

1. 非生物型人工肝的发展现状

非生物型人工肝是目前我国广泛应用于临床的人工肝治疗手段。由于肝脏功能复杂多样，

依靠简单的方法或装置很难完全代替肝脏的功能，这促使非生物人工肝研究从早期的单一治

疗模式向现在的多种模式有机组合的方向发展。近年来随着现代医学和生物医学工程、材料

学等相关学科的迅猛发展，有效地实现了不同模式间的优势互补，进一步提高人工肝治疗

的效果。目前，李氏非生物人工肝（Li-NBAL）是我国主流的非生物人工肝方法，而白蛋白

透析吸附是国外人工肝研究的热点，代表性系统和装置包括分子吸附再循环系统（Molecular 

Adsorbents Recirculating System，MARS）［7-9］和普罗米修斯系统（Prometheus 系统）［10，11］等。

（1）李氏非生物人工肝。近年来，浙大一院李兰娟团队进一步优化了非生物型人工

肝系统。基于现代血液净化的原理，李兰娟团队根据肝衰竭不同病因、发病机制和临床特

征，将血浆置换持续透析滤过吸附等一系列血液净化技术有机结合和系统集成，发展和创

建了对肝衰竭独特有效、技术完善的李氏非生物型人工肝（Li-NBAL）［12］，使人工肝治疗

更加规范化、标准化，简便了临床治疗流程，减少了对血浆的依赖性，提高了临床治疗效

果，拓宽人工肝适应证和技术推广的适宜性。Li-NBAL 治疗使急性、亚急性重型肝炎病死

率由 88.1% 显著降至 21.1%，慢性重型肝炎病死率由 84.6% 显著降至 56.6%［13］。

Li-NBAL 有机偶联血浆分离、选择性血浆置换、吸附、滤过四个功能单元，结合自主

研发的双腔循环池或储液袋，提高循环效能和疗效。Li-NBAL 以小剂量血浆置换为基础，

通过对置换过程中的废弃血浆进行血浆吸附（阴离子树脂、活性炭吸附）、血液滤过多次

循环，全面清除血浆中各种毒素物质，能实现解毒代谢、合成和平衡功能：①解毒代谢功

能：清除胆红素、血氨、芳香族氨基酸、内毒素等多种有害物质；②合成功能：补充白蛋

白、凝血因子等有益物质；③平衡功能：保持水电解质酸碱平衡。

在临床治疗中，Li-NBAL 治疗流程如下。肝衰竭患者血液通过血浆分离器后分离肝衰血

浆，分离出的废弃血浆被收集在双腔贮存袋，同时补充相应的新鲜血浆。双腔储液袋由一大

一小两个医用 PVP 袋顶端黏合嵌套组成，这样的构造形成了两个分离的腔体（内腔和外腔）

用来储存血浆。外腔用来收集分离出来的肝衰血浆，而内腔则用来收集经过血浆过滤和吸附

净化后的血浆。两个腔体之间通过从内到外的单向活瓣连接，这样避免外腔肝衰血浆进入内

腔。双腔储液袋外腔收集到一定的废弃血浆后，将其中的一半的废弃血浆丢弃，剩余的一

半用于血浆吸附滤过的循环介质。血浆通过高通量血滤器进行高通量血滤，滤过采用后稀

释模式，然后依次经过血液灌流器和树脂吸附器，最终回到双腔储液池的内腔，即为净化

后的血浆，这部分血浆以与分离速率相同的速率从内腔返回到主循环再回到患者体内。

因为双腔储液袋在使用时保持悬挂状态，内腔储存的净化后部分血浆在重力作用下会

自然地通过沟通内外腔的单向活瓣流到外腔，以保证内外腔液面高度的基本一致。从内腔

中流出的净化过血浆将与新分离的肝衰竭血浆混合再次经过滤过和吸附过程，实现血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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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多次净化。因为净化循环的液体流速 10 倍于废弃血浆分离的速度，这样的设计使得

血浆的净化效率大大提高。

最近，浙大一院李兰娟团队利用 D- 氨基半乳糖建立猪肝衰竭模型［14］，利用 Li-

NBAL 进行了系统性的疗效评估，结果显示李氏人工肝治疗组生存时间显著延长。急性肝

衰竭对照组动物的生存时间波动在 54 ～ 65 小时，平均生存时间为（60±2）小时，而血

浆循环吸附滤过治疗组、低剂量血浆置换组和李氏人工肝治疗组的平均生存时间分别为

（74±2），（75±2）和（90±3）小时，如图 1 所示。李氏人工肝治疗之后，动物的凝血功

能得到显著改善，凝血酶时间显著下降，纤维蛋白原水平显著升高，血清肝酶、胆红素、

胆汁酸、血氨水平显著下降，电解质水平保持稳定，炎症因子上升趋势得到明显缓解，死

后肝组织病理提示肝脏增生明显，Ki-67 标志指数显著较对照组显著升高，如图 2 所示。

该成果发表于国际肝脏领域顶级期刊 Journal of Hepatology（IF 11.4）［12］。近期利用大动

物肝衰竭模型与 MARS 系统的对照试验表明，Li-NBAL 在促进肝细胞再生、延长生存率

等方面均优于 MARS。

（2）白蛋白透析吸附系统。白蛋白透析吸附系统，主要有 MARS 系统和 Prometheus

系统等，可替代肝脏的解毒功能，清除蛋白结合毒素和水溶性毒素，纠正水电解质和酸碱

失衡，但缺乏补充蛋白质、凝血因子等肝脏合成功能的替代。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无论

是 MARS 还是 Prometheus 系统，均不能显著改善肝衰竭患者的生存率。这也是困扰白蛋

图 1　四组动物的生化和炎症因子的动态变化
A. PT 和纤维蛋白原。B. ALT、AST、总胆红素、血氨和血糖。

C. TNF-α、TGF-β1、IL-1β、IL-2、IL-6、IL-18、Ang-II 和 H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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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透析吸附系统临床推广应用的最大障碍，也是该类系统需要改进和完善的难点。

（a）MARS。MARS 的基本原理是以人血白蛋白作为透析液，利用活性炭和阴离子树

脂吸附清除白蛋白结合毒素，由血液循环、白蛋白再生循环和透析循环三个循环构成，如

图 3 所示。MARS 可以改善患者的高动力循环和低血压，可能清除的物质包括胆红素、胆

图 2　李氏非生物人工肝治疗后肝脏组织的病理变化
A. 李氏非生物人工肝治疗后肝组织的病理变化 B. Caspase-3 免疫组化染色 

C. Ki-67 免疫组化染色 D. CK7 免疫组化染色

图 3　MARS 系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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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酸、芳香氨基酸、炎症因子、一氧化氮等［9］。但是，MARS 对降低慢加急性肝衰竭病死

率并无益处［15］。而且，MARS 治疗需使用大量的人血白蛋白，供给紧张，治疗价格昂贵，

在临床应用中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b）Prometheus 系统。Prometheus 系统是一个基于成分血浆分离吸附系统以及高通量

血液透析的体外肝脏解毒系统，如图 4 所示。该系统不仅能非常有效地通过直接吸附作

用清除白蛋白结合毒素，同时在单独高通量血液透析阶段，能高效率地清除水溶性毒素。

Prometheus 系统在清除胆汁酸、胆红素、氨、肌酐和炎症因子方面优于 MARS［11］，但

MARS 对血液动力学的改善在 Prometheus 系统治疗中却没有发现。最近一项 Prometheus 系

统治疗 145 例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的随机临床对照研究结果显示，在内科疗法的基础上联

合 8 ～ 11 次的 Prometheus 系统治疗，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 4 周生存率与对照组比较并无

显著提高［17］。

图 4　Prometheus 系统［18］

另外，还有单次白蛋白通过透析（Single-Pass Albumin Dialysis，SPAD）［19，20］、Biologic-

DT 与生物透析吸附血浆滤过治疗系统（Biologic-DTPF）［21，22］、连续白蛋白净化系统

（Continuous Albumin Purification System，CAPS）［23］、配对血浆滤过吸附（Coupled Plasma 

Filtration and Adsorption，CPFA）［24］和血浆滤过吸附透析（Plasma Filtration Adsorption Dialysis，

PFAD）［25，26］等。

2. 生物型人工肝的发展现状

早期的生物型人工肝如交叉循环、肝脏灌流、交换输血等由于疗效不确定、不良反应

大、操作复杂等原因，已被逐渐放弃。随着组织培养技术和分子生物学技术不断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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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肝细胞的分离培养与保存技术、肝细胞大规模培养技术及生物反应器日渐成熟与成

功研制，以肝细胞为生物活性成分的生物型人工肝已成为人工肝脏研究的热点［27，28］。

生物型人工肝的基本原理是：将培养的外源性肝细胞放置或继续培养于体外生物反应

器中，利用体外循环装置引导患者血液或血浆流经反应器，在反应器内患者血液或血浆通

过半透膜或直接接触的方式与培养的肝细胞进行物质交换与生物作用，其中的肝细胞发挥

解毒、合成、生物转化等功能，从而达到支持作用。

从理论上讲，生物型人工肝几乎可以代替肝脏的全部功能。肝细胞源和生物反应器是

生物型人工肝不可或缺的两种元件，它们是其真正能够发挥肝脏功能的必备要素［29］。

（1）肝细胞源。肝细胞是生物型人工肝的生物活性部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肝

细胞的生物学特性和功能来说，生物型人工肝的理想肝细胞源应具备以下特点：具有完善

的成熟肝细胞的生物学活性和功能；来源丰富，易获取；具有无或较小的免疫反应性；易

于培养并可增殖；无潜在的致肿瘤性。目前，应用于 BAL 的肝细胞主要包括原代猪肝细

胞［14，30］、肿瘤源性肝细胞系［31］、人肝细胞［32］、永生化肝细胞［33］、干细胞［34-36］和肝非

实质细胞等。但是，没有一种肝细胞能同时完全满足上述的全部特点。

猪肝细胞被认为是最容易大量获得、生物学功能与人类肝细胞最为接近的细胞源。浙

大一院李兰娟教授团队建立了胶原酶和分散酶等四步灌流法，使分离的肝细胞成活率和获

得率均极大提高。原代猪肝细胞是国内外人工肝研究中应用最多的细胞源，但该细胞存在

动物源性传染病和免疫排斥反应的风险［37，38］。

肿瘤源性肝细胞系包括 C3A、HepG2 等，易于大规模培养和获取，成本较低。但是，

肿瘤源性细胞可能穿越过中空纤维膜等隔离膜，这样潜在的致瘤性问题限制了肿瘤源性肝

细胞系的广泛应用。已有体外实验证实，HepG2 细胞可穿越中空纤维膜。

理论上，人肝细胞是最为理想的细胞源，但是来源较少，且原代培养的肝细胞增殖

分化能力不佳。因此，利用正常成人肝细胞建立永生化细胞系成为了一种不错的选择。人

源性永生化肝细胞系增殖能力强，保留着人肝细胞主要功能，培养条件不高，免疫并发症

少。浙大一院李兰娟团队成功构建了我国首株人源性永生化肝细胞系 HepLL［33］。为了避

免永生化肝细胞株的致瘤风险，随后又建立了一株可逆性的永生化人肝细胞 HepLi4［39］。

干细胞具有来源广泛、免疫原性低、可塑性强、可诱导分化为各类终末期细胞的多能

性等特性，也为细胞源的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目前，包括脂肪、骨髓、胎盘及脐带等

组织的间充质干细胞，可以有效诱导分化为肝细胞。

（2）生物反应器。作为体外细胞生长的场所，生物反应器在人工肝研究中地位举足

轻重，是生物型人工肝的核心装置，其性能直接关系到生物型人工肝的效果。它的主要功

能是：为肝细胞提供良好的生长代谢环境；作为患者血液（血浆）与肝细胞相互作用、进

行物质交换的场所；保护肝细胞避免宿主免疫系统的损伤，而且具有高通量的物质交换效

能。为此，生物反应器的设计和构建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和要求：具有双向物质有效传输

的能力；更好地保存肝细胞活力和功能；必须能有对肝衰竭患者提供有效支持所需要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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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和体积。

就结构而言，生物反应器可分成单层 / 多层平板式、中空纤维管式、灌流支架式、包

裹流化床式以及其他结构更为复杂的复合式生物反应器。国内，浙大一院李兰娟团队历经

10 余年的努力，自主创新研发了李氏生物反应器系列，包括漏斗形流化床式生物反应器、

填充支架灌流型生物反应器、多层膜片结构灌流型生物反应器、多孔砖式填充支架型反应

器和纳米纤维网片叠加式生物反应器。近期，针对微囊化培养的肝细胞，根据流体力学原

理构建出创新的多叶自导流式流化床式生物反应器。通过流体力学模拟、培养循环和冷存

试验，证明创新型多叶自导流式流化床式生物反应器能有效提高流化效率、改善培养肝细

胞的功能。

目前，纳米、微流控、微重力等高新技术也已被逐渐引入反应器的设计中，以优化体

外肝细胞的培养，提高肝细胞功能表达［40］。

（3）生物型人工肝系统。国内外已成功构建数种生物型人工肝系统，大部分基于中空

纤维生物反应器和分离的猪肝细胞或肿瘤细胞系，主要的区别在于生物反应器的构型、应

用的细胞数量多少等方面。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多个研究中心逐渐推出各种类型的生物型

人工肝，主要常见的系统包括 Li-BAL 系统、ELAD 系统、BLSS 系统和 RFB 系统等。

（a）李氏生物型人工肝。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浙大一院李兰娟团队围绕人源性永

生化肝细胞、脐血 / 宫血 /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新型生物反应器、肝细胞体外大规模培养

与冻存、混合型人工肝治疗装置研发等关键科学问题，开展新型生物型人工肝的研究工

作，取得多项标志性进展：建成了国内首株具有与原代培养肝细胞类似形态学特征和生物

学功能的人源性永生化肝细胞系 HepLL，建立了肝细胞大规模转瓶培养、微囊化培养的新

技术，研制出新型微囊悬浮型漏斗形生物反应器，创建了基于微囊悬浮型漏斗形生物反应

器、永生化肝细胞的新型生物型人工肝。

微囊悬浮型流化床式生物人工肝［14］：基于自主研制的人源性永生化肝细胞株

HepHepLi4、肝细胞的微囊化培养、漏斗型流化床生物反应器和双腔储液池，构建了微囊

悬浮式生物人工肝。该系统由两个循环回路组成。第一个是血浆分离循环回路；第二个是

生物反应器循环回路，包括储液池、循环泵、氧合器、生物反应器、溶氧监测仪等装置。

该循环路径中的蠕动泵速度快于返浆泵，因此能够实现血浆在储液池与生物反应器之间的

多次反复循环，延长血浆与微囊细胞的接触时间，提高反应器效率。该循环相关设备均置

于一个温控的生物反应箱内。用实验小型猪肝衰竭模型，对该生物型人工肝系统的安全性

和疗效进行了评价。动物实验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经 Li-BAL 系统治疗后，肝衰竭

模型猪血氨、乳酸浓度明显降低，血糖及氨基酸水平相对稳定，实验动物生存时间得到了

显著延长［39］。

（b） 体 外 肝 辅 助 装 置（Extracorporeal Liver Assist Device，ELAD）。 该 系 统 由 美 国

Baylar 设计并由 Vital 治疗公司研发［42］，由双泵透析系统和 4 个串联型中空纤维反应器组

成。ELAD 系统使用人肝肿瘤细胞系 C3A，这样肿瘤来源的肝细胞系的安全性制约了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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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临床应用。如何保证无肿瘤细胞和肿瘤基因进入患者体内，是治疗成功的关键。ELAD

系统进行了改进，并进行 I 期临床试验［43］。现在，该系统已经在欧美进行 III 期临床试验

计划。

（c）BLSS。该系统由美国匹兹堡大学和 McGowan 研究所设计的，采用原代猪肝细

胞和中空纤维反应器。治疗时全血经氧合器后流经中空纤维管内腔，培养液在管外腔循

环，通过控制氧合器调节氧浓度和 pH 值，全血通过半透膜的弥散作用后与猪肝细胞进

行物质交换。BLSS 的特点是允许全血直接灌注［44］。I 期临床实验表明，经 BLSS 系统治

疗后该患者的总胆红素及血氨水平明显下降，凝血功能和临床症状得到改善，但存活率

未见报道［45］。

（d）辐射流型生物人工肝（Radial Flow BAL，RFB）。该系统由意大利 Ferrara 大学研

制，采用的是灌注床生物反应器和原代猪肝细胞，血浆经热反应器及供氧器后从纤维管的

中间向外周通过，再汇聚到收集腔中，离开生物反应器之后与血液重组回输给患者［46］。

该系统的 I 期临床试验中，神经系统症状及凝血功能均得到改善，血氨水平及胆红素水平

分别下降 33% 及 11%，治疗过程中未见治疗相关不良反应，未见 PERV 感染［47］。

另外，还有生物人工肝系统（BHS）［48］、LiverRaidTM 系统［49］、Oxy-HFB 系统［50］、

PUF-BAL 系统［51］、UCLA-BAL 系统［52］和 FMB 系统［53］等。

3. 混合型人工肝的发展现状

肝衰竭患者血液积聚的毒素会严重影响生物反应器中肝细胞的存活和特异性肝细胞

功能的发挥，难以在有限的交换中由生物型人工肝中的肝细胞来解毒。反过来，还可能

对肝细胞的存活及生物学功能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将非生物型人工肝和生物型人工肝

结合，能充分发挥两者的优点，同时互相弥补两个部分的缺点，这样就发展出了混合型

人工肝。

与单纯的非生物型或生物型人工肝相比，混合型人工肝将偏重于解毒作用的非生物

型人工肝与生物反应器相结合，可使人工肝的解毒功能更加完善，对有些物质的清除还能

起到协同作用，而且还可合成凝血因子、白蛋白等有益物质，部分代替肝脏的生物转化功

能。混合型人工肝显示了比生物型、非生物型人工肝更好的临床效果，成为迄今为止人工

肝支持肝衰竭患者所得到的最理想结果，它代表着人工肝未来的发展方向。

1958 年，Kimoto 发明了第一个具有复杂功能的混合型人工肝［54］，是混合型人工肝的

雏形。近期的研究是基于体外培养肝细胞的生物部分与非生物型人工肝结合的方法。目

前，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混合型人工肝系统有 Li-HAL 系统、HepatAssist 系统、MELS

系统和 AMC-BAL 系统等。国外已有数个混合型人工肝系统完成了 I 期临床试验，其中

HepatAssist 系统已进行了 II/III 期临床试验。我国也有数个研究中心进行了混合型人工肝

的临床试验［55］。

（1）李氏混合型人工肝（Li-HAL）。2003 年，浙大一院李兰娟团队引入中空纤维式

生物反应器，结合血浆置换，采用猪肝细胞，构建了新型的混合型人工肝系统 Li-HAL［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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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5 所示。该系统将获得的总量 5×109 个、存活率 90% 以上的猪肝细胞置于 MiniKros

生物反应器（Spectrum，美国）中空纤维式生物反应器中，肝细胞循环流经中空纤维管的

外管腔，每 1 小时检测一次细胞活率，如果细胞活率低于 60%，就更换细胞。分离的血浆

流经中空纤维管的内管腔。治疗时先进行 3500mL 的血浆置换，再将分离出的血浆与生物

反应器内管腔相连接，经物质交换后与分离的血细胞回合输回体内。Li-HAL 系统治疗了

15 例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患者总胆红素显著下降，PTA 提高，内毒素下降，而且未检

测到 PERV 阳性。

（2）HepatAssist 系统。HepatAssist 系统由 Demitriou AA 博士等在加利福尼亚洛杉矶

Cedars-Sinai 医学中心研发成功，是目前为止唯一完成 II/III 期前瞻性的多中心、随机、对

照临床试验的混合型人工肝系统［29，57］。动物实验证实，HepatAssist 系统能很好地替代肝

脏的解毒和合成功能［58］。在动物实验获得良好效果的基础上，该系统分别进行了 I 期和

II/III 期两个阶段［29，57］，结果表明总胆红素、血氨等显著下降，存活率有显著改善。而

且，监测至治疗结束后 1 年，没有血清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证据显示会引起猪内源性逆转录

病毒（PERV）感染。

（3）MELS（Modular Extracorporeal Liver System，MELS）。MELS 系统将 Sauer IM 教授

等在德国柏林研发的肝支持系统（Liver Supportive System，LSS）［59］与清除白蛋白结合毒

素的单通路白蛋白透析系统解毒模块相结合。生物反应器中三束交织型中空纤维构成三维

的骨架，外管腔内含共培养的肝细胞和非实质细胞。该系统的独特之处在于为提高细胞氧

供和物质交换而特别设计的生物反应器。该系统是唯一既用原代猪肝细胞又用原代人肝细

胞作为肝细胞源的混合型人工肝系统。在以猪肝细胞进行的 I 期临床试验中，8 例 ALF 患

者经 MELS 治疗后成功过渡到原位肝移植，移植后的 3 年存活率为 100%，而且未检测到

图 5　Li-HAL 系统示意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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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V 感染［59］；在以人肝细胞进行的 I 期临床试验中，患者的神经系统症状轻微改善，凝

血功能轻微改善［60］。

（4）AMC 系统（Amsterdam Medical Center-Bioartificial Liver，AMC-BAL）。AMC 系统

由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研发成功［61］，采用猪肝细胞和中空纤维式生物反应器。AMC 系统

的独特之处在于血浆和肝细胞的直接接触，这样有利于提高物质传输的效率，将氧合装

置与反应器合二为一，对肝细胞的供氧也比较有利。生物反应器置于生物型人工肝模块

（Rand，意大利）中，患者血液引出体外后经血浆分离器分离血浆至血浆池，再经过生物

反应器和血浆吸附器构成的混合型人工肝系统。关于 AMC 系统的 I 期临床试验结果表明，

经过 AMC 系统治疗后，神经系统症状、肾功能及血流动力学稳定性得到改善，胆红素水

平及血氨水平均下降［61］。对 AMC 系统治疗后患者的随访研究证实，即使是长期进行免疫

抑制治疗的患者，也未发现 PERV 感染［62］。

混合型人工肝系统应用解毒装置后将降低生物反应器和患者血液中有毒物质的浓度，

但同时要避免对肝再生有利的活性物质的去除。

4. 人工肝设备的发展现状

人工肝治疗设备是指能够满足一种或多种人工肝治疗模式的医疗仪器或装备，是生物

医学工程技术综合应用的集成解决方案。人工肝设备通常由动力输出支持系统、人工智能

操控系统、安全监测报警系统、生物反应器系统及其他辅助设施等几部分功能模块组成，

如图 6 所示。

图 6　人工肝设备构成图［41］

临床应用的人工肝设备主要为血液透析、净化类设备，支持非生物人工肝治疗方法。

设备种类繁多，功能各有不同。不同品牌设备的功能各异，大多数的设备在市场宣传上自

称为人工肝治疗设备，但在临床使用上需加以明晰界定后方可使用。目前占据临床应用市

场的多为产自欧美和日本的治疗设备，产自日本的设备主要来自旭化成、川成医疗、尼普

洛公司、JMS 株式会社、NIKKISO 公司等多家公司，欧美的则产自德国 Teraklin AQ 公司、

德国费森尤斯、德国贝朗公司、瑞士金宝公司、意大利 Medical 公司等。

国内同类产品的研发相对起步较晚。近几年随着投入的加大，多个公司与医疗机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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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相继研制出多款功能完备、性能接近的同类产品，利用性价比高的优势从血液净化设

备的市场上赢得一定份额，主要有戴博瑞克、中国北京伟力公司、重庆多泰、重庆永通、

威高集团等公司。其中，由浙大一院李兰娟团队与威高集团联合研制的李氏人工肝治疗仪

LI-ALS-I 型全面支持 Li-NBAL 系统，是目前为止功能最齐全的人工肝设备。

该系统包括控制系统、动力系统、安全监测系统等。控制系统由工控机构成，除了控

制系统运行外，还可以输出治疗数据，实现网络化中心控制，并可与医院信息系统对接，

方便医护人员进行回顾性分析；装置的循环动力模块由 6 个蠕动泵和 1 个微量注射泵构成；

液壶液面的调整模块由 3 个微量气泵和 3 个液位传感器构成，可实现自动调整液面高度；

安全监测模块由 3 个气泡检测器、1 个漏血传感器、3 个称重传感器、6 个压力传感器、4

个夹管阀等组成。为了维持容量平衡，李氏人工肝装置中还实现了泵称联动功能。另外，

李氏人工肝治疗仪设计了手动模式，可为人工肝的临床和科学研究提供最大的灵活性。李

氏人工肝治疗仪的动物实验已经系统性验证了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在不久的将来会进入临

床试验，并经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后正式上市。

尽管针对各种生物或混合人工肝系统，国内外已经开展了许多 I-III 期临床实验研究，

但效果并不理想，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治疗系统被批准用于临床治疗。

（二）我国人工肝研究领域的研究平台与团队

1. 重大研究计划和项目

在我国，人工肝研究得到了政府的高度支持，逐渐从初步的探索阶段发展到现在的相

对成熟阶段。获得的重大研究计划或项目有：2006 年浙大一院李兰娟团队的“人源肝细

胞株的建立及其在人工肝支持系统中的应用”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03 年“混

合型人工肝的应用研究”获国家“863”课题赞助；2006 年“新型生物人工肝的研制与应

用”获国家“863”课题资助；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李兰娟领衔的人工肝研究

团队领衔全国 11 家大型医院进行李氏人工肝治疗重型乙肝肝衰竭多中心、大样本的随机

对照研究，优化李氏人工肝治疗技术和探索治疗时机。

2. 研究团队

浙大一院人工肝研究团队是目前国内最强的团队，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诊治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李兰娟院士领衔，她也是国家

传染病学重点学科、“211”建设学科学术带头人。目前，浙大一院人工肝研究团队包括近

20 名临床医护人员、10 余名专职科研人员和若干名技术人员构成，形成了教授或主任医

师为骨干、青年人才为主要力量的人才梯队。团队成员先后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艾滋

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

展规划（“973”计划）等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项和二等奖 2 项。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第三军医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国科学院

电工所、中国科学院大化所等都在人工肝研究方面做了较多工作；中山大学高志良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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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在干细胞治疗肝衰竭方面做了一些创新工作。

3. 人才培养

自人工肝在我国开始发展以来，人才培养就贯彻始终。浙大一院李兰娟院士团队主持

制定我国首部《肝衰竭诊疗指南》《非生物型人工肝支持系统治疗肝衰竭操作指南》，指导

和规范了肝衰竭诊疗和人工肝的临床应用；主编我国首部《人工肝脏》专著，并于 2012

年修订了第二版；每年举办肝衰竭与人工肝治疗的全国学习班，每二年召开全国人工肝会

议，推广 Li-NBAL 至全国 31 个省市，治疗肝衰竭 10 余万例次；接受大批进修医护人员，

特别是加大对西部及落后地区医疗单位的科技帮扶力度，提升其临床业务能力和水平，造

福西部大众；培养了一批人工肝研究领域的博士和硕士。此外，通过参加国际学术交流、

发表学术论文等方式扩大影响力，培养各层次人才。

4. 平台建设

浙大一院人工肝研究平台在李兰娟院士带领下，进一步深入肝衰竭发病机制基础研究

和加大生物人工肝临床转化研究，成立了人工肝中心，是全国最大的人工肝研究和治疗中

心。该研究平台与西澳大学共同建立中澳生物治疗及再生医学研究合作中心、与香港大学

器官移植和再生实验室建立联合研究中心、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联合组建转化医学及研究

中心，着重加强肝衰竭发病机制、李氏人工肝治疗效果评价与作用机制等研究。特别是，

人工肝研究平台与山东威高集团建立人工肝项目转化研究中心，推进人工肝转化成果，研

发李氏人工肝治疗仪，实现产业化，将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价值。

（三）李氏人工肝治疗方案的创新

随着人工肝技术的不断完善，对其疗效机制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其临床应用范围逐渐

超出了肝脏功能替代的范畴，开始被用于 H7N9 禽流感等多种危重疾病的治疗中。

2013 年春季，H7N9 禽流感疫情来袭。在与 H7N9 禽流感疫情斗争的过程中，浙大一

院李兰娟团队在国际医学领域顶级杂志 Lancet 中首次报道 H7N9 禽流感病毒感染重症者有

类似 SARS 病毒感染的“细胞因子风暴”现象［63］，导致全身炎症反应，可出现 ARDS、休

克及多脏器功能衰竭，是导致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早期降低血液循环中过量的炎症

因子水平，抑制过度的免疫反应，成为降低重症禽流感死亡率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没

有一种能有效清除细胞因子风暴的手段。鉴于此，李兰娟团队创新性的提出将李氏人工肝

应用于 H7N9 禽流感危重患者的救治中，通过人工肝方法清除患者体内过多的炎症介质，

促进恢复。

李氏人工肝首先在浙大一院曹姓 H7N9 患者身上实践。该患者入院时诊断为重症

H7N9 禽流感并发 ARDS、休克，即使是在呼吸机纯氧支持的情况下，氧分压仍仅为

45mmHg，性命危在旦夕。该患者共进行了 4 天的李氏人工肝治疗，炎症介质显著下降，

治疗效果很好，住院第 5 天撤掉人工肺，住院第 12 天脱离呼吸机支持，总共住院 20 天，

康复出院。此后，人工肝方法被陆续应用于其他病情快速进展、存在炎症因子风暴 H7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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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患者的救治中，一次次为危重患者从死神手里抢回了宝贵的治疗时间［64］。

实践证明，李氏人工肝在抢救 H7N9 禽流感患者中起到了以下作用。

（1）清除细胞因子。细胞因子风暴、过强的炎症反应是 H7N9 禽流感病毒导致急性肺

损伤、低氧血症的重要原因。浙大一院李兰娟团队根据禽流感患者的病情特点，将李氏人

工肝方法应用于其中最危重的 H7N9 禽流感患者的救治中，成功降低了细胞因子风暴的水

平。图 7 显示患者在人工肝治疗前后的血浆细胞因子的变化。从图中可见，李氏人工肝治

疗 3 小时后，细胞因子水平就显著下降，并在此后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

图 7　人工肝治疗前以及治疗后 17种细胞因子水平的动态变化

（2）容量管理。容量管理对重症患者来说意义重大。容量不足，可造成组织低灌注，

导致全身器官功能的损害；容量超负荷，可引起心力衰竭、肺水肿，加重低氧血症，阻碍

组织利用氧。由于 H7N9 禽流感疾病多发于老年或有基础疾病的人群，精准的容量管理对

患者的治疗和康复意义尤为重要。

包含有滤过功能的李氏人工肝治疗可实现精准的容量管理，及时纠正液体的超负荷状

态，减少间质水肿，改善低氧血症；纠正乳酸性酸中毒，预防病理生理紊乱进一步恶化，

减少 MODS 的发生，从而降低病死率。这种结合了预防理念的治疗策略，比在病情进展成

为既成事实之后再设法纠正更为合理。

（3）稳定血流动力学。既往的研究发现，李氏人工肝有稳定血流动力学的作用。浙大

一院收治了一名 86 岁的危重型禽流感患者，入院时需要 0.5mg/h 去甲肾上腺素和 1mg/h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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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上腺素来维持血压稳定，在李氏人工肝治疗 2 小时后，他的血流动力学得到了改善，去

甲肾上腺素用量开始减少。在用李氏人工肝治疗其他有血压不稳症状的禽流感患者的过程

中，均不同程度地发现对患者的血流动力学有所改善。

（4）肝脏、肾脏功能的替代作用。如前所述，禽流感患者病情危重，易发展为多器官

功能不全。对其中的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来说，李氏人工肝治疗能很好地起到肝脏、肾

脏功能的替代作用。

H7N9 禽流感疫情的出现，是对人类现有医疗技术的挑战。在尚无特效药的情况下，

浙大一院李兰娟团队对该疾病的发病机理和病情进展进行了深入研究，根据 H7N9 发病

机制，运用李氏人工肝技术抢救 H7N9 禽流感患者，实现了重症 H7N9 患者病死率低于

全国其他地区一半，成果发表在国际临床医学领域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NEJM）上［65］，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肯定。

三、人工肝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非生物人工肝的发展方向

非生物人工肝是最早在临床应用，具有确切疗效，并创造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的人工肝治疗方法。但是，由于肝衰竭患者病情危重及伦理学等因素的限制，人工肝治

疗难以开展严格对照的随机临床试验，影响了人工肝疗效的判断。同时，人工肝治疗方

案仍需要进一步优化和创新，根据患者的病情特点和程度，结合每一种人工肝的原理和

特点，建立针对不同病情进行不同“个体化治疗”的新方案，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这

将是今后非生物人工肝研究的重点和潮流，也是现代医学倡导“4P”医学模式即预防性

（Preventive）、预测性（Predictive）、个体化（Personalized）和参与性（Participatory）的迫

切要求。

（二）生物型和混合型人工肝的发展方向

缺乏安全有效的肝细胞来源是新型生物型和混合型人工肝研究面临的最大障碍。在人

工肝临床试验中，原代人肝细胞、猪肝细胞和肿瘤来源的肝细胞系各有优缺点。人肝细胞

具有最佳肝细胞功能，因此是人工肝的首选细胞系，但是其来源有限，主要取自弃置不用

的供肝，且分离得到的人肝细胞活性较低。猪肝细胞供应量充足，即用即得，然而动物肝

脏可产生异源蛋白质，经过 1 周的多次生物型人工肝治疗，易发生血清病。如果治疗不超

过 5 ～ 6 天，则很少发生这种免疫问题。但是，异种移植相关的治疗在许多国家是禁止的，

产生动物传染病的危险也限制了严格选用。SPF 级的动物是最大限度降低动物传染病的方

法，但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基因整合在猪的基因组中，因此也存在于 SPF 级猪肝细胞中，所

以，动物传染病的危险不能忽视。最近在肝细胞永生化和干细胞生物学方面研究取得了很

大进展，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但其安全性和疗效还有待临床试验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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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肝细胞来源外，困扰生物型和混合型人工肝发展的瓶颈问题还有：高效生物反应器

以及肝细胞体外大规模培养方法与体系的缺乏，混合型人工肝系统构建与装置有待研发和

优化。这些瓶颈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材料学、组织工程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和共同

进步。另外，科学家们也一直设想体外构建的人工肝（脏）能够基本或全部替代肝脏的功

能。目前国际上主要在体外培养能替代肝脏的肝组织、肝脏“骨架”培养全肝脏和 3D 打

印肝脏方面均做不懈的努力。

（三）人工肝设备的发展方向

从硬件需求来看，人工肝设备的基本功能大体相当，如血流动力支持系统多为由蠕动

泵组成，通过系统控制来实现需求；再如生命体征监测及安全报警系统，尽管实现的原理

和采用的方法多有不同，但监测的指标及报警的参数均集中在压力、质量、流速、流量、

温度、气泡、漏血等几个主要方面，主要涉及超声、光电、压力膜、颜色等方面的传感器

技术。从临床需求来看，不同人工肝设备的最大区别在于治疗流程不同，即控制流程和操

作步骤各不相同，这种区别反应到临床的实际应用就是临床应用需求各不相同。

因此，人工肝设备的未来发展方向可以归结为基本功能扩展和临床治疗方法创新这两

方面。人工肝设备的基本功能扩展可以表现为通过改进操控系统来提高设备的基本功能，

在操控、运行、监测和数据管理上实现智能化、人性化的跨越式发展；功能扩展还可表现

人工肝设备在患者生理指标监测方面和治疗环境灭菌消毒方面的改进，如人工肝治疗过程

中血液生化指标的实时监测、患者生理指标实时监测、生物反应治疗过程中的空气净化与

消毒、氧合与恒温控制等。为了人工肝设备能够得到跨越式的发展，只有通过临床上总结

出创新治疗方法，产生合理的工程应用需求。当前，基于组合生物反应治疗将是临床创新

突破的研究路线，那么未来的人工肝设备更应该向混合型人工肝治疗模式发展。

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细胞生物技术、生物材料等相关交叉学科的快速发展，

必能带动在细胞源和生物反应器等方面取得突破，人工肝的性能也必然会不断地改进与优化，

同时合理地将非生物人工肝和生物活性成分相结合，构建出高效而完善的混合型生物人工

肝，进一步提高肝衰竭的治疗效果，为急、慢性肝衰竭患者救治的成功开拓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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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技术研究进展及趋势

一、引言

可穿戴是信息技术和生物医学工程的研究热点，可穿戴技术广泛应用于健康医疗、养

老保健、移动通信、时尚文化、教育和工业等领域，不断促成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格局，

为智能硬件产品带来新的想象空间。

可穿戴计算也已经成为当前 IT 领域的热点，市场潜力巨大，并正在促生新的 IT

商业模式和产业格局。可穿戴设备正伫立在“风口”之上，国内外科技巨头、传统系

统厂家及业界新贵纷纷跑马圈地，抢滩市场，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然而，我

们也清晰地看到，可穿戴设备的前景看似一片光明，但可穿戴产业仍面临着巨大的挑

战，市场上缺乏“杀手级”应用产品，导致可穿戴市场一直处于“外热内冷”的尴尬

境地。在产品设计上，可穿戴设备厂商受智能手机的定势影响，缺乏思维创新。面对

这些可穿戴热潮衍生的问题，相应的产生了许多创新性的研究热点。可穿戴技术的出

现，改变了人们接入互联网的方式和入口，推动了互联网的整体进化，而我们的身体也

将由此成为一个更加智能的终端，并将具有更快速的信息抓取和加工能力、更准确的判

断决策能力、超群的记忆力、智慧的知识管理能力、思想的众筹、完整的去中心化等

能力。

二、可穿戴技术概念与发展

（一）可穿戴技术的内涵与外延

可穿戴技术（Wearable Technology），最早是由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

实验室提出的创新技术，利用该技术可以把多媒体、传感器和无线通信等技术嵌入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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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着中，可支持手势和眼动操作等多种交互方式，主要探索和创造能直接穿在身上、或是

整合进用户的衣服或配件的设备的科学技术。它具有低负荷、可移动操作、使用简便、支

持长时间连续工作和无线数据传输等特点。

随着计算机标准化软硬件以及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可穿戴式智能设备的形态开始

变得多样化，逐渐在工业、医疗、军事、教育、娱乐等诸多领域表现出重要的研究价值和

应用潜力。

（二）可穿戴技术的历史渊源

可穿戴技术的出现介于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发展之间。互联网与物联网的出现和迅速发

展，为可穿戴应用的思维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同时可穿戴技术也推动着互联网、

物联网的整体进化。可穿戴健康设备是随着可穿戴设备的产生发展而逐渐衍生出来的可穿

戴设备的又一分支。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可穿戴式设备逐渐兴起。到了 70 年代，发明

家 Alan Lewis 打造的配有数码相机功能的可穿戴式计算机能预测赌场轮盘的结果。1977 年，

Smith-Kettlewell 研究所视觉科学院的 C.C. Colin 为盲人做了一款背心，它把头戴式摄像头

获得的图像通过背心上的网格转换成触觉意象，让盲人也能“看”得见，从广义上来讲，

这可以算是世界上第一款可穿戴健康设备。

EVERY 实验室认为，健康领域才是可穿戴设备应该优先发展、最优前途的领域，可

穿戴健康设备本质是对于人体健康的干预和改善。可穿戴设备也正从“信息收集”向“直

接干预”发展，可穿戴健康设备是指针对城市人群各种常见病。例如：随时随地给颈椎做

个放松按摩，甚至直接干预脑电波助人睡眠。在此方面国外的 Melon 以及国内的 Every 都

提出了自身的创新产品。

1. 物联网、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现状

互联网（Internet）指计算机互联网络，它是由许多台地理位置不同并具有独立功能

的计算机，通过特定的通讯设备和技术协议相互联结起来，以实现信息传输和资源共享的

网络系统。互联网诞生至今仅仅数十年时间，网络传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极为迅

速，使人类社会传播活动的格局为之一新。粗略地看，互联网的酝酿、形成与发展大致可

分为四个阶段。

（1）技术和物质准备阶段（1968 年以前）。20 世纪后半叶，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和

网络技术三个方面的发展，直接为网络传播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2）初具雏形的 ARPANET 阶段（1969 — 1985 年）。1969 年，美国国防部资助了

一个有关广域网络的项目，开发出一个运用包交换（packet switch）技术的网络，称作

ARPANET（阿帕网）。后 TCP /IP 协议成为网际互联网络上的标准通信协议，标志着全球

互联网络正式诞生。

（3）在科研教育中发展的 ARPANET 阶段（1986 — 1992 年）。1986 年，名为 NSFNET

的高速信息网络建成，1990 年 APANET 宣告退役，NSFNET 正式取而代之。从 1991 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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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互联网的发展逐步走向了商业化，大批商业机构开始投入网络，并于 1993 年推广了

万维网。

（4）在商业化运作中飞跃的因特网阶段（1993 至今）。商业化的运作和万维网的推

广，带来了因特网的历史性飞跃，使得它在通信、检索和客户服务等方面的巨大潜力得以

充分发挥（图 1 所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用户。1995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宣布，不

再向因特网提供资金，因特网从此完全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同时，世界各国纷纷加快了

计算机网络发展的步伐。

图 1　互联网的应用

值得一提的是，物联网也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英文名称是“The 

Internet of things”。顾名思义，物联网就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这有两层意思：其一，

物联网的核心和基础仍然是互联网，是在互联网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展的网络；其二，

其用户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也就是物物

相息。

物联网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它的概念最早是 1991 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的 Kevin Ash-ton 教授首次提出的。直到 2005 年 11 月 17 日，在突尼斯举行的信息

社会世界峰会（WSIS）上，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ITU 互联网报告 2005：物联网》，

引用了“物联网”的概念。至此，物联网的概念及其发展才在世界各国受到重视。物联网

通过智能感知、识别技术与普适计算、广泛应用于网络的融合中，也因此被称为继计算

机、互联网之后世界信息产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

2. 可穿戴技术的出现和变革

可穿戴技术最早的思维和雏形可以说是为了在赌场里作弊而诞生的。1961 年，麻省

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 Edward Thorp 在他第二版的赌博指南 Beat the Dealer 当中写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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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地使用自己制作的可穿戴计算机在轮盘赌当中作了弊。Thorp 和联合开发者 Claude 

Shannon 发现，该设备在赌局当中可以为佩带者带来 44% 的优势。

从那之后，可穿戴技术的研发还维持在较小的规模。除了计算器腕表在 80 年代

的流行，这个领域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在新千年之后，可穿戴设备的样子终于开始接

近于我们最爱的科幻电影，这项技术才真正开始了发展。1981 年：当时还是高中生的

Steve Mann 把一部 6502 计算机连接到了一部带钢架的背包上，来控制摄影装备。1984

年：《终结者》上映。在这部电影当中，机器人所看到的现实世界图像上被加入了一层

计算机界面，这似乎和谷歌眼镜如今的理念有些相似。1987 年：首款数字助听器在这

一年问世。但由于体形过大，续航又太差，这类设备并未获得成功。1994 年：在发明

了可穿戴计算机背包的 13 年后，Steve Mann 制作出了一款可穿戴无线摄像头，并开

始将图像上传至网络，直到 1996 年。2000 年：首款蓝牙耳机在这一年问世。2002 年：

Xybernaut Poma 可穿戴 PC 问世，这款设备就像是把磁带录音机绑在了头上，其机身重

约 300g。2003 年：世界首款完全数字化的起搏器 Vitatron C-Series 问世。2006 年：耐

克和苹果联合推出了 Nike+iPod，一款允许用户将自己的运动同步到 iPod 当中的运动

套件。2007 年：由 James Park 和 Eric Frienman 两人所成立的 Fitbit，在 2009 年推

出了自己的首款产品。2009 年：由 Glacier Computers 所发布的 W200 可穿戴计算机

问世。

随后的几年里，可穿戴设备受到媒体的大量关注。例如，2013 年，可穿戴技术在健

康领域的应用发展迅速，智能腕表和健康手环市场需求在逐步扩大。相对于智能眼镜，该

市场吸引的厂家数量更多，也更早实现产品化，而且部分产品已开始更新换代（图 2）。

在 这 一 市 场 中，Nike、Fitbit、Jawbone、Thalmic Labs、InteraXon、ZetrOZ、 小 米、 百 度、

索尼、三星、微软、苹果、卡西欧等众多机构都在加快其创新和研发的步伐。目前市场上

主要的可穿戴产品形态各异，主要包括：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腕带、智能跑鞋、智

能戒指、智能臂环、智能腰带、智能头盔和智能纽扣等（图 3）。

图 2　左图为不依赖手机的Omate 安卓智能手表 TrueSmart，右图为谷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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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3 年中国可穿戴设备的产品形态

2014 年被称为“可穿戴设备元年”，在 2014 年的国际消费电子展（CES 2014）上，

许多可穿戴设备已经崭露头角，而且竞争日趋激烈（图 4）。HTC 和三星据说将利用 MWC

大展积极推广可穿戴科技产品，华为也不甘落后，但是，一大批已经涉足这个领域的创业

公司的动向同样备受瞩目。

图 4　智能可穿戴设备 TO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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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乔布斯之后，苹果公司现任掌门库克终于推出第一款属于自己的“革命性”产

品— Apple Watch。针对运动需求，这一系列预计面市单价为 300 多美元的 Apple Watch

专门推出两款新应用：Fitness 和 Workout，库克说，这将改变人们的健身方式，比如设

置运动类型、设立目标、记录数据、记录心跳、测量热量消耗、锻炼时间和距离等。“果

粉”一如既往地追捧，很可能使百花齐放的可穿戴领域变更格局。而在中国，一个多月

前，中国移动设备企业小米才发布了价格低至 79 元的智能健康手环，已经打起了价格

战。可穿戴设备在业内被称为继电视、PC、手机之后的“第四屏”。据知名科技博客网站

Business Insider 旗下的市场研究部门 BI 预测，2017 年全球可穿戴设备的出货量将达到 2.6

亿台；全球可穿戴设备的市场规模 2018 年预计达到 120 亿美元。市场调研公司 Canalys 预

测，2014 年全球将会销售 800 万个手环，下一年这一销售数字将会增长到 2300 万，2017

年销售量很有可能突破 4500 万，全球市场的销售额将会达到 155 亿美元。根据专注于互

联网等领域的调研机构艾瑞咨询有关数据，预计 2015 年中国可穿戴设备市场出货量将达

到 4000 万部；2012 年中国可穿戴设备市场规模 6.1 亿元，预计 2015 年中国可穿戴设备市

场规模将达到 114.9 亿元。

世界范围内，谷歌、苹果、三星等各大科技厂商均提前布局可穿戴设备领域，中国国

内也由百度、华为、TCL、小米等公司牵头，颇有掀起一场可穿戴设备革命的势头。可穿戴

设备更成为科技及医疗器械领域重塑产业格局的重要机会。也有观点认为，可穿戴设备

的信息采集、传输、分析、利用系统，使建立中国缺失已久的家庭医生制度有了技术基础，

有机会成为薄弱的基层医疗体系的有益补充，从而促进医疗信息化在个人与医院之间的

普及。

虽然，可穿戴技术目前仍然处于初期阶段，但是它的市场广阔的前景已经引起部分巨

头的高度关注，从动作追踪健身腕带，到谷歌眼镜，再到 Oculus Rift，许多业界知名的厂

商都纷纷加入到了这个曾经非常小众的领域。英特尔等已经开始布局可穿戴设备市场。未

来几年，可穿戴设备将从概念热真正走向产品热，发展前景广阔。伴随着可穿戴设备市场

的发展，市场竞争也将趋白热化。

可穿戴设备产业技术发展、产品功能、商业模式、竞争格局仍在探索和形成过程中。

从产品角度来看，微型化、时尚化、个性化、多屏互联是可穿戴设备的主要发展方向，丰

富的内容信息以及高质量、精准化、个性化、及时性的服务，都将是可穿戴设备产业核心

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技术角度来看，可穿戴设备对芯片的功耗、传感技术的融合发

展、新型显示、创新性的人机交互方式、大数据处理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产业链的角

度来看，需要从业者在掌握芯片、操作系统、关键器件等核心技术的同时，构建可穿戴设

备产业生态系统，这是掌握产业主导权的关键。

2015 深圳可穿戴大会于 4 月 23 — 25 日在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成功举

办（图 5）。大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三天大会累计参会人员达到上千人次。

大会贯穿“可穿戴与医学变革”主题，深化“穿戴计算，贴身智能”的大众理念，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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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与生物医学工程、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

的交叉、注重产学研结合，突出技术交流、成

果展示、创意交互、现场体验并举之特色，以

创新、启迪、务实的新颖风格，切实推动可穿

戴技术领域的发展。中国工程院俞梦孙院士和

中国科学院姚建铨院士对可穿戴技术进行了深

入的解析和研讨。胡斌教授、王涌天教授、杨

孝宗教授、王磊研究员等领域专家围绕可穿戴

技术进行了十场主题报告，特邀嘉宾和论文代

表进行了 70 余场专题报告，三天来精彩报告

和创意理念层出不穷。在同期举办的峰会和论

坛上，来自华为公司、联通公司、映趣科技等企业的 30 余位产业界代表进行了经验分

享报告，带来了智能可穿戴的腕表、眼镜等创新产品和创新方向，可穿戴成为新的研究

热点。

3. 可穿戴技术与各技术之间的联系

（1）穿戴式采集—低功耗高精度模拟前端集成电路芯片。

可穿戴模拟前端芯片—低频率低噪声低功耗医学芯片及系统级集成是实现低负荷高精

度的个人健康信息系统的关键技术之一。低频率低噪声低功耗的 BSN 专用医学集成电路芯片

组，可实现高共模强干扰环境下心电信息采集处理，达到系统噪声最小化。医学芯片的低功

耗设计非常重要，可有效延长低负荷高精度的个人健康信息的连续工作时间。采用低频率低

噪声低功耗医学芯片设计的低负荷高精度的个人健康信息系统，可以有效减少设备的几何尺

寸，增加其“可穿戴性”，对日常起居和活动等的干扰减至最低，缩短我国医疗保健设备行

业与国际领先水平的差距。

图 6　低功耗微型化芯片设计

图 5　2015 可穿戴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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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P 封装设计—使用 Cadence SPB 16.2 SiP，以球网格阵列作为二级互联，依次堆叠

电源层，无源器件，接地层，晶片。各层间通过通孔相连。方案通过实测，信号和电源完

整性满足预设的功能要求；验证了可穿戴设备模块体积微型化的技术路线。

（2）穿戴式通信—人体近端高能效数据传输。

随着穿戴式设备的逐渐普及，穿戴式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问题逐渐呈现。穿戴式设备

之间的通信要求具有低功耗、高安全性、高传输数据率和稳定信号传输等特点。

有线传输方式由于太过冗余，因此不适合穿戴式设备之间的通信。目前传统的近距离

无线通信技术，一般都采用 ISM 频段，其通信距离在 10m 以上，不同的无线网络叠加时

可造成网间干扰，降低了网络安全性和系统吞吐量；此外，传输距离远容易导致信号被窃

取，网络安全性差。同时，传统的通信方式的功耗相对比较高，不适合穿戴式设备长时间

工作的需求。NFC 作为一种近场通信技术，具有低功耗的特点，但是其传输距离短（小于

10cm），同时，数据率传输距离率低，且目前不支持组网。

人体通信技术是一种以“人体”为信号传输介质的数据通信技术，其通过人体耦合方

式建立信号传输通道，可以方便地实现穿戴式设备之间的高效数据传输。人体通信具有功

耗低，高安全性及高数据率等优点，由于其不需要天线设计，可以容易地集成在穿戴式设

备中。

（3）穿戴式处理—位姿步态和容积血流脉搏成像的算法开发。

第一，位姿步态。

步态分析基于生物力学及解剖学原理，在对人体结构和功能方面的深入认识的基础

上，研究人体下肢步态特征及对各组成部分的功能进行分析。步态分析算法在临床研究中

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可为患有神经、骨骼肌肉等系统疾病患者的步态特征的分析提供依

据。可以评估患肢的伤残程度，可用来评价治疗后效果，帮助改进治疗方案，在临床上有

利于不断改善康复治疗方案，评估康复治疗效果。

鉴于目前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因素，居家康复成为一种趋势，利用惯性测量技术或者光

学捕捉技术对偏瘫步态与正常步态的运动学参数进行定量分析，将微型惯性传感器节点或

者光学 Mark 点绑定在人体下肢相关部位，获取人体下肢行走时节点姿态信息，再利用相

关的算法推算出膝关节伸展角及足部角度等步态运动学参数，可以定量化评估康复训练的

效果，以不断调整康复过程。

第二，容积血流脉搏成像的算法。

PPG 是 Photoplethysmography 的英文简写，意为光电容积脉搏波描记法（又称为血容

积脉搏波），是一种借助光电手段在活体组织中检测血液容积变化的一种无创检测方法。

当一定波长的光束照射到指端皮肤表面时光束将通过透射或反射方式传送到光电接收器。

在此过程中由于受到指端皮肤肌肉和血液的吸收衰减作用，检测器检测到的光强度将减

弱，其中皮肤、肌肉、组织等对光的吸收在整个血液循环中是保持恒定不变的，而皮肤

内的血液容积在心脏作用下呈搏动性变化：当心脏收缩时外周血容量最多，光吸收量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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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检测到的光强度最小；而在心脏舒张时，正好相反，检测到的光强度最大，使光接收

器接收到的光强度随之呈脉动性变化。将此光强度变化信号转换成电信 便可获得容积脉

搏血流的变化。由此可见，容积脉搏血流中包含有心搏功能、血液流动等诸多心血管系统

的重要生理信息。同时，容积脉搏血流主要存在于外周血管中的微动脉、毛细血管等微血

管中，所以容积脉搏血流同样包含有丰富的微循环生理病理信息，是我们研究人体循环系

统重要的信息来源。

PPGi 是将 PPG（血容积脉搏波）与图像处理相结合的技术。虽然 PPG 具有一定的便

利性，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PPGi 更有优势，例如非接触等，且与图像处理相结合后心率检

测效果也更加平滑。与图像处理结合后，对任一时刻的皮肤表面图像而言，通过图像处理

的技术将其分解为三个通道，再通过 ICA［独立性分析，是 BSS（盲源分离）的一种解决

方法］移除噪声即可得到三组独立的源信号，最后在指定源信号上运用 FFT（快速傅立叶

变换）就可以提到功率谱，功率谱中最大功率对应频率即为脉率。

（4）穿戴式应用—医疗级（CFDA），专业化、标准化、健康服务。

随着生活节奏的越来越快以及老年化，慢性疾病往往困扰着大家。在传统生活中，人

们大多数只有身体出问题才会去医院检查治疗，或者是去医院做检查才检查出毛病，更有

甚者是在发病之后送往医院才检查出毛病。而将可穿戴技术与能够采集人体生命体征的模

拟前端集成电路结合起来将会是解决慢性疾病的突破口。由于要佩戴在身上且长时间监

测，因此需要低功耗，这种测量人体心率、血压等基本体征如果不准确，容易出事情。 

将可穿戴技术与低功耗高精度模拟前端集成电路结合，可以摆脱“线”制，不用去医院在

家就可以实时检查自己的心率血压等，既方便又安全。对于糖尿病以及高血压这样的慢性

病患者，患者通过佩戴这种设备监测自己的血糖血压来控制他们的饮食习惯及生活习惯。

对于运动爱好者，将能够采集心率的模拟前端芯片集成在手表里，可以让跑步者在跑步

中摆脱束缚，跑步者可以根据他们的训练目标可调整心率强度，当跑步者在跑步中速度

加快或减缓时，这种手表会给出警报，使跑步者实时的调整自己的运动步伐，不仅达到

了训练目标而且能够避免运动中受伤。病人从医院回家之后可以在家佩戴这种可穿戴监

测设备实时监测自己的生命体征。病人在家佩戴这种设备监测自己的身体情况并将数据传

回医生那里，医生可以通过分析数据来评估病人在家的恢复情况，这样病人就可以在家复

查了。

三、新可穿戴技术对健康服务、生物医学、生活的影响

正当智能手机领域呈现白热化的分庭抗礼之势时，可穿戴设备浪潮犹如春夜的细雨一

般，迅速弥漫了整个移动互联网市场。从谷歌眼镜，到乐源 fashioncomm、苹果 iWatch 再

到三星 Galaxy Gear，人们已经越来越关注可穿戴智能设备，而相关企业也将出现爆炸式增

长。可穿戴计算研究热潮逐渐兴起，可穿戴计算的概念、隐喻、构架、形态和功能都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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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演进，研究范畴也不断扩展，可穿戴设备可以对位置、轨迹、卡路里、饮食、运动、心

率、体重、血压等健康数值进行量化，借助于大数据、云计算，可穿戴设备可贯穿于移动

健康管理服务、生物医学、个人日常生活的全过程。

（一）可穿戴技术对健康服务的影响

健康服务包括医疗护理、康复保健、健身养生等众多方面，利用移动通信技术，通过

可穿戴的体征检测设备等，使患者（用户）随时随地进行自我健康管理以及享受专业医护

人员的各种健康咨询、筛查、预防、监护和干预服务。可穿戴智能医疗能够协助患者进行

经过科学设计的个性化健康管理，通过检查指标来纠正功能性病理状态，中断病理改变过

程。合理的慢性疾病管理，能够避免看急诊和住院治疗，减少就医次数，带来费用和人力

成本的节约。在全球范围内针对移动医疗服务效果的临床研究显示，出院后的远程监护可

将病人的全部医疗费用降低 42%，延长看医生的时间间隔 71%，降低住院时间的 35% 等。

随着移动医疗的日趋普及，新技术将为慢性疾病的预防、早期治疗和监测作出贡献。

其中，不仅有可穿戴设备、医疗大数据平台等新载体可随时记录、分析个人的健康情况数

据，帮助大家及早预防慢性疾病的发生；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能使医疗服务更加便捷，比

如通过移动高清视频可以获得清晰、快速的远程指导，不错过慢性疾病的黄金治疗期；云

端医院、未来医院、空中医院、小微医院、远程会诊等新型理念也将随时随地监测慢性病

患者的治疗情况。

长久以来，传统医疗模式、医疗资源利用的不合理、不科学，导致看病难、看病贵。

白春学认为，我国传统的医疗模式存在医疗资源利用不合理、医疗服务质量欠佳、医疗体

系效率较低、入名院难、看名医难等问题，而本该在医疗体系中起基础作用的社区医院又

处在高端设备覆盖率低、病人认可率低、高端技术掌握度低的“三低”状态。这些都为国

内移动医疗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医疗资源总量短缺、分布不平衡是我国长期以来面临的问题，移动医疗的介入可以促

进医疗资源均衡分布和流动。除此之外，移动医疗拓展了医生和患者之间除了面访之外的

沟通渠道，大大提高了医生与患者互动的效率；对于病情的资源整合作用也不容小觑，方

便医生调阅各种资料，开具医嘱；在医院内部也能实现医生与护士的信息即时共享，大幅

提升医护的工作协同效率。

（二）可穿戴技术对生物医学的影响

生物医学是生命科学、医学与工程科学的融合体，它能带来医疗上的新变革，与人们

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生物医学工程中的可穿戴技术是指那类将生理信息获取与人的日常穿

戴相结合，以腰带、衬衣、短库、臂章等形式来获取人的呼吸、心跳血压、体温、体动等

基本生命参数的技术。

可穿戴技术本质上讲仍是生理参数检测、监测技术，但其具有的低负荷甚至无负荷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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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特征，以及由此而来的穿着使用方便、无不适感、可长时间使用的特征，可在低生理、

心理负荷条件下对人体的多种生理信号进行动态的长时间连续监测，获得很多以前无法获

得的生理数据。在我国，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发展了适合穿戴系统的基本生命参数

监测和装置，以及相关的无线传输技术等，如具有胸、腹呼吸及心动周期测量的功能“背

心”，具有体温与心电测量功能的“短裤”等。

此外可穿戴技术带来生物医学大数据并且带来了巨大的应用价值。以下因素促进了生

物医学领域大数据的出现：①生命的整体性和疾病的复杂性。例如，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

慢性病多为复杂性疾病，其发生具有复杂的遗传和分子机制，受到基因、环境及其交互作

用的影响，其病因学研究将产生大量的数据。②高通量技术的发展和基因组测序成本的下

降。高通量测序技术可以对数百万个 DNA 进行同时测序，使得对一个物种的转录组和基

因组进行细致全面的分析成为可能。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和计算能力的快速发展，

每个基因组的测序成本已从数百万美元降低至数千美元（并且还将继续降低）。这将产生

海量测序数据（每个人的基因组就需要 3G 的数据存储量）。③医院信息化和 IT 业的迅速

发展。人体本身就是生物医学大数据的一个重要来源，随着医院信息化和 IT 业的迅速发

展，越来越多的人体数据能够获得储存和利用。例如，X 线、3D 核磁、乳腺 X 线、3D CT

扫描分别包括 30M、150M、120M 和 1G 的数据量，至 2015 年美国平均每家医院需要管理

665T 的数据量。

生物医学大数据广泛涉及人类健康相关的各个领域：临床医疗、公共卫生、医药研

发、医疗市场与费用、个体行为与情绪、人类遗传学与组学、社会人口学、环境、健康网

络与媒体数据。

生物医学大数据的应用：生物医学大数据可应用于以下方面：①开展组学研究及不

同组学间的关联研究。从环境、个体生活方式行为等暴露组学，至个体细胞分子水平上的

基因组学、表观组学、转录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宏基因组学，再到个体健康和疾

病状态的表型组学等。②快速识别生物标志物和研发药物。利用某种疾病患者人群的组学

数据，可以快速识别有关疾病发生、预后或治疗效果的生物标志物。在药物研发方面，大

数据使得人们对病因和疾病发生机制的理解更加深入，从而有助于识别生物靶点和研发药

物；同时，充分利用海量组学数据、已有药物的研究数据和高通量药物筛选，能加速药物

筛选过程。③快速筛检未知病原和发现可疑致病微生物。通过采集未知病原样本，对病原

进行测序，并将未知病原与已知病原的基因序列进行比对，从而判断其为已知病原或与其

最接近的病原类型，据此推测其来源和传播路线、开展药物筛选和相应的疾病防治。④实

时开展生物监测与公共卫生监测。公共卫生监测包括传染病监测、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及相

关危险因素监测、健康相关监测（如出生缺陷监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等）。此外，还可

以通过覆盖全国的患者电子病历数据库进行疫情监测，通过监测社交媒体或频繁检索的词

条来预测某些传染病的流行。⑤了解人群疾病谱的改变。这有助于制定新的疾病防治策

略。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是一个应用大数据的实例，该研究应用的数据范围广、数据量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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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近 4700 台并行台式计算机完成了数据准备、数据仓库建立和数据挖掘分析的自动化

和规范化计算。⑥实时开展健康管理。通过可穿戴设备对个体体征数据（心率、脉率、呼

吸频率、体温、热消耗量、血压、血糖、血氧、体脂含量等）的实时、连续监测，提供实

时健康指导与建议，更好地实施健康管理。⑦实施更强大的数据挖掘。数据挖掘的任务包

括关联分析、聚类分析、分类分析、异常分析等。大数据挖掘能够增加把握度和发现弱关

联的能力。

（三）可穿戴技术对生活的影响

不同形态的各种可穿戴设备也将从各个方面进入人们的生活，可穿戴设备接下来将

会成为市场热点，可穿戴技术已经来到了生活的前沿：购物时，它能帮助你找到心仪的店

铺，挑选最适合自己的衣服并完成支付；在 ATM 机前，它能帮你保证取款安全，通过繁

琐的验证；在博物馆里，它能帮你讲解精美展品背后隐藏的历史；在候机楼里，它能帮助

你了解最新的航班和与目的地有关的信息；在遭受病痛时，它能帮你缓解疼痛，和医生做

最好的沟通；甚至在战场上，它能帮助士兵定位目标，或是寻求最有力的支援。穿戴上新

奇炫酷的智能装备，世界的另一面呈现在眼前。根据美国地区关于可穿戴技术的调查数据

显示，87% 的受访者认为可穿戴技术可以提升佩戴者的个人综合能力；71% 的受访者则认

为该技术有利于个人健康状况的改善；还有 54% 的受访者认为，可穿戴技术提升了他们

的自信。

四、国内外可穿戴技术的研究概况

（一）我国的可穿戴技术

可穿戴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人们接入互联网的方式和入口，我们的身体也将由此成

为一个更加智能的终端，使得我们具有了更快速的信息抓取和加工能力，更准确的判断决

策能力。为此，我们的行为模式和行动效率将随之得到改善和提高。可穿戴技术将在人脑

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储存和提高知识的管理能力，让智慧的产生、应用和转化更加可靠、

高效。

随着可穿戴设备逐渐从边缘走向主流，与可穿戴技术息息相关的新领域—交互技

术成为新的创新突破口。从口袋到手腕，智能手表将现有的技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更让

人兴奋的是可嵌入、可吸附以及可听设备的逐步应用。这将包括融入到我们皮肤的柔性技

术、能识别眼球运动的传感器设备以及搭载监测心率的功能的耳机。所有的这些变化，在

科技创造的过程中悄然地与我们的生活深深地融合在一起，并为我们带来更好的可用性和

真正的突破性技术，以此实现递增式的发展。

1. 我国可穿戴技术的应用

可穿戴技术的应用场合包括健康、运动、母婴、娱乐、户外、养老、医疗等。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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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上来讲，穿戴式设备主要包括：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腕带、智能跑鞋、智能戒

指、智能臂环、智能腰带、智能头盔、智能纽扣等，其中智能手表的市场占比最多，所占

为 32.4%，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大多数人们都有带表的习惯，而其便携性、功能性更容易得

到消费者的肯定。第二位的是手环类，占到 21.8%，其他类占到 25.6%，其中主要包括智

能秤、智能温度计、心率监测器等医疗设备，还包括像戒指、头盔、鞋服等。可穿戴设备

成为科技及医疗器械领域重塑产业格局的重要机会。在医疗行业的各个细分领域，包括诊

断、监护、治疗、给药等环节，都有可能全面实现智能化。移动互联网、可穿戴设备、大

数据的新技术或将全面颠覆传统医疗器械和医院治疗的商业模式（图 7）。

图 7　可穿戴促使新的产业链格局

“物联网”也是时下非常流行的一种新技术，可以让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与智能手机

通过无线互联网连接，实现更方便的智能应用体验。同理，如果物联网设备能够与可穿戴

设备联动，那么将极大地扩展使用场景，也是增加可穿戴设备卖点的一种有效手段。另

外，可穿戴设备未来会有很多种可能，除了手表、眼镜、腕带，还可能是腰带、衣服等

等，不过对使用习惯的挑战将会是可穿戴设备面临的一个用户门槛。

手腕设备是饰品和手表的自然过渡，对用户来说并不用太刻意地去培养用户习惯，我

们可以用“人体的物联网”比喻可穿戴设备，通过传感技术可以检测出用户的体温、血

压、心率等等数据，可穿戴设备通过传感器读取，如果用户佩戴好几年，数据被记录并上

传到云端，就可以形成个人的身体数据库，如果几万人佩戴，形成大数据，然后反馈回

来，就会很有价值。

2. 我国可穿戴技术的产业发展

可穿戴技术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智能硬件和远程服务两个方面：智能硬件是移动互联

网的重要入口，中国互联网巨头企业也纷纷推出了开放式的平台支持智能可穿戴产品的发

展，如血压仪、心率仪、健康手环、智能秤等，这些产品都会通过云端服务，对健康数据

进行存储、分析、处理、帮助用户实现更为智能的健康生活，在此期间，大型互联网企业

将聚合硬件设计、服务接口、应用整合等诸多方面，开放的平台策略，提升核心能力，将

上游硬件厂商和下游销售平台快速的连接，整个的贯穿产品上游和下游，推动可穿戴设备

的迅速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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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延伸的要求是指源于便携轻巧互联的产品特质而对传统电子元器件有改善性

的需求，主要体现在设备的续航能力、数据互联及监测性能的改善性需求。除了现有器件

的改善之外，穿戴式设备还需要融入更多的体感元素来符合可穿戴的特性，因而触发了对

于体感性的要求，包括易穿戴性、舒适性等原有消费性电子设备无需过多考虑的创新性要

求，目前主要体现在符合触觉、视觉、声觉等感官的需求。通过功能性延伸要求与体感性

触发要求的分类，可以梳理出穿戴式设备对于续航、互联、监测以及感官体验的进一步需

求，从而更加系统有效地寻找落地细分行业及相关公司，揭示投资机会。穿戴式设备在功

能性要求方面，主要由续航、互联与监测三个方向来构成，而在体感性触发要求方面，由

触觉、视觉与声觉组成，通过这些方向的落地有助于寻找出细分行业及上市公司，同时寻

找出未来充满机遇的行业变局。

可穿戴产业这一“蓝海”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随着信息网络技术

的发展，制造业越来越向精密制造、精工制造和智能设备方向聚集，可穿戴设备已经成为

市场的“宠儿”。中国是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新兴市场，2012 年市场规模为 8.9 亿元。随着

智能手机和物联网技术的成熟，预测到 2015 年，中国智能可穿戴设备市场规模可达 26.1

亿元。中国作为智能可穿戴设备的重要市场之一，预计未来三年将实现 35% 的年复合增

长率。作为新兴的智能可穿戴设备，为用户提供了更多想象的空间，并且符合用户“高便

携性”的需求，极可能成为下一代主流的电子终端产品。

但我们也清晰地看到可穿戴产品设计也存在很大的弊端。目前市场上产品主要存在

以下问题：①多数智能“配件”，独立性不强：大部分的智能可穿戴设备大多是智能手机

的辅助工具，一部分是对智能手机功能的拓展，一部分是对智能手机功能的平移。②功能

尚不完善，专属应用较少：随着智能可穿戴设备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形成了一个新

的智能可穿戴设备的 App 市场，但目前智能可穿戴设备功能尚不完善，专属应用较少。整

个智能可穿戴设备市场呈现生态环境高度碎片化。市场上的各种智能可穿戴设备，由于各自

运行的平台不同，使得开发商 / 研发者很难开发出适应多种设备的应用软件。③无创检测技

术有待发展：目前检测的是常规体能指标，有待发展新的无创检测指标，其精度和准确性

有待提高。④以数据为中心，用户体验差：大部分的智能可穿戴设备，都强调以数据为中

心，实现与第三方数据的有效对接，主要集中在对各种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综合等，以

期为用户提供更多更可靠的数据和分析，但是由于不同的健康大数据服务平台进行数据整

合的方式、标准各不相同，导致数据标准多样化，不同平台间的数据不能互通，在一定程

度上忽略了人机交互设计和用户体验。⑤电池技术亟待升级：智能可穿戴设备的电池使用

时间一直是影响使用体验的重要问题。功耗、电池寿命都是阻碍智能可穿戴设备市场发展

的因素，但是新的电池产品的研发及快速充电技术的研发进展缓慢。⑥费用昂贵，渗透率

低：在目前已经发布的智能可穿戴设备中，Google Glass 为一流产品，但是其价格的高昂

使其不能被中低收入水平的用户接受。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智能可穿戴设备的价格将

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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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可穿戴技术研究概况

可穿戴设备最早从国外开始发展，其前身称为可穿戴式计算机，初期由于造价成

本过高和技术过于复杂，缺乏商用价值，因此仅在专有领域被应用，近年来得益于互联

网、无线传输技术以及高性能芯片的发展，可穿戴设备走向大众需求。1988 年，施乐

帕克研究中心（XeroxPARC）的首席科学家马克·维瑟（MarkWeiser）提出了普适计算

（Ubiquitous Computing）的思想，并预测计算模式会发展为普适计算，并表示我们正在迈

进第三波计算浪潮：计算机越变越小，无处不在，即“万物皆联网，无处不计算”。到处

都在收集、处理数据，从而改变我们生活的环境。可穿戴技术的不断发展引来学术界和研

究机构更多思考，学术界进步的思想家预测可穿戴设备将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然

而大众传媒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对这些小玩意进行了挖掘。而无论是先知还是后觉，我

们终归要回到一点，就是这些预言听起来很完美，但对于消费者来说并不实际。也直到

Apple Watch 的推出才真正的突破这个行业格局，毕竟从那时开始，全球至少数以亿计的

消费者才开始了解智能可穿戴，而且这在可穿戴发展多年的道路上还从未掀起类似这样的

爆炸革命。

1. 国外可穿戴技术的发展

早期的穿戴式计算机不具备无线传输能力。20 世纪 50 年代就有穿戴式计算机的幻想，

直到 70 年代，“穿戴式计算机之父”、多伦多大学的 Steve Mann 教授发明了真正意义上的

穿戴式计算机—头戴式录像设备，它采用 Apple-II 6502 芯片，与一个在头盔上的 1.5 英

寸显像管连接，整个系统由铅酸电池供电，可以在运动状态下记录影像。Mann 教授定义

的穿戴式计算机是拥有个人空间、由被穿戴者控制、具有操作持续性的人机交互设备。然

而，早期穿戴式计算机不具备无线传输模块和泛在网络的支撑。

在早期的发展中，医学监护是可穿戴设备的专有应用领域。随着集成电路工艺的不断

提升，可穿戴设备越来越摆脱笨重计算机装置的形象，更加小巧贴身，向着精确、可靠、

耐用、省电等方向发展。这个阶段的设备受众面有限，主要用在医学治疗领域，特别是应

用在心脏病、呼吸病、糖尿病等需要长时间监测的病人身上。最为知名的产品是连续血糖

监测仪和可穿戴式心脏监护仪，对心电图、呼吸、血压等人体生理信息进行无创连续监

测、实时传输和处理，佩戴者可以小幅度活动。

新一代产品从“功能机”进入“智能机”时代。如果说传统可穿戴设备属于“功能

机”，那么从 2012 年诞生的新一代产品则进入“智能机”时代，标志是智能操作系统的加

入，用户自行定义设备功能和程序，有的设备还整合了无线通信模块、多媒体芯片、导航

仪等硬件，功能的多样化大大加速了市场化进程及其繁荣。除此之外，由于微机电技术、

投影成像技术、低功耗技术、柔性屏幕和薄膜电池、自我修复涂层等技术和材料的突破，

新一代产品在环境适应性上进一步增强，更加贴近人的生活，佩戴者可以睡觉、走路甚至

进行游泳、骑车、滑雪等剧烈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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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外可穿戴技术的应用和核心技术攻克

解放双手的“准智能终端”模式的设计。据统计，人们每天触碰手机次数平均达到

150 次，而这类产品以集成和简化手机、平板、电视、游戏手柄、方向盘等各类智能终端

的常用功能为主，可以有效解放双手，满足人们对使用和控制的便捷化需求。典型产品就

是智能眼镜和智能手表。而其之所以称为“准智能终端”，是因为若从功能上看，这类产

品远不如一部普通的智能手机。

 时刻在线的“行为状态监测”模式。这是目前业界最感兴趣、企业和创业者介入最

多的模式。典型产品是手腕佩戴设备，它满足了个人消费者在运动、健康、医疗等方面精

确计量的需求。与传统医用穿戴设备不同的是，此类产品时刻保持“在线”状态，由手机

APP 上传数据到互联网云端，如 Jawbone 公司依靠 UP 智能手环每天搜集几十亿次的脚步

数据和 70 万小时以上的睡眠数据。海量数据将为领域“大数据化”、形成新的产业闭环打

下重要基础，具有深远意义。

仍处研发阶段的“人体机能增进”模式。如手戴终端设备、抬头显示器、外骨骼系

统、盲用眼镜、助听耳机等，它们有效弥补和增强了人体机能，让人类跑得更快、跳得更

高、力量更大、触觉更灵敏，不断突破身体极限，此类产品被期望应用于工业与军事领

域。然而，由于物理层面上的人机连接—如脑机系统、信息物理系统等尚属于前沿探索

领域，所以目前大多数还停留在实验室开发验证阶段。

五、可穿戴技术的技术应用研究

（一）人体通信技术

1. 人体通信技术的发展

人体通信在国外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兴趣，国内外的一些著名高校、科研机构和公司都

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Zimmerman 于 1996 年最早提出了人体通信的概念，其认为人体

通信可以应用于个域网 PAN（Personal Area Network）。

近年来，国内外对人体传感器网络的设计实现和临床应用的研究方兴未艾。随着 BSN

（Body Sensor Networks）的临床应用逐步得到重视，对 BSN 平台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研制

生命特征动态检测及 BSN 平台的技术挑战来自生物医学电子学。 经过长达 7 年的研究，

我们对 BSN 平台有了重大的创新性研究成果，BSN 平台硬 / 软件方面的研究工作取得国

内外广泛认可。自主设计 BSN 平台基于通用低功耗芯片，工作在 868/915MHz 频谱范围，

8MB 内存，具有众多通用接口用于传感器连接，但直径仅 2.3cm。在低功耗通信协议及控

制方式下，平台在应用中发射功耗仅 7.8mW。是国内首套自行研发的小尺寸、低功耗、通

用型人体传感器网络平台，在智能化程度、采集精度、传输能效等方面与国际技术前沿保

持同步。是对健康信息学领域重要科学仪器的创新性研制，为开展普适性医疗提供了软硬

件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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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通信技术采用“人体”作为通信媒介，是下一代人体传感的主要通信方式，具有

高能效比，网络安全性好和网络利用率高等优点。本人在国内率先开展人体通信相关方面

的研究，并针对当前对人体通信的研究存在多种不足，对人体通信的动态传播信道进行了

详尽的在体实验研究，表明人体通信对运动的不敏感性。这个重大发现为目前运动中人体

传感通信链路不稳定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将极大推动人体传感在面向个人

及家庭的低成本健康产业中的应用。

通过研究发现：①人体通信信道的传播特性受测试系统和电极位置的共同影响；信号

经过关节时会有一个明显衰减；载波在 100MHz 以下时，信号在空气中的传播损耗比在人

体传播的损耗要大；不同的姿态，身体的状态（温度和湿度），生理电信号等都对人体通

信影响不大。②人体信道的动态特性明显；人体通信中的信号返回通路直接影响着人体通

信的动态传播特性；人体通信动态信道的衰落分布与具体的信道有关；人体通信动态信道

统计参数比较集中（标准偏差小），二阶统计量包括电平通过率和平均衰落时间等参数都

好于传统的 ISM（Industrial Scientific Medical）频段通信技术。③在不同的环境中，接收功

率的均值和标准差，接收功率的极差，统计分布模型，电平通过率和平均衰落时间等参数

没有明显的差异。

研究者们首先对人体通信进行了实验统计建模分析。Hachisuka 对单电极和双电极的

人体通信方案进行了对比，HWANG 等对多个对象的信道的衰落进行了测量，Schenk 等

通过试验的方式对人体通信的一些特性，包括电极大小和位置进行了探讨。Wegmueller

等探讨了不同的调制方式对人体通信信道的影响。Jia Wen Li 等通过实验得出的眼图和

抖动特性估计了人体通信系统的误比特率。Nie Zedong 等对 1 ～ 200MHz 的射频信号在

人体上的衰落在屏蔽室里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对动态的人体通信信道进行了统计 

建模。

对人体通信信道进行数值仿真分析也是目前人体通信研究的热点。Fujii 采用了时域有

限差分方法 FDTD 数值仿真方法，把手臂抽象成均匀介质（肌肉）阐述了人体通信中电磁

场分布情况。Wegmueller 对 10kHz 到 1MHz 的电流耦合方案进行探讨，Muramatsu 等采用

均匀介质的手臂模型，对人体通信中的输入阻抗进行了建模分析，并与手臂的多层模型进

行了对比。Ito 等采用 FDTD 方法，采用肌肉的电学参数，对以“人”为中心的无线通信

在 3MHz ～ 3GHz 的电磁分布进行了仿真。Yuan Jie 等采用有限元分析的方法建模了电容

耦合型的人体通信信道模型，PUN 和 Gao 等分别基于传输函数，和容积理论对手臂的准

静电场特性进行了探讨，得出了相应的数学模型。

鉴于人体通信在穿戴式通信上的应用前景，对人体通信收发器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了人

体通信的发展方向之一。Fazzi 等设计了一款人体通信收发芯片，该收发芯片工作在 1.2V，

接收频带在 30MHz，在 8.5Mb/s 的通信速率下，功耗 0.32nJ/b，芯片面积仅 0.19mm2。Song

等研发了一款工作电压为 0.9V，功耗为 2.6mW 的人体通信收发器芯片。LIN 也对超低电

压供电的人体通信收发器进行了研究，研发了一款供电电压仅为 0.5V 的收发器芯片。B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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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研发了可配置的 FSK 收发器，其工作时的能效比为 0.24-nJ/b。 NIE 等也对单芯片的人

体通信收发器进行了研究，采用了双调制方式。HO 等对研究了一种低功耗实现的 WALSH

编码，应用于人体通信收发器。Lee 研发了可应用于 64 个节点的人体通信收发器，每个

节点的功耗为 33μW。

2012 年，人体通信被写入了 IEEE802.15.6 标准的物理层之一，主要用于在人体。人

体近端的通信，伴随着这一标准的发布及可穿戴式设备的普及，人体通信将会掀起更多的

研究热潮。

2. 人体通信技术的应用

人体通信技术是未来穿戴式应用中最理想的通信方式，其可广泛应用于医疗健康、家

居安防，娱乐休闲、电子支付和保密通信等场合，市场前景广阔。

（1）医疗健康。人体通信技术可在医疗健康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人体通信技术能够实

现体内到体内、体内到体表、体表到体表、体表到体外等四种场景下的近距离、低功耗、

高可靠和生物安全的双向传输，实现穿戴式设备或植入式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例如，在

人体的多个部位放置多个穿戴式设备或植入式设备，采集心电、脑电、肌电、体温、血

压、血糖、动作等生理参数，通过人体通信技术，把这些生理参数传输到具有远程通信功

能的个人电子设备上，再把这些生理参数远程传输到健康服务网络，可实现远程医疗和健

康监护。

（2）家居安防。人体通信技术可广泛应用于家居安防系统，例如门禁解锁、车门解锁

等，提高了安防系统的安全性和用户使用的便携性。使用者随身携带装有人体通信芯片的

身份识别卡，仅需将身体的某个部位接触到身份识别设备，该设备在接收到人体通信芯片

传递来的识别信号后自动解锁。

（3）娱乐休闲。人体通信技术也可以应用于休闲娱乐领域。例如，用户可以把音乐播

放器置于口袋中，通过人体通信方式，把音乐信息传输到带有人体通信设备的耳机上，并

通过耳机播放音乐。此种方式大大提升了用户的体验感，此外，由于人体通信技术是一种

低功耗的通信技术，因此用户无需担心耳机上电池的续航问题。

（4）电子支付。人体通信技术还可以让电子支付更加便捷。在支付时，用户无需取出

磁卡，只需将带有人体通信设备的磁卡放置在口袋中，并把人体的某些部位接触到特定的

支付终端便可以进行快捷支付。例如，在乘坐地铁时，仅仅需要将手掌放置在支付终端上

方，支付终端便可以通过人体与地铁卡进行通信，完成地铁卡的扣费。

（5）保密通信。人体通信技术是一种高保密的通信技术，它是以人体为媒介进行

数据传输，传输范围仅限于人体；超出人体范围的区域，便无法探测到传输的信号，

因此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例如，两人以人体通信技术进行握手交换名片时，

名片信息仅传输于二者的手臂附近，在超过他们人体范围的区域，便无法检测到数据

的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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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穿戴式健康产品

1. 家庭健康信息技术的应用及意义

居家健康感知设备与电脑、手机、机顶盒等集成管理器的通信方式分为有线和无线

两种。其中，常用的有线通信方式有串口、USB、RJ45 网络接口等形式，常用的无线通

信方式有蓝牙、Zigbee、WiFi、红外、人体通信等形式。然而，不管是有线还是无线通信

方式，大部分医疗监护仪器厂商都有自己特定的通信协议标准，其通信协议各不相同。即

使采用同一种通信形式，相互之间的数据也难以互联互通。IEEE11073 协议的提出，使

得不同厂商设备间能进行互联互通，包括居家健康感知设备在内的健康监测仪器遵循

IEEE11073 协议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2. 家庭健康信息技术现在的产品情况

近年来，在个人健康医疗与通信技术的融合领域，为了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2006

年由以英特尔为首的康体佳（Continua）健康联盟开展了大量的技术和市场工作，2010 年

8 月由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发起成立了中国康体佳健康联盟。本节中，我们将介绍康体佳联

盟及其推荐的个人医疗保健设备类（Personal Health Device Class，PHDC）、蓝牙健康设备

配置规范（Health Device Profile，HDP）和 11073 标准。

（1）康体佳联盟。康体佳健康联盟是一个国际非盈利、开放性行业组织，目前由二百

多家公司组成。成立的目的是通过行业机构的协作和努力，建立一个促使个人健康系统实

现互联互通的生态系统，使不同的产品和服务与医疗保健解决方案相结合，最终使公众更

好地管理自己的健康，提升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该联盟并不负责具体的新通信标准的开发，而是选择一些已有的标准，然后制定出

通用性指导原则。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建立起一个个人医疗保健的生态系统，让广大消费者

和各种组织都能够更好地管理健康，包括：建立家用及基础医疗设备与信息化设备（如

手机、个人电脑、各类网络终端、机顶盒等）在各种通讯方式（如蓝牙，USB，无线网络

等）下的通讯协议标准，验证和推广相关通讯协议标准，建立个人健康管理的产业联盟，

协调并联合中国康体佳健康联盟成员共同促进个人健康管理的发展，帮助联盟成员创建具

有区域特色的个人健康管理服务。

为实现消费者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的网路连结，USB 设计者论坛（USB Implementers 

Forum）和蓝牙技术联盟（Bluetooth Special Interest Group，SIG）都已开发出个人医疗设备

专用的连结技术标准，涉及个人医疗保健设备类和健康设备配置文件。康体佳健康联盟已

完成了上述标准的指导原则，并采用了由 IEEE 11073 医疗电子小组订定的 10 余种资料格

式，可用于血压计、血糖仪、体重计等健康感知设备。

（2）个人医疗保健设备类。在医疗健康领域，设备普遍采用了 USB 接口，而对于采

用 USB 方式通信的医疗监护仪器，厂家需要自行开发驱动，才能使仪器能被主机识别并

进行数据交换。由于各厂商自行开发 USB 驱动，将各自的设备识别成不同的 USB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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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不同厂商设备之间不能进行互联互通，康体佳健康联盟为采用 USB 通信的医疗设备

制定了个人医疗保健设备类。

个人医疗保健设备类规定了 USB 医疗设备和主机之间交换数据必须遵循的结构、描

述符、请求，虽然并没有定义数据和消息的具体格式，但是定义了一种使标准数据和消息

能通过 USB 进行传输的机制。个人医疗保健设备类描述了个人健康设备通过 USB 发送标

准格式的数据和消息（比如 IEEE 11073 标准）所需要的功能特性，如数据传输特性、个

人健康数据的 QoS 特性。其中，数据传输特性包括：①数据可以不定期（episoidc）方式

传送到主端；②数据可存储为大量数据后上传；③数据可以连续传输的方式进行。个人医

疗保健设备类在定义数据传输的 QoS 特性时采用了延迟性和可靠性的概念，其中，延迟性

分为非常大（小于 20s）、大（小于 2s）、一般（小于 200ms）和短（小于 20ms）四个等级，

可靠性分为好、很好和最好三个等级，个人医疗保健设备可根据自身的延迟性和可靠性选

择合适的 QoS。

如图 8 所示，描述了采用个人医疗保健设备类的设备与主机间如何实现交互的。主机

和设备都有应用层封装和解析交互数据，同时负责提供个人医疗保健设备类驱动需要的元

数据（Meta Data），元数据 Meta Data 一般是数据传输的 QoS（延时、可靠性）。通过驱动

使用元数据定义的 QoS，个人医疗保健设备类决定如何发送数据。元数据也可以包含一些

透明数据（Opaque Data），个人医疗保健设备类只是透传，不会对此做解析。个人医疗保

健设备类的数据层为数据 / 消息标准，比如 IEEE11073 标准，其传输层为 USB 驱动。

图 8　USB个人医疗保健设备与主机的交互

此外，个人医疗保健设备类定义了设备的端点信息，包括三个必选端点和一个可选端

点。其中，控制端点（Control Endpoint）、批量输入端点（Bulk IN Endpoint）、批量输出端

点（Bulk OUT Endpoint）是必须要实现的。开发人员可根据设备的实时性要求，可以选择

是否实现中断输入端点。

除了 USB 标准描述符外，个人医疗保健设备类还定义了其特有的描述符，如 PHDC

类函数（PHDC Class Function）、PHDC 类函数扩展（PHDC Function Extension）、PHDC 服

务质量（PHDC QoS）和 PHDC 元数据（PHDC Meta-Data）。同时，个人医疗保健设备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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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类相关请求，如设置特征（Set Feature）、清除特征（Clear Feature）、获取数据状态

（Get Data Status）。

（3）蓝牙健康设备配置规范。将蓝牙芯片用在医疗设备中，对其安全性要格外重视，

其安全问题包括信息安全和生态安全。

索尼在日本无线展览会的现场进行了蓝牙和 IEEE802.11b 以及微波炉之间的相互干扰

实验。结果表明，在无干扰的情况下，数据传送速度为 500 ～ 600kb/s。一旦使用微波炉，

由于干扰的出现，数据传送速度降至 300kb/s，此时再使用对应 IEEE802.11b 规格的无线

LAN，由于干扰的加大，数据传送速度下降至 100 ～ 299kb/s。未来的蓝牙应用环境将包

括扩频设备、跳频设备、无线 LAN、微波炉等。又据 SIG 英特尔公司在京一次会议上谈

到，国际 SIG 在各种环境中做过实验，低功率蓝牙产品对其他同类产品干扰微乎其微，相

反，其他产品对蓝牙的干扰，可通过软件或硬件方法解决。所以，信息安全问题更多的是

在软件协议栈中加以强调，由软件工程师解决。

生态安全问题是指当蓝牙设备靠近人体时是否带来危害，对此人们非常关心。随着无

线技术的深入人心　辐射也成了消费者非常关心的问题。由世界卫生组织、IEEE 等专

家组成的小组表示检测中并未发现蓝牙产品的辐射对人体有影响。蓝牙的问题主要是由于

蓝牙使用和微波炉一样的频率范围，是否会带来不良的后果，目前也尚无定论。一些组织

认为蓝牙输出功率很小（只有 1mW），是微波炉使用功率的百万分之一，是移动电话的一

小部分。而在这些输出中，也仅仅有一小部分被物体吸收，基本检测不到温度的增加。由

于蓝牙理想的连接范围为 10cm ～ 10m，但是通过增大发送电平可以将距离延长至 100m。

因此可以根据需要进一步减小蓝牙输出功率，缩短其连接范围，这样就更为安全了。

蓝牙各厂商之间没有就最优规范（Profile）上达成共识，大多数厂家使用串口规范

（Serial Port Profile，SPP）来仿真标准的 RS232 串行线缆，也有厂商使用 DUN、FAX、PAN

和 HID 规范。蓝牙健康设备配置规范定义了无线连接和无线协议，是由其医疗设备工作

组（Medical Device Working Group，MED WG）制定的一种可以使不同厂商生产的个人保

健设备和主机（例如 PC、PDA、手机等）进行通信的规范，该规范与 IEEE11073-2601 个

人健康数据交换协议和相应的 11073-104xx 设备特征规范一起可以在应用层提供不同厂商

设备间的互联互通。

图 9 所示为蓝牙健康设备配置规范模型，Source 表示数据源，Sink 表示数据的接收者。

数据源产生数据，也可以中继数

据，无线传输到服务器。Sink 可以

作为数据显示装置，也可以作为

一个数据源为其他 Sink 提供数据。

设备可以在一次数据交换中作为

Sink，也可以在另外一次数据交换

中作为 Source。结合 MCAP，健康图 9　蓝牙健康设备配置规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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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配置规范允许接一个或更多 L2CAP 数据通道，以支持 Sink 和 Source 交换设备特有的数

据。健康设备配置规范使用多信道适配协议 MCAP 管理连接、断开连接、逻辑链路控制和

适配协议 L2CAP 通道的重新连接，MCAP 反过来使用 L2CAP 作为蓝牙设备之间相关的基础

协议。通过强制任意 L2CAP 信道增强重发模式的可靠性和流模式（Streaming　Mode）的流

（Streaming）应用，健康设备配置规范进一步增加了 L2CAP 信道配置要求。健康设备配置规

范利用服务发现协议（Service Discovery Protocol，SDP）发现服务及其属性。此外，健康设备

配置规范需要特定的设备识别规范（Device Identification Profile），尤其是一组 SDP 记录进一

步描述一种设备。

蓝牙健康设备配置规范协议相比一般的串口配置规范（SPP）协议，有如下优点： 

①健康设备配置规范提供标准的无线发现方法，用于决定设备的类型和支持的应用层数据

类型；②提供可靠的连接，使得 Sink 和 Source 能检测连接是否断开，并能进行重新连接；

此外，可靠的数据通道能在无线干扰的情况下，检测数据报是否被破坏并能进行重传； 

③可靠地控制通道，提供增强型重传模式和帧序列检测（FCS）以改善传输的可靠性；④支

持灵活的数据通道配置，可以配置成可靠数据通道（Reliable）以支持增强型重传模式，

也可以配置成流（Stream）模式；⑤结合 IEEE11073-2601 个人健康数据交换协议和相应

的 11073-104xx 设备特征规范，针对特定医疗应用，提供应用级的互联互通；⑥高效的重

连机制，保存设备连接信息，当设备重连时，可以提供快速连接，消除冗余的连接流程；

⑦提供精准的时间同步，它能提供精度达 2ms 的时间基准，用于同步蓝牙传输网络中的不

同节点，这使得所有的传感器可同步到一个共同的时间基准，其提供的生理参数带有相应

的时间点的戳记；⑧健康设备配置规范协议只是一些简单的控制命令，协议开销小，容易低

成本地实现；⑨允许并行复用频道，例如可由一个医疗设备同时与多个远端的传感器通讯；

⑩应用新的 eL2CAP，使数据传输更安全可靠。

（4）ISO/IEEE 11073。ISO/IEEE11073 是一种医疗 / 健康仪器之间健康信息通信的国际

标准，其主要目标：为用户使用的医疗 / 保健 / 健康仪器提供实时的即插即用功能；便于

仪器和用户与外界的有效信息交换，这些信息包括生命体征信息、运动信息，以便在任何

居家环境下都能获得居家医疗监

护的效果。该标准的作用是使自

由定义且各自独立的数据格式转

换为统一的数据格式，从而使得

信息能在从设备和主设备之间实

现无缝传输，而不受设备各自特

性与原先数据格式的限制。

如图 10 所示，ISO/IEEE11073

提供了一种开放式的通信结构，

其定义的一系列子协议以 ISO/OSI 图 10　ISO/IEEE11073 的医学仪器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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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Open System Interconnect）7 层参考协议为基础。传输部

分的四层结构与应用层（application layer）、表示层（presentation layer）和会话层（session 

layer）在协议定义上是相互独立的，本系统的标准化主要体现在上三层。系统在通信过

程中使用 ACSE 来建立设备间互连，CMDISE 负责访问本地或者远程的医学信息数据库

（MDIB）中的管理对象。ROSE 是远程操作单元，为 CMDISE 提供基本服务，比如调用操

作，返回结果，拒绝操作。表示层和会话层为协议数据单元（PDU）提供最小化的数据包

头，从最顶层发出的命令和数据就可通过层层打包后，由底层发送出去。MIDB 中包括医

学设备通信中的基本数据，以面向对象的框架进行组织，其中的组成部分按照领域信息模

型（DIM）来定义。DIM 的目的是明确每个对象所支持的信息交换结构、事件和服务。其

中的核心类包括医学、警报、系统、患者、控制、存档、通信和扩展服务。

图 11 所示是 ISO/IEEE11073 中各组协议之间的关系［26］。在传输协议层之上是最优化

交换协议（就是这个标准中所描述的）。这个协议由两部分组成：应用层服务和主从设备

间数据交换协议的定义。应用层服务提供连接管理和从设备与主设备间动作和数据的相关

传输。主从设备间数据交换协议定义命令、从设备配置信息、数据格式和全部的协议。最

优化协议提供各类从设备的支持基础。对某种特有的设备类型，根据这个标准针对从设备

的设备特性，来理解该设备的性能和其安装启动方法。设备特性指导某种设备应该使用这

个标准的哪个部分，并能指导从哪里找到该设备进一步的安装信息。

图 11　协议关系示意图

传输层之上为 IEEE11073-20601 最优化交换协议，该协议的作用是使自由定义且各

自独立的数据格式转换为统一的数据格式，从而使得信息能在个人远程健康设备和计算引

擎（如：手机，PC，个人健康器械和机顶盒）间实现无缝传输，而不受设备各自特性与

原先数据格式的限制。IEEE11073-20601 最优化交换协议定义了一种通用的框架，建立统

一的数据结构模型，从各种个人医疗设备中获取的信息只要遵循这一数据结构模型，就能

在多个系统间实现逻辑传输，并能提供完成通讯任务所需的描述功能和服务。这一协议是

用于个人健康产品上应用程序的最佳工具，可优化通讯方法，提高通讯效率。

在交换协议之上就是设备特性，设备特性描述涉及某个从设备（如：血压监视器，体

重计或者血糖仪）的具体细节。设备特性描述从设备的工作细节，充当从设备创建的详细

说明。此外，设备特性提供相关标准进一步详细说明的参考。该标准留给设备特性的编号

从 IEEE Std11073-10401 到 IEEE Std 11073-10499，包括 10401 和 10499。当这些标准被参

考时，术语 IEEE 11073-104zz 被使用，其中 zz 可以是 01 ～ 99 之间的任何数，包括 01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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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ISO/IEEE 11073-00103 技术报告描述了个人健康方面的全部内容，包括潜在的应用案

例和使用模型的定义。

图 12 中显示了个人健康领域的典型设备以及这些设备与医疗服务系统间的关系。从

设备（如：血压监视仪，体重计和心电监护仪）收集个人信息并将信息传送到主设备

（如：手机，健康器械和 PC），主设备将信息汇总或显示，或进行进一步的传送。主设备

可将数据传送到远程支持服务器上，在那里进行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在疾病管理、健康和

健身或老龄服务这些领域内必须可以获取这些数据信息。

图 12　协议在系统中的模型

从设备和主设备的通讯路径被假定为逻辑上的点对点连接。一般地，一个从设备在任

意一个时间点只和一个单独的主设备通讯；而一个主设备可分别同时和多个从设备进行点

对点通讯。

虚线部分是 IEEE11073 PHD（Personal Health Device）工作组关注的部分。该工作组

主要关注的是从设备和主设备之间的接口和数据交换。然而，忽视系统其他部分孤立地建

立接口是不好的。只有保持已有系统的整体性，才能保证数据在任何时刻有效地从设备传

送到远程支持服务器上。传输过程中可能进行数据格式转换、交换协议转换及接口协议转

换。虽然大多数数据格式的标准不在 PHD 工作组的决定范围之内，但是，20601 协议能通

过校正这些标准，从而使得数据可以在整套系统中无缝地传送。

（三）老年人跌倒预防技术

1. 重要性与迫切性

跌倒是老年人进入失能的重要拐点，是老年人群伤残、失能和致死的主要原因；然

而，老年跌倒带来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远没有被大部分人所认识。据 WHO 报道，跌倒是

仅次于交通事故的全球第二大非故意伤害死亡的原因，全球每年估计有 42.4 万人因跌伤

而死亡；在我国，跌倒已成为 65 岁以上老年人死亡的首要原因，65 岁以上男性老年人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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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死亡率为 49.56 人 /10 万，女性为 52.8 人 /10 万。此外，全球每年因严重跌伤需要接受

治疗人次多达 3730 万人，因跌倒损伤每年带来的医疗成本至少 370 亿美元以上；在跌倒

所引起的损伤中，髋骨骨折的后果最为严重，约有 20% 的髋骨骨折病人在骨折后的 1 年内

死亡，约 40% 的病人身体不能恢复到骨折前状态。在国内，据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

计，2012 年老年人因伤就诊病例中，因跌倒受伤就诊占 68.2%；因伤住院病例中，因跌倒

受伤住院占 83.5%。跌倒严重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然而，跌倒是目前医院环境下尚无法解决的重大难题之一［国际疾病分类（ICD-10）

已明确把跌倒列为疾病分类］；预防跌倒也是我国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盲点和难点；

如何解决老人跌倒难题已成为我国的重大社会需求！

2. 国内外技术现状比较

跌倒风险评估技术多样化且有效性差，仍待完善和推广。国际上有关跌倒风险评估量

表多达有 12 种以上，主要有步态和平衡功能的测评方法、体能测评方法、跌倒自我信念

的测评方法等。但由于缺乏可靠性与有效性的研究，其预见性价值低，使得这些评估工具

并未能真正地推广开来。已有许多学者尝试制订更为有效的跌倒危险评估工具，但目前还

没有找到最有效的、可预见跌倒危险的评估工具。国内主要以引进和改造上述量表为主，

但这些量表有效性差，还有待精细化完善。

跌倒检测技术基本成熟，但不能预防跌倒。目前已经提出多种基于不同技术的人体

跌倒检测方法，其大致可以归为以下三种：基于视频监测和模式识别的方法、基于振动分

析的方法、基于人体姿势和动作的方法。基于视频监测和模式识别的方法及基于振动分析

的方法都要受空间上的限制，只能检测特定区域内的跌倒，并要根据环境的不同配置设

备，同时视频监测还会带来一些隐私问题，会使用户产生排斥心理。由于基于人体本身姿

态和动作的跌倒检测方法一般采用的是穿戴式设备，从而不受空间上的限制，一般也不

需要专门的配置，且成本低廉，已成为一种更为实用的新方法。国际上，U. Lindeann 和

A.K. Bourke 等提出了基于加速度传感器或陀螺仪传感器的跌倒阈值检测方法，William 和

Bianchi 等研究使用压力和加速度相结合传感判断跌倒，B.U. Toreyin 等运用声音传感器、

震动传感器和被动红外传感器开发跌倒检测系统。研究表明，这些方法受数据模态和测量

精度的限制或是阈值算法不够优良，存在很高的误判率。后续有学者提出了多惯性传感器

基于阈值的跌倒检测方法。在国内，中科院、北航、上海交大、中国科技大、南京大学等

多个研究团队，也主要是集中开发基于惯性传感的各种跌倒检测系统的研发，跌倒检测算

法突破不大。在产品实现上，国际上美国 LivHOME 公司率先研发出 FallSaver 跌倒检测设

备，在国内西安中星测控公司也推出了“孝为先”跌倒检测设备；但这些设备一般均采用

单一传感器、误判率高，且只能进行跌倒后的检测。

防跌倒预警技术，亟待跨越发展。相较于跌倒检测，跌倒前的预警工作更为重要，然

而这方面的研究却很少。国际上新加坡国立大学率先于 2008 年开展跌倒前预警时间的研

究，运用光学运动捕捉技术获得最长预警时间约 700ms；国内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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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组率先在防跌预警算法、防跌预警时间以及防跌传感位置优化等方面开展研究，研

究已走在国际前列，已发表 10 余篇国际高水平论文，并申请和公开 30 余项专利布局；在

已发表成果中，基于对跌倒预警时间和姿态稳定角的理解，用 9 个 MTx 传感器模块测量

身体不同部位的运动特性，采用阈值等算法，通过对比分析各部位的数据，确定早期预警

识别和预警时放置传感器的最佳位置；通过分析前向跌倒、后向跌倒和侧向跌倒时的身体

姿态稳定角，发现侧向跌倒有最大的身体姿态稳定角，前向跌倒有最长的时间去调整身体

角度以避免跌倒，后向跌倒事件拥有最短的预警时间和最小的身体姿态稳定角；在这些研

究的基础上，正在开发研究防跌倒增强动态平衡能力的训练方法。

商用跌倒安全保护技术，尚需突破并应用。在国外，2008 年日本千叶大学设计了一

种穿戴式人体保护气囊装置，系统中包括有传感器、CPU、电池、可充气的气袋、压缩气

体、触发机构等，据称这种安全气囊能在检测到老人快跌倒 0.1s 之后展开，主要保护部位

为颈部、腰部。在国内，香港中文大学研究了一种髋骨保护气囊系统，系统包括传感器、

处理器、通讯模块、放气机械机构、压缩二氧化碳气体、气囊等模块，气囊充气可以在

0.333s 内完成。中科院深圳先进院也研发了髋关节跌倒防护安全气囊，双侧气囊完全充气

时间约为 0.4s。上述成果也均是实验室获得，尚未有产品应用面世。

对比相关的国内外防跌倒技术现状，总结如下：①跌倒风险测评方法，有效性差； 

②视频和振动跌倒检测方法，准确性虽好，但成本较高、隐私性差；惯性传感跌倒监测方

法传感器单一且算法简单，但准确性差；③目前跌倒检测方法基本成熟，但不能预防跌

倒；防跌倒预警方面，部分成果达到国际水平，将来有望跨越发展；④目前没有商用的跌

倒防护方法，研发跌倒后安全防护装置的需求十分迫切；⑤目前没有综合集成的防跌倒技

术体系，亟须建立完整的技术解决方案。

3. 技术难点与重点突破

今后，老人防跌倒技术的技术难点和重点突破，概括如下：①定量化易跌人群筛查

技术和精细化跌倒风险评估技术；②高精准跌倒模式识别与防跌预警核心算法建模技术； 

③低成本实用化防跌倒干预技术；（骨质疏松筛查与骨密度增强技术、基于智能手机的防

跌预警 APP、新一代防跌预警器、跌倒防护安全气囊、防跌倒近床如厕设备等）；④“教

育—筛查—检测—干预”一体化的防跌倒健康管理监控平台构建技术。

4. 预期普及效果

大量科学研究和实践都证明开展综合跌倒干预可以有效预防老年跌倒的发生。通过普

及老人防跌到技术，有望实现使社区老人对跌倒预防认知率提高 1 倍以上，估计因避免跌

倒损伤使老人健康预期寿命延长 5 ～ 10 年。

（四）医学健康芯片技术

1. 医学健康芯片技术的发展

2005 年 A. Yufera 等设计了人体组织阻抗测量芯片，此芯片主要用于实时监测心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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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阻抗，主要是阻抗的变化，并把数据传送给计算机进行后处理。

2005 年 Rahul 的研究小组研制了极低功耗可编程仿生耳处理器，此处理器进行了多重

低功耗设计考虑，可以以 5μW/MIP 有效的工作，用 100mAh 可以充电 1000 次的电池可以

使用 30 年。

2006 年张元亭教授的研究小组研制的带有右腿驱动电路的 ECG 检测芯片，芯片包括

带有右腿驱动电路的仪表放大器，一个工作在亚阈值区的 5 阶 Gm-C 低通滤波器，一个电

阻反馈的二级放大器。采用 0.35μmCMOS 工艺，仪表放大器的 CMRR 值为 78dB，低通滤

波器的截止频率为 18Hz，芯片的功耗仅为 1.23mW。

2007 年张元亭教授的研究小组设计了低功耗 PPG 信号的前端处理电路，此电路

包括一个跨导放大器，一个采样 - 保持电路，一个 MOS 管和一个误差放大器。采用

0.35μmCMOS 工艺，2.5V 电源电压，增益为 2000。

2007 年 Rahul 的研究小组研制了极低功耗神经记录放大器，当记录 neuralspikes 时，

噪声系数为 2.67，输入参考噪声为 3.06μVrms，功耗为 7.56μW；当记录 localfieldpotentials

时，噪声系数为 3.21，输入参考噪声为 1.66μVrms，功耗为 2.08μW。

2007 年英国 Phil 等设计的用于穿戴式呼吸检测仪的六阶带通滤波器，Gm-C 滤波器的

跨导放大器选用了电流镜负载的双差动对（ 吉尔伯特单元 ）差分放大器，并且偏置在亚

阈值区，以降低功耗。由于工作在亚阈值区的 MOS 管匹配性很差，因此通过设定合适的

偏置电流等方法，降低 MOS 管的失配及工艺上的偏差对电路性能的影响。

2007 年 Chung-HuangYang 等设计了基于 ISFET 生物医学应用的 pH 值读出微系统，

提出了新的降低 ISFET 体效应的读出电路结构，通过引入同样受体效应影响的与 ISFET 完

全匹配的 MOS 管，得到不受体效应影响的界面电势（感应薄膜与缓冲液之间的电势差）。

2007 年王志华教授的研究小组的用于内窥镜的双向无线高速数据传输的低功耗

2.4GHz 无线收发器模拟前端电路。此芯片主要用于无线收发，与天线、双工机、数字控

制器共同组成胶囊内窥镜的无线收发系统。

2007 年新加坡南洋理工的 AlperCabuk 等设计的用于人体躯感网的全集成 2.4GHz 无线

接收器，本设计进行了多重低功耗设计考虑，人体躯感网络必须有很低的功耗以保证电池

有较长的寿命，从而避免病人频繁地去医院更换电池。

2008 年 Chun-ChiehHuang 的研究小组设计的便携式生物信号获取系统中的可调增益

放大电路，采用 0.35-μm2P4M 工艺，其 CMRR 达到 155dB，PSRR+ 为 131dB，PSRR- 为

127dB，在 ±1.5V 的供电电压下，其功耗为 142.4μW。

2. 医学健康芯片技术的应用和技术难题

（1）医学健康芯片技术的应用。生物医学集成电路是生物医学与微电子技术和半导体

技术的有机结合，采用成熟的加工工艺，将前端处理、模拟数字转换器、微处理器核、电

源管理等部分集成到单晶硅而形成的片上系统（SoC）。生物医学芯片根据其所使用的领

域，在通用的系统结构基础上进行针对性优化。目前，生物医学芯片的主要应用领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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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电信号检测、脑电信号检测、肌电信号检测、胶囊内镜、心脏起搏器、电子耳蜗等。

在电生理信号检测方面，德州仪器（TI）于 2010 年研发出一款低功耗、八通道针对

ECG（心电信号）、EEG（脑电信号）的前端处理芯片 -ADS1298。该芯片每通道包括低噪

声可变增益放大器、24 比特模数转换器，并针对心电信号测量集成右腿驱动、威尔逊终

端。模拟器件公司（ADI）也于 2010 年推出一款适用于诊断级系统的 ADAS1000 模拟前端，

集成右腿驱动放大器、交流和直流导联关闭检测、屏蔽驱动以及呼吸检测、起搏脉冲检测

功能。2010 年，LongLan 等发明了一个可穿戴式心脏监护片上系统，该芯片不仅可以测量

心电信号，而且可以测量心输出量。

在心脏起搏器方面，2004 年，LouisSY.Wong 等发明了一个适用于心脏起搏器的模数

混合芯片，其功耗仅为 8μW，植入人体后可工作 10 ～ 12 年。在电子耳蜗方面，Julius 

Georgious 等发明了一个功耗仅为 126μW 的电子耳蜗，可持续工作 13 天而且可以在用户夜

间睡觉对其充电。

在生物医学集成电路领域，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微创中心模拟芯片研究团

队开发的针对 ECG（心电图）采集的 8 通道模拟前端芯片，高度集成了模拟前端中的仪表

放大器、多级滤波器、线性稳压器，其内部集成了 24 位高精度低失真△ -Σ 模数转换器，

并提供高速 SPI 接口在模拟前端芯片和主控制器之间进行命令和数据的双向传输。由于采

用高集成度设计和针对性设计，该芯片的心电采集系统可大幅降低尺寸、能耗以及总体成

本。此外，基于该款芯片的心电解决方案已经实现并通过国家相关测试标准，目前正在处

于产业化阶段。

（2）医学健康芯片的技术难题。应用于医学健康的可穿戴产品对体积、功能、功耗和

成本要求严格。因此，医学健康芯片必须集成信号采集、数据处理、信道编码等功能，需

要开发的 IP 包括生理信号采集、混模信号处理、基带处理等，同时需要提出适合于低功

耗医学健康系统芯片设计的体系结构。芯片系统要完成对不同生理参数的实时采集和智能

处理。要求在对生物医学信号采集和处理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完成对生物医学信号的监

控。技术挑战将来自微电子工程和生物医学工程两方面。作为生物医学传感技术的重要分

支，低功耗医学健康芯片电路设计的发展需要生物医学和微电子技术等多学科的共同推

动。无论是穿戴式、便携式还是植入式，极低的功耗永远是设计者追求的目标。因为低功

耗不仅可以减小电池的体积、增加电池的寿命、减少散热、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对于植入

式系统来说，低功耗还可以避免人体组织细胞被破坏。生物医学信号作为与人体健康状况

密切相关的低频、低幅度电压或电流信号。其频率范围大致分布为几赫兹至几千赫兹，幅

度为几十微伏至几十毫伏。在获取这些信号的同时，极容易受医疗设备、探测台、周围环

境的干扰，因而从伴随着大量噪声的人体环境中提取有效的生物医学信号具有很大的挑战

性。由于生物医学信号的独特性，传统的集成电路设计技术在医学健康芯片设计领域显得

捉襟见肘。医学健康芯片抗噪能力高要求对芯片设计研发提出了挑战。由于医疗健康芯片

的数据直接决定着健康监测的信息准确度和可靠性。高精度高性能的数据处理模块对于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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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健康芯片的设计尤为重要。医疗健康芯片作为可穿戴医疗健康设备的核心技术，对可穿

戴技术的发展起重要支撑作用。由于生理信号的特殊性和可穿戴设备便携性以及医疗级设

备高准确性的要求，低功耗、低噪声、高性能成为健康医疗芯片研发道路上必须克服的技

术难关。

（3）医学健康芯片的新技术产品。

第一，TI MSP430FG47x。

超低功耗微处理器（MCU）产品系列，充分满足工程师对可提供低功耗、高性能以及

有针对性外设集成等特性的 MCU 的需求，帮助他们迅速高效地开发具有可靠性、便捷性以

及低成本等优势的医疗设备。FG47x MCU 实现了完整信号链的片上集成，不但可降低设计

复杂性，而且还可显着节省空间与成本。这些器件将帮助开发人员改进医疗服务质量与产

品易用性，满足血糖计、数字体表、脉搏血氧计以及血压／心率监测器等多种产品的需求。

MSP430FG47x 的主要特性与优势：①片上集成了完整的信号链，包括两个可配置的

运算放大器、12 位数模转换器（DAC）、比较器以及 16 位模数转换器（ADC），不但可缩

减板级空间与物料清单成本，而且还可加速产品上市进程；② 16 位 Σ 型 ADC，可满足应

用对高分辨率信号转换的需求；③支持对比度控制的 128 段 LCD 驱动器可实现方便的诊

断显示；④提供多种存储器选择：高达 60kB 的闪存与 2kB 的 RAM，可充分满足便捷的

可编程性需求；⑤ MSP430 MCU 的超低功耗提高了便携性，电池使用时间长达 20 年以上；

⑥ MSP430 MCU 的集成智能外设可提供高性能，实现了非工作状态下零功耗；⑦两种封装

选项可充分满足各种印制电路板（PCB）的尺寸要求：80 引脚 QFP 或 113 焊球 BGA，大

小仅为 7.1mm×7.1mm。

FG47x 器件是 TI 针对医疗应用的各种 MCU 产品系列中的最新成员。TI 可提供全系列

嵌入式处理以及互补型模拟解决方案，帮助设计人员创建具有更高灵活性与便捷性的低

成本医疗产品，从而改进诊断并提高易用性。TI MCU 解决方案的超低功耗可提高便携性，

实现更轻松的慢性疾病监护与治疗。

第二，Silicon labs efm32 gecko 构造超低功耗系统。

Silicon Labs 非常看好物联网的广阔的市场前景，这是 Silicon Labs 全力以赴的领域；

而且针对可穿戴设备和智能家居领域都有一系列的优质产品推出，去年年底还推出了一款

新的 SoC，它将具有超低功耗，支持并集成 Zigbee、蓝牙等多种协议标准，非常适合应用

于可穿戴医疗等物联网产品。

特点：①高达 128 kB 的闪存和 16 kB RAM 内存；②多达 90 个 GPIO，驱动强度为 20 

mA；③灵活的能耗管理系统，5 个不同能耗模式；④硬件 AES，128/256 位加密和解密；

⑤适用于自主运行的周边反射系统；⑥超低功耗的精度和模拟外围设备；⑦具有高达 16 

Mbps 的 UART 和 SPI 模式的 USART；⑧具有 100nA 接收模式的低能耗 UART；⑨具有比

较 / 捕获功能的 16 位定时器 / 计数器。

Silicon Labs 的 EFM32 Gecko 32 位微控制器（MCU）系列包括 25 设备，这些设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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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达 128 kB、8-16 kB RAM 的闪存，以及速度高达 32 MHz 的 CPU 的配置。基于强大的 

ARM Cortex-M3 内核，Gecko 系列采用创新低能耗技术，节能模式唤醒时间缩短，可搭配

各种外围设备，是电池驱动应用及其他需要高性能和低功耗系统的理想选择。

第三，意法半导体首款 M0+ MCU STM32L0，挑战对手的杀手锏。

ST 发布了一款新系列 32 位通用微控制器产品，此系列产品将大幅延长医疗保健设备

的电池使用寿命。STM32L0 超低功耗系列微控制器基于 32MHz ARM Cortex M0+ 处理器内

核，内置 12 位模数转换器（ADC）和 USB FS 2.0 无晶振型解决方案。

新系列 STM32 微控制器让客户能够取得前所未有的低功耗，整合高能效的 ARM 

Cortex-M0+ 内核、优化架构、电源管理模式、超低功耗外设、支持节能型 USB 功能、

独有的超低功耗制造工艺。此产品的内部模数转换器树立了一个新的低功耗标准，在

100ksps 转换速率时，模数转换器耗电仅为 40μA，在 1.14Msps 时，功耗仅升至 200μA。

结合处理器内核的优异能效和外设的超低功耗，新系列微控制器将降低健身追踪器

（fitness tracker）和家用烟火检测器（smoke detector）等非充电电池供电设备的电池更换

率，节省终端用户的支出和废旧电池对环境的影响。例如，使用一枚非充电型硬币电池的

健身追踪器，在改用 STM32L0 后，使用寿命可长达 2 年。

此系列微控制器的另一大优势是，能够让设备制造商设计出电池更小的终端产品，从

而缩减产品尺寸、降低产品价格。例如，血糖计以及产品种类不断增加的便携式医疗仪器

和健身器材。此外，新系列产品采用意法半导体独有的 CMOS 制造工艺，不仅提供嵌入式

EEPROM 存储器，而且在 25 ～ 125℃工作温度范围内，取得了业内功耗变化最小的成绩，

创下高温环境内功耗新低。

六、医疗、健康领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第一，可穿戴设备的数据准确性。几乎所有厂家都一致认为，可穿戴设备的数据准确

性是最大问题。故虽然移动医疗领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时机并不成熟，传感器受环境

影响很大，测量误差也很大，瓶颈仍是技术。

第二，大数据和云是所有平台运营商的高频词汇，但实际上，国内能够真正有效利用

云和大数据技术的公司寥寥无几。大部分停留在概念炒作，只是收集和罗列数据，并没有

形成成熟的分析和处理体系。即使有了成熟的数据处理能力，做出解决方案的关键仍是强

大医疗专业团队的支持。

总之，可穿戴设备凭借新颖、实用的功能逐渐进入我们的生活，并为我们的未来勾勒

出一幅美好的蓝图。任何人都无法预知或界定可穿戴科技的极限，想要开发这一领域的欲

望激发人类科技的进步，同时也使人们重新审视对技术极限的了解和猜想。可穿戴设备即

直接穿在身上，或是整合到用户的衣服或配件的一种便携式设备。可穿戴设备不仅仅是一

种硬件设备，更是通过软件支持以及数据交互、云端交互来实现强大的功能，可穿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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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对我们的生活、感知带来很大的转变。

可穿戴设备根植于物联网，产品范围从智能设备到健康与行为感应器应有尽有。由此

造就了新的大数据时代，我们可供利用的数据收集手段在逐渐增多，可挖掘的数字资源也

在成倍扩展。数据扩展和应用的广泛化，使得围绕人自身的一切改善和推进都可以借助科

技实现实时和交互，让科技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人类本身。

作为一种科技发展的趋势，穿戴式设备迟早会成为我们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因

为它代表的就是未来。但是，它也像一柄悬在我们脑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在带给

我们便利的同时也会有些威胁跟不安。但问题的并不在科技本身，而是它们的使用者—

人。如何能够有效地利用科技改变生活，科技又如何能够为我们最大化的带来便捷性才是

这些可穿戴设备的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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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医学工程技术研究进展及趋势

一、引言

军事医学工程与卫生装备包括应急医学救援装备与军事卫生装备，是指实施应急医疗

救援和军事紧急救治中所使用的医用器械、仪器设备、运输工具及相关装备的总称。主要

用于战争、突发事件、重大灾害等发生时或平时院前急诊急救过程中伤病员的现场急救、

连续救治、立体运送、野外医院早期救治与部分专科救治、卫生防疫、“三防”医学救援

和模拟训练等。

当前，各类突发事件对人类的健康、生活及经济和社会稳定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

灾害医学救援形势紧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层出不穷，反恐医学救援迫在眉睫，院前急

诊急救形势不容乐观，为此，应急医学救援装备和军事卫生装备的研发引起了国际社会

和军队的高度重视。我国应急医学救援和军事卫生装备发展起步较晚，又是灾害事故多

发国家，尤其是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生产事故、地震洪涝灾害、冰冻灾害、火灾、禽流感、

SARS、腺病毒等各类灾害，以及恐怖活动等非传统安全危害的威胁，已经引起国家高度

重视，应急医学救援和军事卫生装备已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民众健康的重要物质基础。 

近年来，在国家科技部和总后卫生部统一布局与领导下，我国应急医学救援和军事卫生装

备领域投入逐年增加，在机动灵活、智能高效的应急医学救援和军事卫生装备研发方面取

得长足的进步。

二、应急医学救援装备发展概况

各国对应急医学救援重视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应急救援装备的快速发展。以美国为

例，近年来，美国在应急救援技术与装备研究方面的科研经费投入逐年增加，如 2003 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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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投入的经费为 432 亿美元，而 2013 年，投入经费达到 1686 亿美元，增长了约 4 倍，主

要用于应急救援关键技术与装备、药物疫苗等领域的改进完善、评估、新产品开发及体

系、平台、队伍和装备建设。

近年来，我国加快了应急医疗救援队的建设速度，形成了国家、省级、市级三级应急

医疗救援网络，在规模与质量上均取得重大进展，具备了制度化、常态化的应急医疗救援

体制。2011 年，卫生部在全国 9 个省区统一规划建设了 4 类共 11 支国家卫生应急队伍，

其中包括 6 支紧急医学救援队伍、3 支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伍、1 支突发中毒事件组织

队伍和 1 支核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队伍，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

会安全事件相关的应急救援，共装备应急专用车载处置平台 100 余台。2012 年，卫生部

启动第二批建设项目共 3 类 11 支队伍，包括紧急医学救援类、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类以

及突发中毒事件处置类，并于 2012 年底完成建设任务。逐步形成了分区域、分类别应对

和处置突发事件的应急医学救援格局。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 2020 年）》在重点领域“10. 公共安

全”中提出：“加快公共安全装备现代化。开发保障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生物安全及社

会安全等公共安全重大装备和系列防护产品，促进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国家“十二五”

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在“五、推进重点领域核心关键技术突破—（四）大力加强民生

科技”中提出“研制重大自然灾害紧急救灾重大装备”，提高公共安全和防灾减灾能力。

据此，“十二五”期间，国家科技部重点部署了“医学应急救援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大

型移动医疗急救装备研制与产业化”、快速应急医疗外科系统及装备研究等科研项目。其

中，“医学应急救援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由高级重症监护型救护车（移动 ICU）研制、

急救搜寻监护救治设备研发等课题组成；“大型移动医疗急救装备研制与产业化”项目由

轻型方舱医院和手术急救车课题组成。在搜救机器人研究层面，我国的灾难救援等危险作

业机器人研究起步较晚，但是近年来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国内的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广东富卫公

司等单位均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上述课题的研究及其标志性成果的应用，必将大大改善我

国应急医学救援装备的综合保障能力，关键技术与发达国家缩小了差距，部分装备的技术

性能达到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

总体来看，国内外应急医学装备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优化体系建设，加强顶层设计。

发达国家特别注重应急救援装备体系建设，涉猎管理体系、应急预案体系、应急医

学救援专业队伍建设体系、装备发展与建设体系等，力求长远发展。如美国对应急救援

科技基础研究投入力度较大，在有关科研机构内均建有大型的实验设备或设施，为开展

应急救援的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此外，也非常重视应急救援相

关的大型数据库系统和软件系统的研发，如芝加哥的应急救援装备数据库系统和软件系

统。为了促进公共卫生与应急救援能力的发展，国外大力增强公共卫生与应急救援装备



专 题 报 告

177

研究的技术力量，形成了公共卫生与应急救援装备论证、研究、制造、检测等一整套完

整体系，建立了专门的公共卫生与应急救援装备研发机构。在生物应急防御方面，美国

自 2002 年以来，制定了生物盾牌计划、生物监测计划和生物传感计划。德、法、日、英

等发达国家也陆续启动了国家生物防御计划。顶层设计的系统化布局，使应急医学救援

装备发展和应用科学有序进行。已基本形成比较完善的、与任务需求密切联系的装备发

展建设体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美国复苏急救背囊

第二，装备研制系列配套，单件装备功能集成。

从近年来国外应急医学救援实践及其演练情况看，他们特别重视装备的协调发展和

系统建设，每个环节都有相应的装备，从救援指挥、伤病员寻找到立体转运、野外移动

医院救治及后方医院康复等，一应俱全；从装备发展模式看，国外特别注重系列化发

展，如野外医院既有车载式，也有帐篷式和方舱式。伤员运送平台既有常规运送工具也

有水上、空中运送平台；从装备自身看，注重模块化和单件装备的功能综合集成，在提

高保障实效上下功夫，设计讲究简洁实用，去除冗杂功能。

图 2　美国救灾医疗队的高度集成综合急救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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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国外应急医学救援装备体系

图 4　俄罗斯的帐篷式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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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型装备小型化，提高装备的便携性。

努力实现各种大型诊疗装备的小型化，使其能够适应野外环境的特定需求。德国在应急

医学救援装备的研发时特别强调装备的便携性，有手持式血气分析仪、干式生化仪、血液检

测仪、小型 B 超和便携式 X 线机、生命体征监护仪等轻便仪器设备。这些装备的显著特点在

于小型轻便，易于操作，非常适合野外使用。如小型 B 超体积为 33.8cm×19.3cm×6.4cm，重

量仅 2.4kg；便携式 X 线机体积为 41.5cm×32cm×24.5cm，重量仅 30kg。

图 7　便携式 X 线机图 6　小型 B超

第四，突破关键技术，开展智能装备研究。

美国许多高校的研究中心、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都在救援机器人方面进行了研究，并

在“9·11”事件的救援行动中首次使用。在这次机器人救援行动中，共有来自麻省理工

大学的 iRobot、美国 Foster-Miller 公司以及加拿大 Inuktun 公司等机器人技术研究机构的 8

种机器人（图 8）参与了救援。

RoboCue 是日本东京消防厅研制的一种救援机器人，被设计用来在灾害现场尤其是在

爆炸现场搜索、确定受害者的位置并将其撤离危险区。它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和红外摄像机

图 5　美国的空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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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被困人员的位置，使用机械臂将伤员拉到车上并送到安全地带，此外，它还配备了氧

气瓶。

BEAR（Battlefield Extraction-Assist Robot）是美国 Vecna 医疗设备公司研制的一种伤

员后送救援机器人，该机器人为仿人型设计，两臂可以举起近 240 kg 的重物。机器人上

身采用液压伸缩装置，底部使用履带 - 腿式复合驱动系统，从而既能在崎岖道路或楼梯上

自如行走，又能在平滑地面上快速移动。

爬行者（Crawler）（图 9）是日本横滨警察署研发设计的一种救援机器人，能将灾害

受伤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该机器人内部空间舒适，承载极限为 250 Pt，可作为“舱体”

将伤员安置转移。该机器人的主要作用是将被困人员运出危险区域并保证过程安全，相当

MInitracesMicrotracesMicro VGTV

（a）Inuktun 公司的 3 种机器人

UrbotSOLEMTalon

（b）Foster-Miller 公司的 3 种机器人

ATRVPackbot

（c）iRobot 公司的 2 种机器人

图 8　“9·11”事件救援中使用的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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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架“电子担架”，在“舱体”内安置的传感器，还可以在转移途中监测伤者的出血流

量和其他生命体征。

三、军事卫生装备发展概况

截至目前，世界上主要军事强国军事卫生装备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简易移植

阶段（19 世纪末期— 20 世纪初期）、机动配套阶段（20 世纪 20 — 50 年代）、集成组合阶

段（20 世纪 60 — 80 年代）和数字信息阶段（20 世纪末期—）。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以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美伊战争为代表，现代战争开始步入信息化时代。为适应战争

形态的改变，世界各国均在卫勤保障领域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和变革，卫勤思想理论、体

制机制等不断创新，以美军、欧洲等国军队为代表，提出了“医疗与士兵同在”、“聚焦卫

勤”、“时效救治”等现代卫勤保障理念，与此相适应，外军卫生装备已形成相对完备的体

系框架。它由 10 部分组成，包括卫勤指挥装备、急救装备、机动医疗装备、后送装备、

诊疗装备、环境适应生存装备、“三防”卫生装备、平转战系统、卫勤训练系统以及装备

研究开发系统。这种结构非常合理，是一种开环动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衔接，互为作

用，共同作用于保障实体，从而实现从前方到后方不间断的全方位保障效能，满足保障与

需求的关系。

总结起来，具有以下特点。

1. 努力推动卫生装备信息化建设

各种医用机器人是卫生装备信息化建设的典型代表，美、英、日、以色列等国都制订

了相应的发展战略，并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开展此项研究。目前，美军的医用机器人技

术无论是在基础技术、系统开发、生产配套方面，还是在技术转化和实战应用经验上都处

图 9　爬行者（Crawler）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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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界领先地位，涵盖陆、海、空、天等各兵种，具有综合开发、试验和实战应用能力。

美军在其机器人战略白皮书中指出，将主要在伤员急救、后送、诊疗等领域积极推动医疗

机器人的应用。

美国国防部正在开发一款适合在战场上充当“临时医生”的机器人。操作人员可遥控

机器人为受伤士兵做手术，此种机器人医生配备有三条机械手臂，一条手臂用于控制摄像

机和内窥镜，使医生可以清晰地看到伤员体内情况，另外两条手臂用于操控手术刀、夹钳

和缝合针等外科手术器械。医生可以通过卫星远程遥控机器人医生，在士兵受伤的几分钟

之内迅速稳定伤情，该机器人也能在伤员后送途中进行内外科护理。

2. 继续完善卫生装备高技术化建设

为了适应未来瞬时多变的保障态势，外军在卫生装备领域继续推动高技术化建设，除

努力增强装备的战场适应性外，还需要提高装备的快反能力。将这种需求分解开来，可将

其分为提高即时救治能力、快速后送能力和快速部署能力等几方面，投射到卫生装备上，

前沿救治装备、医疗后送装备和机动医疗卫生装备将得到大力发展。

前沿卫生装备的发展，一是前沿急救装备高技术化，将自动化技术、传感技术、生物

技术等高新技术用于单兵及火线救治装备，发展轻小、高效、智能化的战伤急救器材。美

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资助了一项名为“野战造血”的研究项目，目标是拥

有一种野战造血机，可携带造血祖细胞，需要时将其转换成红细胞，随后自动包装好并可

立即用来输血，可以解决储存、运输、捐血者血型及健康限制等种种传统捐血方式所面临

的问题。其二是将大型高技术装备前伸化，将通常在后方医院使用的监护、检验、治疗设

备小型化并前伸，提高保障水平，其中的典型装备包括各种便携式等影像学装备，如美军

现役的 MinXray 公司的系列便携式 X 线机等。

医疗后送装备方面，除突出救治时效性，将监护、治疗与后送一体化，在后送装备上

形成完整系列外，强调装备的海、陆、空立体化发展，同时注重提高装备的机动能力。美

陆军医学研究与物资部装备手册中报道了一种中型救护车型运输车（MTTS-A），主要负

责将伤员从医疗救治机构运至机场，一次可以载运 4 名卧姿伤员或 6 名坐姿伤员，该车基

于现役的中型战术车改装而成，主要是加增了装甲防护能力。

机动医疗装备方面，加强机动装备的应用和合理编配，在兼顾装备性能的前提下，要

求这些装备在定点时能完成野战医院乃至更上级卫勤单位的任务，机动时可遂行保障。美

陆军医学研究与物资部（USAMRMC）装备手册中也有一种“前方展开式数字化医疗系

统”（FDDMTF），FDDMTF 既是一种实验平台，用于检验各种信息化卫生装备，同时，它

作为一种帐篷医疗系统，在未来有可能替代现行的展开式帐篷医疗系统，执行伤员集中、

急救、卫勤指挥与控制、疾病预防、伤员复苏与伤情稳定、有限的一般手术和整形手术、

紧急处置和最初处置等任务。

3. 推动虚拟现实等技术在卫勤训练装备建设中的应用

战时伤病员的处置与平时有很大的不同，为了提高卫勤人员的保障水平，外军历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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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视对他们的专业培训，比如，美国陆军研究、开发和工程司令部（RDECOM）的仿真

和训练技术中心以及陆军医疗研究所和军品司令部（MRMC）就合作推出了“战场伤病员

处置教程”（Tactical combat casualty care course，TC3）。在进行教学时，在充满烟雾、闪光

灯和战斗声音的房间内，卫勤人员进入预先设定的场景，测试和评估他们对基本的抢救策

略、技术和程序的了解，他们必须能够分清病人治疗的优先顺序，决定哪些病人需要紧急

治疗并对其施救等。

为卫勤人员教授这些技术需要独特的设备乃至使其如同身临其境的虚拟环境，卫

勤模拟训练设备可以完成这一任务。近来，随着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在

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卫勤模拟训练设备有了长足的进步，除用于卫勤人员的专业技

能培训外，还应用于某些不能用真人进行测试的环境中，以免对受试人员造成不必要的

伤害。

（1）灾变和突发事件急救医学工程。

由于灾变和突发事件医疗和战时卫勤保障有共通性，故在这方面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

在各军医大学和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

装备研究所等单位。近年来的主要进

展是：

一是机动医疗平台技术与装备。

为适应灾变和突发事件医疗救援的需

要研制了急救车辆、方舱医院、帐篷

医疗系统等系列装备。在机动医疗平

台系统设计、人机系统结构动力学仿

真与优化、伤病员振动控制、舱室微

环境质量控制、装备故障在线监测与

诊断等技术领域具有自己的特色。经

联合国维和署考核、筛选，伤病员急

救车和卫生防疫车正式配备联合国维

和医疗队，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发的卫

生装备走出国门、迈向了世界（图 10）。

2010 年 4 月，青海玉树发生 7.1 级地震

后，野外方舱医院发挥了重大作用

（图 11）。此外，还针对西藏自治区

应急救援需求，在野外方舱医院基础

上研制了机动应急医疗系统，为高原

应急医学救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二是生物侦检防护技术与装备研

图 10　卫生防疫车在执行维和任务

图 11　野外方舱医院在执行救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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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主要研究满足生物气溶胶报警、采样、检测、防护与洗消需要的快速侦检装备、安全

防护装备、高效洗消装备和杀菌过滤材料。在激光激发生物荧光判别、气溶胶粒子粒径在

线分离、可变表层多元荧光编码与检测、样本核酸快速提取与纯化、正 / 负压生成、高效

过滤材料、二氧化氯消毒等技术领域形成了自身特色。自主研发的生物气溶胶报警器、采

样器、激光流式检测系统以及生物防护服等达到国际同类装备先进水平，其中生物防护

服、负压隔离舱等已应用重大传染病防控第一线（如埃博拉疫情防控）。

三是血 / 液 / 氧保障技术和装备。主要研制满足血 / 液 / 氧保障需要的血液 / 疫苗 / 药

品储运装备、医用氧气制供装备和医药用水制取装备，在高效制冷、温度精确控制、分

子筛变压吸附制氧、电去离子高纯水制取、功能吸附材料及新型膜分离水处理等方面有

自己的特色。医用气体方舱、制氧挂车等装备在汶川和玉树地震医疗救援中发挥了特殊

作用。

（2）院前急救医疗 / 健康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研究和开发。

院前急救是指遭受危及生命的急症、创伤导航、中毒、灾难事故等患者的医疗急救。

是抢救急危重患者的首要环节，它集中体现了现代医院的综合技术服务水平。我国近年来

在院前急救领域获得了长足发展，但距欧美等国家仍具较大差距。据 EMSS 统计资料，欧

洲和美国，运用院前急救信息化系统，患者急救的存活率从 7% 升至 26%，拉斯维加斯急

救中心院外心脏骤停复苏成功率达 54%，而我国成功率才不到 1%。在急救车的配置上，

我国很多地方 10 万人才能有一辆急救车，远低于欧洲每 1 万人就有一辆的水平。国内院

前急救模式也不统一，有基于医院的急救中心，也有城市 120 急救中心。总体而言，我国

的院前急救仍处于一种仅仅是急救车辆人员调度的低水平传统模式，导致急救车、急救现

场、急救中心、接诊医院间的相互孤立，抢救生存率不高，因此必须要建立一种满足现代

城市发展的院前急救医疗全新模式。

由于信息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我国已进入互联网时代。分级医疗管理制度将付诸实

施。在此背景下，北京海利赢公司俞海研发团队提出了一个基于社区—家庭医疗—移动急

救医疗平台（急救车）— 120 急救中心—接诊医院的多层次统一调度（急救中心）的院前

急救医疗 / 健康物联网一体化解决方案。

一是社区—家庭急救。我国专业医疗资源稀缺，基层社区基数巨大，因此中国医疗体

系中数量最庞大且最关键的部分是社区医疗，社区医疗是整个医疗体系中的最末端毛细血

管网络，它决定着中国医疗体系水平效果的成败关键。而社区里急救当然在里面是重要环

节，社区急救建设在中国现在是基本空白。

非传染性慢（NCD）是对人的健康的最大威胁，是中国医疗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它

有 2 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慢—即慢病（NCD）发展与恢复是一个过程，社区医生可以长

期跟踪慢性病人，因此社区是管理慢性病的主战场；急—以心脏病高血压为代表的慢病

具有突发致死的特性，因此社区成为慢性病急救的第一重要环节。在社区的慢病人群在急

救中最为重要的是突发起始的 10 分钟“铂金时间”，它将决定着未来的康复质量甚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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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由于城市交通问题 120 急救车很难及时到达，这时的社区医生就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关键作用。因此，在本社区方案中，我们以社区医生为基础依托，其平时担负两大职能：

日常对本社区进行慢病管理与随访；突发情况时在本社区进行现场急救同时关联 120 急救

中心，这两者相辅相成，由于社区医生对于本社区慢性病人有着长期了解，因此急救时的

处置将变得更为有效。我们将通过一系列急救医疗物联网技术，构建从社区、到急救中

心、到急救车、直至接诊医院的完整链路网络，形成一种以社区—家庭为功能目标的全新

现代急救体系。

社区急救物联网系统和 120 院前急救物联网系统共同构成城市急救物联网系统。社区

急救物联网系统主体由四个部分构成：位于社区前端的全科医生移动工作站平台，全科医

生智能终端，位于服务器云端的慢病管理数据平台，120 院前急救物联网平台。

二是构建成以急救中心的指挥调度系统为基础，将急救车内的车载数据中心的综合信

息，急救现场的以远程急救箱为载体的移动数据中心的信息，接诊医院平台对急救车与急

救现场的互动信息，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以急救云服务器数据中心为核心的急救医疗物联

网一体化的全新 120 急救模式。在新模式中，通过物联网技术深度融合指挥调度信息、电

子地图定位信息、音视频多媒体信息、多维度生命体征信息等，通过现代医学工程技术大

大加强了医疗在其中的核心作用，极大地提高了急救抢救成功率。

三是研制了以远程急救箱为核心的个人移动数据中心。在该急救箱内集成了包括多

生理参数实时监测，快速生化类检测，B 超影像检查在内的多维度生命信息的全面快速检

查；同时可以快速形成急救电子病历；自动身份证识别建档；本地打印报告等功能。所有

数据信息全面和云服务器中心连接，是一个移动微型医院。可以完成在急救车无法到达的

区域，在大楼内的各种现场环境下的紧急救治。填补了现场急救的空白。

四是通过车载音视频、车载服务器、车载监护仪、呼吸机、急救司机智能终端、急救

医生智能终端、远程急救箱等，共同构建了急救车载数据中心，通过 3G 远程与 120 云数

据中心连接，将原来急救车仅是个运输工具转化为一个移动急救医院的新概念。

五是填补了急救环节中接诊医院端的空白。通过构建接诊医院急救分诊中心工作站和

接诊医生智能终端，建立起了接诊医院（科室）和急救车与急救中心间的无缝隙通道，进

而建立起了绿色抢救通道，大大提高了急救环节中的抢救效能。

俞海研究团队开发的主要产品列于表 1。

（3）我国应急医学救援与军事卫生装备发展主要问题。由于我国应急医学救援与军

事卫生装备研发和建设起步较晚，投入相对较少，与现代救援卫生装备体系建设需求相

比，与国外发达国家技术性能相比，尚有一定不足。当前，我国的应急医学救援与军事

卫生装备规划为由现场急救、前方野外医院救治和后方医院等 3 个环节构成的 3 级保障

体系，由伤病员后送工具贯通伤员流。根据“分级救治”的原则，不同的救治阶梯有不

同的任务，相应装备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十二五”期间国家重点资助研制的装备，多

集中在野外医院救治环节，重心较为靠“后”，在整套体系中“突前”的现场急救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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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滞后问题较为突出，和现实需求不相适应，具体体现在：①现场救治器材性能落后；

②针对性伤情判定、专用急救装备缺乏；③紧急手术处置概念不够独立，装备指向性模

糊；④生命支持性地面、空中跨平台立体后送概念不明晰；⑤血、氧等重要医用物资缺

乏现场保障能力。

（4）军事医学工程与卫生装备学科发展建议。军事医学工程与卫生装备学科装备主

要包括应急医学救援与军事卫生装备，重点解决现场 / 院前急救及快速后送问题，维持伤

病员生命体征及重症伤病员监护和途中连续救治，确保现场和前方野外医院之间的伤病员

“无缝”处置。 具体来说，应重点开展以下 10 个领域的研究。

一是装备体系设计、评价与示范研究。开展应医学急救援与军事卫生装备体系、编

配、选型平台与发展需求战略研究；装备模块化及多种应急救援装备集成的技术研究；应

急医学救援与军事卫生装备技术指标、基本性能等的检测和检验标准与手段研究；应急医

学救援与军事卫生装备运用方式与能力建设示范研究；国家应急医学救援与军事卫生装备

力量建设方案研究；国家应急医学救援与军事卫生装备物资战略储备研究。

二是伤员搜寻与救治机器人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将伤员搜救、院前医疗救治力量和

智能化、无人化技术手段充分结合，为快速感知伤员发生、精确定位伤员分布、有效组织

表 1　主要产品列表

产品名称 特点性能 国内位置

远程急救箱

（全科医生移动工作站）

在该急救箱内集成了包括 12 导心电工作站，多生理参数

实时远程监护，快速心梗检测，B 超影像检查在内的多维

度生命信息的全面快速检查；同时可以快速形成急救电

子病历；自动身份证识别建档；本地打印报告等功能

属于集成创新，处于国内技

术领先

时间荧光标志物手持检

测系统

仅需一滴血，即可快速定量地检查各种心肌标志物，

可以快速早期地发现及定量地确定心梗、心衰、肺栓

塞、感染等多项诊断

原始创新，国际领先水平

多参数远程监护系统

通过 3G 远程监护人体的心电、呼吸、血压、血氧、体

温、脉搏等。在云端服务器进行统一集中监控，可以

具有网络中央工作站、客户端、手机端等

国内领先水平

电话车辆指挥调度系统
调度员接到电话报警后，能够调派最合适的司机、医

护人员、车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送往最近医院

国内一线品牌是安克、中兴，

水平与这些品牌产品等同

音视频集中监控系统
对于每个急救车载的车内视频信号、车外视频信号、

音频信号、GPS 定位信号，进行集中监控

国内成熟技术，居于中等水

平

急救综合管理系统
对于发生的所有急救事件的采集数据信息进行综合地

显示、管理，大数据统计分析
集成创新，国内领先水平

智能终端

（社区医生 & 移动医疗）

是一个集生命信息实时监测，分析报告浏览，急救信

息查看，急救病历编写，多媒体通信互动为一体的个

人移动终端平台

国内创新，居于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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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治力量、降低危险区医疗后送作业风险提供有效技术手段。

三是新型现场包扎止血材料技术与急救器材研究。开展新型复合高效止血、气胸封

闭、大动脉止血等技术的研究，开发形式多样、快速高效的系列器材，为现场伤员的急救

提供装备支持。

四是伤情诊检、救治技术与装备研究。开展以脑血肿、气胸、内出血等重要伤情为核

心的现场快速诊断与分类技术以及以人工辅助胸外按压、骨髓腔穿刺、高效输血 / 输液为

代表的现场救治技术的研究，形成系列装备，为伤员集中点检伤分类、紧急救治等工作的

开展提供保障。

五是紧急处置性手术关键技术与模块化装备研究。围绕紧急处置性手术队工作开展

的需求，研发以临床快速检验、便携式数字化影像、术前伤情诊断、智能化抗休克、呼吸

与麻醉支持、透析、折叠式层流净化微环境控制为主线的系列关键技术，并对其进行一体

化、模块化融合性集成。

六是血 / 氧保障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研究真空绝热、低功率变频制冷、非接触加热

等关键技术的研究，围绕现场血液保障的“运输、分发、保温”多种要求发展系列装备；

基于微型变压吸附空气分离、海拔高度自适应控制、便携式制供压氧、微压差反馈脉冲输

出控制等技术，针对现场、手术队、后送平台等不同场合氧气现场供应的需求，研发系列

氧气在线保障装备。

七是跨平台生命支持性转运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开展失血性休克辨识、智能自动辅

助诊断、胸外按压无间断生命体征信号提取、自动除颤、闭环复苏等关键技术的研究，以

地面、空中等立体化后送工具为基础，研发跨平台生命支持性转运装备，实现伤员的“无

缝隙”连续救治性后送。

八是可空投式医疗系统研究。研究可通过运输机空投的新型方舱式野外医疗系统。该

系统平时进行模块化存储，救援时根据任务的性质组合专用模块，由运输机空投到保障区

域，同时该系统也可由车辆和铁路运输。内容包括：空投方舱总体技术方案研究；各基本

模块和通用模块的划分；方舱的结构设计，包括防水、隔振和密封等方面研究；装载托盘

的设计；着陆缓冲装置的研制；装备搜寻装置的研制；各空投模块着陆后，在地面集中时

所需运输装置的研制。

九是特殊环境下医学救援装备研究。研究在高寒、高湿或高海拔环境下，或核生化

恐怖现场的医学救援平台和装备，作业平台具有抗缺氧、及温湿度调节功能，使室内小

环境的氧分压升高，改善缺氧症状，提高作业能力；采用特殊高分子聚合膜来产生纯净

的饮用水和医疗用水。形成检测、洗消、防护、现场综合急救、药材、伤员搬（吊）运

等 6 种装备系统，实现装备模块化、组合化和便携化。可全天候作业，满足现场快速应

急救援需求。

十是应激条件下心理操作能力快速评估技术与装备研究。针对应激条件下人员心理生

理变化、病理变化指标的变化情况，构建应急条件下心理操作能力快速评估指标体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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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员和伤病员的生理检测和监测技术；并通过定量评估模型，研发心理评估装备、应激

快速检测设备，为心理治疗提供定量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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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传统医学工程研究进展及趋势

一、引言

中医传统医学工程（中医工程学，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ngineering，TCME）是

中医学与现代工程、信息技术领域的多学科融汇结合而产生的交叉学科。它把现代自然科

学技术和工程技术的原理和方法与中医学密切结合起来，为促进中医药发展做出贡献。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和对传统医学研究的逐渐深入，中医学理论和实践也逐步凸现出

其优势和特色。英国《自然》杂志主编坎贝尔博士指出：“目前对生命科学的研究仍然局

限在局部细节上，尚未从整个生命系统角度去研究，未来对生命科学的研究应当上升到一

个整体的、系统的高度，因为生命是一个整体”，这一观点契合中医整体观的思维模式，

将非线性复杂科学、信息科学和前沿的数理科学与中医学交叉、渗透、融合，促进中医学

乃至整个生命科学的跨越式发展。

生物医学工程学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随着电子学、材料学、工程力学、信息

科学和电子计算机等多种学科的进步，形成以现代科学工程技术解决生物学、医学问题的

一门边缘学科。生物医学工程学已经成为医学和生物学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近年来，中医

工程学作为上世纪的一门新兴学科，是生物医学工程的重要分支和新开拓的研究领域备受

关注。中医工程学已经显示出强劲的发展潜力，具有深远广泛的社会效益和巨大的经济效

益，它的发展必能带动和促进中医基础、临床、诊疗技术、康复保健医学的飞跃，促进中

医学术水平全面提高。它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使中医学的诊疗技术实现客观化、标

准化、规范化，这对开拓祖国医学宝库，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有着极为重要意义。

（一）中医工程学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基础

中医现代化，不是中医、西医的简单相加，更不应该仅限于用西医的实验方法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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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医的疗效。中医学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应该充分利用现代化科学成果，发挥其中

医工程学的优势，从而达到中医的现代化。近年来，中医工程学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研制了

大量的临床诊疗、科研、教学的仪器装备。同时中医工程以现代科学理论促进中医药学理

论的发展，从而使基础理论研究建立起实验方法以及客观整体辨识与微观物质分析相结合

的方法，以中医为主体多学科的合作，逐步提示中医理论的奥秘，物质基础和机制本原，

形成新的理论体系。多指标、多参数同步检测和多变量相关分析、使中医辨证体系结构

化、标准化，为建立一套客观的辩证方法提供了依据，从而克服以人为采集信息和辨识的

主观性差异，计算机的智能思维和对大规模临床与实验数据的处理及统计分析，把症状症

候的定性研究转移到定量的规范化研究，为“证”的实质研究提供实验数据，并据此探索

人体和疾病的内在规律，发展中医模型，为新的治疗原则与方法提供理论依据。

（二）中医工程学是中医客观化、规范化、量化的手段

中医通过了解患者的舌苔和舌质的变化、脉象的变化以及患者的自觉症状等，进而综

合分析这些症状和体征，推断机体当前的动态特征和动态趋势，然后应用药物、针灸等治

疗措施进行调控，使之恢复到正常的状态。由此可见，中医认识疾病、处理疾病的支撑点

是以“四诊”信息为基础的动态调控技术。也就是说，中医是将临床上收集到的“四诊”

信息映射到一个多维的动态空间上，从而判断当前情况下整个机体的动态平衡的特征，以

分析机体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及脏腑盛衰等的情况，然后针对趋势及状态进行调

整。现在中医“四诊”客观化及量化研究工作已取得了初步成果，在继承传统中医诊法理

论和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和应用现代科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逐步建立诊断信息

综合采集分析智能系统，研制有中医特色人体功能检测仪器，如脉象诊疗仪、舌象诊断

仪、耳穴诊断测试仪、色诊仪等，实现多维化体征处理技术的获取、处理和整合的诊断方

法，同时促进了中医诊疗仪器设备的相关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三）中医工程学促进了中医药信息化的发展

信息时代的主导技术就是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电子信息技术。我国的中医学在 21 世纪

无疑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全球信息网络的发展，使传统医学依赖于科技进步的

趋势越来越明显。目前，国内涉及中医药的网站就有 700 多个，而在全球的中医药网站容

量已逾千个。中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也纷纷建立中医药网站（信息港），在美国、加

拿大等也有当地协会组织的网站。尤其大型中医药数据库的建立、远程中医教学、远程医

疗的应用，将更有助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在当今信息时代，只有充分认识到信息时代网

络的重要作用，利用好这个工具，才能促进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早日实现。

（四）中医工程学促进了中医药产业化的发展

国内各种中医诊疗仪器和设备的研究、开发、生产已形成一定规模。在国外也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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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重视中医工程的研究，应用中医理论研制开发新产品。由于传统的中医疗法具有防治疾

病和养生保健的特色，因此中医诊疗保健仪器的现代化建设是中医工程当前的一项主要工

作，它以无痛苦、低创伤、利于规范操作和操作简便为着眼点，适宜于医院、家庭的治疗

与保健等不同形式，特别是医疗保险制度的出台，中医诊疗保健仪器以及人们对传统医价

值的新认识和新技术的应用将不断进入千家万户，中医诊疗保健仪器的生产可望形成持续

发展的产业。

由此可见，中医工程学是伴随着中医事业的发展，以及现代科学技术渗入到各个领域

而形成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它是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综合应用工程学、信息学、电

子学等技术和方法，对中医学进行跨学科、多途径、多手段、多方法、全方位的深入研

究，是促进中医学的现代化、国际化、产业化、推动中医事业发展的一门新兴学科。

二、发展概况

（一）中医工程学科历史沿革

20 世纪 70 年代末，北京市科委提出运用计算机技术整理老中医学术经验的构想，并

在北京市中医医院成立了科研课题组，中医专家关幼波教授与计算机应用专家谢敏教授合

作研发了“中医专家系统”，这一事件促进了中医学与工程技术的初始结合，标志着中医

工程学科的创立。

进入 80 年代以后，现代工程学范畴各个学科与中医药学进入了全面结合的阶段。

1980 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召开的“全国中医药学术研讨会”上，有关专家提出“与计算

机及其他现代科学和工程技术结合，多学科、多手段、多途径研究，是实现中医药现代化

的必由之路”。1984 年，成立了“中医药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筹备组”，全力推动学科建设

与发展规划的制订及学科队伍的组织。与此同时，《中医计算机模拟及专家系统概论》《医

学计算机方法》等著述问世。有些院校设立了“中医药工程学”课程，编写了中医药工程

学教材。1987 年，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批准中医药工程学会成立。此后，学会多次召

开学科发展战略研讨会、学术交流会、学术论证会，到目前为止，通过十几年的建设与

努力，扩大了学科研究领域，壮大了学科人才队伍，大大推动了中医工程学科的建设与发

展。由此可见，中医工程学科的创立是顺应了当代医学模式改变、健康理念革新和医疗制

度改革的需求。

（二）理论体系构建

1. 内涵与外延

内涵：中医工程学科一门融合中医学、工程学、计算机、电子技术等多个学科，具有

交叉学科性质的一门新兴学科，它将现代科学中的新技术、新方法、新概念、新理论应用

于中医学的诊疗实践过程中，为中医的临床诊疗实验和理论研究服务。具体内容包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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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诊疗方法的客观化研究、中医诊断技术及其设备的研究、中医四诊技术及其设备的研

究、生物力学在临床应用及中医理论研究中的应用。

外延：中医工程学科服务于中医，凡是一切可以为中医的发展、有利于中医现代化

的现代科学技术、理论和方法都可以通过中医工程学得到应用，最终为发展中医提供新思

路、新方法、新手段。

2. 本学科现有基础与定位

中医工程学科是中医领域同现代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多学科融汇结合而产生的一门边缘

交叉学科，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综合运用现代工程理论、技术、方法、手段，对中医的

医疗、教学、科研等进行跨学科、多途径、多方位的深入研究。

（三）学术建制、人才培养、研究平台与团队

21 世纪是生命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中医工程学作为工程技术与中医理论渗透结合的

产物，将推动祖国传统医学跨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为中医诊疗仪器的开发与应用，中医人

工智能系统的研究、中医基础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以及中医诊疗技术的客观化研究等多方面

提出了新任务，这就要有相当数量的多学科交叉的中医工程人才参与到发展中医学科的各

研究领域中来，并为学科人才队伍的稳定提供条件。

在学术建制方面，中医药工程分会是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下属的二级分会，成立于

1987 年 10 月，系全国中医药领域和现代工程技术领域里多学科工作者相互交流的学术性

组织，其研究领域包括中医诊疗、保健和康复仪器、中医健康状态测评、中医药古代文献

数字化工程、中医药信息工程、中医生物信息学、人体生物信号的检测与分析技术等方面

内容，主要通过组织学术会议、实地调研等方式，研讨和解决中医临床、科研、教学、生

产方面的工程技术问题，为中医药行政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医院诊所和诊疗器械生产企

业搭建交流平台。2013 年中医药工程分会为进一步明确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学术框架，更

好地组建人才队伍开展学术活动，中医药工程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在征求有关专家意见的基

础上，申请将分会名称更改为“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中医工程分会”。

在人才培养方面，上海中医药大学获得国内第一个中医工程硕士点和 2008 年被评为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工程技术与应用”三级实验室，上海中医药大学和天津中医药

大学的“中医药工程学科”于 2009 年 12 月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列为重点学科，科研和教

学能力在国内同领域中处在领先水平。针对中医工程学科人才的培养，天津中医药大学

2009 年成立了中医药工程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 2014 年创办了国内中医院校第一个生物

医学工程专业（中医信息与工程方向）等，并于 2015 年 6 月正式招生。

目前全国范围内如成都、上海、天津、黑龙江、山东、南京和广州等省份都建立了中

医药与工程技术相结合的研究所（机构）等。上海中医药大学和天津中医药大学是国内最

早开展中医工程技术与应用研究的单位之一。多年来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理

工科大学等单位进行中医工程学领域间合作研究，已建立了一支结构合理、优势互补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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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队伍，在国内同类学科中处于领先地位，且 2004 年被批准成立全国第一个中医工程学

硕士授予点。2008 年 10 月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上海中医药大学承办的首届中医诊

疗设备论坛暨展览会于在上海召开（图 1），根据会议的宗旨，国家对中医诊疗仪器设备

的研发提出以“改造一批、提升一批、配置一批、研发一批”为指导思想，开展中医诊疗

设备研发。

2012 年上海中医药大学作为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中医诊疗仪器设备研究项目的

牵头单位承担研究任务，这必将为本学科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契机。上海中医药大学已建立

了中医诊疗设备及教学仪器与技术研究、中医四诊信息采集与处理、针刺手法参数的实时

采集及处理、计算机仿真系统的研究、中医信息传感技术等研究平台。同时，由本实验室

承担的国家科技部和上海市科委共同资助的世博专项“21 世纪的健康与中医”课题所研

制的“中医四诊融合诊断系统”，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成为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中国

传统医学特色展品之一（图 2）。同时该产品列入由俄罗斯组织、多国参与的国际大型试

验项目火星 -500（MARS 500）计划（图 3）。

天津中医药大学以舌诊、脉诊为中心，进行四诊客观化的长期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

研究成果。同时，于 2009 年由天津中医药大学医疗系中医诊断研究室、中医实验室、中

图 1　首届中医诊疗设备论坛暨展览会 图 2　上海世博展出“中医四诊融合诊断系统”

图 3 “火星 -500”国际空间试验项目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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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诊断教研室等教学、科研科室合并组建中医工程学院。承担中医工程专业、研究生教学

以及中医工程技术研究与中医诊断仪器研发等方面工作。目前，中医工程学院进入筹建阶

段。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研制了一批舌诊研究仪器，如舌津测定仪、舌色测定仪等，承接

了国家“七五”攻关课题—舌诊项目的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拍摄了第一部舌诊教

学录像片，1995 年 12 月的舌诊研究成果—《中医舌诊客观化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 3

等奖。1996 年与日本学者合作编写出版了《舌诊原色图谱》，获得各国学者的好评。1998

年与南开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首张中医诊疗的电子书—《中医舌诊

学—内科辨证论治舌鉴》多媒体可视光盘，该片通过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咸中教授为首

的专家组鉴定，被评为 1998 年天津市科委科技成果，并于 1999 年获国际民族医药科技成

果一等奖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级电子图书提名奖。之后又以进一步开展以舌诊为中心的

中医诊断学红外热象研究，研究的初期成果已编入《中医临床诊断全书》，该书已于 2002

年 6 月出版发行。同时，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开展了脉诊、微循环和血液流变学

与中医诊断关系等的与血液循环有关的研究，开发了血沉曲线动态检测及仪器等血液流变

学的检测仪器等。

山东中医药大学于 2006 年 4 月，由计算机学科和计算中心、物理学科、生物医学工

程学科和数学学科等成立了山东中医药大学理工学院，承担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

工程和眼视光学三个本科专业建设以及生物医学工程硕士学位点建设的教科研工作。其生

物医学工程硕士点，是全国中医药院校中唯一布点的一级学科硕士点。自 2002 年开始招

生，主要研究方向有生物医学图像处理与分析、生物医学信息处理与分析、生物医学工程

技术与中医方药现代化研究、生物医学电子学与仪器和现代医学影像成像技术与临床诊

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和眼视光学三个本科专业自 2006 年起招生。

2012 年湖南中医药大学根据学校发展转型的需要，正式组建管理与信息工程学院，该

学院是学校集管理学与工学两大学科门类的成长性学院，也是我国 30 所中医药院校中开办

医学相关管理与信息工程学科起步最早、影响较大的学院之一。目前开设了公共事业管理、

市场营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医学信息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五个本科专业，其

中前三个专业是我国同类院校中开办起步最早、影响较大的院校之一。拥有培养中医药信

息、中医管理高级专门人才的“中医药信息学”、“中医管理学”2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以及

“中医药信息学”、“医药经济与管理”、“中医管理学”3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是湖南省唯一拥

有这三个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的高校，同时中医药信息学也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

三、主要研究内容与方向

（一）中医客观化研究

1. 生物力学研究

生物力学是应用力学原理和方法对生物体中的力学问题定量研究的生物物理学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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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范围从生物体的整体到系统以及器官。近年来，中医学与生物力学的结合，主要表

现在对骨骼力学、脉象学以及中医外治疗法技术等领域的研究。运用现代生物力学的理论

和方法，测试、评价分析从而解释这些疗法的现代理论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传统中医

疗法技术的发展，既具有中医特色，又有现代科学内涵，是组成中医工程学这一新型交叉

学科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医生物力学［1］ 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涵，如经络血液动力学、阴阳五行物质输运、

脉象血液动力学、舌诊热传导、伤骨科生物力学、针刺手法力学、灸热学、按摩、推拿

手法力学、中医康复器械力学等，如图 4、图 5 所示为采用生物力学方法研究脉象、推拿

手法的装置和仪器。雷祯斌等［2］通过采用生物力学指导关节松动手法治疗膝骨性关节炎，

利用治疗前后的生物力学的变化为主要指标，进一步了解关节松动手法治疗膝关节骨性

关节炎的作用机制。陈守吉等［3］根据生物力学原理，建立了推拿手法刚体生物力学模型，

作运动学和动力学分析并导出了相应的动力学方程，利用实测到的运动学数据和外力数据

进行了数值计算。江晓兵［4］等基于中医复位理念建立的椎体骨折不愈合新分型标准的临

床及有限元研究，对术前预判、选择合适治疗方案，可以减少脊柱矫形及椎管减压这类高

侵袭性术式在老年患者中的应用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袁成锋等［5］利用脉搏触压觉有限

元建模对脉象属性的表征方法进行研究，对采集的平脉、滑脉、迟脉、濡脉脉搏波形，通

过提取脉搏波时域内的特征参数，分析脉象“位、数、形、势”属性，结合脉象的相关特

点，用脉搏波的时域特征参数来对脉象属性进行表征。如图 4 所示，为用于各类脉诊设备

检测的力学传感器。

2. 中医诊断客观化研究技术与方法

通过中医诊断客观化研究，围绕中医诊断方法客观化等内容，建立人体状态辨识的中

图 4　各类脉诊设备

a. 单点式 b. 多点式 c. 阵列式

图 5　ZTC-I 推拿手法参数测定仪及软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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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诊断客观新方法与新技术。

在中医望诊的客观化研究方面，主要集中望面和望舌，如图 6 所示为便携式舌、面诊

仪分析系统。如，王祉等［6］开展了中医面诊信息计算机识别方法研究，从图像采集、人脸

分割到区域定位、特征提取等一系列过程进行分析研究，为提高计算机识别面诊图像的精

确度和准确度建立了基础。吴秀艳等［7］开展了肝硬化患者 FibroScan 检测值与面色变化的

相关性分析。李福凤等［8］开展了面色诊信息的一致性评价研究，为实现面色诊的计算机识

别提供中医医理支撑。陈清光等［9］开展了中医舌诊客观化与胰岛素抵抗评价方法的关系探

讨，实现现有的胰岛素抵抗评价与中医舌象特征关联研究。徐杰等［10］通过分析糖化血红

蛋白、空腹血糖及日均血糖与数字舌象参数之间的关系，来分析糖尿病患者糖代谢和数字

化舌象相关性研究。张季等［11］开展了中医数字化舌象客观特征分析研究现状分析的研究，

以中医舌诊辨识舌象的相关内容及指标为依据，依靠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及数据库技术进行

摄像的分析与处理。郑冬梅等［12］通过开发中医色诊定量系统，来对采集的中医色诊图像

进行分析处理，计算出与人体五脏对应色部区域的色度值，验证了中医色诊客观化研究中

的有效性。

在中医闻诊的客观化研究方面，主包括集中闻声音和嗅气味，限于现有的传感器等技

术手段，此方面的研究同其他诊断方法客观化研究比较。郑哲洲等［13］通过采集 II 型糖尿

病患者（T2DM）口腔呼气的气味图谱，结合证素辨证方法，分析 T2DM 患者的证素特点

及虚实病性，开展了基于电子鼻和证素辨证的 II 型糖尿病患者病证结合气味图谱研究，为

闻诊客观化研究提供新方法。王忆勤等［14］总结了通过红外光谱法、气相色谱分析和直接

顶空分析进行中医嗅气诊研究的主要技术与方法。

在中医问诊的客观化研究方面，王立文等［15］用二类相关和深度置信网络以及深度玻

尔兹曼机模型的基于深度学习的多标记学习的机器学习方法，以提高中医问诊后证型的判

定效果。钟涛等［16］通过基于复杂系统方法的慢性胃炎中医问诊证候建模研究，使其符合

中医问诊的整体性、非线性、动态性的特征。许朝霞等［17］在大样本心血管疾病临床问诊

采集量表基础上，开展基于隐结构模型分析的心血管疾病中医问诊证候分类研究。梁建

庆等［18］运用数字化客观分类量化方法，通过对帕金森病的中医证型及症状的数据挖掘分

析，揭示了该病的中医证型和症状分布规律。栾景民等［19］基于中医辨证思维的复杂性和

网络性，尝试以现代数学的偏序理论和形式概念分析理论来研究中医辨证思维过程，研究

图 6　TDA-1 型舌面象仪分析系统（TDA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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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中医内科常见疾病的病位证素和病性证素分布情况及组合模式，为开展基于属性偏

序结构的不同病种证素模式发现研究中提供数据基础。

在中医切诊的客观化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脉象图谱、脉搏波的分析与研究。胡晓娟

等［20］通过多部、多点脉搏波采集的脉搏波进行分析。通过计算机辅助分析，提出基于香

农能量包络线和希尔伯特变换的主波提取方法和基于专家经验阈值的重搏前波和重搏波提

取方法。并将深层卷积神经网络应用到脉搏波识别分类研究，实现中医脉诊信号感知与计

算机辅助识别研究。林铭振等［21］通过六脉统合图示法研究三部九候脉诊法，为传统脉学

客观化提供了新的思路。杨杰等［22］通过对脉诊“位、数、形、势”四种属性进行数字化

建模并数字化表述。同步分析心电、桡动脉 B 超等多物理量特征，在数字化重建的基础

上，初步实现脉管运动的可视化对脉动信息进行中医脉诊数字化、可视化。王燕等［23］利

用虚拟现实技术，开发中医远程脉诊系统，实现中医远程脉诊从患者到医生的信号传递与

力感重建，这对中医远程医疗在脉诊上实现客观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医的望、闻、问、切是临床诊断的基础，但单一诊断方法具有相对的局限性，因此

中医客观化研究过程中，已经越来越重视中医诊断方法的四诊合参、多诊互参，如图 7 为

采用四诊合参方法开发的中医健康状态检测分析系统。董梦青等［28］进行了冠心病面色诊信

息的研究，通过对特定疾病人群的面色的四诊信息的分析，实现诊断方法的综合参考与评

判。牛婷立等［29］从脑梗后抑郁患者（PSD）进行多模态识别，对获取的四诊信息特征的提

取与识别，完成对 PSD 的四诊信息的采集、量化识别和中医干预诊疗技术。牛欣等［30］对

单一诊断信息提取识别设备和两种以上多诊合参设备的研制情况，进行了中医四诊合参辅

助诊断关键技术的数字化、量化研究。王晶等［31］基于四诊合参原则通过优化四诊合参辨

证算法，整合经络腧穴模块内容，实现中医诊断方法的优化整合，为中医的临床应用起

到重要促进作用。钱桂凤等［32］通过获取帕金森病 PD 患者的数字化、量化四诊合参特征，

利用诊疗仪的辨证识别模式结合临床医生的主观辨证，形成帕金森病的数字化中医辨证诊

断与干预方案，并建立针刺干预 PD 数据库，为针灸临床治疗 PD 提供参考。董晓英等［33］

选择肝气郁结型亚健康状态人群为研究对象，干预后对干预效果进行四诊客观化评价，发

现利用四诊合能对亚健康状态进行有效辨识。

图 7　TCM-1 型中医健康状态检测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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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诊互参是在四诊合参的基础上与现代医学诊断结果合参，此即为多诊互参，中西医

“多诊合参”只是现代中医临床的第一步，也可以看做中西医结合的基础工作［34］。如上海

中医药大学研究团队开发的个人健康管理 App“云中医”，含健康评估、医生在线、健康

资讯、自我档案等内容。健康评估包括面诊、舌诊、问诊等模块，实现对健康状态的动态

实时监测和健康数据实时传输，并提供个性化的健康指导方案。该 APP2014 年上海工博

会展出期间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并受邀参加了 2015 年米兰世博会的展出。

经络诊断作为中医四诊之外的，最有代表性的诊断方法之一，其通过传感器和计算机

技术运用于中医针灸诊疗过程中。常凤香等［24］通过对人体经络原穴的电阻抗数据的采集

和处理，采用多元图来表示经络诊断的多维数据，实现了人体整体功能的状态可视，通过

基于多元图表示原理的经络诊断研究为经络诊断提供了一种新的诊断方法。曲生健［25］等

通过临床研究，建立经络腧穴诊断结果与腹部病痛的相关性，为开展经络诊断提供依据。

贲卉等［26］使用 Von Frey 检测仪，检测正常人体、胃溃疡、胃炎患者相关体表反射区的压

痛阈值，通过对比经络穴位在病理状态下反应更加敏感，功能性更强。杨玥等［27］通过测

量健康人两侧同名穴位电阻比值的范围，并将其作为标准，并与疾病人群及更年期患者进

行统计学及信息熵分析，认为经络诊断对临床诊断上具有很好的意义。针灸器材产品不断

更新，提升中医诊疗水平，为研究中医诊疗技术的量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研究奠定了基

础。目前已取得了多方面成绩：

（1）应用针刺手法传感器在人体穴位上实时采集针刺手法参数，并通过计算机实现针

刺手法数据处理和存贮，对针刺手法的实验结果进行比较及客观化评价。

（2）应用 PID- 神经网络和计算机仿真系统建立数学模型，实现针刺手法的模拟。通

过人工神经网络和 PID 控制规律相结合的控制器中进行自学习、自适应和逼近任意函数的

方法，对非线性、时变性对象实行控制，建立了计算机仿真和手法模拟的实验研究平台及

数据挖掘后的综合评价体系，为针刺手法量化、规范化、客观化的研究提供手段。

（3）开展了经穴诊断仪器关键技术的研究，应用恒流源原理检测人体经穴，动态分析

在不同状态下的电特性变化来诊断疾病，为临床诊断和提高临床治疗效果提供客观依据。

（4）应用红外光谱仪检测技术对艾灸在治疗过程中红外光谱的变化进行测定，研究艾

灸燃烧过程中的光谱变化及理化特性，探讨穴位艾灸对人体的作用机理。

（5）应用计算机嵌入式、DSP 等技术开展针灸治疗仪量化及参数可视化的研究，为针

灸治疗仪在临床治疗和实验研究提供智能化和规范化的手段。

3. 中医诊疗仪器研究与开发

中医诊疗设备的核心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应用，因此强化中医药理论的指导，加强

中医诊疗设备的医理设计，凸显中医药特色，通过采用生物控制、传感技术、信号处理、

人工智能等先进方法与技术，系统开展中医诊断仪器、中医治疗仪器等诊疗仪器设备的研

究与开发，不断提高中医诊疗设备的科技含量和产品竞争力。中医诊疗设备是应用现代科

学技术和方法研发的医疗设备，其具有中医理论的特征，中医诊疗设备研制既要有现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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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内涵，又要有明显的中医特色，要借鉴西医的发展思路，将传统诊疗技术与现代医学技

术融合成“新的诊疗技术”，并以中医的理念、方法进行合理嫁接，才能促进中医诊疗仪

器设备的发展，并进一步揭示中医诊疗技术的科学内涵，才能促进中医走向现代化。中医

诊疗设备主要包括诊断设备和治疗设备。

中医诊断设备主要是脉诊仪，舌、面诊仪及经穴诊断仪三大类。目前脉象仪的传感

器有压力、光电、传声器和超声多普勒式传感器，其形式为单探头、双探头复合式脉象传

感器、三探头脉象传感器、五探头脉象换能器、多路脉象换能器和附指式脉象换能器。脉

图特征的分析方法主要有时域分析法、频域分析法、变换域分析法、数学模型方法和非线

性动力学方法以及小波变换和 HHT 等多种信号分析方法。舌、面象仪的研究主要对舌质、

舌苔颜色、面色、性质进行定量分析识别，其研究主要包括舌象数字图像采集、颜色判断

标准的量化、光泽分析、纹理分析、特殊纹理形态识别等。经穴诊断仪主要采用经穴低电

阻的特征及生物模式识别等方法，通过检测人体特殊部位（体穴或耳穴）在不同状态下的

电特性变化，为临床诊断和提高临床治疗效果提供客观依据。

中医治疗设备是应用现代技术结合中医基础理论研制而成，在临床应用中主要有电针

仪、针麻仪、灸疗仪、激光治疗仪、经络导平仪及磁疗仪器设备等，其技术特征主要表现

为，医用单片机、DSP、嵌入式、模块化、多参数化及低功耗等关键技术研究。由于中医

治疗设备缺乏仪器技术标准和操作技术规范、仪器设备检测指标等问题，使新一代产品无

法进行更好地推广应用［35］。

（二）中医标准化研究

标准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医药标准化是推动中医药继承创新的主要方式、是提

高中医药学术水平的重要途径，是保持和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有效载体，是规范中医药

行业管理的必要手段，是保障中医药质量安全的基本依据，是中医药成果推广与传播的技

术平台，是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迫切要求，是促进中医药国际传播的纽带和桥梁。

中医药标准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工

作，是在新形势下推动中医药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年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有

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中医药标准化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医药标准制修订步伐明显加

快，标准化支撑体系建设得到加强，推广应用力度进一步加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断

完善，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能力不断提升。中医药标准化是基于中医工程学科的进步与发

展，通过中医药标准的制订，不断将科学技术的成果进行总结和凝练，将会推动中医工程

学科的继承创新、学术的进步。而中医工程学科发展也离不开中医药标准化，两者相辅

相成。随着中医药国际化的深入，2009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成立了中医药技术委

员会（暂定名），正式开展 ISO 中医药国际标准的研制。该技术委员会编号 249，缩写为

ISO/TC249。截至目前，ISO/TC249 共有原药材、中成药、针灸、中医医疗设备和中医信息

5 个国际工作组，以及一个与 ISO/TC215 的联合工作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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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医诊疗设备标准制定和建立尚存在很多缺陷，使得审批条件存在冲突和矛盾，

审批结果互不适用，甚至有的事项所涉法规互相矛盾，事项报批需要部门之间互相不协调。

同时，中医诊疗设备存在条件复杂、标准不明、环节不畅等情况，没有一体化的标准。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 2008 年召开的中医诊疗设备研究论坛，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长王国强在报告中指出：中医诊疗设备的标准建设严重滞后，现有的中医诊

疗设备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质量标准，只能大量借用其他相关设备的标准规范，与此

同时，产品的临床试验规范和应用操作规范还没有全面建立，严重影响了中医诊疗设备

研发、生产和应用的标准化、规范化。因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中医诊疗设备的发展推出

了新的政策，以科研促进标准建设，推进中医诊疗设备的发展。近年来，中国针灸学会

制订了一系列针灸技术操作规范，对规范针灸器材的临床操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

由于种种原因针灸器材技术标准建设还在启动过程中。为此，中医诊疗技术标准建设作

为发展战略，这对提高中医的产品质量、规范中医设备市场、促进其发展和提高我国中

医诊疗设备技术的核心竞争力均具有深远的意义。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把中医药技术

委员会（TC249）秘书处设在上海，是目前我国仅有的 6 个 ISO 秘书处之一。近年来在制

定中医诊疗仪器国际标准方面，目前已立项了脉象仪触力传感器标准号 ISO19614（Work 

Draft，WD）、舌象仪光照环境（ New Work Item Proposal，NP）、面诊仪 - 面部信息采集装

置（NP）、经络诊断检测仪（NP）、电针治疗仪（WD）、红外仿灸治疗仪（WD）等。

当前中医药标准化工作还不能适应当前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需求，工作基础相对薄弱、

专业人才相对匮乏的现状尚需要扭转，此外，行业内标准化意识亟待加强、中医药标准应

用推广不够、实质性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能力不足的现实状况，制约着中医药标准化发

展。面临中医药国际化的舞台，中医药标准化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激烈的竞争形势日益

严峻，对我国的中医药形成倒逼态势，使我国的传统医学大国地位遭遇挑战。因此。加快

中医药标准化建设步伐，提升中医药标准化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对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

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研究方向的拓展

在中医工程学科发展过程中，随着新兴技术的出现，逐渐呈现出进一步多学科、多领

域的交叉与融合。中医工程学科的发展主要是以临床疗效为基本点，以中医传统理论为指

导，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和水平，研究、开发、创制一批符合中医理论、融合现代科学技术

的具有实用性、科学性、创新性等安全有效的便于临床推广应用的诊疗技术与设备，为中

医理论的发展和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提供支撑条件。

1. 生物物理学

目前，从生物物理学角度探讨中医学相关理论已经成为中医工程学研究的重要发展

方向，通过分析人体生理代谢过程中相关参数，阐述中医学基本理论和经络实质提供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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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风华等［37］通过应用现代生物物理原理，利用多电极电生理技术来记录捻转提插行

针针刺过程中的生物电传导，通过对该过程的各种电参数分析来论证中医经络气血理论。

吴祖辉等［38］通过观察激光波会引起肥大细胞脱颗粒并释放组胺物质，这些物质会进一步

激发经络感传的现象，来验证肥大细胞与经络现象有关。并进一步通过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和荧光光谱方法讨论了肥大细胞内部的信号传递过程。朱晓丹等［39］通过肿瘤治疗中现代

物理消融技术的中医属性的分类探索，实现中医理论指导下，局部辨证，有选择性的使用

消融手段，完善微创消融治疗的个体化方案，对发展中医外治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2. 可穿戴技术

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得提高与健康理念的兴起，便携性要求出现、硬件配置手段提

升、传感器及电池技术改善，可穿戴中医诊疗设备、中医数字医疗等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前

景。借助可穿戴技术设备对血糖、血压、血氧以及中医的面色、舌象、脉象及经络诊断等

监测数据不仅仅可以与智能手机相连，还可借助云存储技术将监测数据通过云端进行存储

和分析，并和医院的病例系统和监控中心相连，有异常及时提供预警以及相应的诊治意见。

可穿戴技术作为中医诊疗设备与移动互联入口，最大的潜力不在于硬件本身，而在于通

过硬件粘住客户，在于硬件背后收集到的医疗云端“大数据”，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商业模式。

3. 物联网技术

物联网技术的运用，使得小型化、基于物联网技术中医诊疗设备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俞磊等［40］通过开展物联网技术应用于远程中医诊断的研究，构建了基于物联网技术

的远程中医诊断的系统架构及应用方案，实践表明基于物联网技术的远程中医诊断的实施

有效缓解了名老中医诊断中的突出问题，对目前中医院名老中医现有的诊断模式产生了积

极深远的影响。

此外，物联网技术与大数据是天然盟友，一方面，面向身体健康状况监控的需要，结

合互联网 +，物联网技术可为大数据源源不断提供中医临床诊疗数据；另一方面，通过物

联网技术可将经过分析处理的大数据反馈到临床中，结合中医诊疗仪器设备能及时、实

时、动态地给出治疗方案，提高临床疗效［41］。

4. 健康大数据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社会的不断进步，特别是随着计算机科学、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

日新月异的发展，孕育和催生了大数据的概念及其应用。最早提出“大数据”时代到来的

是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麦肯锡称：“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

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人们对于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新一波生产率增长

和消费者盈余浪潮的到来”。

“大数据”在物理学、生物学、环境生态学等领域以及军事、金融、通讯等行业存在

已有时日，却因为近年来互联网和信息行业的发展而引起人们关注。大数据的出现正在改

变甚至变革着各个行业的创新模式，它也在改变着健康产业的发展轨迹。而中医在治未病、

预防保健的重大优势，使得中医与健康大数据相结合，开展健康服务具有天然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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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中医科学院与全国 20 多家国家中医药临床研究基地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直属直管医院，建立了临床科研信息共享系统，统一规范，统一采集办法，为整理、挖掘

数据提供了基础。2014 年 12 月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中医药数据中心，该中心主要目标就

是开展中医药数据资源建设。中心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任该

项目领导小组组长，中国中医科学院负责日常事务的全民健康保障信息化工程中医药项目

办公室亦同时成立。此外，全国的中医药高等院校也积极参与中医健康大数据研究工作，

如上海中医药大学成立了上海中医健康服务协同创新中心（上海市协同创新中心），湖南

中医药大学成立了数字中医药协同创新中心等，开展基于物联网与健康大数据的中医健康

服务与中医药科学研究。

综上所述，中医工程在传统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多学科交叉，不断创新，通

过建立符合中医诊疗技术特色的方法学研究体系，构建适合中医诊疗技术现代化、国际化

发展需求的科技创新平台，通过重点研究室（实验室）、临床研究基地、工程中心、科技

产业孵化基地等创新能力建设，完善中医诊疗技术现代化发展的知识与技术创新体系。其

主要任务如下：

（1）强化中医诊疗仪器设备研发能力丰富中医理论体系。通过中医诊疗技术和设备的

开发、研制及临床应用，并经过多中心、大样本采集数据，在临床中不断积累经验，形成

中医诊疗技术与理论研究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不断丰富中医理论体系。

（2）构建中医诊疗技术及设备标准规范体系。以中医理论为基础，制订一批符合中医

特点的诊疗设备的技术标准以及相应的操作规范指南；建立符合中医特点的中医诊疗设备

的评价和市场准入标准，最终形成国内外普遍认可的中医诊疗技术及设备标准规范体系。

（3）建立中医诊疗仪器设备现代产业化基地。应用多学科交叉的优势不断拓宽学术领

域和学科新的增长点，通过产、学、研相结合，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建立中医诊疗设备现

代产业化基地，研制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医诊疗设备，提高中医诊疗产品质量促进

生产的规模化和标准化。

（4）形成中医诊疗技术国际合作交流平台。在建立和完善中医诊疗技术相关重点实验

室、人才基地培养、产业化基地的基础上，抢占制高点，进一步走国际化合作的道路，建

立一批有重要国际影响的中医诊疗技术与设备研发联合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开展内容广

泛、形式多样的国际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

（5）培养多学科交叉的中医诊疗设备研究人才。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加强中医学科和

相关学科的相互渗透，立足学科前沿，培养一批具有跨学科优势的中医设备研究人才，并

鼓励中医院校设立相关专业，探索中医诊疗仪器设备人才培养的途径。

四、最新研究进展

目前这一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尚属起步阶段，但随着《国家十一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专 题 报 告

203

《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及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颁布，

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中医诊疗技术和仪器设备被列为重点研究及推广项目。目前，中医工

程领域的研究内容不断深入发展，许多技术产品开始不断涌现。在中医诊疗信息与处理、

计算机远程诊疗、诊疗技术标准、诊疗仪器产业化、促进中药产业化发展等诸多方面都具

有良好发展前景，这些良好的外部技术条件为全面开展中医工程技术研究和中医药进一步

走向世界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一）国内发展现状

由于中医药最具有“原始创新”的优势，2008 年以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度重视

中医工程的相关的中医诊疗设备发展，提出“提升、改造、开发、推广”四个一批工程，

遴选出一批中医诊疗设备生产企业示范基地，并形成中医诊疗设备推荐品目。中医诊疗设

备的发展呈现数字化、可视化、模拟化、智能化趋势。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上展出的由上海中医药大学研发的世界首台中医四诊仪，标志着

借助高科技手段，实现了传统中医望、闻、问、切的四诊诊断过程的客观化与数字化，实

现了现代信息技术与现代生物学技术的结合。除此之外，在中医四诊方面，还有脉象显影

器、多维脉象信息检测系统、声诊和脉诊自动检察系统、九路脉象计算机处理系统、三部

九候脉象检测仪、智能脉象仪、中医全自动脉象诊疗仪等，中医舌诊自动识别系统、察舌

辨证和平脉辨证计算机自动分析系统、计算机舌象识别系统、中医舌象仪，嗅觉仪；在针

灸治疗设备方面，有电针治疗仪、智能电针治疗仪、音乐电针治疗仪、经络导平仪、电热

灸疗仪、红外灸疗仪、仿灸治疗仪、频谱治疗仪、计算机控时控温灸疗仪、超声针灸治疗

仪等；在针灸经络测定仪器方面，有人体经络测定仪、耳针探测仪等；在中药方面，出现

了许多与中药加工处理相关的仪器设备与制剂，如中药自动配方发药系统、多功能全自动

煎药锅、煎药壶、全自动中药煎包机、全自动中药粉碎机、中药制丸机、自动中药熏蒸治

疗器、颗粒剂、纳米中药等；在中医医院管理、临床信息处理方面，有中医医院管理系

统、中医电子病历，中医专家系统［42］。

随着一大批诊疗仪器的更新换代与技术升级，也提升了一批诊疗仪器的技术标准，通

过中医工程学科人员及 ISO/TC249 秘书处努力，目前正式发布了电针治疗仪、红外仿真灸

疗仪等 ISO 中医药国际标准的立项，并有序推进了脉象仪触力传感器、舌象仪光照环境、

面诊仪 - 面部信息采集装置、经络诊断检测仪的技术标准等中医药国际标准和国内标准的

制定工作。

（二）国外发展现状

中医药“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健康理念及其中医“治未病”思想高度契合现代

“健康促进”理念，中医药在养生保健、重大疾病预防、慢性病早期干预的优势，促进卫

生工作关口前移，做到不得病、少得病、晚得病、保健康。此外，由于现代医药在面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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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疑难病症方面面临着挑战，于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日益重视中医药科学研究。中医药是我

国传统医学，所以在发展程度和种类上领先于国外同领域，但由于国外的科技手段及技术

水平领先国内，目前中医工程领域的研究也取得很大的进步。

1992 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成立了替代医学办公室，1998 年更名为全美补

充替代医学中心（NCCAM），其宗旨是用严格的科学方法验证补充替代医学（包括中医

药）的疗效，阐明其作用机理，并向广大民众发布准确的信息。在美国除 NCCAM 外，还

有加利福尼亚针灸委员会、美国中医研究所等科研机构从事针灸、中医药的研究。另外，

德国有中医传统医学研究院和汉堡赤心 - 杜中医研究所，英国有皇家植物园中草药鉴定中

心，韩国有韩医学研究院，泰国有东南亚泰中医药研究院等［43］。

在中医客观化及中医与工程技术结合的研究方面，我们周边的日本、韩国研究具有

较强的实力。日本政府每年拨出固定的研究经费，对中医理论客观化及中医诊疗仪器进行

了深入研究。通过集中全国优势力量成立专门的中医研究机构和院所，如和汉医药学综合

研究所、北里研究所等。这些研究机构结合本国的尖端科学技术，对传统医学开展深入研

究。韩国成立了有韩医学研究院，在高校也有附属的研究机构，如韩医科大学附属韩医研

究室、庆熙大学等也从事韩医药的研究［44］。目前，在中医工程领域，韩国和日本是我国

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五、发展与展望

近年来，中医工程学已经显示出强劲的发展潜力，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中医科研、临

床、诊疗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了中医诊疗技术的客观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研究，对继承

和发扬祖国传统医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医工程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社

会效应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经历了多年发展中医工程学科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面

对机遇和挑战，中医工程学科将通过瞄准国际先进技术、应用多学科交叉的优势不断拓宽

中医药传统学科的内涵与外延，拓展学术领域，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协同创新，实现跨越

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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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化的现状与建议

一、技术转化的价值意义概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步入全方位改革开放后提出的一个著

名论断。1995 年 5 月 15 日，我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1］，其中

第二条指出：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

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

料、发展新产业等活动。

进入 21 世纪后，科学技术及其产业化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世界各国都在

大力加快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速度。2007 年的一篇文章认为，日本等发达

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高达 80%，但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速度和转化率却远低于西方发达

国家，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均只有 15%，专利转化率只有 25%，专利

推广率仅为 10% ～ 15%［2］。

如果大量科技成果不能很好地商业化，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科技投入效益就会大打折

扣，科研的价值也就很难获得充分体现。

2015 年 8 月 29 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经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其中将第二条中的“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修改

为“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把“新技术”明确纳入科技成果转化定义的范

畴中，这是一种观念上的突破，更是对实际情况的承认，核心技术是推动成果转化得以实

施的重要源泉和动力［3］。

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高端技术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三高”特征，我

国近年来在大型影像设备、脑起搏器、骨科机器人等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实现了技术突破，

处在产业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是典型的生物医学工程发展案例，值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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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分析

（一）脑起搏器的研究、开发、转化与应用

1. 国产脑起搏器研发历程

1998 年，我国引进脑起搏器，开始了治疗帕金森病等疾病的临床实践。2000 年，在

清华大学与北京天坛医院的学术交流中，王忠诚院士建议清华大学研发脑起搏器，随着社

会发展和人口老龄化进程，功能性神经疾病的患者势必越来越多，传统的毁损术有其固有

缺陷，因此微创、可调节、可双侧治疗的脑深部电刺激疗法将成为未来趋势，临床价值巨

大，但是进口产品价格昂贵，患者很难承担。

李路明教授参加了这次学术交流，从此拉开了脑起搏器国产化序幕。清华大学牵头研

发、北京品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牵头产业化，北京天坛医院牵头临床试验，形成了良好的

产学研医合作。

2000 年，开始技术研究。

2003 年，开始工程化研制。

2005 年，研制成功样机。

2006 年，开始动物试验，科技部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立项、支持脑起搏器研发。

2009 年 11 月 26 日，首例单通道脑起搏器的临床试验植入手术在北京天坛医院完成，

12 月 24 日，成功开机，疗效良好。这是首次国产脑起搏器应用于临床。王忠诚院士参加了

手术和开机程控，给予高度评价（图 1）。在张建国教授主持下，临床试验全面展开。

图 1　2009 年 11 月 26 日，王忠诚院士参加首例临床试验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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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作为“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社会发展领域十大科技成果，参加

“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成就展，受到广泛关注。

2011 年，科技部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立项，支持可充电脑起搏器的研发。

2012 年 4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复建设“神经调控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依托清华大学，北京品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和北京天坛医院共建。这是迄今为止神经调控

领域唯一的国家级研发机构，从制度上鼓励和保障“产 - 学 - 研 - 医”的密切合作。

2012 年 12 月，结束双通道可充电脑起搏器的临床试验入组和植入手术，这不仅是我

国首次临床应用双通道脑起搏器，也是首次临床应用可充电脑起搏器，而且是首次应用可

充电的植入式医疗器械。

2012 年 12 月，脑起搏器成果入选教育部组织评选的“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2013 年 5 月，单通道脑起搏器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

证，这是我国首个获批的国产脑起搏器产品。

2014 年，双通道脑起搏器和双通道可充电脑起搏器均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这是我国首个获批的国产双通道脑起搏器，也是首个获批的国

产双通道可充电脑起搏器。

2015 年 1 月，首届神经调控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学术年会顺利召开，将“产 - 学 -

研 - 医”合作研究提高到新的层次。

2015 年 4 月，脑起搏器的异地远程程控系统发布，该系统将大大降低患者植入脑起

搏器后程控随访的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

2015 年 5 月，全球首例 3T MRI 相容的脑深部电刺激电极临床试验在北京天坛医院

完成。

2015 年 5 月，首个应用国产脑起搏器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临床试验在解放军总医院

启动。

2015 年 6 月，国产脑起搏器植入量突破 2000 例次。

2015 年 7 月，可记录并实时传输脑内局部场电位的脑起搏器动物试验进展良好，即

将开展临床试验，我国神经调控研究从并行开始走向引领。

社会各界对脑起搏器的国产化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国产脑

起搏器打破美国独家技术垄断”为题进行了专题报道，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人民

日报》《科技日报》《经济日报》《北京日报》等权威媒体对产品研发、临床试验和市场推

广的进展进行了多次报道，各网络媒体非常活跃，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脑起搏器的国产化，一方面大幅度降低产品价格，扩大接受治疗的患者人群，促进神

经调控疗法的普及和发展，另一方面提供更丰富的研究工具，促进神经调控基础研究和临

床研究的发展。

2. 清华 / 品驰脑起搏器产品

清华大学和北京品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 / 品驰”）致力于中国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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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事业的发展，提供国产化的全系列脑起搏器产品，包括体内植入产品及体外配套产

品，为医生及患者提供最全面的产品服务。

体内植入产品包括脉冲发生器、延长导线、电极和适配器，体外配套产品包括医生程

控仪、患者控制器、体外充电器、测试刺激器。

脉冲发生器的钛金属壳的外表面具有绝缘涂层，在脉冲发生器正面蚀刻有制造商、型

号及序列号标识，此面具有一定面积的导电区域，在单极刺激模式中作为正极，此面必须

朝向体外植入（图 2），并尽量远离肌肉组织。脉冲发生器在 X 射线照射下，会显示相应

的标识，用于医生在特殊情况下识别脉冲发生器的型号。此外，脉冲发生器顶盖具有在皮

下囊袋固定脉冲发生器的缝合孔。

以 G102R 型双通道可充电脉冲发生器为例，介绍脉冲发生器电路原理，如图 2 所示。

脉冲发生器由电池进行供电，主要电路包含脉冲输出电路、通信电路、控制电路及充电电

路等功能模块，脉冲输出电路用于产生、输出设定参数的脉冲刺激信号；通信电路用与医

生程控仪或患者控制器进行双向无线通信，以响应体外的编程及遥测操作；充电电路用于

接收体外充电器发射的电磁场能量，对电池进行无线充电；控制电路用于实现整个电路系

统复杂的功能与逻辑控制。为保护脉冲发生器的电路部件不受体液深入的影响，电子电路

和电池均被密封于钛金属外壳中。

图 2　G102R 型脉冲发生器外观

3. 产品特点

国产脑起搏器整体功能性能与进口产品类似，性价比要高于进口产品，在某些方面具

有突出的特点和优势，尤其在可靠性保证方面，国产脑起搏器从研究、开发和转化角度做

了大量工作，以高密度连接和密封以及无线充电为例进行介绍。

脉冲发生器的每一个通道具有 4 个刺激输出点，对应电极的 4 个刺激触点。国际上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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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脉冲发生器与延长导线或电极的连接方式非常简单，就是将延长导线或电极的插头插

入脉冲发生器顶盖，顶盖上在每个连接触点位置拧 1 个螺钉进行连接固定，并进行电气连

接，有几个电极触点就需要拧几颗螺钉，如国外早期单通道脑起搏器，有四个连接触点，

需要拧四颗螺钉，操作相对繁琐。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随着心脏起搏器 IS-1 标准连

接器的推广，进步到每 2 个连接点拧 1 个螺钉，即一个连接点位置拧螺钉，另一个连接点

使用特殊的无螺钉弹性连接器。

拧螺钉的最大弊端，是在体内植入环境下体液可能沿螺钉密封塞渗入脉冲发生器顶盖

内的连接部位。对脑起搏器而言，临床程控多使用外壳为正极的单极模式，体液渗入一方

面可能导致低阻抗，降低电池使用寿命，更严重的是未编程为负极的触点同样可能流过电

流，导致刺激副反应。因此，减少螺钉数量，一直是产品改进的重要方向之一，到 2010

年前后，国际上发展到每个通道的 4 个连接点只拧 1 个螺钉。

清华 / 品驰进一步优化了设计，研制了双重密封的高密度连接器（图 3），虽然增加

了制造难度，但是获得了卓越的连接和密封效果。延长导线插头的前 4 个连接环，对应脉

冲发生器顶盖内的 4 个连接器，从而对应电极的 4 个刺激触点，这些连接器为特殊的弹性

连接器，无需使用螺钉，4 个连接器之间通过密封圈隔离、密封。延长导线的定位环，没

有电气连接，是专用于固定的，对应脉冲发生器顶盖内的锁紧件和密封塞，用于拧螺钉固

定。这样，密封塞和端部密封圈，形成了第一重密封，中间密封圈形成了第二重密封，确

保了双重密封效果，从根源上杜绝了体液渗入。

图 3　连接器设计，上为脉冲发生器顶盖，下为延长导线插头

清华 / 品驰脑深部电刺激脉冲发生器（G101A 型单侧脉冲发生器、G102 型双侧脉冲

发生器和 G102R 型双侧可充电脉冲发生器）均采用这种双重密封的高密度连接器，既提

高了产品的密封性能，又减少了医生手术过程拧螺钉次数。

脑起搏器使用钛作为外壳，获得了优越的生物安全性和密封性，但是钛壳在交变电磁

场中，同时会起到屏蔽作用，而且因涡流效应而发热，为充电带来了困难。脑起搏器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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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充电，核心是经过皮肤和钛壳的电磁感应无线能量传输技术（图 4），技术关键一是提

高能量传输效率，二是控制体内刺激器钛壳的发热，国际上报道过脊髓刺激器在充电过程

中患者烫伤的案例，而且 FDA 发布了产品召回［4］。

图 4　电磁感应无线能量传输示意图

采用闭环功率控制，可实现不同耦合条件下的稳定能量传输，并实时测量刺激器的钛

壳、电池温度，形成了接收功率与脉冲发生器温度双闭环的经皮能量传输方案。调整体内

充电功率以改变设备功耗及发热量，调控植入物温度；调整体外发射功率以确保刺激器接

收功率恰好满足充电所需，维持稳定的能量传输。在双闭环调控之外，添加冗余的软硬件

温度保护功能，进一步提升系统的热安全性［5］。

同时，考虑到不同患者的个体情况，设置了 4 档充电强度，充电强度越大，充电越

快，但发热越严重。可使用医生程控仪调整充电强度设置，出厂默认设置为 2 档。

以某患者 8 个月的充电记录（图 5）为例，无论采用 2 档还是 3 档充电强度，发热有

限，远低于人体热伤害限值，未引起不适。

图 5　患者每次充电的刺激器温度及皮肤温度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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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可充电刺激器（G102R），提供 10 年

质保，与参数的设置和充放电周期无关，对于

刺激强度较高的患者，可充电刺激器更为适

合。10 年质保延长了刺激器的使用寿命，减

少了患者更换电池的手术次数，使得患者免受

多次手术之苦，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患者

的经济负担。可充电刺激器的出现，受到医生

和患者的广泛好评。

G102R 独 有 圆 形 设 计， 而 且 重 量 只 有

37g，提高患者舒适度，减小感染可能。

体外充电器由充电控制器、充电线圈、电

源适配器和供穿着的背带组成（图 6）。其中

前两者已相连，电源适配器可随时分离，方便

使用。

在充电过程中的发热不可避免，清华 / 品

驰的刺激器和充电器都会实时监测刺激器和充

电器线圈温度，当温度超过规定温度时，刺激

器会自动进行保护停止充电，当温度降到低于一定值，充电又重新开始。在保证安全的前

提下最大限度的提高充电效率，兼顾安全、效率和方便。

4. 清华 / 品驰脑起搏器临床应用

据统计，我国目前已有 250 万名帕金森病患者，预计到 2030 年患病人数将占全球患

者总数的一半。作为一种严重影响老年人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常见疾病，帕金森病尚无根治

方法，只能通过综合治疗控制症状、延缓进展。脑起搏器治疗帕金森病是 20 世纪末脑科

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它将电极植入大脑的特定部位，通过慢性电刺激达到治疗效果，是目

前外科治疗帕金森病的首选疗法。除用于帕金森治疗外，脑起搏器还可用于肌张力障碍、

特发性震颤、癫痫、强迫症、药物成瘾等多种神经疾病的治疗。据统计，截至 2013 年底，

全世界已有超过 11 万名患者植入了脑起搏器，而我国仅完成了 6000 多例。

随着清华脑起搏器全系列产品的上市，其市场迅速增长。截至 2015 年 11 月，清华 /

品驰脑起搏器植入中心已经达到 70 多家，覆盖全国 26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植入中心

的分布与地区经济成正比，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覆盖率较高，随着清华脑起

搏器的广泛临床应用，越来越多的中西部地区医院陆续开展了清华脑起搏器的植入手术，

清华脑起搏器植入中心已覆盖包括新疆、宁夏、贵州等偏远地区在内的多个省市。

患者方面，截至 2015 年 11 月，清华 / 品驰脑起搏器累计植入超过 2600 例次，首例

患者临床随访达到 6 年，植入手术患者遍及全国除西藏和海南以外的全部省 / 直辖市 / 自

治区以及新加坡。除了北上广等大中心覆盖率高的省市外，清华 / 品驰脑起搏器为越来越

图 6　 充电器背带，充电控制器、充电线圈
和电源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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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中西部地区患者带来了福音。

清华 / 品驰脑起搏器，具有良好、稳定的临床疗效，受到临床医生的好评。北京天

坛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联合完成了首批 40 例临床试验患者术后 2 年随访，2013 年发表在

Neuromodulation 期刊［6］；北京天坛医院完成了首批可充电脑起搏器的临床试验，2014 年发

表在“中华神经外科杂志”［7］；2015 年赵雅度教授总结我国神经外科发展历史时，特别评价

“研制成功，并已通过国家 FDA 验证，用于临床，效果优良，无疑将大大造福于患者”［8］。

清华 / 品驰脑起搏器的上市，显著降低了医疗费用，性价比高，使更多的患者能够接

受治疗，更多的医院能够开展手术，具有广阔的临床推广应用前景。

5. 总结

在脊髓电刺激、脑深部电刺激、骶神经刺激、迷走神经刺激等各类神经调控疗法中，

脑深部电刺激是国内发展最好、手术量最大的，但每年 3000 例次量级的植入量，相比庞

大的患者人群还是很不够的。历史经验证明，对于严重依赖高值医用耗材的疗法，只有国

产化才能迎来飞速发展，血管支架、人工关节等成功经验莫不如此。

归纳起来，国产化一方面能够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扩大接受治疗的患者人群，扩大

开展疗法的医院数量和手术数量，提高加快政府和社会对疗法的认知和重视，促进神经调

控疗法的普及和发展，另一方面国内研发平台能够提供更丰富、可定制的研究工具，为医

学研究提供工程支持，形成医工结合研究的良好互补，促进神经调控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

的发展。

（二）骨科机器人的研究、开发、转化与应用

1. 骨科机器人国内外发展现状

医疗机器人具有学科交叉广泛、高新技术应用密集等显著特点，具有高度的战略性、

带动性和成长性，其战略地位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机器人

开始进入骨科领域。国内外众多机构对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发工作，在手术机器人技术

与系统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它们在临床应用中所表现出的突出能力，提高手术精度、降

低手术伤害、减轻医生劳动强度等，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更有多个系统获得了包括美国

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在内的各国医疗器械监管当局的许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推广

和应用。历经 30 年的发展，手术机器人由实验研究走向商品化，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新

兴的高科技医疗器械产业。

按照手术功能的不同，国际上的手术机器人系统主要包括定位机器人和操作机器人两

大类。其中，操作机器人以美国 ISS 公司达·芬奇手术机器人（da Vinci）为代表，在腔镜

类手术中占据绝对优势。在手术定位机器人领域，国内外几家推出产品的公司基本处于同

一起跑线上，国外已经上市的产品主要包括：以色列 Mazor 公司的脊柱外科手术定位系统

（SpineAssist）、法国 Medtech 公司的 ROSA 机器人等。

以色列 Mazor Robotics Ltd 公司的脊柱外科手术定位系统（SpineAssist）—用于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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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脊柱融合术中螺钉植入方向的机器人。其主要优势在于手术时直接将并联机构安装在

脊柱和颅骨上，微创介入手术过程时间短，辐射少，植入精度高。本质上 Spine Assist 还

是一个器械导引装备，不能主动进行手术操作。另外，SpineAssist 仅用在两到三节脊椎的

手术中，对脊柱矫形等需要操作更多椎段的手术缺乏实用性。截至 2013 年底，SpineAssist

全球装机量为 77 台，植入内植入物 45000 个。该产品 2014 年 8 月取得我国 CFDA 的注册

证，目前定价超过 1200 万人民币。

法国 Medtech S.A. 公司的 ROSA（ROSA Surgical Device）—神经外科立体定向手术

的导航机器人系统，用于脑深部电刺激器植入术（DBS）、立体脑电图（SEEG）、活检等

立体定向术，神经系统肿瘤切除术，癫痫灶切除术。

由六自由度关节机器人和图像引导手术软件组成。医生首先根据术前影像在计划软件

上规划手术路径，然后 ROSA 通过立体定向头架或无框架系统注册患者，最后机器人手臂

在医生的监督下按照规划的轨迹准确而安全地移动到预定位置。截至 2014 年底全球装机

量 33 台（中国 3 台），总手术量超过 1500 例。该产品 2014 年 9 月取得我国 CFDA 的注册

证，目前国内定价超过 850 万人民币。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骨科手术机器人产品是国内唯一获得 III 类医疗

器械产品注册证的骨科手术机器人产品，具有完整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与国际竞争者处

于同等技术水平，设备研发凸显了医学与制造、信息等相关学科的广泛交叉、深度融合，

临床应用表明：产品在术中精准定位、手术精密操作等方面表现卓越，能够为患者提供最

佳治疗方案，实现微创手术和安全手术。公司立足我国的政策和市场优势，有望获得定位

机器人产品国际领跑地位。

2. 天智航公司骨科机器人产品研发历程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骨科手术机器人产品源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

积水潭医院合作完成的“863”项目（2001 年）成果，在该项目中成功完成了国内首例手术

机器人辅助骨科手术和首例远程骨科机器人手术，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基于这一科技成果，天智航公司从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骨科机器人的产业化工作，在

没有产品标准、检测方法、临床试验规范可借鉴的前提下，先后完成了骨科机器人产品标

准制订、产品安全性和有效性检测以及产品质量体系认证等工作，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和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成功完成产品临床试验并于 2010 年 2 月获得了骨科机器人产品注册

许可证（国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 3540188 号）。这是我国第一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医疗机器人产品。公司也因此产品成为继美国 ISI 公司、美国 ISS 公司、瑞典 Medical 

Robotics 公司、以色列 Mazor 公司之后全球第五家获得医疗机器人注册许可证的公司，填

补了国内空白，在骨科机器人技术领域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此后，公司立足自主研发，并充分整合高校和医院的研发资源，于 2012 年成功推出

第二代骨科导航手术机器人（GD-2000）。该系统可以辅助完成股骨颈和骨盆骶髂关节骨

折的微创手术治疗，将手术定位精度提高到 1mm，并将术中辐射剂量降低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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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基于过去坚实的骨科手术机器人系统开发和产业转化的基础，目前已推出第三代

通用型骨科机器人导航定位系统产品（TiRobot），并实现了重大的技术突破（图 7）。

图 7　第三代骨科手术机器人产品（TiRobot）

（1）该产品基于灵活性最高、技术也最成熟的 6 自由度关节式机械臂和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定位算法，提供了一种通用化的手术定位平台，可用于创伤、脊柱、神经外科等多

种手术中的精确定位，解决了过去的骨科手术机器人功能相对单一、临床适应证范围狭窄

的问题，具有十分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2）该产品实现了机器人与光电导航两大技术体系的有机融合，整合了光电导航实时

追踪和机器人高精度定位的优势，实现基于光电导航实时位置反馈的伺服控制，进一步提

高手术定位精度和产品的临床适应性，保障手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3）该产品兼容术中 X 光透视、术中 CBCT、术前 CT 等多种模态的医学影像，并可

实现个性化的手术规划与导航辅助，因此提供了一种具有高度灵活性和适应性的智能化手

术解决方案。

该产品的技术方案和性能水平已经与国际竞争对手处于同一水平，立足中国的政策和

市场优势有望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超越对手获得领跑地位，从而在骨科手术机器人领域树

立起国际领先的品牌和影响力。

目前该产品已经完成产品标准制定、通过了医疗器械产品检测、并且通过了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成为目前唯一进入特别审批程序的手术

机器人产品。这也将大大缩短该产品的注册周期，从而进一步提升和巩固公司在骨科手术

机器人领域的领先地位。

公司与多个著名院校（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和知名医院（北京积水潭医

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等）建立了稳定高效的“产 - 学 - 研 - 医”协同创新平台，清

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公司提供工程技术支撑，北京积水潭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医院为公司提供临床技术支撑，公司致力于产品的产业化开发；并共同建设了医疗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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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北京市工程实验室（2012 年获得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认定）。

这一合作研发模式，充分发挥了企业、高校、医疗机构的优势，保证了公司持续的研

发创新能力。公司外聘了多名业内专家组成了技术委员会，负责对公司产品研发工作进行

论证、咨询和决策。公司承担了多项国家科技项目研发任务，在高科技成果产品化研究方

面具有丰富经验。

3. 产品特点

（1）手术精准定位。既往骨科手术定位的主要方法

是反复透视引导下的徒手定位，该方法并发症多、对医

患辐射损伤大。公司研发团队从临床角度出发，依据双

目立体视觉定位原理，建立了手术空间配准模型，创新性

地提出基于 X 射线透视影像的骨科双平面定位方法，利

用现有的正侧位 X 光片即可实现手术部位的三维精准定

位。经过千余次试验优化，精度最终稳定到 0.8mm，较国

际三维定位技术提升 20%，透视减少 73%，实现了骨科手

术定位技术的重大突破（图 8）。

（2）基于光电导航实时追踪的机器人伺服控制。将

光电导航与手术机器人有机结合，综合光电导航实时追

踪和机器人高精度定位的优势，实现基于光电导航实时

位置反馈的伺服控制和基于虚拟透视图像的伺服控制，

进一步提高手术定位和操作精度，保障手术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图 9）。
图 8　定位原理

图 9　位置实时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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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性化手术规划。临床上骨折的部位、类型各不相同，要达到精准治疗，就必须

实现个性化的手术规划。公司研发团队利用自主研发的定位标尺，建立手术影像与患者、

机器人之间的空间映射关系，实现二维影像与三维手术空间位置的配准；然后利用虚拟现

实技术，将术中影像与医生的手术规划结合，从而制定出最优的个体化手术方案（图 10）。

图 10　软件规划

（4）机器人手术临床操作规范。要实现机器人的精准、安全运行，必须制定规范的

机器人操作流程。公司研发团队同北京积水潭医院等权威医疗机构密切配合，通过充分调

研我国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实际临床环境，建立起骨科手术机器人临床环境配置标准，建

立临床路径、技术规范和操作指南，积极探索培训模式，实现机器人辅助手术操作的流程

化、规范化和标准化，保障了手术机器人技术在我国的临床应用推广。

（5）机器人手术安全控制。安全性对于手术机器人来说是需要首要保证的重要因素，

通过建立多重安全控制策略，实现完善的分级、主被动安全控制方式，保证手术的可靠与

安全。建立机器人规划仿真手术路径、软件复核确认手术指令、术者手动调节执行末端的

三级安全控制策略，避免了手术误操作；通过实时监测机器人各关节驱动电流来控制机器

人的驱动力矩，实现机器人的碰撞检测来保障系统使用安全性。

4. 天智航公司骨科机器人临床应用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提高，骨科疾病已经位居全球人类死因的第 4 位，日趋

成为严重影响人类生命和健康的突出问题。我国每年骨创伤病例超过 2000 万个，其中

79.35% 的患者需要手术治疗，2008 年仅积水潭一家医院每年手术量高达 33000 多例，居

亚洲之最。而随着骨外科手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微创理念的不断深入，骨科手术对定位精

度的要求越来越高，术中辐射伤害问题也日益突出。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骨科手术机器人有术前手术规划，术中

影像采集、智能定位手术路径、术后效果评估等功能。在临床上，根据患者的实际解剖特

点可广泛适用于创伤、脊柱、关节的微创手术，使骨科医生可以更安全、更精确地开展许

多传统定位手段无法完成的手术，手术预后效果优良，使用天智航公司机器人的微创手术

与常规手术相比减少 70% 以上的术中辐射，提高手术效率 20% 以上。针对各主要适应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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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效果如下：

骨盆骨折内固定手术：用于髋部骨折和骨盆骨折等［9］骨科高难度手术的微创治疗。

等骨盆骨折多由高能量创伤引起，死亡率高达 30% ～ 50%。由于骨盆解剖结构复杂，密

布重要的神经和血管，手术操作困难、风险极高。骨科机器人可通过图像分析和专家数据

帮助医生设计最优手术路径，利用机器人实现手术工具的精确定位，达到辅助医生准确置

入螺钉［10］、实现最佳手术效果，辅助医生实施精确的骨盆骨折手术。

股骨和胫骨骨折手术：应用骨科手术机器人系统，使带锁髓内针的置入简单、方便。

带锁髓内针治疗长骨干骨折已经成为主流手术，但远端锁钉的闭合锁定（尤其股骨）仍为

难点，手术时间较长，术中 X 线辐射量大。而应用骨科手术机器人系统，可以准确闭合

复位和检查髓内针的置入位置，提高了闭合锁钉的准确性，有效地缩短了手术时间，避免

长时间的 X 线辐射对患者和医务人员的损害［11］。

经皮椎弓根内固定术：是目前脊柱外科常用的方法，但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引导经皮

穿刺螺钉的置入，通过经皮穿刺小创口直接置入腰椎椎弓根钉和棒，在不影响脊柱内固定

效果的前提下，大大减小了手术创伤。骨科手术机器人系统的应用，能显著提高该手术的

成功率。

椎体成形术：机器人导航下穿刺针直接穿刺到病变的椎体内，通过特制的导管向被破

坏的椎体内注入骨水泥，加固椎体，减轻或消除疼痛。这项技术主要是针对骨质疏松引起

的脊柱压缩性骨折，对于因肿瘤转移而引起椎体病变的患者，还可起到杀死肿瘤细胞的作

用。使用骨科手术机器人系统进行该手术，可大大降低医生和患者的 X 线辐射量。

此外，天智航的骨科手术机器人系统还可以应用于股骨颈骨折［12-13］、转子间骨折、

股骨和胫骨的截骨矫形术，还可与内窥镜辅助下的微创骨科手术结合，做到标准化操作、

安全、准确、微创，提高手术质量，减少手术风险，降低致残、致死率，降低手术并发

症、降低术中辐射，减轻患者的痛苦；同时术后恢复快，降低住院费用及其他费用，节约

治疗成本。

产品一经推出就得到了临床的高度认可，目前已经在北京积水潭医院、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医院、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北京市海淀医院、北京市昌

平区医院、新疆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得到应用，已经累计开展临床手术

近 2000 例。产品的应用推广，将使先进的手术技术得以在省市级医院甚至基层医院开展，

将可减轻群众外出看病的经济负担，降低二次手术率。产品的产业化将促进微创手术技术

的推广，造福广大患者，对提升我国骨科治疗的整体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5. 总结

过去的 30 年是手术机器人由实验研究向商品化发展的重要阶段，目前已有数千台手

术机器人在全世界的医院和医学中心使用。相比之下，未来 30 年内医疗手术机器人产品

种类和数量更有一个质的飞跃。然而纵观国内外产业发展，创新医疗器械的开发和产业化

周期长、投入大、壁垒高。从原理样机的开发到工业样机定型、注册产品标准的制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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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注册检验、临床试验、技术审评等环节，才能获得临床准入的资格。作为创新性产品，

进入临床常规性应用需要接受很大的考验。

骨科手术机器人操作持续稳定，内植物实际置入位置与规划理想位置的符合率为

100%，其中优良率 98.7%；有效减少内植物置入完成时间，提高手术效率 20% 以上。建

立骨科手术机器人产品质量体系和性能测试平台，填补我国在骨科机器人产品标准、检测

标准方面的空白。机器人系列产品获评国家重点新产品，极大提升了我国高端医疗装备产

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骨科手术机器人将临床需求、技术革新与成果转化紧密结合，借助多学科交叉优势，

创新计算机辅助微创骨科手术理念，是产、学、研、医十年以上不间断持续合作的成果。

围绕及时诊治、精确治疗为目标，以数字化、网络化技术与临床治疗创新结合，提供骨科

疾病及时救治临床解决方案，形成骨科临床新技术、新设备和新策略。普及先进的骨科手

术技术，推动临床治疗理念和手段的进步。

高端手术装备长期被国外产品垄断，使国产产品在持续创新、技术转化及临床应用方

面达到或超越国际先进水平，一方面需要医疗、卫生、产业等各类要素资源紧密对接，另

一方面需要建立促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长效合作机制，探索转化医学与健康研究与示

范融合创新发展新模式，共同推进重大科技成果产出、转化和产业化。

三、临床的观点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人们健康状况及保健意识的提高，大部分国家政府着力完善

医疗保障政策，带动各国对卫生医疗需求的快速发展。医疗数字化、信息化是全球医疗器

械行业的重点发展方向［14］。数字化医疗器械是关系到人类健康的新兴产业和知识密集型

产业，其产品凝聚了大量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是各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

一。2014 年全球医疗器械产值已达 3900 亿美元，平均增速达 7% 左右，是同期国民经济

增长速度的两倍左右；同时，医疗器械发达国家医疗费用支出占据国内 GDP 的比例一般

达到 5% 以上，其中，数字医疗及其产品占据主导地位，产值比重超过 50%。因此，无论

是从国际市场还是从国内市场来看，数字化医疗器械的发展潜力巨大。

我国数字化医疗器械领域的技术研究起步较晚，市场长期被国外巨头垄断。医院多

为单纯引进国外设备，真正意义上的基础与临床实用化研究较少；同时，由于国内产业技

术创新机制体系尚不完备，临床医生很少有机会参与真正满足临床实际需求的智能骨科手

术技术医疗器械产品的研发。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医院，正在逐步形成全球最大

的数字化医疗设备消费市场，市场宏大，发展空间巨大。临床上亟须发展真正面向国内现

有临床实际需求、兼容现有医院临床医疗资源配置、符合中国医生操作习惯的智能医疗装

备。针对上述问题，持续开展技术转化研究，研发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医疗产

品［15］，推动我国高端医疗器械的应用和推广，缓解医疗资源及矛盾，提升治疗效果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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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创新能力，面临巨大机遇。

四、问题与建议

（一）明确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

科研活动中，最核心的是人，只有人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才抓住了根本。近年来，

很多地方或单位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上先行先试，取得了良好效果。如山东省规定，

转化收益最低 60%、最高 95% 可以奖励参与研发的科技人员及团队；湖北省规定，高

校、院所研发团队在鄂实施科技成果转化、转让的收益，其所得不得低于 70%，最高可

达 99%。北京市也于 2014 年发布《加快推进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协同创新若干

意见（试行）》［16］，规定“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所获收益可按不少于 70% 的比例，用于

对科技成果完成人和为科技成果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进行奖励，支持高等学校科学研

究、成果转化和教育教学工作。”

但在实际过程中，涉及具体单位，尤其是教育部所属高校，具体的政策措施出台速度

明显滞后，这不利于真正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二）建议加大推广应用扶持政策

创新医疗器械产品临床规范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科研成果市场开发链条的短板。我国

医疗器械产业长期以来都是处于仿制跟踪的现状，缺乏临床规范的研究工作。对于创新医

疗器械产品来说，有必要研究临床规范，制订相应的诊疗路径和技术规范，加速创新产品

的推广应用。

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周期长、投入大，但进入到推广应用阶段面临的挑战更大，其中

创新产品医保不覆盖、医院不认可等是推广应用阶段面临的最大障碍，建议政府相关部门

从医保、示范应用等方面出台更多的扶持政策，推动高端医疗器械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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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Report

Report on Advances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Medicine science is confronting a fundamental change, and its core is adjusting the focus on the 

disease (diagnosis) to on the people’s health. However, statistics show that people’s health and 

life depend mainly on their life style and behavior (60%). Therefore, this change will inevitably 

involve the change of methodology basis, which will be a very long historical proces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eople’s health, it is inevitable to choose engineering science. 

Therefore, adjusting the focus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to on people’s health is not only to 

adapt to the revolution of medicine science in twenty-first century, but also is the need to open 

the door of medical reform. It is necessary to point out that human performance engineering is 

not opposite to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t all; instead, the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is 

the core idea and is the sublim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uniform methodological basis from 

the practice aspect. However, 25 years ago, the Chinese Society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CSBME) advocated the strategic guiding ideology of “walk the road of our own, and develop 

‘economical’A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nd it is the sam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medical engineering.

In this respect, this report gives a comprehensive report and focuses on the medical neural 

engineering (represented by brain pacemaker and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technology) , medical 

AEconomical：reduce the financial burden on social medical treatment, to control medical exp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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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 (represented by orthopedics surgical robot) , medical ultrasonic engineering (represented 

by industrial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ultrasonic elastography, etc.) , extracorporeal artificial 

liver support syste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irst aid medicine engineering and wearable 

technology and other branch fields. The report demonstrates the main progress of China’s 

biomedical engineering discipline in recent years. In particular, it highlights the integration of 

medical professionals and the development results of the “Economical” biomedical engineering.

Written by Tao Zu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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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s on Special Topics

Report on Advances in Neural Engineering

Neural engineering is an interdiscipline closely merging together with neuroscience and 

engineerings. It applies the engineering techniques to understand or exploit the properties of 

neural system, and furthermore to enhance, repair and replace the functions of neural system. 

Recently, neural engineering has become one of the research frontiers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8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fields in neural engineering are selected in this report, including neural 

modulation, neural feedback,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neural imaging, neural rehabilitation, 

neural electrodes, optogenetics, and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 . Their histories and 

current statuses are introduced. Meanwhile, the future perspectives are explored in the report.

Written by Gao Shangkai, Li Luming, Tong Shanbao, Yao Dezhong, Li Guanglin,  

Gao Xiaorong, Pei Weihua, Ming Dong, Yin Tao, Wang Yongting

Report on Advances in Medical Ultrasound Engineering

Ultrasonography has some advantages such as noninvasive, real-time and easily accessibl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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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the most widely used diagnostic imaging technique in clinical applications.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and urgent demand of early diagnosis for major diseases, medical 

ultrasound has undergone a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with material science, biological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ew theories, methods, and devices are constantly 

emerging.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targets of medical ultrasound focuses on three directions:  

(1) faster imaging speed and higher resolution;  (2) more functional information other than 

morphological information;  (3) integration of diagnosis and therapy. This report summarizes the 

up-to-date researches in this field in China and abroad; and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industry 

is also reviewed.

Written by Chen Siping, Gao Shangkai, Song Jianning, Wan Mingxi, Zheng Hairong, Li Yong, 

 Alfred Yu, Liu Guoqiang, Lu Minhua, Peng Yu, Chen Xin, Xia Hui, Song Jianning

 

Report on Advances in Medical Robot

In recent years, the medical robot got a rapidly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s of medical and 

health-care. Medical robotics had applied in all aspects of clinical surgery, diagnosis, 

emergency rescue, rehabilitation and home healthcare and to promote a new type of medical 

and rehabilit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of the health-care model. Medical 

robotics is the integr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of cutting-edge of technology mechanical 

engineering, electronics, automatic control, computer science, sensors and actuator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us, medical robotics is an important symbol and embodiment of 

the level of high-tech development. Most of the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introduced 

strategie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robotics. In the past decade, medical robot-

related key technologies and systems integration hade been conducted in China which deals 

with most of the key technologies and system integration issues, some of the system had 

been used in clinical applications. Along with the evolution of new generation of Interne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data, medical robots will benefit from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elated technologies, and will boost more and more clinical techniques of minimally invasive, 

intelligent surgery and information-based healthcare. This report is divided into 5 parts, the 

overview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medical robot, key technology of sensing and contro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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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robotics,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medical robots in China is 

reviewed, and the prospective of medical robot engineering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is looks 

forward.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us of 

medical robot, we hope to give a panorama of this field.

Written by Yang Hu, Wang Guangzhi, Liu Wenyong, Zhang Songgen, Liu Yajun, Sun Jinggong,  

Su Weihua, Yang Yang, Wang Lei, Xiong Jing, Sun Yuning, Wang Binbin, Wang Baohui

Report on Advances in Bio-or Hybrid Artificial Liver Systems

Liver failure is a syndrome with rapid progress, poor prognosis and a high mortality estimated 

50-80%. Liver transplantation is the standard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liver failure; however, 

many patients on waiting lists cannot receive a transplant because of the shortage of organ 

donors. Thus, artificial liver systems (ALS) are widely used in clinics aiming to provide 

temporary support of liver function while maintaining extra-hepatic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liver failure. ALS have consistently shown beneficial effects o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liver 

failure. According to the guideline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liver failure in China, AL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including non-bioartificial liver (NBAL) , bioartificial liver (BAL) 

and hybrid artificial liver (HAL) .

The NBALs are the only ALS used in clinics and show their consistent detoxification ability and 

amelioration of hepatic encephalopathy, while only Li-NBAL has presented positive results for 

increasing survival rate. Especially, Li-NBAL has been used to remove cytokine storm occurring in 

severe patients infected by H7N9 virus. The BAL and HAL add more functions such as synthetic 

function by incorporating a cellular component and important advances have been achieved in the 

design of BAL and HAL, but the current systems are far from meeting the ideal. In this report, the 

state of the art of ALS will be presented, after which the trends of ALS are discussed.

Written by Li Lanjuan, Chen Jiajia, Du Weibo, Huang Jianrong, Pan Xiaoping,  

Zhu Danhua, Zhang Yimin, Yang Qianqian, Cao Hongcui, Liu Xia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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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on Advances in Technology of Wearable Devices

The modern healthcare is inevitably tied to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es. In this context, the share 

and impact of wearable devices for monitoring, prevention, detection and treatment of health issues 

increases. With the present work, we aim to shed light on the state-of-the-art in the field of wearable 

medical devices. We reveal the roots and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their predecessors, introduce the 

most recent achievements and discuss particular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trends of progress in that 

field. Our review covers the relevant technological standards, sensors, integrated circuit solutions 

and communication methods that form the frame of mobile healthcare.

Written by Wang Lei

Report on Advances in Military Medical Engineering and 
Medical Equipments

Emergency medical rescue & military medical equipment refers to all the medical appliances, 

instruments & equipments, transportation tools and relevant equipments applied in emergency 

medical rescue and military emergency treatment. They are mainly used in on-site first aid, continuous 

treatment, three-dimensional transportation and early treatment of field hospital of casualties needed 

in wars, emergency events, major disasters and emergency first-aid before hospitalization, as well as 

some specialized treatment, epidemic prevention, “three-prevention”medical rescue and simulated 

training. In recent years, the R&D of emergency medical rescue & military medical equipment has 

caused high atten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rmed forces.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ency medical equipment at home and abroad ha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First, optimize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and strengthen top-level design. Second, series of R&D of equipments match 

each other with functional integration of single equipment. Third, miniaturize large-sized equipment 

and improve the portability of equipment. Fourth, make breakthroughs in key technologies and c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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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research on intelligent equi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medical equipment at home 

and abroad ha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First, strive to push forward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equipment. Second, continue to perfect the high-tech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equipment. 

Third, push forward the applic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in construction of training equipment of medical 

servi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ergency medical rescue equipment and military medical equipment 

are collectively embodied in such new-type equipments as first-aid resuscitation backpack, integrated 

comprehensive first-aid unit, tent-type hospital, rescue robot and field operation robot. In view that 

the R&D and construction of China’s emergency medical rescue and military medical equipment 

started later than that in other countries, and the investments have been limited, China is still lagging 

behind compared with the demands of modernized rescue medical equip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he technical capabilities of advanced countries. Currently, China’s emergency medical rescue and 

military medical equipment planning consists of on-site first-aid, frontline field hospital treatment and 

base hospital, which offer three-grade guarantee, with each transportation link of casualty connected 

by casualty evacuation tool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grading treatment”, different treatment 

phases have different tasks, and the corresponding equipment demands see apparent discrepancies. 

The equipment emphatically aid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12th Five-year Development 

Plan Period mainly focused on field hospitalization which emphasized the“latter”part. Therefore, amid 

the whole system, the forefront on-site first-aid equipment lagged behind apparently, which were not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demand. The detailed demonstrations are as follows: APerformance of on-site 

treatment apparatus lags behind. BEquipment for judging injuries and special first-aid is insufficient. 

CConcepts of first-aid operation are not enough independent, and equipment orientation is unclear. 

D Such concept as life support ground and in-air cross-platform three-dimensional evacuation is 

unclear. E Such important medical materials as blood and oxygen are lacking in on-site guarantee 

capability. China should carry out emphasized researches on the following 10 sectors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Development Plan Period:  Adesign, appraisal and demonstration of equipment system;  

Bwounded personnel searching and rescue robot’s key technologies and equipment; Cnew-

type material and technologies of on-site wound binding and hemostasis and first-aid apparatus; 

Dinjury examination, rescue skills and equipment; Eemergency disposal operation’s key skills 

and modularization; Fkey technologies and equipment of blood/oxygen guarantee; Gkey 

technologies and equipment of cross-platform life support transportation; Hair-delivered medical 

treatment system; Imedical rescue equipment in special environments; Jfast evaluation 

technologies and equipment of psychological manipulation capability under stress conditions.

Written by Sun Jinggong, Dong Xiuzhen, Zhang Guang, Xu Ca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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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on Advanc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ngineer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ngineering (TCME) , a significant branch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is an inter-discipline compose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Engineering,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unded in the late 1970. “The organizing 

biomedical 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was set up in 1984. In 1987, Chinese 

Society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pproved that Socie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ngineering was established. 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carry forward and 

develop the TCM, the development of TCME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echnology and the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which helps to fully raise the academic level of TCM.

The development of TCME,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spect, was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the field 

of TCM. For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CM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quipment, the National 12th Five-year Sci-Tech Support Plan set TCM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quipment research project specifically. And the progress of TCM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quipment also promoted establishment of the ISO/TC249 committee (TCM technical 

committee).

Written by Liu Baoyan, Pan Guijuan, Lu Xiaozuo, Yan Junfeng, Niu Xin,  

Su Mingliang, Li Chunqing, Zhang Zhiguo, Zhao Sanqiang,  

Zhang Qiming, Yang Huayuan, Gao Yetao, Wang Guohui

Report on Advances in Transformation of Sci-tech Achievements

To speed up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tech achievements has become China’s national will. 

The opportun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device with high technology is 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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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 pacemaker, which is produced by Beijing PINS medical device Co., LTD. (PINS) , and 

Orthopaedic Robot, which is produced by Beijing TINAVI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TINAVI) , are typical achievements innovated by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Brain pacemaker was develop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produced by PINS. Beijing Tiantan 

hospital and many other hospitals did clinical trials of brain pacemaker. In 2013, PINS got 

the first domestic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of brain pacemaker, which issued by Chin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he monopoly of American company was broken. PINS has a series of 

brain pacemaker products now, which possess an apparent advantage over quality, price and 

service compared with foreign products. The original technology of orthopaedic robot came 

from the 863 project’s achievement by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and 

Beijing Jishuitan Hospital. By now, TINAVI has completed the three generations’ development 

of the orthopaedic robot and got the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issued by Chin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he performance is almost the same as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ors. Based on 

China’s market and policy, TINAVI is expected to be a leader in future medical robot marke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medical device needs long time and large investment. 

Policy for motivation of researchers needs to be implemented by local government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re are more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The 

government support are needed in many ways, such as health care, demonstration application.

Written by Li Luming, Zhang Jianguo, Guo Yi, Zhang Songgen,  

Hao Hongwei,  Hu Chunhua, Mao Li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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