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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您最终选择了 HK-X-C 型自动心血管功能检测仪。衷心感谢

您的支持与信任，从现在开始，我们有了一个美好的合作与开端，愿我们

共同为这一高新科技成果的普及、发展，并为您和我们的事业作出不懈的

努力与贡献。 

为使本仪器发挥出更好的使用价值，请您在使用前，仔细阅读本使用

说明书。 

本说明书对应的产品为 HK-X-C 型心血管功能检测仪便携式一体化

机。 

本产品由合肥华科电子技术研究所制造并销售。 

本产品注册号为：皖食药监械(准)2011 第 2210036 号 

本产品的产品标准编号为：YZB/皖 0011-2007 

本企业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号为：皖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10300 号 

本所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香樟大道 211 号香枫创意园 C 幢 8F 

本所服务热线电话： 

4000067606 

0551-65320046   

0551-65320438 

本所网站：http://www.hfhuak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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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随着人们生活环境和经济条件的改善，以及文化素质的提高，其生活方式，保健需求以

及疾病种类，治疗措施等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在目前，我国的心脑血管疾病仍呈逐年上升

趋势。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各种疾病之首，是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认识、预

防及早期发现这些疾病是十分必要的。 

长期以来，人们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心血管功能检查方法，大致可分二类：一为创伤性（侵

入法），如导管检查技术。另一类为无创伤性检查，如：X 线、心电图、心电向量图、阻抗

图、超声心动图及桡动脉脉搏波图等。总结为：有创伤性检查其费用昂贵，设备及技术要求

高，病人检查时痛苦且易受感染；无创伤性检查相对费用低，设备及技术要求一般，病人无

痛苦无感染。因此，在某些方面来说，无创伤性检查法易被接受，更具生命力和广阔前景。 

本仪器即为无创伤检查法的一种。 

它是基于脉压法原理实现的。根据人体循环系统弹性腔模型建立起来的理论为基础，对

模型进行分室网络分析，用线性相关算法推导出一系列计算公式。这些公式经过非线性补偿

和临床经验参数修正，便能获得一组反映心脏功能、血管状况、血液状态及微循环功能的

35 项参数及 64 项专家辅助诊断信息。具有无创检测快速，数据准确，使用方便等特点。 

本仪器可检测肺动脉楔压、心肌血液供耗率、心肌耗氧量、血液粘度等 35 项血液流变

学参数。为心血管疾病提供参考诊断。 

第二章  医理模型 

人体血液循环系统是一个充满血液的虎克弹性体管道系统，在这个弹性管道系统中，可

分成心脏、动脉、毛细血管、静脉和神经体液调节五个腔室，这些腔室相互连接沟通形成网

络，血液在此网络中由心脏加压搏出，经动脉至毛细血管，然后由静脉回到心脏，从而形成

在机体整体调节下以心脏为中心的川流不息的血液循环，以完成机体生命活动的需要。其中，

心脏搏出的血量和由静脉回心的血量是完全均等平衡的。心脏收缩加力推动血液循环，血液

经全身循环后回到心脏，力能亦已消耗怡尽，而经心脏再次收缩加力，重新循环。这就是修

正了的 Frank 弹性腔分室网络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可以明显地发现，人体的血液循环过程

反映了血流动力学和血液流变学两种物理学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的主要共性基础则是力能的

转换，这里的力包括了心脏力学、血管力学和血液流体力学三个部分。此三者在循环过程中

互相影响、互相依存不可分割，从而集中形成了脉搏波动。若以图示和数学公式予以表达，

则可归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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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弹性腔分室网络示意图 

C：心脏 

A：动脉 

M：毛细血管 

V：静脉 

N：神经体液调节 

b：血流量 

 

图 2.1   弹性腔分室网络示意图 

2.2 基本数学模式 

a）  Cb（心搏出量）=Ab（动脉灌注量）+NAb（神经体液调节血量） 

      =Mb（微循环灌注量）+NVb（神经体液调节血量） 

=Vb（静脉回心血量） 

b）  Cb=  

P（ D 压力） 

TPR（总周阻） ×K（换算常数） 

c）  TPR=N（全血粘度）×TVR（总血管阻力） 

d）  PAWP=LAP=LVDEP= 
二尖瓣关闭时值

左室充盈时值 ×K（换算常数） 

 

根据上述公式和图 2.1 所示，将血液循环过程的力学变化信息予以采集，即可推导出

有关血液动力学和血液流变学的状况。由于血液是一种非触变性牛顿液，其分子间内摩擦

力，亦即粘度的大小与血液流动的切应力和切变率呈现反比关系。因此，从力学信息中亦

同样可以反映出血液粘度这一血液流变学指标。 

第三章 工作原理 

3.1 工作原理 

本仪器其设计原理即是以人体循环系统按弹性腔模型建立的理论为基础，则本仪器专

门设计了采集脉搏波波动信息的特种力敏传感器，其工作原理是以桡动脉为主要检测信

息，实际上是摄取人体动脉血管的脉动信息，它不仅收集到的是血管壁径向伸缩的信息，

更为本质的是它反映了动脉血管壁，容积和压强的变化。每搏脉图应该认为是一次心动周

期，它反映了从心房收缩，左室增压、喷血，血管运动，左室舒张到充盈，直到主动脉排

空等一系列血流动力学变化过程，脉搏传感器所检测的信号，实际是脉搏所产生的两种运

动：即主动脉内的血液压力波，以血液为介质向远心端传播；另一即为主动脉的阻尼弹性

 
C 
 

心脏 

 
M 
 

微血管 

A 
动脉 

V 
静脉 

N 
神经调节 

Cb Ab 

Vb Mb 

Nvb 

N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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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波，向远心端逐渐衰减到零。如图 3.1中 b—e—f—g—L 波为动脉内血液压力波呈压

力曲线。C—d—M—N 波为动脉壁弹性振动波，呈阻尼曲线，脉搏波图实际上是这两波的

合成。正确的脉图应能描绘这种合成波，且各特征点应明晰。 

 

 

 

 

 

 

 

 

 

 

在图 3.1 中，各特征点的临床物理意义如下： 

a 波     心房收缩波 

b点    主动脉瓣开放点 

c点    主动脉最高压力点 

e 点     左心室停止射血点 

e1 点    左心室舒张开始点 

e2 点    主动脉瓣关闭点 

f 点     二尖瓣开放点 

g 波     主动脉弹性回缩波 

L 点     主动脉静压排空开始点 

L-a
，
段   主动脉静压排空段  

经计算机采样处理后的典型脉搏波应如图 3.3 所示 

图 3.3   采样后的典型脉搏波图 

 

有了上述各特征点后，多 CPU 处理系统即可按专家模式设定好的一系列计算公式来进行

定量分析、处理、计算，可得出诸如心搏出量，心输出量，总血容量，左室有效泵力，左心

喷血阻抗，主动脉排空系数，肺动脉楔压，肺动脉压，血液粘度，血管顺应度，心肌血液灌

图 3.2  典型脉搏波图 图 3.1  两种动脉波合成后的脉搏图 

 



 8 

注量，心肌耗氧量，微循环半更新率等 35 项参数及 60 余项专家诊断信息。 

3.2 稳定图形数据的计算方法 

由于人体组织厚度、绑带对脉搏传感器压力大小、测试点偏移以及外部状态等因素的影

响，常可使脉搏波形振幅发生差异从而影响数据的准确性，为避免这种影响，根据图形振幅

大小与脉压相一致的原理，可将图形换算成脉压-振幅系数，这样，不管图形大小如何，均

可使图形数据稳定、准确、其换算方法为：EK=脉压×K（纠正常数/振幅高度 bc（mm）脉压

-振幅系数）。 

第四章 仪器简介 

我所根据市场需求对仪器进行了重大改进，"HK-X-C 型自动心血管功能检测仪（便携

式一体化机）"实现了数据处理、显示、打印、存储一体化，使检测更加快速、准确；操作

更加简单、便利；外型更加美观、大方；携带更加轻松、方便。仪器由主机、集成数字化脉

搏传感器、超大真彩液晶屏、高速热敏微型打印机构成。 

0----音频输出接口     1----RS232 串口接口     2----USB 接口     3----以太网口 
4----脉搏传感器插口   5----保险丝             6----电源插座      7----电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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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技术指标 

5.1 仪器构成 

（a）HK-X-C 主机：windows ce 操作系统 
（b）传感器：集成化数字脉搏传感器(我所专利技术生产的长寿命、免维护脉搏传感器。专

利号：ZL 2006 2 0165237.6)  
（c）打印机：SPRT DIII 微型热敏打印 
（d）显示屏：7 英寸真彩触摸屏，LCD 分辨率高达 800x 480 
（e）内存：256M 

5.2 工作条件 

a) 环境温度：5℃～40℃； 

b) 相对湿度：≤80%； 

c) 大气压强：86kPa～106kPa； 

d) 电    源：AC220V±22V，50Hz±1Hz 

5.3 外型尺寸及净重 

外型尺寸：长 340mm 宽 220mm 高 75mm 
净重：2.8KG 
 

5. 4 脉搏传感器技术参数 

不正确性误差≤5%。 

满量程压力范围：0g～50g 

灵敏度≥5mV/V·F·S（供电电压5V） 

输出阻抗：5kΩ±20% 

工作电压：DC0.5～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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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操作使用 

6.1 打印机的使用： 

6.1.1、简介 

    打印机是系统重要输出设备，SPRT 系列热敏微型打印机。它是精密、强功能机电化设

备，具有绘图和文字打印功能，能快速、准确，完美地记录、打印脉搏波形和检测报告，因

此正确使用它至关重要。 

6.1.2、打印机的使用 

   ①、用手指按压“OPEN”按钮，即可打开打印机的前盖板。 
   ②、取出用完的纸轴。 
   ③、将新纸卷放入打印机纸仓内，释放纸卷并将纸头从下方拉出至导纸轴处（此时应注

意热敏纸的正、反面）。 
   ④、合上打印机前盖板，使打印纸从打印口穿出。 
   ⑤、注意机头 SEL 键上的红色指示灯是否为亮态，若不亮请按压使之成为亮态。 

 

6.2 仪器的使用: 

   被测者应保持体态舒适、呼吸平稳。剧烈运动后应适当休息待心率平稳后再测。 
   6.2.1、开机前检查：检查一下仪器各有关接插件是否按要求连接; 

6.2.2、开机及设置：打开电源开关，仪器进入启动画面并自动进入如图 1 所示的主界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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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在主界面的右侧有一排按钮，分别为“检测分析”、“档案管理”、“健康曲线”、“设备自

检”和“系统设置”。我们首先可以用随机配备的手写笔点击“设备自检”按钮，屏幕上会

弹出如图二所示的，包括传感器及打印机的连接状态、设备号，生产日期等自检信息。 

 
图 2 

在“设备自检”按钮的下方有一个“系统设置”按钮，点击“系统设置”按钮屏幕上

会弹出如图 3 所示的系统设置界面。 
① 在这个检测报告设置区域我们可以对检测报告单的“标题”和“脚注”进行设

置。也可以设置是否打印“诊断结论”和“综合意见”。 
② 在波形调整设置区域可以设置波形调整是“手动”还是“自动”，默认是“自动”，

对于高端用户我们推荐“手动”，这样调整速度会更快。 
③ 在波形选择区域可以将波形选择模式设置为“自动”或“手动”，推荐使用自动。 
④ 在检测结果保存区域可以设置“自动”或“手动”保存检测结果，推荐使用“手

动”。 



 12 

 
图 3 

  6.2.3、传感器的固定 

被测者测试时姿势为坐或卧，并保持手腕部和心脏在同一水平面上。手臂自然伸直，

最好如图 4 所示在手腕下方垫一手枕。将传感器的传感面（白色）贴在挠动脉搏动最强点，

用附送扎带将传感器固定好。调整固定压力，使传感器承受的静态压力略高于舒张压 DP。
固定方法如图 4 所示。 
 

 
图 4 脉搏传感器固定方法 

   6.2.4、检测采样 

基本操作步骤： 

 

 

 

 

主界面右侧的第一个按钮就是“检测分析”。点击这个按钮即进入如图 5“输入参数”

界面，在次界面可以输入被测者的相关信息。其中带“*”的参数为必填项。参数的单位见

后面的注释，请勿填错，以免影响测试结果的准确性。 

输入 
参数 

 

开 始  
监 测 

分 析 
脉搏波 

显示 
报告 

打印报告单 

存储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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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参数输入完成后点“确认”按钮，进入如图 6 所示的波形采集界面。 

 
图 6 

①、波形的观察 
在波形采集界面中按上述方法固定好脉搏传感器便可见光迹从显示屏左边向右移动，

移动过程中上下波动，反映出脉搏跳动情况。到最后边则自动转至最左端，实时动态地显示

脉搏信号。 
②、脉搏波形的采集与调节 

测试波形应完整、大小适中，不要出现波形削顶(即波形与上界接触而成直线)、削底（即

波形与下界线接触成直线）与失真现象。在采集脉搏波形时应嘱被测者不要说话与动作。脉

搏波形的调节方法如下： 
    a、如果在前面所述的“参数选项”将波形调整设置为“自动”，软件会自动对采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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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搏波形的幅度和基线进行调整，直至满足分析要求。 
    b、如果在前面所述的“参数选项”将波形调整设置为“手动”，我们可以根据需要点击

采集框右下角的 对脉搏波形的幅度和基线进行调整，使其达到分析要求。

调整脉搏波形幅度大小时，每点击一次，软件自动调整波幅一次（幅度的大小有 10 档可调，

放大的倍数和基线的位置在软件的状态栏中有显示），若调整至最大或最小仍不能达到要求，

则应考虑调节脉搏传感器放置的位置及扎带的松紧度，再配合幅度按钮调节。 
c、如果波形不是下述几种典型波形之一，(见图 7)则应调节传感器中心点的位置，使其

对准桡动脉搏动最强点。若传感器位偏离桡动脉搏动最强点则可能出现波形倒置的异常情

况。 

 
标准波                        方头波 

 
尖滑波                        圆头波 

图 7 四种常见的脉搏波形 
 ③、手动选波 

若在“系统设置”的“参数选项”中将“波形选择”设置为“手动”，当进入脉搏波形

采集界面时波形会在采集框中循环显示。当波形符合分析要求时，需手动点击如图 8 中的“停

止分析”按钮冻结脉搏波形。冻结后的状态如图 9 所示。此时需要用鼠标或手写笔选择 3
个以上完整的脉搏波形然后点击“分析诊断”按钮进行分析。分析后的结果如图 10 所示。

在如图 10 所示的分析结果界面中点击相关参数和诊断结论的名称，软件会弹出如图 11 所示

的窗体对检测的参数或诊断结论予以详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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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图 9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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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图 12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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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标志点校改 
    脉搏波形的特征点识别得是否正确，是关系到测试结果准确性的关键。各种典型波形对

应特征点的位置如图 7 所示，如有特征点识别错了的波形，在选择波形处理时，应将其排除

或将其特征点人为修正后再选择之。修改的方法如图 12 所示。在此状态下，用鼠标或手写

笔点击需修正的脉搏波形的特征点 el 或 f 点对应的竖线中段的小方块感应区，软件会弹出

按键，点击可左右移动光标，使特征点移至正确位置。全部校改完成后，点击“重

新分析诊断”按钮，系统会按校改后的标志点计算出分析结果。 

6.2.5、档案管理 

    在软件的主界面中点击“档案管理”按钮进入“档案管理”界面可以对保存过的检测结

果进行查询、打印、删除等操作。 

6.2.6、健康曲线功能 

   在软件的主界面中点击“健康曲线”按钮进入图 14 所示的“健康曲线”界面。在此界面

的“用户信息”栏选择所需查阅的用户姓名，然后在选取一个时间段，并在右下角选择一项

具体的测试参数，即可在屏幕上直观的描绘出一幅“健康曲线”图来。其中的绿色区域为正

常区域；黄色、橙色区域为警戒区域；红色区域为超标区域。使用该功能可方便的进行疗效

或药效的评估。 

 
图 14 

6.2.7、打印检测报告单 

在图 12 所示的“显示检测结果”界面和图 13 所示的“档案管理”界面中点击“打印”

按钮即可方便的打印出检测报告单。 
提示： 
① 在测试报告中，实测值前标有*号的项，即为非正常项，其数值已高于或低于标准

值，提醒受测者注意。 
② 更换保险丝（0.5A）时请关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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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本产品发出的电磁波可能会对附近的其它医疗仪器造成干扰。比如：干扰超声成像

系统，表现为在超声显示屏上的干扰信号。请在产品使用过程中可靠接地、并尽量

远离其他医疗设备。 

第七章  运输、储存与维护、维修 

警告！！ 

   ★本系统为精密电子仪器，主机及各部件禁止非专业人员擅自拆开。 

   ★本仪器专配的脉搏传感器为精密器件，脉搏传感器白色触点严禁用尖锐物体触及或用

力按压。 

    

7.1 运输 
运输要求按定货合同。包装后的产品允许使用一般交通工具，但应防止剧烈振动、冲击

和雪雨淋溅。 

 

7.2 贮存 

包装好的监测仪应放置在环境温度为－10℃～40℃、相对湿度不大于 80%，通风、干燥、

周围无强磁场影响、空气中无酸碱或其他腐蚀性气体和通风良好的室内。 

 

7.3 维护 
 

a)本仪器应按规定要求放置于工作间内仔细操作。 

b)传感器、打印机等均属精密输入输出设备，需保持工作环境的清洁。产品及其附件长期放

置，表面可能积有灰尘。清洁时，请使用干净软布浸水拧干，轻轻擦拭其表面，必要时可浸

少量肥皂液。传感器表面可用医用酒精擦拭消毒，自然风干。清洁完毕后，请用干布将表面

擦干。清洁前，请关闭产品所有电源，并拔掉电源线插头；清洁过程中，请采取必要措施防

止水滴进入产品及其传感器，否则可能导致产品损坏或人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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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维修 

7.4.1 简单故障排除 

 

序号 故障现象 原因 建议解决方法 

电源开光没有打开 打开电源开光 
1 仪器不显示 

仪器的保险丝熔断 更换保险丝（0.5A） 

①传感器放置位置不对 调整到脉搏跳动最强点 

②传感器和信息采集盒的插头未插好 插紧此插头 

③传感器引出线被折断 返厂维修 

④传感器绑缚太紧或太松 重新调整 

⑤传感器位于带有血压袖套、动脉插管等

同一肢体上 

去掉其它干扰，如袖套

等，再检测 

2 

传感器采集不到

波形或波形不好。 

 

⑥信息采集盒至计算机连线断或未接好 请重新接好 

①传感器白色触点未对准脉搏跳动最强

点 
相应调整 

②传感器信号太弱 重新采集 
3 采集波形毛刺大 

③传感器绑缚太松 重新调整 

① 所采集的波形不合要求 

（如：波形过小，基线过高，波形不完整等） 
相应调整 

4 
波形分析时，系统

提示出错 ② 未按菜单提示顺序操作 

如输入参数颠倒等 

重新按菜单提示顺序操

作 

①参数未输入或仅输入部分参数 重新输入 
5 

打印结果明显出

错 ②参数输入出错或顺序颠倒 重新输入正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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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保修承诺 

永远为用户做好售后服务工作，已成为我们生产厂家的座右铭。对此，我们向用户承

诺如下： 

7.2.2.1 有限保修 

生产厂家在向用户提出“终生维修”承诺时，要记住我们同时提出“有限保修”声明。

如： 

脉搏传感器、打印机                 有限保修期为 1 年 

主机、显示器                       有限保修期为 1 年 

“有限保修”的概念是用户在正常使用本产品时出现了损坏，厂家应及时告知用户是免

费给予修复或者替换产品。任何替换产品应该是全新的，或者是很新的，确保替换产品功效

完全与原来的一样。不收取任何费用。 

当然，在有限保修期内，因以下原因未按使用说明正常使用： 

① 不正确或不充分的维护； 

② 未经生产厂家（或认可）提供的软件； 

③ 未授权的更改或错误使用； 

④ 在指定环境外操作，如电源电压不当，频率失配； 

⑤ 其它人为损坏等等。 

上述情况发生则认为是“有限保修”期外的损坏。 

7.2.2.2 终生维修 

对于上述第一条“有限保修”以外的损坏，均为“终生维修”范围。终生维修的概念

是厂家被告知用户的产品有损坏时，厂家应及时告知如何修复或更换，必须在最短时间内，

让用户恢复使用该产品，对于更换的零部件，厂家需按收费标准向用户酌情收费。 

7.2.2.3 补充说明 

由于本产品是高科技产品，含有相当大的软件技术含量，产品在出售时，按照市场惯例，

不配产品硬件电路及软件程序文本。用户在维修本产品时，应尽可能和生产厂家取得联系，

请专业人士维护或检修。并请用户谅解生产厂家有权对其产品配置或性能进行适当更改而不

通知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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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录 

8.1 检测参数的临床意义影响因素及临床应用 

1、脉率（PR）：正常情况下脉率等于心率，成人 PR 的正常范围为 60--100 次。单位:

次/分。 

影响因素：  

（1）神经调节因素。如情绪紧张时心率加快，情绪稳定时心率稳定。 

（2）血液的循环量多少（BV） 

     a、循环量不足，回心血量少，心跳加快，为了保证血液的灌流。 

     b、循环量很多，回心血量大，CO、SV 大，心跳就减慢。 

    正常情况下：心率在 70--90 次内为最佳心搏状态，也就是说心搏量达到最理想状

态，心脏做功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消耗能量较少。一般情况下：PR 加快，SV 减少，

PR>110 次，SV 明显降低；PR 减慢，SV 增多，当 PR 降到一定程度，SV 不会再增大，

但心脏的做功、耗氧等将发生相应变化。 

2、心搏指数（SI）：消除个体差异，反映心搏血的供需关系是否平衡的参数。单位：

ml/搏/平方米。 

    每个个体都有差异。如个矮的与个高的 SV 就不同，同样 SV=80ml，对于我正常，

但对于个子很高，很魁梧的人就不够，不正常。 

SI 是按体表面积来计算的，即每平方米，每搏所供应多少血，因为每个人的体表面积

都不同，所以这样就消除了个体差异，都是以 1 平方米来计算供血量。 

公式：输入身高、体重，BSA=0.0061*h(cm)+0.0128*w(kg)-0.1592 

一般中国人的 BSA=1.6 平方米左右。 

正常情况下：SI 为 50---60ml/平方米。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值。 

3、每搏心搏出量（SV）：心脏每搏动一次所排出的血量。单位：ml/搏。 

影响因素：  

（1）有效循环血容量（BV）。血容量不足时，回心血量少，SV 降低。 

（2）心肌收缩力的减弱。收缩力低，压力低，射出的血量少。 

（3）心室充盈的程度。 

     在心肌弹性范围内，充盈程度越大，收缩就越有力，SV 增高。正常人的心腔容    

量为 173ml，但不是所有的血都射出，左室射血量大约为总容量的 60%---70%，大约

125ml 左右。通常中国人的 SV 平均为 80---9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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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阻大小。周阻大，SV 降低；周阻小，SV 增加。 

（5）室壁运动。 

     心室收缩时，心肌是协调一致运动的，如果心肌收缩不协调，SV 降低。如：一些

心肌梗塞的病 人，有一部分梗塞了，这样心肌收缩力不一致，SV 降低。但一般情况下，

室壁运动不会异常。 

4、每分心输出量（CO）：心脏每分钟排出的血量，通常与脉率（PR）成正比关系。单

位：升/分。 

   CO 的波动范围较大，正常安静状态下（坐姿）：6---8 升/分。绝对安静状态下，如

早上刚起床，最高 5 升左右，但不会低于 4 升，低于 4 升就是低排状态，血液供应就有

问题了。 

5、心脏指数（CI）：消除个体差异，反映每分钟心脏搏血的供需关系。单位：升/分/平

方米。 

正常的心脏指数：3---6 升/分/平方米。低于 2.7 升，就不正常，心脏处于低排状态。 

6、左心有效泵力（VPE）：反映左心有效搏血的收缩力量。单位：公斤/搏。 

中国人正常情况：1.8 公斤左右。泵力低，收缩力弱，心肌纤维可能有问题。泵力高，

收缩力强，射血量就多。 

影响因素：  

（1）心室的充盈程度。在弹性范围内，充盈程度越大，收缩力越强，成正比例关系。

如果超过限度，心肌拉大，反而收缩力降低。所以恰当的充盈程度是影响收缩力的一个

因素。 

（2）有效循环血量（回心血量 BV）。回心血量少，充盈不足，收缩力小；回心血量多，

充盈较好，收缩力大。 

（3）心肌本身的功能状况。心肌有无病变，如心肌炎，心肌细胞受到损害，心肌弹性

变差，收缩力就变小。 

（4）心肌本身的供血、供氧是否正常。供血、供氧不足，心肌收缩力也就变小。 

7、左心能量有效利用率（EWK）：左心收缩时产生的能量能够提供给推动血液循环的

势能的百分比。 

假设心肌收缩时产生的能量为 100%，心肌收缩通过代谢产生能量（高能磷酸键供应能

量），100%中有很多能量是消耗在克服阻力上，剩下有百分之多少的能量提供给血液储

备的，作为向前推动流动时的能的来源。 

正常情况：0.28---0.30。 

EWK 越低：血液向前流动的动能越小，血液容易在末梢循环中沉积下来。 

EWK 越高：血液储备的能量越大，血液循环好。 

8、左心搏功指数（SWI）：左心搏动时每平方米体表面积每搏所做的功。单位：g*m/



 23 

搏/平方米。 

做功：根据牛顿力学原理，将 1 克物体提高 1 米高度，就叫做了一个功。 

对于心脏而言，即左心室收缩时射出多少血，射出多少米远，就做了多少功。 

做功越大，完成的工作量就越大。 

所以：HOV 越小，SWI 越大，为最佳状态。 

HOV 越大，SWI 越小，状态就比较差了。 

正常情况：40---78 

9、心肌耗氧指数（HOI）：反映每平方米体表面积每分钟心肌的耗氧程度。单位：ml/

分/平方米。 

耗氧量越大，心脏消耗的能量越大。如果供不应求，消耗大于供应，心肌缺氧，长期这

样，最后可能引发心力衰竭，心绞痛等一系列心脏病变，甚至心肌梗塞都可能出现。 

10、心肌耗氧量（HOV）：心脏每分钟耗氧的毫升数。单位：ml/分。 

影响因素：  

（1）心率。心率快，HOV 大。 

（2）心肌收缩力。心肌收缩力强，HOV 大。 

（3）心肌收缩时间。收缩时间越长，HOV 越大。 

所以，耗氧低，做功高，为最佳状态。 

11、心肌血液灌注量（CMBV）：经心脏冠状动脉灌流的每分钟实际血液量。单位：ml/

分 

12、心肌血液供耗率（CMBR）：经心脏冠状动脉灌流的每分钟实际血液量和需求量的

比值。。 

13、心肌血液需要量（CMBN）：经心脏冠状动脉灌流的每分钟血液需求量。单位：ml/

分。 

正常情况：CMBR>=1。如果长期 CMBR<1，可能发生心机缺血损害，造成心肌梗塞，

心肌坏死等一系列心脏疾病。 

14、体外反搏增搏量（SVr）：这是用于计算体外反搏治疗时能增加的搏血量数值。其

单位为毫升/搏。 

15、体外反搏增搏率（RSVr）：指体外反搏增加的搏血量与原搏血量之比值。一般要大

于 0.3。 

16、动脉压差（PP）：收缩压与舒张压之间的压力差。mmHg 或 kPa。 

正常情况：30---40mmHg（4---5.3kPa）。PP 越大，SV 越大，CO 越大。 

PP 值大见于主动脉瓣关闭不全、高血压、主动脉硬化、动脉导管未闭、主动脉瘤破入

心室、甲亢、严重贫血等。PP 值小（<25 mmHg），见于低血压、心包积液、缩窄性心

包炎、严重二尖瓣狭窄、主动脉瓣狭窄、重度心功能不全和心内膜弹力纤维增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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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平均收缩压（MSP）：心脏收缩期的平均压力。正常情况：90---120mmHg。 

18、平均舒张压（MDP）：心脏舒张期的平均压力。正常情况：70---95mmHg。 

MDP 高：（1）血管阻力大，血管弹性差，有动脉硬化的可能。 

        （2）血液的排空速度慢，MDP 也增高，这是动力性造成的，而不是血管病变

造成的。 

19、平均动脉压（MAP）：动脉内压力自收缩期到舒张期保持的平均压力。 

影响因素：动脉血管的弹性、每搏输出量、外周阻力、循环血量等。 

  （1）MAP 高，DP 高，血管弹性差，动脉硬化可能性很大。 

 （2）MAP 高，DP 不高，心搏量大，心肌收缩力强，这时的 MAP 高是由心肌收缩力

造成的，而不是血管本身问题。 

20、冠状动脉灌注压（CCP）：心脏冠状动脉供学时的压力，受舒张压和左房压影响。 

正常情况：50---70mmHg。 

CCP<40mmHg 时，心肌部分缺血，心肌供血不足。 

CCP<20mmHg 时，心肌完全缺血，可能发生心肌梗塞。 

21、主动脉排空系数（BLK）：血液在主动脉中排空推进的速率。 

正常情况：0.22---0.26。BLK 越大，排空速度越快。 

22、血管顺应度（AC）：动脉内血液压力改变一个单位时所对应的动脉体积的相应变化

量。也就是单位时间内充盈的量跟血管容积相应扩大的比例。正常情况：>1.2。 

AC 小：（1）血管弹性差。 

      （2）排空快，SV 过小。而不是血管本身问题。 

23、血管弹性扩张系数（FEK）：心脏收缩排血时动脉血管弹性扩张的程度。 

影响因素：（1）SV 的大小。SV 越大，FEK 越大。 

         （2）排空速度。排空越快，FEK 越小。 

         （3）血管弹性不好。当 SV 不低，排空速度不快，FEK 小同时具备，才可能

判断血管有硬 化的可能，而不宜只凭单一参数进行判断。 

24、总周阻（TPR）：反映心室射血时的阻抗，确切反映心脏的后负荷的参数。达因*

秒*平方厘米。反映血管容量与容积的比例关系。血管口径小，周阻大。但有时 SV 低

时，血管口径就缩小来适应来血量，这时 TPR 应该高，但是由于机体的代偿功能，SV

降低，心率加快，CO 正常，根据公式 TPR 并不高，这时应该为假象的 TPR 不高，是

由心率代偿造成的。如：有的休克的病人，PR 非常快，SV 很低，但 CO 正常，所以周

阻并不高（假象）。这时，应参考标准周阻。 

25、标准周阻（SPR）：为消除心率代偿的影响，将心率纠正到标准状态，即 70 次/分

钟时的总周阻。此值可真实的反映血管口径变化所形成的实际阻力状况。 

此时 HR 被降低到 70 次/分，SV 很小，CO 就小，TPR 肯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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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左心室喷血阻抗（VER）：反映左心流出通道阻力状况的指标。 

影响因素：（1）流出通道有无病变。如主动脉瓣狭窄等都可引起 VER 增大。 

         （2）流出通道无病变，但主动脉血液排空速度缓慢，VER 增大。 

         （3）整个血管阻力大。 

27、肺动脉楔压（PAWP）：反映肺毛细血管内的压力，是左心前负荷的重要标志。 

正常情况：6---12mmHg。 

>18mmHg 时，前负荷增大。 

28、肺血管阻力（PAR）：此指标是指由肺血管口径的大小所形成的摩擦力状况。当肺

血管收缩时，肺血管阻力即增高。反之则低。此值受肺动脉压和左心输出量的影响。当

左心输出量 CO 减少和肺动脉压 PAP 增高时，肺动脉阻力 PAR 也增高。反之则低。正

常值约为 100～200 达因·秒·厘米 —5 。 

29、肺动脉压（PAP）：这是指肺动脉内的压力强度。此值受左心输出量和肺血管阻力

的调节，随左心输出量 CO 和肺血管阻力 PAR 的增大（减小）而增高（降低）。正常值

2～4 kPa 或 15～30mmHg。 

30、有效血容量（BV）：反映有效血液循环量的指标。如果 BV 偏小，则回心血量少，

从而会影响到心搏量的多少，周阻的大小等指标。BV 过小，在临床上可以采用一些如

静脉扩容补液等措施来增大 BV；BV 过大，在临床上可以采用一些如利尿、脱水等措

施来减小 BV。 

31、全血粘度（N）：血液流变学的基本指标，是指血液分子间的内摩擦力。 

高粘状态：即血液的粘度高，血液流动就受到影响，所以高血压的病人，高粘容易出现

脑血管意外，如可能出现中风等现象；冠心病的病人高粘状态，容易出现心肌梗塞等现

象。 

影响因素：5 个方面： 

  （1）温度。温度越高，N 越低；温度越低，N 越高。当然人体体温基本恒定，所以

N 受温度的影响较小。 

  （2）酸碱度的影响。酸碱中毒将会使 N 升高。 

  （3）血浆中的一些成分的影响。特别是纤维蛋白元。 

  （4）细胞本身的影响。细胞的变形性降低，N 增高。血细胞一般为 8 个微米，毛细

血管口径一般为 3---20 个微米。 

  （5）收缩力推动血液前进的切应力的影响。 

血液在血管中流动处于层流状态，也就是分层流动，越靠近血管壁，流速越慢，中间最

快。 

所以切变率越大，斜度越大，切应力越大，流速越快，N 越低。 

切变率越小，斜度越小，切应力越小，流速越慢，N 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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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即在人体内）血液粘度与体外抽血检测的粘度是有区别的。有的人在体外抽血检

测的 N 高，但实际在载体内测试的 N 并不高，这就是由于动力代偿，使血液粘度降低

了。 

例如：血压对 N 的影响。 

（1）SP 增高，会使 N 降低；SP 降低，会使 N 升高。一般 SP 在 100---140mmHg 之间，

对 N 的影响较小。 

SP>140，低粘血症的较多；SP<100，高粘血症的较多。 

所以，收缩压很高，一般不需降粘，其本身的动力代偿就将 N 降低了；收缩压很低，

一般可以降粘。（如阿司匹林等）。 

（2）脉压差（PP）越大，N 越低；PP 越小，N 越高。一般 PP 在 30---50mmHg 之间，

对 N 影响较小。 

PP>50，低粘血症的较多；PP<30，高粘血症的较多。如：高血压的病人，PP 很大的病

人，检测 N 低，就不宜降粘，否则可能引起脑溢血等；而 PP 很小的病人，检测 N 高，

需要降粘，因为粘稠度大，可能发生心绞痛、脑血栓形成、脑梗塞等疾病。 

所以本仪器检测出的血粘度值是反映血液在人体内的粘度（即载体血粘度），受一些因

素的影响，与体外检测血粘度是有区别的。 

降粘措施： 

（1）如果血液凝塞的话可以用稀释的办法。 

（2）对于有的心搏量、心输出量、VPe 很小的病人，N 高，可采取增加动力、强心，

增加血流动力来降低 N。 

32、还原全血粘度（Nr）：去除动力学因素的影响，将心率纠正到 70 次/分，VPe 为个

人标准值时的血液粘度。 

   （1）有时 N 正常，Nr 偏高。这是由于动力性代偿的原因，实际上在没有动力代偿

的情况下就是高粘状态，也就是说血液本身的粘度高，在身体中由于动力原因隐含着一

个高粘状态。称：隐性高粘血症。 

  （2）有时 N 偏高，Nr 正常。这是由于动力降低，所引起的在体内的一个高粘状态，

但血液本身的粘度并不高。 

33、微循环半更新率（MHR）：指血液在循环中更新一半的速率。 

34、微循环半更新时间（MRT）：指微循环中血液更新一半所需的时间。 

35、微循环平均滞留时间（MST）：指血液分子在微循环中停留的平均时间。 

以上三项指标均间接反映了人体微循环流畅情况。MHR 快，MRT 短，MST 少，微循

环就好。反之，则表示微循环不良，有滞留现象，易发生淤血。多见于高粘血症、心功

能不全、动脉硬化、高脂血症，微血管收缩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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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责任声明 

本所对于本手册的错误、安装错误、操作错误不作任何形式的担保，对于偶

发或必然损坏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手册由合肥华科电子技术研究所编写，版权归本单位所有，未经本所事先

书面许可，不得对本手册的任何部分进行复制、照相、复印或翻译成其他语言。 

本产品的寿命期为五年。因此，正确使用、保养、维护本产品及其附件，可

延缓产品的锈蚀、老化、报废，延长使用寿命,使产品及其附件更长时间地发挥

效能。 

本所仅在下列情况下才认为应该对产品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性能负责，即：

装配操作、扩充、重新调整、性能改进和维修均由本单位认可的人员或机构进行；

有关的电器设备符合国家相关的标准；按照本手册的指导进行操作仪器。 

注意  

这不是一种治疗装置。此仪器不能在家庭使用。 

警告  

为了安全地连续使用本产品，必须遵守所列出的指示。本手册所列出的指示

不能代替已在执行的医疗步骤。 

●为了减少触电的危险，不要打开仪器的外壳。任何对产品的维修和升级必须经

由本所培训和授权的服务人员进行。 

●本产品旨在仅由经过训练的健康护理专业人员在健康护理机构中使用。 

●不要更换本产品的电源线，不可将此产品的三芯电源线接二芯插座。 

●如负有使用此产品的责任的各个医院或医疗机构不能实现一套满意的维护计

划，则会造成不正常的仪器失效，且可能危及人身健康。 

●必须按照当前执行的废物控制规范来处理包装物，并将包装物放置在儿童接触

不到的地方。 

小心  

（1）请按本使用说明书的有关说明进行产品的维护。不正确的维护措施可能会

导致不正确的分析结果，甚至可能导致产品损坏或人身伤害。 

（2）与患者接触部件的清洗、消毒和灭菌：本仪器的检测探头——“脉搏传感

器”表面可用医用酒精擦拭消毒，自然风干。清洁完毕后，请用干布将表面擦干。

清洁前，请关闭产品所有电源，并拔掉电源线插头；清洁过程中，请采取必要措

施防止水滴进入产品及其传感器，否则可能导致产品损坏或人身伤害。 

（3）环境保护：当本手册中介绍的产品和附件即将超过使用期限时，必须根据

按照相关的产品处理规范来对它们进行处理。如果您希望进一步了解有关信息，

请联系本所或其代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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