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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云计算、物联网(IoT)和5G等通信

技术的创新突破，数字医疗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和迅速发展。生

命体征监测(VSM)功能已越来越多地内置于手机、手表、耳机和

其他智能可穿戴设备中，这些设备能够测量各种生命体征和健

康指标，例如体温、心率、呼吸、血氧饱和度(SpO2)、血压和身

体成分等。同时由于优秀的功耗控制以及便携的使用体验，对

身体进行24小时连续监测已成为可能。

ADI凭借在可穿戴应用上的长期投入和丰富的设计经验，深入理

解客户需求，把握行业应用热点，成功的应对各项挑战，开发

出了适应市场发展的可穿戴产品。

ADI可穿戴方案汇总
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可穿戴电子设备都实现了生命体征监测，

以图1智能手表为例，具有对心率、ECG、计步、体脂、皮肤阻

抗、皮肤温度等方面的监测功能。不将可穿戴设备作为“玩

具”使用，而是对健康状况起到积极有效的监控，让可穿戴设

备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医疗级应用是ADI致力的方向。

可穿戴应用已发展较长时间，有关生命体征的解决方案可以从

几个方面进行解读，如图1右边部分所示。从技术维度而言，可

以概括为PPG、ECG、Bio-Z三种技术。PPG技术指的是无感监测，

也就是说无需使用者参与，在比较友好的条件下便可得到所

需数据。常见的PPG应用有心率、血氧、呼吸和连续血压监测

等。第二种，ECG技术，这是医院检查中大家较为熟悉的监测

技术，过去只有在可穿戴设备的高端旗舰产品上看到此功能，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中低端产品也融入了这个设计。第三种是

Bio-Z，一种阻抗监测技术，目前比较新的尝试是聚焦在BIA（体

脂监测）和GSR/EDA（情绪监测）方面。

从应用方面来看，除了传统的心率、ECG监测外，一些新的应用

如SxO2（血氧）和CNIBP（连续血压监测）的研究也在逐步寻求

新的突破。不同于指尖上采集血氧的方式，当前在手腕上进行

血氧检测对精度和一致性提出了挑战。连续血压监测是一种新

的应用趋势，但市场上尚未出现较为成熟的方案，ADI正联合医

院及高校等在这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如图1所示的Multi-Modal，是ADI新推出的一款多参数模型产品，能

够在一个芯片内集成尽可能多的功能，可以同时实现多功能监

测，这一产品集成度高，迎合了可穿戴应用对紧凑和有限空间

的需求。

 

图1. Multi-Mo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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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可穿戴设备的技术发展趋势

ADI在医疗电子可穿戴应用上发展较早，是行业的引领者，纵观

可穿戴设备的技术发展趋势，ADI概括出了以下几种（见图2）：

第一波技术趋势：健康手环，实现对PPG、SPO2、ECG和生理阻抗

的监测；第二波技术趋势：智能手表，这类设备可以显示更多

参数，同时实现对PPG、ECG、皮肤阻抗等多参数监测；第三波

技术趋势：可穿戴深入健康互动，实现对情绪压力、无创血压

的持续监测。前两波技术已发展成熟，解决了实际问题，在单

芯片中实现了多参数测量，现在正走在第三波技术的道路上。

ADI生命体征监测的信号链解密
1. PPG_HRM心率测量解决方案——ADPD188GG

针对HRM监测，ADI提供了ADPD410X多参数芯片和ADPD188GG模块两类

产品。ADPD188GG作为ADI量产的一款完整的光电式测量模块，集

成了一个高效光电式测量前端、两个LED和两个光电二极管(PD)。
此模块优化了APD光学部分的设计，极大的降低了客户在光学

设计方面的挑战，尤其解决了电子工程师不熟悉光学设计的尴

尬。ADPD188模组的demo配置包括完整的硬件设计、HRM算法、基

于ARM-Cortex-M0/M3的嵌入式软件、加速度传感器(g-sensor)和数据通

讯等部分。Demo板上的HRM算法精度在专业仪器设备上经过了验

证，场景涵盖休息、运动、步行等各种不同状态。

如图3中的ADPD188开发板以不同形式呈现，客户可根据需求任意

选用。比如可以将带有处理器的开发板通过软线和带有ADPD188

传感器的评估板连接测试。基本接近完整系统的评估板方便客

户模拟出实际性能。

  

图3. ADPD188开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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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CG测量解决方案——AD8233

ECG测试从原理及测量方面来讲都不算新技术，但因为干电极

和运动状态的引入为ECG设计带来了新的挑战。ECG应用中推荐

AD8233产品，其拥有难以替代的性能。通过CFDA认证的ECG方案

大都基于AD8233设计，当前市场上的ECG方案基本都可以发现

AD8233的存在。

AD8233是一款低功耗、适用于ECG和其他生物电势测量应用的单导

AFE，支持两电极和三电极配置，芯片尺寸为2.0mm*1.7mm。该AFE集
成了快速恢复(Fast restore)、导联脱落检测（Leads off）和关断（Shut 
down）等功能。AD8233具有完整的内部RFI滤波器，客户可以方便

地监测模拟信号并以此为依据便捷进行后续的信号处理。

AD8233在很多性能上进行了优化，比如功耗小于10uA (0.5～4Hz)、
噪声小于10uV、直流偏置电压为±300mV、直流至60Hz的共模抑制

比为80dB。

ECG属于弱信号且易受干扰，电极到AFE的走线受到系统干扰的可能

性很大，理论上这个走线距离越短越好。由于AD8233采用的是分离

方案，因此布线可以很短，最大程度上避免了ECG信号被干扰。

如图4是AD8233和APAD1080组合设计的ECG+PPG同步测量方案，值得

一提的是AD8233输出的是通过AC耦合的模拟信号，因此对ADC的
要求高，这样可以充分利用AFE内部的ADC功能。

图4. AD8233和APAD1080组合设计的ECG+PPG同步测量方案

ADI开发了完整的硬件套件和GUI软件，GUI上位机可以显示ECG波
形，方便客户详细评估产品性能，如图5所示。

图5. ECG波形

3. 阻抗应用测量解决方案——AD5940

阻抗测量应用包括BIA、GSR和EDA等。对于BIA体脂检测，在手表

和手环应用中不算广泛，尚未形成主流，更多的是出现在运动

检测类设备和体脂称中。另一个应用GSR/EDA、情绪检测/皮电反

应，原理上是基于阻抗变化来实现，但两者对精度和功耗的要

求不同，因此硬件设计及激励源上也会存在差别。

对于阻抗测量芯片，ADI推荐AD5940，这是一款高精度、超低功

耗模拟前端(AFE)系统，专为测量皮肤阻抗和人体阻抗而设计，

旨在激励和测量传感器的电流、电压或阻抗响应。AD5940内部

集成了DAC信号作为激励源，一个是低功耗激励环路，激励源能

够产生直流至200Hz的频率信号，EDA/GSR的检测工作在这个环路

下。此测量需要连续的全天候测量，AD5940低功耗特性正好满

足了这一需求。另一个是高性能环路，激励环路包括200KHz的
激励源，适用于高精度要求场合，比如体脂测量。AD5940数字

部分集成了专用DFT用于数字处理。这款芯片的最大特点是实现

了功耗和性能的卓越均衡。

皮肤阻抗监测采用伏安法测量，可以将AD5940理解为阻抗测量

回路，幅度和频率均可调的激励源通过电极作用于人体，通过

皮肤阻抗的电流和阻抗两端的电压而得到阻抗的变化值，其中

电流经过ADC再执行DFT。图6为测试示例。

http://www.analo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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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AD5940测试示例

人的精神状态变化时阻抗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下图7所示。

GSR/EDA采用二电极测量相对阻抗（或阻抗的变化值），而BIA体
脂测量需要四电极。在设备上设置四个或更多电极颇具挑战

性，AD5940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内部的切换开关将同一电

极通过切换实现了电极共享。

图7. 精神状态阻抗变化图

AD594x系列可与单导联ECG前端AD8233无缝配合使用。两个芯片都

可以工作在主/从配置下，共用连接到人体的电极来进行阻抗和

ECG测量。

ADI投入了比较多的资源进行阻抗监测设计，评估板、例程或GUI
等详细资料可以浏览ADI网站获取。

4. 多参数芯片ADPD410X

ADPD410x是ADI打造的一款医疗级多参数产品，主要用于可穿戴

产品的功能设计，目标是集成更多功能，多方位进行生命体

征的监测，比如同时进行PPG、血氧以及ECG、阻抗、体温的测

量等。

ADPD4000实现了高达105dB的信噪比，集成了8个LED驱动器，其中

4个LED可同时驱动，每个驱动器能够同步提供200mA电流，总LED
峰值驱动电流达400mA。目前的应用需要的LED通道越来越多，

比如测量血氧需要红外和红光；连续血压监测需要对多种光源

进行驱动，多通道LED驱动提供了这种测试可能。

ADPD410x具备八通道模拟输入，可以同时测量PPG和ECG，支持外

部信号输入，比如体温信号的输入。有两个独立的数据信号链

路电路，每个信号链路独立控制，可以配置为模拟或差分输

入，直接差分测量支持ECG测量。将一个或多个驱动器输出用作

激励进行阻抗测试，可在执行生物电测量时测量皮肤阻抗。

ADPD410x提供时分复用的十二个采样时隙，每个采样时隙支持1个
参数/功能的测量，数据输出和功能配置采用串行接口(SPI/I2C)。
如图8所示。

ADPD410x特色

  可选的2/3电极测量

  可选的前置Buffer方案，用于应对极干电极及系统走线考虑

  新颖的基于阻抗检测的导联脱落机制

  基于电荷迁移技术的架构对ECG基线偏移有天然的抑制作

用，改进客户体验

  基于电荷迁移技术的架构针对极干电极的容性特点有良好

的客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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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ADPD410x电路图

图9. ADI在光学、阻抗、心电、体温、运动和环境应用中推荐的产品示例

产品概况和选型
如图9所示，是ADI在光学、阻抗、心电、体温、运动和环境应用中推荐的产品示例，客户可以方便地根据需求进行选型。

http://www.analo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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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要产品

器件 规格 应用场合

Optical

ADPD2210 超低噪声、低功耗电流放大器
适用于光电容积脉搏波描记法，光电二极管测量，小电流脉冲安培
检测法和需要小电流超低噪声放大的任何应用

ADPD107 集成SPI的光度测量前端
适用于可穿戴健康和健身监护仪，临床测量，例如：SpO2，工业监控
和背景光测量

ADPD144RI 带有集成红光/红外线发射器和 AFE 的 PPG 光学传感器模块 适用于光学心率监测和反射式SpO2测量

ADPD1080 光度学前端
适用于可穿戴健康监护仪 ，临床测量，例如SpO2，工业监控和背景
光测量

ADPD1081 光电式脉搏波测量模拟前端
适用于可穿戴健康和健身监护仪，临床测量，例如：SpO2，工业监控
和背景光测量

ADPD188GG 带环境光抑制功能和两个LED的集成光学模块 适用于光学传感器心率监控，反射式PPG测量和CNIBP测量

Impedance/Biopotential

AD5933 1 MSPS、12位阻抗转换器网络分析仪
适用于电化学分析，生物电阻抗分析，阻抗频谱分析，复阻抗测
量，腐蚀监控和保护设备，生物医学和汽车传感器，生物电阻抗
分析，近程传感，无损检测，材料性质分析和燃料/电池状态监控

AD8232 单导联心率监护模拟前端
适用于健身及运动心率监护，便携式ECG，远程健康监护，游戏外
围设备和生物电信号采集。

ADAS1000 低功耗、5电极心电图(ECG)模拟前端，提供呼吸测量和脉搏检测
适用于床边病人监护，便携式遥测，动态心电监护仪，自动体外
除颤器(AED)，心脏除颤，便携式监护仪，心脏起搏器编程器，病
人运送，和压力测试

AD8233 50 μA，2 mm × 1.7 mm WLCSP，低噪声，心率监护仪，适用于可穿戴产品
适用于健身及运动心率监护仪，便携式ECG，可穿戴和远程健康监
护仪，游戏外围设备和生物电信号采集，如EMG或EEG

ADuCM350 集成Cortex M3内核的可配置阻抗网络分析仪和恒电位仪
适用于护理点诊断，用于监护生命体征的穿戴式设备和电流、电
压、阻抗测量

AD5940 高精度、阻抗&电化学前端
适用于电化学测量，电化学气体传感器，恒电势器/电流测量/伏安
法/循环伏安法，生物阻抗应用，皮肤阻抗，人体阻抗，连续血糖
监测和电池阻抗

Temperature

ADT7410 ±0.5°C精度、16-BIT数字I2C温度传感器
适用于医疗设备，环境控制系统，计算机热温监控，热保护，工
业过程控制，电源系统监控器和手持式应用

ADT7420 ±0.25°C精度、16位数字I2C温度传感器
适用于RTD及热敏电阻的替代产品，冷结补偿，医疗设备，工业控
制与测试，食物运输与储存，环境监控和HVAC和激光二极管温度
控制

ADT7320 ±0.25°C精度的16位数字SPI温度传感器
适用于RTD和热敏电阻的替代产品，热电偶冷结补偿，医疗设备，
冷结补偿，工业控制与测试，食物运输与储存，环境监控和HVAC
和激光二极管温度控制

ADT7422 适用于VSM应用的精度为±0.1°C的16位数字I2C温度传感器
适用于生命体征监测(VSM)，医疗器械，电阻温度检测器 (RTD)和热
敏电阻替代方案，食品运输和储存，热电偶冷端补偿，环境监测
和采暖、通风和空调 (HVAC)和激光二极管温度控制

Inertial

ADXL354 带模拟输出的低噪声、低漂移、低功耗3轴加速度计
适用于惯性测量单元(IMU)/航姿和航向参考系统(AHRS)，平台稳定系
统，结构健康监控，地震成像，倾斜检测，机器人和状态监控

ADXL355 带数字输出的低噪声、低漂移、低功耗3轴加速度计
适用于惯性测量单元(IMU)/航姿和航向参考系统(AHRS)，平台稳定系
统，结构健康监控，地震成像，倾斜检测，机器人和状态监控

ADXL362 微功耗、3轴、±2 g/±4 g/±8 g数字输出MEMS加速度计
适用于助听器，家庭医疗健康设备，运动使能节能开关，无线传
感器和运动使能计量设备

Environmental

ADPD188BI 适用于烟雾探测的集成光学模块 适用于烟雾探测

总结
ADI致力于提供低功耗、高集成可穿戴生命体征监测解决方案，

以专业、高精度和高准确度的测试结果赢得了医院和患者认

可，为患者带来实用价值。

除本文所述产品外，ADI还提供全面的信号链，包括传感器、集

成电源、无线通讯和模组等。完整的系统级解决方案是ADI布局

移动医疗的重中之重。ADI期望在可穿戴医疗电子方面与客户携

手共同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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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资源
模拟对话

  多参数生命体征监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

  用于医疗成像系统的高性能数据转换器

  基于MUSIC的算法利用腕上光电容积 脉搏波(PPG)信号提供按

需心率估算

技术文章

  精密技术：洞察难以测量的信号

  挽救生命的合成生物学解决方案

  连续血糖监测(CGM)技术的个人影响

  通过快速纳米传感器技术诊断防治传染病

  使用动态血糖监测设备(CGM)管理糖尿病

  生命体征监测技术：对人体实施状态监控

  您的健康状况监护仪中有些什么?

  可穿戴市场喜迎生物医学“多面手”

  不打折扣的光学集成

  医疗健康领域的可穿戴技术趋势

  具有优化功率搜索和多种安全特性的完整高效的100 mA无线

充电解决方案
  生物电阻抗分析在疾病临床监测和诊断中的应用

  医疗健康能源存储系统通过高级电池管理提高了可靠性、

安全性，并延长了30%的使用寿命
  耳塞式光学心率测量

  医疗图像处理：从形成到解读

  借助可靠的逐搏检测算法对手腕光电容积脉搏波信号进行

脉搏率变异性分析
  阻抗测量中的万能法宝

  皮肤电活动测量系统的设计、开发与评估

在线研讨会

  可穿戴设备和临床生命体征监测技术

  适合高要求应用的高性能MEMS IMU解决方案

  利用同步解调技术实现传感器信号调理

  精密Σ-Δ型ADC：噪声、带宽和建立时间

研究报告

  2020 年中国医疗影像产业链研究报告

设计笔记

  灵活的双输出6相降压控制器按90.0%的效率将12 V驱动至1.0 V/ 
200 A核心电源

视频

  超低功耗MEMS加速度计助力资产健康检测

  超低噪声LDO最大限度地提高信号链性能

  ADXL372 MEMS加速度计：三种常用工作模式

  AD400x解决了设计挑战并降低了系统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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