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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带模拟血压表的血压仪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带模拟血压表的血压仪，
包
括脉搏波信号采集带和操控器 ，操控器包括壳
体、
压力传感器、
A/D转换单元、
CPU单元、
气泵、
气
阀，
A/D转换单元分别连接压力传感器和CPU单
元，
CPU单元通过气阀控制气泵充放气，
壳体上设
有液晶显示器和功能按键 ，
液晶显示器为触摸
屏，
触摸屏上显示一模拟表盘，
模拟表盘上设有
刻度和指针，
通过触摸模拟表盘设置预充气值，
根据预充气值对采集带进行充气加压，
通过压力
传感器获取压力信号给A/D转换单元，
经A/D转换
单元转换成数字信号后发给CPU单元，
CPU单元计
算压力值并渲染出模拟表盘的指针位置，
功能键
包括开关机键、启动键、菜单键以及上调整键和
下调整键。本发明的血压仪的准确度高 ，用户操
作便利，
提高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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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带模拟血压表的血压仪，
其特征在于：
包括脉搏波信号采集带和操控器，
所述操
控器包括一壳体以及设于所述壳体内的压力传感器、A/D转换单元、CPU单元、气泵和气阀，
所述A/D转换单元分别与压力传感器和CPU单元连接，
所述CPU单元通过气阀控制气泵对脉
搏波信号采集带进行充气或放气，
所述壳体表面设有液晶显示器和功能按键；
所述液晶显示器为触摸屏，
所述触摸屏上显示一模拟表盘，
所述模拟表盘上设有刻度
和指针，
通过触摸模拟表盘上的刻度将指针调整到相应位置，
实现对预充气值的设置，
根据
所述刻度对应的预充气值对脉搏波信号采集带进行充气加压，
并通过压力传感器实时获取
脉搏波信号采集带上的压力信号，
传递给A/D转换单元，
所述A/D转换单元将压力信号转换
成数字信号后发送给CPU单元，
所述CPU单元根据所述数字信号计算压力值，
并根据所述压
力值实时渲染出模拟表盘的指针位置，
在触摸屏上选取对应数值进行设置，
且在充放气过
程中通过表盘渲染的方式显示压力的变化，
所述功能键包括开关机键、启动键、
菜单键以及
对预充气值的上调整键和下调整键。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模拟血压表的血压仪，
其特征在于：
所述脉搏波信号采
集带为袖带或腕带。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模拟血压表的血压仪，
其特征在于：
所述壳体内还设有
一电池，
所述电池与CPU单元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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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模拟血压表的血压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带模拟血压表的血压仪。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血压计中主要有通过机械的血压表和台式汞柱来显示测量压力，
进行柯氏
音法测量血压，
台式汞柱的玻璃易碎，
水银有毒，
不环保，
机械血压表压力显示误差较大，
操
作不便。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在于提供一种带模拟血压表的血压仪，
用于听诊法(柯
氏音法)测量血压，
提高准确度，
简化用户操作，
压力表盘的模拟，
提高用户体验。
[0004]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
一种带模拟血压表的血压仪，
包括脉搏波信号采集带和操
控器，
所述操控器包括一壳体以及设于所述壳体内的压力传感器、A/D转换单元、CPU单元、
气泵和气阀，
所述A/D转换单元分别与压力传感器和CPU单元连接，
所述CPU单元通过气阀控
制气泵对脉搏波信号采集带进行充气或放气，
所述壳体表面设有液晶显示器和功能按键；
[0005] 所述液晶显示器为触摸屏，
所述触摸屏上显示一模拟表盘，
所述模拟表盘上设有
刻度和指针，
通过触摸模拟表盘上的刻度将指针调整到相应位置，
实现对预充气值的设置，
根据所述刻度对应的预充气值对脉搏波信号采集带进行充气加压，
并通过压力传感器实时
获取脉搏波信号采集带上的压力信号，
传递给A/D转换单元，
所述A/D转换单元将压力信号
转换成数字信号后发送给CPU单元，
所述CPU单元根据所述数字信号计算压力值，
并根据所
述压力值实时渲染出模拟表盘的指针位置，
所述功能键包括开关机键、启动键、
菜单键以及
对预充气值的上调整键和下调整键。
[0006] 进一步，
所述脉搏波信号采集带为袖带或腕带。
[0007] 进一步的，
所述壳体内还设有一电池，
所述电池与CPU单元连接。
[0008] 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通过操控器中的触摸屏以及CPU单元计算，
提高准确度，
同
时简化了用户操作，
模拟表盘的方式，
提高用户体验。
附图说明
[0009] 下面参照附图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10] 图1为本发明一种带模拟血压表的血压仪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本发明一种带模拟血压表的血压仪的操控器的外观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如图1和图2所示，
一种带模拟血压表的血压仪，
包括脉搏波信号采集带(未图示)
和操控器，
所述脉搏波信号采集带为袖带或腕带，
所述操控器包括一壳体1以及设于所述壳
体内的压力传感器2、A/D转换单元3、CPU单元4、气泵(未图示)和气阀(未图示) ，
所述A/D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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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单元3分别与压力传感器2和CPU单元4连接，
所述CPU单元4通过气阀控制气泵对脉搏波信
号采集带进行充气或放气，
所述壳体1表面设有液晶显示器5和功能按键6，
所述壳体1内还
设有一电池7，
所述电池7与CPU单元4连接；
[0013] 所述液晶显示器5为触摸屏，
所述触摸屏上显示一模拟表盘51，
所述模拟表盘51上
设有刻度和指针，
通过触摸模拟表盘51上的刻度将指针调整到相应位置，
实现对预充气值
的设置，
根据所述刻度对应的预充气值对脉搏波信号采集带进行充气加压，
并通过压力传
感器2实时获取脉搏波信号采集带上的压力信号，
传递给A/D转换单元3，
所述A/D转换单元3
将压力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后发送给CPU单元4，
所述CPU单元4根据所述数字信号计算压力
值，
并根据所述压力值实时渲染出模拟表盘51的指针位置，
所述功能键6包括开关机键61、
启动键62、
菜单键63以及对预充气值的上调整键64和下调整键65。
[0014] 本发明通过操控器中的触摸屏以及CPU单元计算，
提高准确度，
同时简化了用户操
作，
不需要通过人工加压，
只需要在触摸屏上选取对应数值进行设置，
且在充放气过程中通
过表盘渲染的方式显示压力的变化，
准确度高，
且视觉效果佳，
提高用户体验。
[0015] 虽然以上描述了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但是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理
解，
我们所描述的具体的实施例只是说明性的，
而不是用于对本发明的范围的限定，
熟悉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依照本发明的精神所作的等效的修饰以及变化，
都应当涵盖在本发明的
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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