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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用于监控病人的病床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智能医疗领域，
公开了一种
用于监控病人的病床，
包括床架、床垫和压电薄
膜，
床架上设有床垫，
床垫内设有压电薄膜，
压电
薄膜上设有多个电容式感应器，
多个电容式感应
器设在压电薄膜的上表面，
电容式感应器用于感
应人体存在并发出感应电信号；
电容式感应器均
连接于单片机，
单片机连接压电薄膜，
单片机用
于判断压电薄膜和电容式感应器产生的电信号，
单片机连接有信号发射器，
信号发射器发送信号
至护士监测台。
本实用新型通过电容式感应器对
病人进行实时地查看，
电容式感应器具有价格便
宜、
灵敏度高、
结构简单、
恶劣环境下也可适用的
特点，
适合大面积进行生产和使用，
通过压电薄
膜对监控的正确性进行判断，
提高了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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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用于监控病人的病床，
包括床架(1)、床垫(2)和压电薄膜(3) ，
床架(1)上设有床
垫(2) ，
床垫(2)内设有压电薄膜(3) ，
其特征在于：
压电薄膜(3)上设有多个电容式感应器
(31) ，
多个电容式感应器(31)设在压电薄膜(3)的上表面，
电容式感应器(31)用于感应人体
存在并发出感应电信号；
电容式感应器(31)均连接于单片机，
单片机连接压电薄膜(3) ，
单
片机用于判断压电薄膜(3)和电容式感应器(31)产生的电信号，
单片机连接有信号发射器，
信号发射器发送信号至护士监测台。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监控病人的病床，
其特征在于：
多个电容式感应器
(31)呈长方形且均匀平行排列于压电薄膜(3)上。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监控病人的病床，
其特征在于：
床垫(2)外层包裹有
保护套(21) ，
压电薄膜(3)和电容式感应器(31)均设于保护套(21)内，
保护套(21)的四个角
分别设有2个固定绳(22)。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监控病人的病床，
其特征在于：
床架(1)上设有四个
角的床杆上分别设有固定孔(11)，
固定绳(22)穿过每个角的对应的固定孔(11)相固定。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监控病人的病床，
其特征在于：
床架(1)下端固定连
接有四个支撑杆，
支撑杆包括固定杆(12)和移动杆(13) ，
固定杆(12)固定于移动杆(13)的
上方，
固定杆(12)和移动杆(13)均设有相匹配的插孔(14) ，
插孔(14)之间贯穿有插杆(15)
来固定固定杆(12)和移动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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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监控病人的病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智能医疗领域，
特别是涉及一种用于监控病人的病床。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智能化领域逐渐地应用于各个行业，
而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导致我国的医疗系统中病人的数量过
多，
而医护人员的数量常年处于紧缺状态，
并不能对病人实现很好的管理，
对于一些病情不
是很严重的病人，
不能实现实时的看管，
病人有需要时仅仅能通过传呼铃来寻找医护人员，
医护人员也不能对病人监护进行实时看管，
特别是夜间看管的时候，
需要医护人员去病房
进行巡查，
而夜班的人数较少，
导致无法实时的对病人进行有效地监控和照顾，
若发生意外
时，
医生不能及时得到病人的身体数据，
可能会延误病情，
造成病人无法得到及时的救治，
导致一些不可挽回的后果。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中人手缺少、
监控实时性差的缺点，
提供了一种用于监
控病人的病床。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实用新型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得以解决。
[0005] 一种用于监控病人的病床，
包括床架、床垫和压电薄膜，
床架上设有床垫，
床垫内
设有压电薄膜，
压电薄膜上设有多个电容式感应器，
多个电容式感应器设在压电薄膜的上
表面，
电容式感应器用于感应人体存在并发出感应电信号；
电容式感应器均连接于单片机，
单片机连接压电薄膜，
单片机用于判断压电薄膜和电容式感应器产生的电信号，
单片机连
接有信号发射器，
信号发射器发送信号至护士监测台。
[0006] 作为优选，
多个电容式感应器呈长方形且均匀平行排列于压电薄膜上，
这样的设
置，
可以使病人在病床上无论是平躺、侧身还是坐起，
都能有效地检测到病人的存在，
覆盖
范围更大更有效。
[0007] 作为优选，
床垫外层包裹有保护套，
压电薄膜和电容式感应器均设于保护套内，
保
护套的四个角分别设有2个固定绳，
通过保护套的设置，
使床垫内部减少受到粉尘及人为因
素的破坏，
同时也方便换洗，
让床垫内部得到很好的保护。
[0008] 作为优选，
床架上设有四个角的床杆上分别设有固定孔，
固定绳穿过每个角的对
应的固定孔相固定，
方便使用人将保护套通过固定绳固定在床架上，
使用更加稳固。
[0009] 作为优选，
床架下端固定连接有四个支撑杆，
支撑杆包括固定杆和移动杆，
固定杆
固定于移动杆的上方，
固定杆和移动杆均设有相匹配的插孔，
插孔之间贯穿有插杆来固定
固定杆和移动杆，
通过可调节升降的设置，
可满足不同人的需求进行设置，
方便上下床。
[0010] 本实用新型由于采用了以上技术方案，
具有显著的技术效果：
[0011] 本实用新型通过电容式感应器对病人进行实时地查看，
来感应病人是否位于床
上，
电容式感应器具有价格便宜、
灵敏度高、
结构简单、
恶劣环境下也可适用的特点，
适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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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进行生产和使用。
同时通过监控方法来对电容式感应器可能存在误判的情况进排除，
包括病人在床上躺下的位置情况不同，
也能准确地报出实际的结果。而在病床空置的时候，
由于空置过久，
同时有时候天气情况不同，
会导致空气中的粉尘和湿度原因造成电容式感
应器内电容堆积，
通过压电薄膜对监控的正确性进行判断，
提高了准确性。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用于监控病人的病床中监护病床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用于监控病人的病床中床垫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用于监控病人的病床中运行过程的示意图。
[0015] 图中：
1—床架、
11—固定孔、
12—固定杆、
13—移动杆、
14—插孔、
15—插杆、
2—床
垫、
21—保护套、
22—固定绳、
3—压电薄膜、
31—电容式感应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实施例1
[0017]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18] 如图1至图3所示，
一种用于监控病人的病床，
包括床架1、
床垫2和压电薄膜3，
床架
1上设有床垫2，
床垫2内设有压电薄膜3，
压电薄膜3上设有多个电容式感应器31，
多个电容
式感应器31设在压电薄膜3的上表面，
电容式感应器31用于感应人体存在并发出感应电信
号；
电容式感应器31均连接于单片机，
单片机连接压电薄膜3，
单片机用于判断压电薄膜3和
电容式感应器31产生的电信号，
单片机连接有信号发射器，
信号发射器发送信号至护士监
测台。
[0019] 多个电容式感应器31呈长方形且均匀平行排列于压电薄膜3上，
这样的设置，
可以
使病人在病床上无论是平躺、侧身还是坐起，
都能有效地检测到病人的存在，
覆盖范围更大
更有效。
[0020] 床垫2外层包裹有保护套21，
压电薄膜3和电容式感应器31均设于保护套21内，
保
护套21的四个角分别设有2个固定绳22，
通过保护套21的设置，
使床垫2内部减少受到粉尘
及人为因素的破坏，
同时也方便换洗，
让床垫2内部得到很好的保护。
[0021] 床架1上设有四个角的床杆上分别设有固定孔11，
固定绳22穿过每个角的对应的
固定孔11相固定，
方便使用人将保护套21通过固定绳22固定在床架1上，
使用更加地稳固。
[0022] 床架1下端固定连接有四个支撑杆，
支撑杆包括固定杆12和移动杆13，
固定杆12固
定于移动杆13的上方，
固定杆12和移动杆13均设有相匹配的插孔14，
插孔14之间贯穿有插
杆15来固定固定杆12和移动杆13，
通过可调节升降的设置，
可满足不同人的需求进行设置，
方便上下床。
[0023] 本实用新型通过电容式感应器31对病人进行实时地查看，
来感应病人是否位于床
上，
电容式感应器31具有价格便宜、
灵敏度高、
结构简单、
恶劣环境下也可适用的特点，
适合
大面积进行生产和使用。
同时通过监控方法来对电容式感应器31可能存在误判的情况进排
除，
包括病人在床上躺下的位置情况不同，
也能准确地报出实际的结果。而在病床空置的时
候，
由于空置过久，
同时有时候天气情况不同，
会导致空气中的粉尘和湿度原因造成电容式
感应器31内电容堆积，
通过压电薄膜3对监控的正确性进行判断，
提高了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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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
凡依本实用新型申请专利范围所
作的均等变化与修饰，
皆应属本实用新型专利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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