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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医疗健康管理机器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医疗健康管理机器

人，包括检测组和治疗组，检测组包括有工作台，

工作台内安装有终端，终端的输出端信号连接有

触摸显示屏，工作台在触摸显示屏前设有操作键

盘，工作台的另一侧安装有检测模组，工作台底

部一侧安装有体脂秤，治疗组包括有医疗柜，医

疗柜内安装有治疗控制终端，治疗控制终端与终

端信号连接，医疗柜设有放置平台，医疗柜设有

操作面板，医疗柜的两侧设有安装槽，安装槽滑

动连接有盖板，安装槽内安装有第一活动支架，

第一活动支架连接有毫米波治疗仪，医疗柜背部

连接有固定座，固定座两侧固定连接有第二活动

支架，第二活动支架连接有红外线治疗仪，医疗

柜底部设有放置柜，医疗柜底部四个角落连接有

自锁万向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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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医疗健康管理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包括检测组(1)和治疗组(2)，所述检测组

(1)包括有工作台(3)，所述工作台(3)内安装有终端，所述终端的输出端信号连接有触摸显

示屏(5)，所述工作台(3)在触摸显示屏(5)前设有操作键盘(6)，所述工作台(3)的一侧安装

有打印装置(7)，所述打印装置(7)与终端信号连接，所述工作台(3)的另一侧安装有检测模

组(8)，所述工作台(3)连接有斜撑板(9)，所述斜撑板(9)顶部连接有照明板(10)，所述工作

台(3)底部一侧安装有体脂秤(11)，所述治疗组(2)包括有医疗柜(12)，所述医疗柜(12)内

安装有治疗控制终端(13)，所述治疗控制终端(13)与终端信号连接，所述医疗柜(12)设有

放置平台(14)，所述放置平台(14)内安装有若干治疗仪器，所述医疗柜(12)设有操作面板

(15)，若干所述治疗仪器和操作面板(15)均与治疗控制终端(13)信号连接，所述医疗柜

(12)的两侧设有安装槽(16)，所述安装槽(16)滑动连接有盖板(17)，所述安装槽(16)内安

装有第一活动支架(18)，所述第一活动支架(18)连接有毫米波治疗仪(19)，所述医疗柜

(12)背部连接有固定座(20)，所述固定座(20)两侧固定连接有第二活动支架(21)，所述第

二活动支架(21)连接有红外线治疗仪(22)，所述医疗柜(12)内安装有固定支架(23)，所述

固定支架(23)安装有物理降温组(24)、制氧组(25)和雾化组(26)，所述物理降温组(24)输

出端连接有物理降温仪，所述制氧组(25)输出端连接有吸氧头，所述雾化组(26)输出端连

接有雾化罩，所述医疗柜(12)顶部一侧设有SOS救助按钮(27)，所述医疗柜(12)底部设有放

置柜(28)，所述医疗柜(12)底部四个角落连接有自锁万向轮(2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医疗健康管理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医疗柜(12)设有

身份识别区(30)。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医疗健康管理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医疗柜(12)顶部

设有物品放置槽(31)。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医疗健康管理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3)安装

有资料储存柜(32)。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医疗健康管理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3)的一

侧设有刷卡识别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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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医疗健康管理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健康管理机器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医疗健康管理机器

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老龄化逐步加深，

同时社会的发展导致当今社会竞争的加剧，亚健康人群也快速增加，老龄人口增长、平均寿

命延长也促使了亚健康人群、慢性病人群的增长，目前，养老机构或医院普遍采用专业护工

或护士对被监护人员进行看护，例如专业护工或护士需现场为被看护人员测量体征数据，

将体征数据通过手工输入电脑并上传到医疗健康管理系统中，这种以人工采集被看护人员

的健康数据，必须要求看护人员在现场为所需监护人主动测量，使得实用性不够好，增加了

对看护人员的工作压力，因此需要一种医疗健康管理机器人。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上述背景技术所提出的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旨在提供一种医疗健康

管理机器人。

[0004]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医疗健康管理机器人，包括检测组和治疗组，所述检测组包括有工作台，所述

工作台内安装有终端，所述终端的输出端信号连接有触摸显示屏，所述工作台在触摸显示

屏前设有操作键盘，所述工作台的一侧安装有打印装置，所述打印装置与终端信号连接，所

述工作台的另一侧安装有检测模组，所述工作台连接有斜撑板，所述斜撑板顶部连接有照

明板，所述工作台底部一侧安装有体脂秤，所述治疗组包括有医疗柜，所述医疗柜内安装有

治疗控制终端，所述治疗控制终端与终端信号连接，所述医疗柜设有放置平台，所述放置平

台内安装有若干治疗仪器，所述医疗柜设有操作面板，若干所述治疗仪器和操作面板均与

治疗控制终端信号连接，所述医疗柜的两侧设有安装槽，所述安装槽滑动连接有盖板，所述

安装槽内安装有第一活动支架，所述第一活动支架连接有毫米波治疗仪，所述医疗柜背部

连接有固定座，所述固定座两侧固定连接有第二活动支架，所述第二活动支架连接有红外

线治疗仪，所述医疗柜内安装有固定支架，所述固定支架安装有物理降温组、制氧组和雾化

组，所述物理降温组输出端连接有物理降温仪，所述制氧组输出端连接有吸氧头，所述雾化

组输出端连接有雾化罩，所述医疗柜顶部一侧设有SOS救助按钮，所述医疗柜底部设有放置

柜，所述医疗柜底部四个角落连接有自锁万向轮。

[0006] 进一步限定，所述医疗柜设有身份识别区。这样的结构设计便于对用户的身份进

行识别。

[0007] 进一步限定，所述医疗柜顶部设有物品放置槽。这样的结构设计在使用时可以将

一些物品放置在物品放置槽内。

[0008] 进一步限定，所述工作台安装有资料储存柜。这样的结构设计便于储存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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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进一步限定，所述工作台的一侧设有刷卡识别区。这样的结构设计设计便于社保

卡或银行卡进行支付。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1] 1、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检测模组，通过检测模组可以对人体进行各项的生理指标

的检测，不需要专业护工或护士在现场使用户自己能够更具触摸显示屏上发出的提示进行

操作，节约了检测时间，并且检测的结构更加全面；

[0012] 2、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医疗柜，通过将第一活动支架拉出，使第一活动支架带动

毫米波治疗仪移出安装槽，便可以通过毫米波治疗仪进行治疗，通过拉动第二活动支架，使

第二活动支架带动红外线治疗仪，从医疗柜的后面移动到正面，便可以使用红外线治疗仪

开始治疗，通过制氧组产生的氧气可以用来日常的吸氧保健，通过雾化组可以用于各类呼

吸道疾病的治疗，通过物理降温组可以进行人体降温治疗，减少了专业护工或护士的工作

压力；

[0013] 3、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SOS救助按钮，在发生急性病症时可以通过按压SOS救助按

钮进行报警，使得消息能够通知到位；

[0014] 4、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打印装置，将治疗的结果和检测结果通过打印装置打印出

来用于查看，然后将数据自动储存到医疗健康管理系统中，使得实用性更好。

附图说明

[0015] 本实用新型可以通过附图给出的非限定性实施例进一步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医疗健康管理机器人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医疗健康管理机器人的检测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医疗健康管理机器人的治疗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医疗健康管理机器人的治疗组背面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医疗健康管理机器人的治疗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1]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如下：

[0022] 检测组1、治疗组2、工作台3、触摸显示屏5、操作键盘6、打印装置7、检测模组8、斜

撑板9、照明板10、体脂秤11、医疗柜12、治疗控制终端13、放置平台14、操作面板15、安装槽

16、盖板17、第一活动支架18、毫米波治疗仪19、固定座20、第二活动支架21、红外线治疗仪

22、固定支架23、物理降温组24、制氧组25、雾化组26、SOS救助按钮27、放置柜28、自锁万向

轮29、身份识别区30、物品放置槽31、资料储存柜32、刷卡识别区33。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进一步说明。

[0024] 如图1‑5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医疗健康管理机器人，包括检测组1和治疗组2，

检测组1包括有工作台3，工作台3内安装有终端，终端的输出端信号连接有触摸显示屏5，工

作台3在触摸显示屏5前设有操作键盘6，工作台3的一侧安装有打印装置7，打印装置7与终

端4信号连接，工作台3的另一侧安装有检测模组8，工作台3连接有斜撑板9，斜撑板9顶部连

接有照明板10，工作台3底部一侧安装有体脂秤11，治疗组2包括有医疗柜12，医疗柜12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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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有治疗控制终端13，治疗控制终端13与终端信号连接，医疗柜12设有放置平台14，放置平

台14内安装有若干治疗仪器，医疗柜12设有操作面板15，若干治疗仪器和操作面板15均与

治疗控制终端13信号连接，医疗柜12的两侧设有安装槽16，安装槽16滑动连接有盖板17，安

装槽16内安装有第一活动支架18，第一活动支架18连接有毫米波治疗仪19，医疗柜12背部

连接有固定座20，固定座20两侧固定连接有第二活动支架21，第二活动支架21连接有红外

线治疗仪22，医疗柜12内安装有固定支架23，固定支架23安装有物理降温组24、制氧组25和

雾化组26，物理降温组24输出端连接有物理降温仪，制氧组25输出端连接有吸氧头，雾化组

26输出端连接有雾化罩，医疗柜12顶部一侧设有SOS救助按钮27，医疗柜12底部设有放置柜

28，医疗柜12底部四个角落连接有自锁万向轮29。

[0025] 使用时，通过检测模组8内的检测模块可以对人体的体质分析、血压、体温、十二导

联心电图、血氧、脉率、血糖、尿酸、总胆固醇、白细胞(LEU)、亚硝酸盐(NIT)、蛋白质(PRO)、

维生素C(VC)、尿胆原(UBG)、pH值(pH)、潜血(BLD)、胆红素(UBG)、葡萄糖(GLU)、酮体(KET)、

比重(SG)、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等进行检测，并将检测后

的信息发送到终端上，通过终端发送到触摸显示屏5上供用户查看，通过对触摸显示屏5的

操作可由用户定制各种治疗模块，并将信号从终端发送到治疗控制终端13上，通过治疗控

制终端13控制各治疗仪器启动开始工作，通过打开盖板17，然后将第一活动支架18拉出，使

第一活动支架18带动毫米波治疗仪19移出安装槽16，便可以通过毫米波治疗仪19进行治

疗，通过拉动第二活动支架21，使第二活动支架21带动红外线治疗仪22，从医疗柜12的后面

移动到正面，便可以使用红外线治疗仪22开始治疗，通过制氧组25产生的氧气可以用来日

常的吸氧保健，通过雾化组26可以用于各类呼吸道疾病的治疗，通过物理降温组24可以进

行人体降温治疗，并且在发生急性的心源性猝死的症状时可以通过打开放置柜28，将放置

在放置柜28内的体外除颤仪取出进行急救处理，并且同时按下SOS救助按钮27进行三级应

急相应机制报警，最后将治疗的结果和检测结果通过打印装置7打印出来用于查看。

[0026] 优选医疗柜12设有身份识别区30。这样的结构设计便于对用户的身份进行识别。

实际上，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考虑使用身份识别区30其他的结构形状。

[0027] 优选医疗柜12顶部设有物品放置槽31。这样的结构设计在使用时可以将一些物品

放置在物品放置槽31内。实际上，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考虑使用物品放置槽31其他的结构

形状。

[0028] 优选工作台3安装有资料储存柜32。这样的结构设计便于储存资料。实际上，也可

以根据具体情况考虑使用资料储存柜32其他的结构形状。

[0029] 优选工作台3的一侧设有刷卡识别区33。这样的结构设计设计便于社保卡或银行

卡进行支付。实际上，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考虑使用刷卡识别区33其他的结构形状。

[0030] 上述实施例仅示例性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及其功效，而非用于限制本实用新

型。任何熟悉此技术的人士皆可在不违背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及范畴下，对上述实施例进行

修饰或改变。因此，凡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实用新型所揭示的精神

与技术思想下所完成的一切等效修饰或改变，仍应由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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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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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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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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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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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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