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335527.3

(22)申请日 2017.05.1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14633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9.08

(73)专利权人 贵州中信云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564300 贵州省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

族自治县大坪工业园区

(72)发明人 罗鑫堂　黄会军　

(74)专利代理机构 重庆强大凯创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50217

代理人 蒙捷

(51)Int.Cl.

G07F 17/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5350779 U,2016.06.29,

CN 204680093 U,2015.09.30,

CN 201449286 U,2010.05.05,

JP 2011122954 A,2011.06.23,

审查员 庄怡倩

 

(54)发明名称

医疗机构用自助服务终端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医疗机构用设备领域，具体涉及

医疗机构用自助服务终端，包括终端本体和位于

终端本体顶部的显示屏，传动机构将显示屏和终

端本体连接起来，传动机构一端连接显示屏，另

一端连接到终端本体顶部，终端本体的底部设有

台座，台座在面向显示屏一侧设有斜面台，斜面

台的两侧设有可供轮椅的车轮进入的倾斜的开

关槽，开关槽的底面设有可被轮椅的车轮碾压的

按压开关，开关槽的中部设有可抵住轮椅车轮的

挡板，显示屏上设有用于让所述挡板缩进台座内

部的按钮。本发明既可以让没有残疾的人使用，

又可以方便坐在轮椅上腿脚不便的人自助使用，

无需单独在终端旁边安排工作人员以帮助他人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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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疗机构用自助服务终端，包括终端本体和位于终端本体顶部的显示屏，其特征在

于：还包括用于让显示屏先下降再推进使用者的传动机构，所述传动机构一端连接显示屏，

所述传动机构另一端连接到终端本体顶部；

所述终端本体的底部设有台座，所述台座在面向显示屏一侧设有斜面台，所述斜面台

以水平地面为起始点，所述斜面台的倾斜角度为12°，所述台座的斜面台与终端本体接触处

设置水平台，所述水平台的高度为5cm；

在所述斜面台的两侧设有可供轮椅的车轮进入的倾斜的开关槽，所述开关槽的底面设

有可被轮椅的车轮碾压的按压开关，按压开关位于开关槽靠近终端本体处，所述开关槽的

中部设有可抵住轮椅车轮的挡板，所述挡板嵌入到台座内部，所述挡板在按压开关被按下

后伸出台座并挡住轮椅的车轮；

所述显示屏上设有用于让所述挡板缩进台座内部的按钮；

在所述终端本体的侧壁上设有紧急开关，所述终端本体内还包括控制模块，所述控制

模块根据按压开关的信号向传动机构传递下降再推进的信号，所述控制模块根据按压开关

的信号向挡板传递伸出信号，所述控制模块根据紧急开关和按钮的信号向挡板传递缩进信

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疗机构用自助服务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紧急开关位于终

端本体中部靠近地面一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疗机构用自助服务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机构包括铰

接的第一支臂和第二支臂，所述第一支臂连接显示屏，所述第二支臂铰接在终端本体上，所

述第一支臂与第二支臂铰接处设有用于让显示屏下降的第一伺服电机，所述第二支臂与终

端本体铰接处设有用于让显示屏向使用者推进的第二伺服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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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用自助服务终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机构用设备领域，具体涉及医疗机构用自助服务终端。

背景技术

[0002] 自助终端用于医疗机构的大厅中，方便患者在工作人员没上班之前自助地进行挂

号、分诊和信息查询等操作，以节约患者等待工作人员操作的时间。

[0003] 现有的自助终端普遍是在柱形的终端本体顶部固定触摸式的显示屏，显示屏向上

倾斜一定的角度以让使用者能看清屏幕。但是这种自助终端的终端本体具有一定的高度，

也提高了显示屏的高度，当坐在轮椅上的人需要自助地进行挂号或其他操作时，根本无法

触及到显示屏，而且就算显示屏的高度较低让坐在轮椅上的人能触及到，轮椅前部的脚踏

板抵在轮椅与终端本体之间，轮椅上的人也无法触及到显示屏。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意在提供一种能让坐在轮椅上的人自助使用的医疗机构用自助服务终端。

[0005] 本方案中的医疗机构用自助服务终端，包括终端本体和位于终端本体顶部的显示

屏，还包括用于让显示屏先下降再推进使用者的传动机构，所述传动机构一端连接显示屏，

所述传动机构另一端连接到终端本体顶部；

[0006] 所述终端本体的底部设有台座，所述台座在面向显示屏一侧设有斜面台，所述斜

面台以水平地面为起始点；

[0007] 在所述斜面台的两侧设有可供轮椅的车轮进入的倾斜的开关槽，所述开关槽的底

面设有可被轮椅的车轮碾压的按压开关，所述开关槽的中部设有可抵住轮椅车轮的挡板，

所述挡板嵌入到台座内部，所述挡板在按压开关被按下后伸出台座并挡住轮椅的车轮；

[0008] 所述显示屏上设有用于让所述挡板缩进台座内部的按钮；

[0009] 在所述终端本体的侧壁上设有紧急开关，所述终端本体内还包括控制模块，所述

控制模块根据按压开关的信号向传动机构传递下降再推进的信号，所述控制模块根据按压

开关的信号向挡板传递伸出信号，所述控制模块根据紧急开关和按钮的信号向挡板传递缩

进信号。

[0010] 本方案的使用方法及有益效果，在正常人使用时，使用者从台座的斜面台走到终

端面前，使用者直接在显示屏上进行挂号、分诊和信息查询等操作。

[0011] 坐在轮椅上的人使用时，使用者推动手轮圈让轮椅的车轮进入台座的开关槽内，

直到车轮压到开关槽内的按压开关，控制模块向挡板传递伸出信号，挡板伸出台座抵住车

轮；在按压开关被压到的同时，控制模块还向传动机构传递下降再推进信号，让显示屏先下

降到合适的高度使人可以接触到，再让显示屏向人的面前推进，让人能够看到显示屏的界

面。

[0012] 使用者点击显示屏上的按钮时，控制模块向挡板传递缩进信号，让挡板不再抵住

车轮，轮椅退出开关槽，车轮不再碾压住按压开关时，控制模块向传动机构发送复位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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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传动机构带动显示屏回到初始位置。

[0013] 当显示屏上的按钮失效时，按下紧急开关，控制模块向挡板传递缩进信号，轮椅退

出开关槽。

[0014] 台座的斜面台让正常人使用时不用走梯步，减小走梯步时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减

少膝关节的磨损。

[0015] 本设计让终端的操作界面即显示屏降低到坐在轮椅上的人面前，方便腿部有残疾

的人使用，残疾人自助使用，无需他人帮助，让残疾人也能和正常人一样使用自助服务终

端，照顾了残疾人的自尊心。

[0016] 本设计既可以让没有残疾的人使用，又可以方便坐在轮椅上腿脚不便的人自助使

用，无需单独在终端旁边安排工作人员以帮助他人使用。

[0017] 进一步，所述台座的斜面台与终端本体接触处设置水平台。

[0018] 当正常人在使用终端时，可通过斜面台走到水平台上使用终端，避免正常人站在

斜面台上时重心后移而倾倒。

[0019] 进一步，所述斜面台的倾斜角度为12°。

[0020] 保持斜面台的坡度较缓，减小轮椅在斜面台两侧开关槽内滑动的阻力，避免轮椅

推不到台座上。

[0021] 进一步，所述紧急开关位于终端本体中部靠近地面一侧。

[0022] 紧急开关设置在终端本体较低的位置上，保证坐在轮椅上的人能够触摸到。

[0023] 进一步，所述传动机构包括铰接的第一支臂和第二支臂，所述第一支臂连接显示

屏，所述第二支臂铰接在终端本体上，所述第一支臂与第二支臂铰接处设有用于让显示屏

下降的第一伺服电机，所述第二支臂与终端本体铰接处设有用于让显示屏向使用者推进的

第二伺服电机。

[0024] 采用两个伺服电机分别带动两个支臂进行两个自由度的移动，从而实现显示屏两

个自由度的移动，让显示屏移动到使用者面前供使用者操作，伺服电机容易得到易维护，而

且伺服电机惯量小不容易出故障。

[0025] 进一步，所述水平台的高度为5cm。

[0026] 由于轮椅上的踏板一般离地面8cm，避免高度较高的水平台挡住轮椅前进，不阻碍

轮椅滑动。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图1中台座的俯视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控制模块的示意性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31]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终端本体1、显示屏2、传动机构3、台座4、挡板5、按

压开关6、紧急开关11、第一支臂31、第二支臂32、斜面台41、水平台42、开关槽43。

[0032] 如图1和图2所示的医疗机构用自助服务终端，在终端本体1的顶部安装显示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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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终端本体1的底部设置台座4，面向显示屏2一侧的台座4上设置斜面台41，斜面台41以远

离终端本体1一侧为起点，斜面台41斜向上地延伸到终端本体1处，将斜面台41的倾斜角度

设为12°，即斜面台41的斜面与水平面的角度为12°，保持斜面台41的较缓的坡度，在斜面台

41靠近终端本体1处设置水平台42，水平台42供正常人使用时站立，避免正常人使用时重心

后移而摔倒，将水平台42的高度设置为5cm，由于轮椅放置在水平地面上时脚踏板的离地面

的高度多为8cm，所以水平台42的高度不会挡住轮椅的移动。

[0033] 在台座4的斜面台41两侧开设与斜面台41具有相同倾斜度的开关槽43，在开关槽

43内设置可被轮椅的车轮压下的按压开关6和能抵住轮椅的车轮的挡板5，挡板5位于开关

槽43的中部，按压开关6位于开关槽43靠近终端本体1处，在按压开关6未被压到时，挡板5位

于斜面台41的内部，当按压开关6被车轮压到时，挡板5伸出斜面台41抵住车轮，挡板5由气

缸带动进行伸出或缩入斜面台41内部。

[0034] 显示屏2通过传动机构3与终端本体1连接，由传动机构3实现显示屏2的下降再推

进向轮椅上的使用者，在显示屏2上设置按钮，按钮用于在使用者使用完后触发挡板5缩进

斜面台41内部，让轮椅退出开关槽43。

[0035] 在终端本体1的侧面上设置紧急开关11，紧急开关11在显示屏2上的按钮失效时使

用。

[0036] 传动机构3包括第一支臂31和与第一支臂31铰接的第二支臂32，第一支臂31固定

连接显示屏2，第二支臂32与台座4的顶部铰接，第一伺服电机位于第一支臂31与第二支臂

32铰接处，第二伺服电机位于第二支臂32与终端本体1铰接处。

[0037] 在终端本体1内设有控制模块，控制模块用于向气缸、第一伺服电机、第二伺服电

机发送启动信号。

[0038] 如图3所示的控制模块，位于按压开关6内的第一压力传感器用于感应车轮的压

力，即感应是否有腿脚不便的坐轮椅的人，位于紧急开关11内的第二压力传感器用于感应

紧急开关11的开启，位于按钮处的第三压力传感器用于感应使用者的轮椅退出信号，当第

一压力传感器、第二压力传感器或第三压力传感器感应到压力时向微控制器发送信号，然

后由微控制器根据接收到的信号向第一电机控制器和第二电机控制器发送启动信号，第二

电机控制器控制第二伺服电机带动第二支臂31让显示屏2向下降低位置，第一电机控制器

控制第一伺服电机带动第一支臂32让显示屏2向使用者面前的位置推进，同时微控制器向

气缸控制器发送启动信号，由气缸带动挡板5伸出或缩进台座4内。

[0039] 本实施例中，让终端的操作界面即显示屏降低到坐在轮椅上的人面前，方便腿部

有残疾的人使用，残疾人自助使用，无需他人帮助，让残疾人也能和正常人一样使用自助服

务终端，照顾了残疾人的自尊心。

[0040] 本实施例的设计在保证没有残疾的人能使用的同时，还可以方便坐在轮椅上的腿

脚不便的人自助使用，无需单独在终端旁边安排工作人员以帮助他人使用。

[0041]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实施例，方案中公知的具体结构及特性等常识在此未作

过多描述。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结构的前提下，还可以

作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这些都不会影响本发明实施的

效果和专利的实用性。本申请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中的

具体实施方式等记载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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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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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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