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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便携式医疗检测设备进行应用，可以使群众自行开展身体健康检查工作，对掌握自身的身体状况有积

极作用，有利于提高患者就医效率。目前，便携式医疗检测设备的种类比较多，其中便携式电子血压计的应用比

较广泛，能够帮助高血压患者及时关注自己的血压水平，提高血压监测管理质量与效率，从而为血压水平有效控

制提供及时、准确的检测依据，促进血压防治效果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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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会对人体的心脑血管以及肾脏等产生影响。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对自身的血压状态进行检测有重

要意义 [1]。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利用便携式电子

血压计开展血压数值检测也越来越普遍 [2]。为加深对便

携式电子血压计的认知，本文围绕专利控制、市场控制、

产业发展三方面对近些年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希望为

之后的便携式电子血压计技术研发提供参考。

1 便携式电子血压计专利控制力

1.1 技术发展情况

现阶段，便携式电子血压计在总体上的发展主要

集中在美国、日本、荷兰、中国。其中我国的专利申

请量比较多，位居世界前列，但从生产企业层面来看，

我国生产企业专利申请量不如其他国家生产企业 [3]。在

众多生产企业中，荷兰皇家飞利浦公司技术研发水平

较高，专利申请量与其他企业相比遥遥领先；其次为

日本的松下企业和德国罗氏。可以确定便携式电子血

压计的技术专利控制力主要是以欧美龙头企业为主，

我国相关企业的技术控制能力比较薄弱 [4]。

1.2 产品控制情况

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对日常身体的健

康素质进行监测的需求也在不断上升，在一定程度上

带动了便携式医疗器械发展。高血压作为发病率较高

的慢性疾病，对血压监测与管控具有较高需求，鉴于

此便携式电子血压计的研发成为相关企业关注重点 [5]。

目前，该设备研发以欧姆龙、松下、飞利浦等企业为主；

我国比较领先的企业公司包括九安医疗、鱼跃医疗等，

还有一些新企业也不断涌入，虽然我国发展便携式电

子血压计的公司数量比较多，但专利申请量并不多，

专利申请人比较分散，并且不一定会形成相应的产品。

对市场上便携式电子血压计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强

生、欧姆龙、松下等外资品牌的便携式电子血压计占

据我国将近一半市场。此外，在国际医疗巨头发展中，

专利申请量也比较多，产品控制力相对较强。而我国

的医疗设备企业虽然价格相对较低，性价比优势比较

明显，也占据了一半左右市场，但是专利布局比较少，

说明在产品控制方面，我国较为薄弱。

表 1 电子血压计领域中国专利申请的主要申请人构成

情况（数据来源：amCharts.com）

专利申请单位 占比

欧姆龙健康医疗事业株式会社 30.30%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2.80%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9.60%

深圳市家康科技有限公司 9.00%

柯顿（天津）电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8.50%

西铁城控股株式会社 6.40%

深圳市金亿帝科技有限公司 5.90%

欧姆龙健康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4.80%

其他 12.70%

1.3 市场控制情况

我国作为专利申请大国，市场前景更大，是国际

企业和国内企业开展市场布局的主要目标 [6]。自中国实

行战略转型计划以来，在技术创新方面的能力大幅度

提高，和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之间的差异不断缩短，

中国专利申请量不断增加，但多集中在芯片、手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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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便携式智能医疗器械较少。且我国企业在便携

式电子血压计专利申请过程中的主要目标集中在国内，

将国内作为主要市场，市场的控制力相对较弱，尤其

是在国际市场方面的发展水平比较低 [7]。如果说中国是

便携式电子血压计市场布局中的目标国家，荷兰则属

于产品来源国家，相关企业在本土申请专利的同时，

也将目标放置到国际上，在其他国家进行市场布局。

2 便携式电子血压计产业发展现状

2.1 产业发展方向

为深入了解便携式电子血压计发展情况，需要以

专利数据为基础全面掌握全球产业结构的具体分布情

况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分布。在进行产业发

展方向研究时，需要从以下角度出发：

1.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专利与技术之间的关

系，决定我们可以从便携式电子血压计专利数据中探

究其研究重点、发展趋势、产业布局变化方向等 [8]。

经专利数据分析发现：（1）便携式电子血压计检测方

式、配套设备、人机交互以及算法相关专利申请都相

对较少，占比最小为 1.5%，而最大仅为 7.7%，相对而

言，设备结构、系统数据传输方法等方面的专利申请

量较多，在 36%~40%之间，说明结构创新、数据传输

方式创新是当前便携式电子血压计技术研究的主流趋

势，也是全球电便携式电子血压计产业结构调整的主

要内容 ,且在近些年发展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9]。（2）

2008年之前，该医疗检测设备的专利申请量比较少，

并且增长速度也比较缓慢；2008年以后，专利申请量

不断增加；2015年以后专利申请量增加速度减缓，逐

渐趋于稳定。由此可见，便携式电子血压计在 2008年

得到市场广泛重视，相关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经

过多年发展技术水平日渐成熟，目前已进入稳定发展

阶段。

2.优势国家 /地区的产业调整方向。从便携式电子

血压计专利申请情况出发进行分析，中国、美国、日

本以及荷兰申请量较多；从对不同国家的专利申请数

据进行分析，我国的专利申请中对结构相关的专利申

请量占比较多，其次为数据传输方式的专利申请。这

也是我国在便携式电子血压计研发过程中的主要方向；

美国专利申请多集中在数据传输方式方面，此外，美

国在人际交互方面的专利申请也具有一定的占比，说

明美国在便携式电子血压计研究过程中，侧重于数据

传输技术创新、人机交互技术创新；日本专利申请虽

然以结构、数据传输为主，但相对而言，数据传输占

主要地位，说明日本产业调整方向为便携式电子血压

计数据传输方式创新；荷兰的专利申请中主要是以检

测方式为主申请相关专利，说明检测方法创新是该国

研究的主要目标与重点方向。

3.产业发展趋势。我国的电子血压计发展主要包

含 2008年之前和 2008年之后的发展阶段。在 2008年

之前申请专利数量比较少，而在 2008年以后专利申请

量急速上升，到 2015年左右达到专利申请的高峰。在

这一阶段申请的便携式电子血压计相关专利主要集中

在结构技术创新、系统数据传输技术创新等方面，进

一步说明设备结构创新与数据传输方式创新是该产业

的主要发展方向。对申请量进行分析，美国近些年的

专利申请量的增长趋势和下降趋势都不明显，基本保

持稳定状态，说明在美国该产业发展较为稳定。从不

同的技术分支出发进行分析，数据传输方式是美国便

携式电子血压计的重要发展方向 [10]。

4.龙头企业产业结构调整趋势。对飞利浦、松下、

罗氏、欧姆龙以及其他便携式电子血压器的研发企业

专利申请量进行研究。飞利浦、欧姆龙、松下以及罗

氏关于便携式电子血压计的专利申请量比较多，技术

实力雄厚，属于便携式电子血压计行业的龙头企业，

其中荷兰皇家飞利浦公司专利申请量最多。2008年之

后，飞利浦公司对便携式电子血压计相关专利的申请

集中在血压计的结构以及数据传输检测方式、人机交

互等方面。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2008年以前的专利

申请量较多，证明了该企业在便捷式电子血压计发展

过程中调整了其研发投入。欧姆龙集团于 1973年发

布压力表式手动电子血压计（HEM-1）为家庭血压健

康管理提供了设备支持，后在不断发展中后对血压计

结构、血压计监测方法、血压计显示形式、血压计数

据传输方法等进行创新，1991年、1992年、1999年、

2000年、2004年、2006年、2008年、2009年、2010年、

2012年、2018年相继推出 HEM-706、HEM-601、HEM- 

757、HEM-630、HEM-637 IT、HEM-1000、HEM-

7020、HEM-7301- IT、HEM-SOLAR、HEM-7250-

IT、HEM-7251G与 HEM-6310F、HeartGuide等产品，

就 HeartGuide而言，结构类似手表，可随身佩戴进行

血压全天监测，其便捷性、功能性、创新性得到世界

广泛认可。罗氏集团作为世界领先生物科技公司，在

智能血压计研发方面存在突出成绩，纵观其专业申请

情况，发现数据传输技术创新、人机交互技术创新是

该公司研究的主流方向。

2.2 技术热点方向

在对便携式电子血压计的技术发展趋势进行研究

时是以便携式电子血压计专利申请量的变化情况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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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对便携式电子血压计的专利申请数量进行分析，

除了能够了解该行业的结构调整和未来发展趋势之外，

也能够反映便携式电子血压计在研发过程中的热点技

术应用情况。一般情况下，当一项技术专利申请数量

在短时间内激增或在一定时间内始终呈增长态势，说

明该技术为该产业领域研究热点技术，也是该产业未

来一段时间内发展的主流方向。

在本次研究中主要对便携式电子血压计不同技术

分支的专利发展趋势进行研究，从而了解技术热点演

进方向，具体可以从以下角度出发：

1.了解热点技术的申请情况。对不同技术分支的

具体专利情况分析：我国的专利申请比较集中，以结

构专利研究为主，数据传输方式专利研究为辅，虽然

对其他技术分值也有所涉猎，但是所占比例相对较低；

国外企业在便携式电子血压计研发过程中更加强调的

是不同技术的研究。由此可以证明，国外企业侧重于

设备综合发展与全面创新，相关技术水平较高，产业

发展较为均衡。从专利申请时间出发进行分析，中国

专利申请量在 2008年之前较少，说明该产业在中国起

步较晚，且研究基础较差，在中国信息技术快速发展

的背景下，2008年之后，我国相关专利申请量不断上升，

到 2015年之后，我国的专利申请量远远超过外国 [11]。

2.技术热点演进方向。在对便携式电子血压计进

行分析时，国外与国内专利申请中关于设备结构、设

备数据传输技术的专利申请量居多，说明这两者不仅

是中国技术研究热点，也是国际技术研究热点。就设

备结构而言，侧重于结构便利性、舒适性、美观性、

轻巧性研究；就数据传输而言，侧重于数据传输快速

性、准确性、全面性研究。随着智能化技术、信息化

技术以及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健康参数监测

的需求不断上升。因此，为了保证测量仪器的便利性、

多功能性，确保健康数据能够及时传输，对便携式电

子血压计的数据传输需求也越来越多。这就决定了在

之后的便携式电子血压计研发过程中，对数据传输方

式的调整是主要技术热点方向。

3.技术热点的发展方向。要想有效了解便携式电

子血压计技术热点发展方向，需要综合考虑核心专利。

目前，核心专利已经超过 300篇，而从核心专利的生

产趋势以及具体的分布区域出发进行研究：2006年至

2017年是核心专利申请高峰期，说明这一时期为该产

品技术热点探究重点时期。而对核心专利地区分布进

行分析，中国核心专利数量与美国核心专利数量明显

多于其他国家，占比超过 70%，说明中国、美国在该

产品研究上投入了大量精力，该产品技术研发取得了

较好的成绩；对不同的技术分支进行研究，核心专利

申请量占比较高的技术有结构创新技术、数据传输方

式创新技术等，说明对便携式电子血压计的结构进行

改进，完成数据传输方式调整是主要技术热点。

3 结语

总而言之，在对便携式电子血压计进行研究时，

需要明确便携式电子血压计当前的专利申请情况，从

专利申请情况分析，掌握便携式电子血压计全球产业

发展趋势以及不同地区和国家关于便携式电子血压计

的研究重点。对核心专利数量进行深入分析，可以掌

握便携式电子血压计在未来的热点技术，从而为便携

式电子血压计的创新和研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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