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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sp430的生物反馈式括约肌的研制 

员青琳 颜德田 韦红雨 姜萍萍 

摘 要 肛门失禁是一种困扰人们多年的疾病，患者虽无生命危险，但非常痛苦。为了更好地医治它，研 

制了一种新型的生物反馈式人工括约肌装置。介绍了反馈式肛门括约肌装置的总体结构和各部分的工作原理， 

以及 msp430单片机的主要性能，给出了控制部分的电路实现和斜率 A／D转换的软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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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a Constrictor th Biola。gical Feedback Function Based on msp430 Micro-Controller YUAN Qinglin，YAN 

Detian，WEI Hongyu，JIANG Pingping．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200030 

【Abstract】 Anus incontinence is a disease which always troubles patients．Patients having this disease are very distressi“g in daily life， 

even they carl survive．So，we have developed a new type of artificial constrictor with biological ~edback to solve this problem．In this article，we 

introduce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equipment and the principle of its components，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msp430 micro—controller as wel1． 

Finally it is given the electric circuit of the control part and the softwar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radient A／D co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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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直试图为肛门直肠括约肌功能丧失即难 

治性肛门失禁的患者寻找一种合理的替代方式以解 

决排便的失控问题，从肠管折叠到各种自体转移肌 

瓣的替代方式均不能获得满意的效果。近年来，国 

际上有借鉴于人工膀胱颈部括约肌改良后应用于肛 

门括约肌功能丧失病人 的报道，但也仅限于实验／ 

观察阶段的研究。受此启发，我们着手研制新型配 

备有生物反馈功能的泵式肛门括约肌装置。 

1 结构设计及作用原理 

1．1 结构设计 

本装置主要由3个部分组成。 

(1)可填充的条形囊袋状袖套 以硅橡胶为材 

料，制成 12cm×1．5cm的条形囊袋，一端封闭 ，另 

一 端接入一内径为 2mm的硅胶管，囊壁厚 0．5mm， 

囊袋内可经硅胶管注入生理盐水 ，其最大容量为 

5mL；囊袋粘连于一厚 0．7mm 的硅胶板上作为衬 

垫，如图 1。在衬垫的制作 中，衬以梭形 网状纤维 

加固，以增强衬垫的强度。在使用中，该囊状袖套 

包围体内直肠末端的一部分，并用铆钉铆紧。当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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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袋内注入生理盐水时，囊袋膨胀，直肠被压紧， 

粪便得 以控制 ；反之 ，抽出囊袋内生理盐水时，直 

肠被放开，进行排便。 

图 1 可填充条形囊袋状袖套 

(2)微电机 采用直径为 10mm的微型电机 ， 

通过一机械装置固定于注射器的末端。在微泵的两 

端加上极性相反 的电压，可以实现囊袋的进水和 

抽水。 

(3)生物反馈装置 生物反馈装置是与泵式括 

约肌系统相配套的单元之一 ，其功能是当安置有泵 

式括约肌部位肠管以上的肠腔内容物贮积到一定量 

使肠管扩张到预先调定的压力值时，立刻发出报警 

讯号，提醒患者开放人工泵式括约肌排便。在电路 

实现中，生物反馈装置由控制电路和传感器组成。 

1．2 作用原理 

正常人排便控制十分重要的环节是肛管压力的 

维持，而其 70％ ～80％的压力支承 由内括约肌完 

成。后者是平滑肌组织 ，由直肠压力感受器、肠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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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节细胞和内括约肌构成了排便控制十分重要的 

环节即内括约肌松弛反射 (见图 2)。其作用不但 

维持肛管高压状态 ，且当直肠 内大便充盈时通过反 

射而使内括约肌松弛 ，结合由中枢神经运动支配的 

横纹肌松弛及运动支配的横纹肌组织外括约肌、腹 

肌群共同参与下排便。本装置的原理也基于此点。 

粪块 

齿状线 

图 2 生理示意图 

神经节细胞 

肛门内括约肌 

囊状袖套包裹处 

肛 门外括约肌 

1．2．1 扩散硅压力传感器 PT14扩散硅压力传感 

器采用矩形双岛微机械结构的新型扩散硅力敏电阻 

全桥型传感器，它首次解决了半导体扩散硅压力传 

感器的非线性补偿和过压保护问题，同时显著提高 

了灵敏度和稳定性。在应用 中，置于体外 的 PT14 

传感器通过一三通接 口把肠道扩张的压力转换成电 

压，这一微小电压通过仪器放大器连接到 msp430 

单片机。实验证明 PT14压力传感器线性良好，符 

合要求。它的主要性能指标⋯如下 ： 

量程 -i-20～±100～10kPa 

满程输出 60～100mV／5V 

输入桥压或电流 3～12V (或 1～3mA) 

线性 5×e一 ～2×e一 F．S 

1．2．2 控制电路部分 控制电路主要包括 AID转 

换电路及电机控制部分。控制部分的核心是 TI公 

司的低功耗单片机 msp430，它可用电池工作且可 

应用很长时间，具有 16位 RISC结构，CPU中的 16 

个寄存器和常数产生器，使该单片机具有最高的代 

码效率。数字控制的振荡器可使器件从低功耗方式 

迅速唤醒，在少于 6ys内达到激活方式。其性能指 

标 ’到如下。 

(1)低电源电压范围：1．8～3．6V 

(2)特低功耗 低工作 电流：1．6yA@4kHz， 

2．2V及 250yA@1MHz，2．2V。 

(3)5种节电方式 等待方式 ：0．8yA；RAM 

保持的断电方式 ：0．1yA。 

(4)由等待方式唤醒 ：6ys最大。 

(5)16位 RISC结构，150ns指令周期。 

(7)基本时钟模块配置： 

多个 内部电阻，一个外部电阻，32kHz晶体， 

谐振器 ，外部时钟源。 

(8)加外部元件可构成单斜率 AID转换器。 

(9)具有 3个俘获／比较寄存器 的 16位定 时 

器。 

(10)串行在板编程。 

(11)安全熔丝的程序代码保护。 

由于整个装置的体积要求很小 ，没有采用专门 

的AID转换芯片把采集到的传感器的模拟信号转 

化为数字信号。而是利用 rnsp430系列单片机的内 

置模拟比较器和 16位定时器模块 ，外接一个电阻 

和电容，利用外接 电容的充放电来实现斜率 AID 

转换⋯。连接电路如图 3所示。 

M3P 

— 三 

P2$／Rost PI， 

vout Pl I
14 

一  — —  

[ 1 l王 }—_j 

图 3 AID应用电路 

其中 Vin连接传感器的输出。其转换精度主要 

由基准电压来决定，它可 由芯片内部或外部提供。 

如果对精度要求较高，可以外接一个精密的基准电 

压源，内部基准电压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不适用于 

要求高的场合 ；而 电容 的大小可影响 AID转换 的 

分辨率，如选择的电容值太大 (大于 100nF)，会 

影响 AID转换的精度；如太小 (小于 30nF)，则要 

影响输入模拟信号的动态测量范围；时钟频率也直 

接影响到 AID转换的精度和分辨率。时钟频率增 

加一倍 ，AID转换 的精度和分辨率几乎提高一位。 

但是，如果时钟频率选得过高 ，则对系统的其他外 

设的要求也提高，达不到提高性价的要求。在电源 

电压为 3V，外部品振 32kHz、电容为 100nF、电阻 

为 8．2ki2的情况下，运用一定 的算法处理，得 

msp430fl121的 A／D转换精度为 9位，已经符合该 

项 目的要求。 

电机控制电路 由对称的两个三极管 $8050、两 

个可控硅 97A6、两个普通二级管通过 74LS04六反 

相器与 msp430fl121连接组成，如图 4所示。 

当 msp430输 出相应 的高低 电平 时，可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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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电机控制电路 

电机实现正反转动，从而实现袖套内的进水和抽水 

操作。当反相器输入 3为高、5为低时，N1、D2、 

N5导通 ，N2、D1、N4截止 ，电流从 Vet经 N5， 

从电机的 l端流入 2端流 出，经 Nl接地，从而实 

现电机正转；反之，若 3为低、5为高时，实现电 

机反转。反相器输入高低电平 由单片机 rasp430根 

据应用来提供。 

1．3 人工泵式肛门括约肌整体结构 

可填充条形囊袋袖套一端的硅胶管经过一三通 

接口分别与电机和 PT14压力传感器连接 (图 5)。 

当与 PT14压力传感器连接时，传感器感受来 自肠 

道壁的压力，并 由控制 电路将其转换为数字信号 ； 

当与电机连接时，通过电机的正反转，可以实现囊 

袋内的进水和抽水 ，从而实现对整个过程的控制。 

入日 内磁铁 血泵内壳 出121 

图 5 人工泵式肛门括约肌整体结构 

2 功能的软件实现 

首先，设置 msp430的 I／O端 口，中断允许等 

功能；采集传感器的模拟信号，通过斜率 A／D转 

换为数字信号；判断传感器传过来的压力是否达到 

预先规定的阈值，如达到，控制峰鸣器响，然后系 

统进入低功耗状态直至外部按钮按下，执行电机控 

制程序 ，否则继续采集模拟信号。以下给出了斜率 

A／D转换在 rasp430上实现的程序。 

M0V．B #10H．＆CACTL1 

M0V．B #O8H．＆CACTL2 

M0V．B #O2H，＆PlDIR 

M0V．B #O2H．＆Pl0UT 

CAU #DELAY 

M0V．W #O204H．&TACTL 

M0V．W #4924H．＆CCTLl 

M0V．B #O2H．＆CACTLl 

M0V．B #O8H．＆CAC112 

BIS．B #2OH．&TAC11L 

BIC．B #O2H．＆Pl0UT 

Brr．B #OoolH．＆CCTLl 

JZ Init Wait 

M0V．B ＆CCR1． R8 

BIC．B #OoolH． ＆CCTLl 

M0V．B #0oH．＆CACTLl 

M0V．B #OCH．＆CACTL2 

BIS．B #O2H．＆Pl0UT 

CAU #DELAY 

M0V．W #O204H． &TAC11L 

M0V．W #5924H． ＆CCTLl 

M0V．B #O8H．＆CACTLl 

M0V．B #OCH．＆CACTL2 

BIS．B #2OH．&TACTL 

BIC．B #04H．＆Pl0UT 

BIT #OoolH． ＆CCTLl 

jz AD wait 

M0V．W ＆CCR1． R9 

BIC．W #0001H． ＆CC11L1 

JMP Init—

charge 

DEL Y M0V．W #07H．R15 

Large
—

loop MOV．W #0Ⅱ耵 H， R14 

Small
—

loop DEC R14 

JNZ Small
—

loop 

DEC Rl5 

JNZ Large
—

loop 

RET 

；第一次充电 

' 

；延时 

；第一次放电 

；开始计数 

；开始放电 

：捕获 

' 

；获捕到，结果存 

人 R8 

；清除获捕结果 

；第二次充电 

' 

' 

；第二次放电 

' 

' 

' 

' 

；A／D转换计 数值 

存人寄存器 

3 结束语 

适用于临床的肛门失禁专用人工括约肌系统， 

结合特殊设计的生物反馈装置，组成一集直肠充盈 

状态报警、可按需要人工控制的代肛门括约肌装 

置。存在的问题是虽然医用硅胶材料在我国医学临 

床上长期应用，已证明是对人体无害的一种良好材 

料，但长期置于体内，其磨损、老化、生物相容性 

感染等问题尚需作进一步观察及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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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此算法可自动完成靶点的排布任务，无需人工 

参与 ，并且运算时间大大减少 (主要是减少了人工 

的试探以及根据计算机的计算结果作出判断的时 

间)。同时，所采用的理论比较成熟，降低了技术 

风险及计算的随意性。但是运算量很大 ，对计算机 

的配置要求比较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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