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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保障医疗机构室内的空气质量呢？医疗机构室内

的空气质量如何保证呢？

在高度敏感的卫生保健设施环境中，同时有传染性病人和

高度易感染病人在接受治疗，因此最大程度降低感染和疾病传

播的可能性至关重要。

如果不能正确监测和管理室内空气质量，会因为住院时间

延长而增加费用、致使医疗机构承担相应责任，更重要的是为

病人和医护人员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医疗机构中的室内空气质量(IAQ)问题根源
●机构内部人员产生的传染性病原体，例如结核、风疹(麻

疹)和流行性感冒。

●通常存在于人类环境的病原体，可能会危及免疫系统受损

的病人。此类生物体包括烟曲霉(一种常见的霉菌)等。

为了控制传染性病原体的运动和扩散，机构设计者和管理

者建立了两种特殊的通风空间：

AII——空气传染隔离/病人隔离室

PE——保护性环境设施

小课堂：

AII和PE设施属于基础设施，限制传染性病原体扩散，但并

不能做到万无一失。即使最好的空气过滤和气流设计，都可能

因为维护不善或操作不当使其大打折扣。

“有一家医院曾经由

于经费紧张而关闭了ICU天

花板上的风扇，在明尼苏

达的夏天，当湿度达到极

高水平时，ICU内开始下

雨。水从天花板上掉落，

滴在病人身上。他们使用

四、五间重症监护室来转

移病人，才使这种情况得

以结束。”

“最近肿瘤患者中曲霉病爆发的原因是因为邻近建筑正在

施工，造成了HSCT手术室所在的大厦减压。未经过滤的室外

空气通过门窗流入大厦，使HSCT手术室中的病人接触到真菌

孢子。”

                                       ——CDC（疾病控制中心）报告

发生上述问题时，Fluke 985等尘埃粒子计数器可帮助医院

工作人员和工业卫生技术人员检测粒子浓度的上升情况，判断

根源，以及检验补救措施的有效性。

Fluke985是如何做到让

粒子“可视化”的呢？
Fluke 985粒子计数器工

作时，泵吸入已知容积的空气

样本通过激光束，容积一般为

一升。当空气中的粉尘粒子通

过激光束时，每个粒子都会反

射或“散射”激光。光电探测器检测散射光，并产生模拟电信

号。较大粒子散射的光较大，形成高压电子“冲击”。内置电

子电路跟踪冲击并统计6种粒子尺寸的数量，范围从0.3μm到

10μm。大于10μm的粒子一般会从空气中沉淀下来。

人类肉眼可见的最小粒子直径为50μm，在我们生活的环

境中更多的是肉眼无法分辨的细菌病毒。常见的病毒（真菌）

分别有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几种，它们的

直径大小不一，想要一次同时捕捉并进行计数是比较难的。

但是Fluke985有6个通道，可以一次捕捉0.3~10μm的粒子，

肉眼看不到的，就交给它吧！

尤其重要的是，粒子计数器可帮助医疗机构管理者：
●建立特定空间的粒子浓度基线。

●检测尘埃粒子浓度水平是否偏离基线或者处于“正常”

水平。

●及早发现潜在隐患，例如操作程序变化、设备故障、维护

缺失，或者施工区与病人区未有效隔离。

●在改造之后测量粒子浓度，确保补救措施有效性。

用尘埃粒子计数器进行污染测试

「粒子采样(即粒子的总数量和尺寸范围)是评估HVAC（暖

通空调）系统感染控制性能的实用方法，重点在于评估过滤器去

除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直径< 5 μm)或较大颗粒物的效率。」

                                       ——CDC（疾病控制中心）规定

1.基线测试

为了知道何时发生了“异常”，就必须存档正常的粒子水

平，包括空间内和流入空间的新风中的浓度水平。

在洁净度较高的医疗机构中，一般         在普通办公环境中，一般将室外

将空间内和流入空间的新风中的浓         空气中的粒子数量作为基线

度水平作为基线

2.维护测试

在确定基线后，需要定期进行后

续测试并存档。通过后续测试，能够

及早发现异常迹象，使机构管理者能

够及时干预，防止人员生病。

←应根据环境洁净度要求制定不同的测试

流程

3.过滤测试

利用Fluke 985测试过滤介质上游和下游空气中的粒子浓度

水平，可检验过滤器工作是否正常。

当今的客观分析应提供：

● 工作压力计，过滤器组的检查信息

●针对过滤泄漏的过滤器客观粒子分析

粒子分析步骤目前尚未标准化，但将过滤测试前后的大气

粉尘粒子尺寸进行比较，有助于保证90%效率的过滤器能够去

除90%的尺寸大于0.5 μm的粒子。

                                                         ——Andrew Streifel

4.定位粒子源

Fluke 985可帮助判断粒子

数量升高的区域，并最终引导用

户找到粒子源。例如，漏气的

管道可将未经过滤的空气送入房

间，工作区上方的天花板吊顶会

积攒灰尘。

5.检验修复措施的有效性

解决了粒子浓度较高的问题后，随后进

行的测试可显示采取的修复措施是否确实有

助于降低粒子浓度水平。

在有效的室内空气质量(IAQ)计划中，

Fluke 985等手持式尘埃粒子计数器是一种

非常重要的工具。可为设备经理提供检测

IAQ问题、判断和解决根源以及检验条件何

时恢复到可接受水平所需的数据。

Fluke 985 手持式尘埃粒子计数器
如何应用于医疗行业

穿戴式医疗仪器可实现对人体非介入式、无创的医疗监

测，具备可移动操作、使用简便、长时间持续工作等特点。可

以减少病人的生理和心理负担，达到更好的检测效果。因此，

它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关注。

目前，穿戴式医疗仪器在实现从人体上的监护仪器到用户

端上位机的无线传输手段包括蓝牙、射频、红外等。从现有文

献看，以蓝牙的使用最为广泛。但蓝牙的成本高，这对于仪器

未来的普及是个很大的障碍。红外的传输距离短、抗干扰差，

现在已基本不使用。射频具有价格低、传输距离长等特性，特

别是高性价比射频芯片的不断出现，使得它的使用也越来越受

青睐。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nRF905射频芯片，来实现生理信

号的无线传输。同时，相对于其它类似的设计，本设计还充分

考虑了用户生理信息的安全性，在数据无线传输前对数据进行

了加密处理，以保护用户的健康隐私。

系统结构的设计
本设计的总体结构由生理信号采集电路、数据加密、射

频发射、接收及用户主机几个模块组成，如图1所示。首先

由采集电路获取所要监测的生理数据；然后将获取的数据进

行加密处理后，再通过射频发给用户主机；主机将接收到的

数据进行后续处理。前端和后端之间可以通过射频进行相互

的通讯。

图1、总体设计框图

采集电路
采集电路主要是由传感器电路、放大滤波电路及A/D转换

等组成。

（1 ） 传 感 器 电 路 ： 传 感 器 是 将 所 要 监 测 的 生 理 信 号

转化为电信号，监测不同的生理信号需要采用不同的传感

器。在本设计中，主要对心电和脉搏波进行监测，采用的

传感器是贴片电极和红外光电传感器，心电检测采用的是

三导联方式。

（2）放大滤波电路：经传感器转换后得到的生电信号一般

幅值较低，且带有很大的噪声干扰，必须进行放大滤波处理。

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需综合考虑传感器 获取的生理信号的幅值

大小以及A/D转换器的动态范围。本设计中，心电和脉搏波的

放大倍数都采用1000倍。滤波处理包括带通滤波和50波。设

计中，带通 滤波采用的是二阶有源带通滤波电路，心电和脉搏

波对应的带宽分别为0.1Hz一1和0.1 Hz～30Hz。50Hz工频

干扰是生理信的噪声来源，50Hz干扰消除的效果直接决定了最

获取信号的好坏。本设计采用的是非对称阻容网络陷波器，其

优点 在于可根据干扰源频率和干扰强度进行陷波频率和Q值的

调节。

（3）A/D转换：设计中采用的是10位的A换器，其动态范

围为-2.7V一2.7V，心电的采样为200Hz，而脉搏波的采样频

率为60Hz。由于上述电路的设计目前已经相当成熟，本文对这

些电路的具体设计就不再作详细说明。

数据加密、解密
本设计采用nRF905射频芯片实现数据的无射和接收，

任何相同的芯片，只要内部寄存器配置一致，它们之间就能

实现数据的通讯。由于用户的生理信号涉及到用户的隐私问

题怛J，因而为了保证用户数据在无线传输时的安全性，必

须对数据进行加密处理，而这一步骤在类似的研究中常常被

忽略掉（3。J。在本设计中，采用了AES∞o（Advanced 

EncrypStandard）软件加密算法来完成这一过程。）常用的

硬件加密，一方面提高仪器的轻便性，另一方面又可以降低仪

器的成本。AES算法是分组加密的方法，分为加密和解密两个

部分。它将一定长度的明文分组进行相应次的轮变换，每一次

的密钥都是由一定长度的初始密钥变换而来，最后得到加密好

的密文分组，长度和明文分组相同。解密时将密文分组进行相

同次数的逆变换，逆变换就是轮变换的逆过程，从而得到原始

的明文分组。

AES支持128、192或256比特三种密设计采用的是128位

密钥长度。

射频发射、接收
本 设 计 采 用 n R F 9 0 5 射 频 芯 片 实 现 数 据 的 无 传 输 。

nRF905是挪威Nordic公司推出发射器芯片，32引脚QFN

封装（5×5mm）压为1.9V一3.6V，工作于433／868／

ISM频道（可以免费使用）。nRF905可以处理字头和CRT

（循环冗余码校验）的工作，可由片内硬件自动 完成曼彻斯

特编码／解码，使用SPI接口与微控制器通信，配置非常方

便，其功耗非常低，以一10dBm的输出功率发射时电流只有

11m收模式时电流为12.5mA。nRF905不仅戴式医疗仪器

低功耗的要求，并且能同时保证传输速率以及传输距离。经

实际测量，在室内有墙壁阻隔，无剧烈运动的情况下，传 输

距离达到30m以上，因而被监测者可以在室内自由活动。无

线传输丢包率在1／10 000内，能保证传输数据不丢失。最

大输速率可达100kbs。

硬件连接
设计中，前端采用C8051F330单片机（MC现对nRF905

的控制，而后端采用s3C2440（ARM9）来控制。其结构框图

如图2所示：

图2、信号收发电路结构框图

MCU和ARM9通过SPI总线来对nRF9部寄存器进行配

置，主要是对五类寄存器进行配置：一是射频配置寄存器共10

个字节，包括中心频点、无线发 送功率配置、接收灵敏度、收

发数据的有效字节数、接收地址配置等重要信息；二是发送数

据寄存器，共32字节，MCU要向外发的数据就需要写在这里；

三是发 送地址，共4个字节，一对收发设备要正常通信，就需

要发送端的发送地址与接收端的接收地址配置相同；四是接收

数据寄存器，共32字节，nRF905接收到 的有效数据就存储在

这些寄存器中，MCU可以在需要时到这里读取；五是状态寄存

器，1个字节，含有地址匹配和数据就绪的信息，一般不用。控

制总线主要用来 选取nRF905不同的工作模式（4种模式，如

表1所示）；查询nRF905当前的状态（数据发送或接收是否完

成）；使能nRF905的SPI等。

表1、nRF905工作

软件设计
本设计前端采用C8051F330单片机来实的A／D转换以

及对nRF905的控制。C80部自带10位的A／D转换器、支持

SPI通讯、体积功耗低 且运行快，因而有很广泛的应用。本设

计的前端软件设计流程图3所示：首先是对MCU进行初始化，

包括A／D转换器以及SPI通讯方式所对应的寄器的设置。 接着

MCU通过SPI总线对nRF9的五个积存器根据需要进行配置。

初始化完毕后，MCU查询后端

是否请求送数。当后端有请求送

数时（通过nRF905向 前端发送

特定的命令字），MCU启动A

／D转换，然后将转换后得到的

数进行加密，再通过nRF905发

送给后端。后端的软件设计流

程跟前端点类似，先对ARM9

和 n R F 9 0 5 进 行 初 始 化 ， 然

nRF905向前端发送送数请求，

接着进行数据接收，将接收到的

数据进行解密，最后将解密后的

数据再进一步作后续处 理。特

别要注意的是，在配置前后端的

nRF905发送地址时，要注意发

送端的发送地址应接收端设备

的接收地址相同，在实际工作

中nRF90可以自动滤除地 址不

相同的数据，只有地址匹配且

校验正确的数据才会被接受，

并存储在接收数据寄存器中。

实验结果
实验中，为了避免AES加密的时间需求同A／D采样率发生

时问上的冲突，首先对128位的AES加密C8051F330上的执行

效率进行了计算，发现 完成一密所需时间约3.8ms。这同设计

中心电和脉搏波的采样率（分别为5ms和16.7鹏）刚好无时间

冲突。后端采用的是S3C2440，它的执行速度 要比C80高出

许多，因而时间上肯定能保证无冲突。实验最后分别对心电和

脉搏波进行了监测，并将后端接收到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的PC

机进行显示，显示程序 采用的是VC6.0编写，显示结果如图4

和图5所示：

图4、接收到的心电信号

图5、接收到的脉搏信号

总结
本设计采用nRD05射频芯片来实现穿戴式医器中人体到用

户主机的生理信号无线传输。同时，本设计充分考虑了数据传

输的安全性，对数据进行了128的 AES加密处理。由实验结果

可以看出，本设计可以证生理信号的实时、安全、准确无线传

输。同时，可以看出，由于前端的控制芯片采用的是MCU，其

处理速度 限。因而，如果要监测频率范围更高的生理信号（如

心音：3Hz—S00H2）或者同时监测多个生理参数，用更高处

理速度的芯片，如DSP。此外，设计的后 端采的是ARM9，它

的处理速度、协调性能都特别强，可以过添加一些硬件设备，

如LCD，将后端作成一个手持备，或者添加一些如GPRS等远

程传输硬件， 实现信号远程传输，从而更大地提高该仪器的功

能。这些也是我们以后将进一步着手的工作。

基于射频技术的穿戴式医疗仪器设计
实现生理信号传输

Andrew Streifel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院环境专家

图3、软件设计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