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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便携式监护仪的应用结构特点，提 出了一种实用的血压信号检测方案，~7,MSP430为核心，配以高精度的传 

感器件以厦对数据进行参数识别，重点介绍了血压参数的提取方法和系统的实时控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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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project of blood pressure module based on MSP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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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MSP430一based detection project of blood pressure (BP)is put forward，in which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ortable 

monitor i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s．High—precision sensors and parameter recognition are alSO involved in．BP parameter 

extraction and real—-time control of the system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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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多参数监护仪是医院的常规设备之一，它广泛地用于心 

脑血管、呼吸、妇产 、新生儿、麻醉手术 、睡眠等监护，通过对人 

体的生物医学信号的检测，对保障病人的生命安全方面具有 

重要的临床使用价值。多参数监护仪 由心电、血压、血氧等儿 

大模块构成，而血压反映了人体循环系统的机能，因此 ，血压 

检测对防病治病，及早发现疾病都有重要意义。血压测量在临 

床诊断和家庭保健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2 MSP430系列单片机概述 

美国德州仪器(rI’I)公二J的MSP430系列单片机是 一种具有 

超低功耗特性 、功能强大的单片机，它将各种外崮资源集成存 

片上，实现了片上系统(SOC)，大大简化了系统设计。在运算性 

能上，其l6位RISC结构，使NSP430单片机在8MHz晶振上作时， 

指令速度可达8MIP。同时MSP430单片机中采用 _厂 ·般只有 

DSP中才有的16位多功能硬件乘法器 、硬件乘加功能、DMA等 
一 系列先进的体系结构，大大增强了它的数据处理和运算能 

力，可以有效地实现一些数字信号处理的算法(如：FFTr、DTMb’ 

等)。在开发工具 E，MSP430系列单片机支持先进的JTAG调 

试，其硬件仿真工具(仿真器)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并口转换 

器，软件集成开发环境由著名的IAR公司提供 ，在实际调试使 

用时非常方便，能对相应的数据进行实时观测和判断程序执 

行情况。在系统整合方面，MSP430系列单片机结合 rl的高性能 

模拟技术 ，根据不同产品系列 ，集成 r多种不同的功能模块 ， 

包括定时器、模拟 比较器 、多功能串行接LI、LCD驱动器、硬件 

乘法器 、10／12位ADC、10／12位DAC、看门狗定时器(WDT)、1／O 

端口、DMA控制器、RAM以及 f富的中断功能，使用户根据自 

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MSP430单片机。 

3 数据采集系统方案设计 

针对血胜这种生物医学信号，在血压采集和气泵 、电磁恻 

控制中，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原理设置数据采集的频率 ，运片J 

MSP430的定时器Timer—A来产生数据采集定时脉冲，使有用 

信号得以完整地被采集。用定时器Timer-B实现了气泵、电磁 

阀的 自动控制。由于选用的传感器在受压范围内的线性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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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所以，在输出电压的线性度上不用考虑数据的拟合问 

题。综合分析充气采样和放气采样的特点，我们采用了放气采 

集信号的方法，这样相对信号受干扰较小，进而可以采集到有 

用的脉搏振荡波信 号。以下足运用MSP430FI69组成信号采 

集、处理的框图，如图1所示。 

从 图 1中 町 以 看 

出，待测信号通过高 

性能传感器NPC一1220 

把压力信号转换为 电 

』 信号。山于传感器 

出来的差动信号最大 

不超过50mV，因此 ，要 

对最初的信号进行放 

大，我们用高性能差 

动放 人器 实现 这一 放 

大 ，并 且进行 了第一 

次降噪处理。为了使 

I —  i l I
⋯ ⋯

一 ； 

LL 竺 —一 兰TI 

FJ-!；-；；--I 

图1 嵌 入式MSP430对血压 
数据 的采集处理框 图 

信号容易处理，再通过前级的低通 、高通模拟滤波器进行处理 

和电平调整，最后送入MSP430的A／D采样模块 ，由单片机完成 

对数据的采集、处理以及和PC机的实时数据交换。 

4 血压参数提取方法 

MSP430的A／D采样模块采用振荡波法提取信号参数 ，其 

测最原理是：对袖带充气使气压达到21．33kPa(160mmHg)，如 

果检测到人的血压信号很不稳定，控制系统就再将袖带内的 

t压允~112933kPa(220mmHg)，进行一次非常规的检测。在血 

参数检测过程中，每次放气666．6-1333．2Pa(5~10mmHg)，在 

每个静压平台上连续采集10个相邻的振动信号(MSP430有 自 

带的MD转换器，设置的采样率为200Hz)，去掉最大和最小的 

数据后，进行均值滤波 ，同时得到此时的静压力大小。在阶梯 

放气采集数据的过程中，为了有效地消除随机干扰 ，我们在程 

序中没定一个幅度比例系数，即每2个振荡波信号的幅度采集 

值要有一定的比例关系，若超过这个比例 ，则认为是干扰信 

号，便进行这个数据的重新采样 ，连续超过3次采样数据都是 

干扰信 号时，系统则 自动取消这1次测量。对于采集到的有效 

数据 ，经过均值滤波后 ，可以消除一 ( 下转第 21页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研究论 著一 

方法连续测得的血压，(b)为根据有创血压得到的平均压，(C)为 

足背脉搏波PW1rr，(d)为利用脉搏波传导时间估算出的血压， 

(e)为有创疗法测量得到的血压和估计的血压二者之间的误 

差。山图2ii-I见．用PW1Tr法估算的【札压和有创法直接测量得到 

的血上|的误差小 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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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一段时间的P＼̂ 和估计血压及误差 

4讨论 

对由ECG的R波峰值作为起点计算的脉搏波传导时间，事 

实．卜包含2部分：等容收缩期和真正的脉搏波传导时问。从R波 

顶点(相当于序心室开始收缩)到心守开始射血时的时间为等 

容收缩期 ，而脉搏波从主动脉瓣处传导到外周的时间／d1是真 

正的PW丌。如果测量过程中等容收缩期改变，这种改变将反 

映计算得到的PWTT中，从而影响对血压的估算。所以，在服用 

某些能 著改变等容收缩期的药物时，利用这种方法估算血 

压的精度将可能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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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噪声干扰，要得到更好的血压波形数据 ，我们把采集到的 

数据进行T MS(~0白适应最小均方滤波器)滤波，该滤波器的应 

图2 软件程序框图 

用较简单，它是最陡下降梯度 

算法，用梯度的瞬时值迭代 ，从 

而使均方误差最小化，J}j这种 

方法处理的数据效果非常好 ， 

在生物医学信号处理中有很好 

的应用前景，通过试验 ，我们选 

定滤波器阶数为三阶，收敛因 

子 (步K)为0，00l，权矢茸W初 

始化为：W=『O，0，01~，其递推公式 

为 ： 

W(k)=W(k-1)+21x[x(k)-WT 

fk—UX(k—1)1X(k—1) 

式中 ，x(k)为观测样本 ，X 

(k一1)为过去 的观测样 本矢量 ， 

WT(k—1)X(k一1)表示基于过去的 

观测样本而预测的现在 的信 

号，这里选择预测误差e(k)=x(k) 
一 W (k—1)X(k—1)作为调节权重 

的参数，可以证明，预测误差最 

小等价十恢复误差1l(k)=s(k)一s 

(k)最小 。通过LMS滤波器后 ，可 

以得到比较理想的数据，为实时准确提取出血压参数提供了 

条件，也找到了参数的特征，有助于进一步的数据提取。当然 

还有其它提取参数的方法，诸如 ：频域滤波 、FF]’变换 、小波变 

换等等，本系统的软件程序框图如图2所示。 

最后，由于被测人群的个体差异，我们分别设置不同的测 

量对象(针对成人和儿童)和采集数据的闽值，以便程序在处 

理数据时能进入相应的处理程序，最后得到止确的血压参数。 

5 结束语 

美国．rI公司推出的MSP430系列16位单片机具有低功耗、 

实时处理能力强、运行速度快等优点 ，性价比高 ，『F F1益得到 

广泛的应用 ，尤其在 自动信号采集系统、便携式设备 、长时间 

工作装置中，体现了它的特点，本文所述的血压检测系统充分 

利用了MSP43O系列单片机所提供的各种集成模块，合理分配 

片上资源，大大简化了外围电路的设计，从而提升了数据采集 

系统的整体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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