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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输液技术领域，尤其为一种基于

NFC技术的输液用监测仪及其使用方法，包括支

架、定位装置、监控装置和监测装置，所述支架内

侧顶端设有定位装置，所述支架内侧右端设有玻

璃板，且玻璃板与支架固定连接，所述支架顶端

左侧固定连接有控制器，所述支架左端设有监控

装置，所述支架右端设有监测装置，本发明中，通

过设置的红外传感器和NFC模块，这种设置配合

第一螺纹轴与固定架及支架的螺旋连接、第二螺

纹轴与滑块的螺旋连接、红外传感器对液位的检

测和NFC模块对信号的上传，在使用装置时，实现

了病人输液的远程监测和报警，从而便于及时提

醒医务人员病人的输液状态，方便了病人输液时

医务人员的各种操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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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NFC技术的输液用监测仪，包括支架(1)、定位装置(2)、监控装置(5)和监测

装置(6)，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1)内侧顶端设有定位装置(2)，所述支架(1)内侧右端设有

玻璃板(3)，且玻璃板(3)与支架(1)固定连接，所述支架(1)顶端左侧固定连接有控制器

(4)，所述支架(1)左端设有监控装置(5)，所述支架(1)右端设有监测装置(6)，所述监测装

置(6)包括固定架(601)、第一螺纹轴(602)、滑块(603)、第一把手(604)、第二螺纹轴(605)、

红外传感器(606)、信号灯(607)和NFC模块(608)，所述支架(1)右端滑动连接有固定架

(601)，所述固定架(601)内侧滑动连接有滑块(603)，所述滑块(603)左端和固定架(601)内

侧底端均固定连接有红外传感器(606)，所述固定架(601)右端面固定连接有呈上下设置的

信号灯(607)和NFC模块(60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NFC技术的输液用监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装

置(2)包括压块(201)、第二把手(202)、第三螺纹轴(203)、弹簧(204)、滑杆(205)、压板

(206)、橡胶垫(207)和挂钩(208)，所述支架(1)内侧顶端滑动连接有压块(201)，所述支架

(1)顶端中心位置转动连接有第二把手(202)，且第二把手(202)贯穿支架(1)，所述第二把

手(202)底端固定连接有第三螺纹轴(203)，且第三螺纹轴(203)与压块(201)螺旋连接，所

述压块(201)内侧底端固定连接有弹簧(204)，所述弹簧(204)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滑杆

(205)，所述滑杆(205)底端固定连接有压板(206)，所述压板(206)底端固定连接有橡胶垫

(207)。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NFC技术的输液用监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滑杆

(205)底端设有挂钩(208)，且挂钩(208)与滑杆(205)转动连接，所述挂钩(208)有2个。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NFC技术的输液用监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控装

置(5)包括连接架(501)、球块(502)、垫片(503)、连接杆(504)、摩擦块(505)和摄像头

(506)，所述支架(1)左端面固定连接有连接架(501)，所述连接架(501)内侧顶端设有球块

(502)，所述球块(502)底端固定连接有连接杆(504)，所述连接杆(504)底端转动连接有摄

像头(506)，所述连接杆(504)外侧左端前后两侧均滑动连接有摩擦块(505)，且摩擦块

(505)与连接架(501)固定连接，所述摩擦块(505)是由橡胶材质的板材制成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NFC技术的输液用监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1)

顶端右侧设有第一螺纹轴(602)，且第一螺纹轴(602)贯穿支架(1)和固定架(601)，所述支

架(1)与第一螺纹轴(602)螺旋连接，所述第一螺纹轴(602)与固定架(601)螺旋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NFC技术的输液用监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架

(601)顶端转动连接有第一把手(604)，且第一把手(604)贯穿固定架(601)，所述第一把手

(604)底端固定连接有第二螺纹轴(605)，且第二螺纹轴(605)贯穿滑块(603)，所述第二螺

纹轴(605)与滑块(603)螺旋连接，所述第二螺纹轴(605)与固定架(601)转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NFC技术的输液用监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球块

(502)外侧滑动连接有垫片(503)，且垫片(503)与连接架(501)固定连接，所述垫片(503)是

由橡胶材质的板材制成的。

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一种基于NFC技术的输液用监测仪及其使用方法，其特征在

于，输液用监测仪的使用方法为：

步骤一：把监测装置(6)与支架(1)连接在一起；

步骤二：把连接好的输液瓶或输液袋放在支架(1)内，然后通过定位装置(2)对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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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连接；

步骤三：对监测装置(6)和监控装置(5)进行调节；

步骤四：通过控制器(4)启动装置，最后对装置进行使用，此时监测装置(6)会对输液状

态进行监测，与此同时，在病人进行输液的过程中，通过监控装置(5)可以随时观察病人的

输液反应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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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NFC技术的输液用监测仪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输液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基于NFC技术的输液用监测仪及其使用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输液又名打点滴或者挂水，是由静脉滴注输入体内的大剂量(一次给药在100ml以

上)注射液，通常包装在玻璃或塑料的输液瓶或袋中，不含防腐剂或抑菌剂，使用时通过输

液器调整滴速，持续而稳定地进入静脉，以补充体液、电解质或提供营养物质，随着社会的

不断发展，一些输液用监测仪开始不断出现，但是部分监测仪在使用时，不能很好的实现病

人输液的远程监测和报警，从而不便于及时提醒医务人员病人的输液状态，不便于很好的

进行输液时的各种操作记录，还有就是不便于远程观察病人输液时的反应，从而不能及时

发现突发状况并对突发情况及时进行处理。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NFC技术的输液用监测仪及其使用方法，以解决

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基于NFC技术的输液用监测仪及其使用方法，包括支架、定位装置、监控装置

和监测装置，所述支架内侧顶端设有定位装置，所述支架内侧右端设有玻璃板，且玻璃板与

支架固定连接，所述支架顶端左侧固定连接有控制器，所述支架左端设有监控装置，所述支

架右端设有监测装置，所述监测装置包括固定架、第一螺纹轴、滑块、第一把手、第二螺纹

轴、红外传感器、信号灯和NFC模块，所述支架右端滑动连接有固定架，所述固定架内侧滑动

连接有滑块，所述滑块左端和固定架内侧底端均固定连接有红外传感器，所述固定架右端

面固定连接有呈上下设置的信号灯和NFC模块。

[0006] 优选的，所述定位装置包括压块、第二把手、第三螺纹轴、弹簧、滑杆、压板、橡胶垫

和挂钩，所述支架内侧顶端滑动连接有压块，所述支架顶端中心位置转动连接有第二把手，

且第二把手贯穿支架，所述第二把手底端固定连接有第三螺纹轴，且第三螺纹轴与压块螺

旋连接，所述压块内侧底端固定连接有弹簧，所述弹簧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滑杆，所述滑杆

底端固定连接有压板，所述压板底端固定连接有橡胶垫。

[0007] 优选的，所述滑杆底端设有挂钩，且挂钩与滑杆转动连接，所述挂钩有2个。

[0008] 优选的，所述监控装置包括连接架、球块、垫片、连接杆、摩擦块和摄像头，所述支

架左端面固定连接有连接架，所述连接架内侧顶端设有球块，所述球块底端固定连接有连

接杆，所述连接杆底端转动连接有摄像头，所述连接杆外侧左端前后两侧均滑动连接有摩

擦块，且摩擦块与连接架固定连接，所述摩擦块是由橡胶材质的板材制成的。

[0009] 优选的，所述支架顶端右侧设有第一螺纹轴，且第一螺纹轴贯穿支架和固定架，所

述支架与第一螺纹轴螺旋连接，所述第一螺纹轴与固定架螺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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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优选的，所述固定架顶端转动连接有第一把手，且第一把手贯穿固定架，所述第一

把手底端固定连接有第二螺纹轴，且第二螺纹轴贯穿滑块，所述第二螺纹轴与滑块螺旋连

接，所述第二螺纹轴与固定架转动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球块外侧滑动连接有垫片，且垫片与连接架固定连接，所述垫片是由

橡胶材质的板材制成的。

[0012] 优选的，输液用监测仪的使用方法为：

[0013] 步骤一：把监测装置与支架连接在一起；

[0014] 步骤二：把连接好的输液瓶或输液袋放在支架内，然后通过定位装置对其进行定

位连接；

[0015] 步骤三：对监测装置和监控装置进行调节；

[0016] 步骤四：通过控制器启动装置，最后对装置进行使用，此时监测装置会对输液状态

进行监测，与此同时，在病人进行输液的过程中，通过监控装置可以随时观察病人的输液反

应状况。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8] 1、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的红外传感器和NFC模块，这种设置配合第一螺纹轴与固定

架及支架的螺旋连接、第二螺纹轴与滑块的螺旋连接、红外传感器对液位的检测和NFC模块

对信号的上传，在使用装置时，实现了病人输液的远程监测和报警，从而便于及时提醒医务

人员病人的输液状态，方便了病人输液时医务人员的各种操作记录；

[0019] 2、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的摄像头和球块，这种设置配合球块与垫片的滑动连接、连

接杆与摩擦块的滑动连接和摄像头与连接杆的转动连接，在使用装置时，便于远程观察病

人的输液反应，从而可以及时发现突发状况，并及时对突发状况进行处理；

[0020] 3、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的第三螺纹轴和压板，这种设置配合第三螺纹轴与压块的

螺旋连接、弹簧对滑杆的弹力和压板与橡胶垫的固定连接，在使用装置通过输液瓶进行输

液时，可以对输液瓶进行稳定的定位，从而保证了监测机构的精准报警，避免了液面晃动导

致的误报警现象的发生；

[0021] 4、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的第三螺纹轴和挂钩，这种设置配合第三螺纹轴与压块的

螺旋连接、滑杆与挂钩的转动连接和压块与支架的滑动连接，在使用装置通过输液袋进行

输液时，可以对输液袋进行稳定的限位支撑和定位，从而保证了监测机构的精准报警，避免

了液面晃动导致的误报警现象的发生。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支架的俯视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摩擦块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图2的A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1-支架、2-定位装置、201-压块、202-第二把手、203-第三螺纹轴、204-弹簧、

205-滑杆、206-压板、207-橡胶垫、208-挂钩、3-玻璃板、4-控制器、5-监控装置、501-连接

架、502-球块、503-垫片、504-连接杆、505-摩擦块、506-摄像头、6-监测装置、601-固定架、

说　明　书 2/6 页

5

CN 111956903 A

5



602-第一螺纹轴、603-滑块、604-第一把手、605-第二螺纹轴、606-红外传感器、607-信号

灯、608-NFC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实施例1：

[0029] 请参阅图1、图3和图4，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0030] 一种基于NFC技术的输液用监测仪及其使用方法，包括支架1、定位装置2、监控装

置5和监测装置6，支架1内侧顶端设有定位装置2，定位装置2包括压块201、第二把手202、第

三螺纹轴203、弹簧204、滑杆205、压板206和橡胶垫207，支架1内侧顶端滑动连接有压块

201，支架1顶端中心位置转动连接有第二把手202，且第二把手202贯穿支架1，第二把手202

底端固定连接有第三螺纹轴203，且第三螺纹轴203与压块201螺旋连接，压块201内侧底端

固定连接有弹簧204，弹簧204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滑杆205，滑杆205底端固定连接有压板

206，压板206底端固定连接有橡胶垫207，在使用装置通过输液瓶进行输液时，可以对输液

瓶进行稳定的定位，从而保证了监测机构的精准报警，避免了液面晃动导致的误报警现象

的发生，支架1内侧右端设有玻璃板3，且玻璃板3与支架1固定连接，支架1顶端左侧固定连

接有控制器4，支架1左端设有监控装置5，监控装置5包括连接架501、球块502、垫片503、连

接杆504、摩擦块505和摄像头506，支架1左端面固定连接有连接架501，连接架501内侧顶端

设有球块502，球块502外侧滑动连接有垫片503，且垫片503与连接架501固定连接，垫片503

是由橡胶材质的板材制成的，这种设置增大了球块502与连接架501之间的摩擦，避免了调

节后的摄像头506出现自主复位的现象，球块502底端固定连接有连接杆504，连接杆504底

端转动连接有摄像头506，连接杆504外侧左端前后两侧均滑动连接有摩擦块505，且摩擦块

505与连接架501固定连接，摩擦块505是由橡胶材质的板材制成的，在使用装置时，便于远

程观察病人的输液反应，从而可以及时发现突发状况，并及时对突发状况进行处理，支架1

右端设有监测装置6，监测装置6包括固定架601、第一螺纹轴602、滑块603、第一把手604、第

二螺纹轴605、红外传感器606、信号灯607和NFC模块608，支架1右端滑动连接有固定架601，

支架1顶端右侧设有第一螺纹轴602，且第一螺纹轴602贯穿支架1和固定架601，支架1与第

一螺纹轴602螺旋连接，第一螺纹轴602与固定架601螺旋连接，这种设置方便了固定架601

与支架1之间的连接，固定架601内侧滑动连接有滑块603，固定架601顶端转动连接有第一

把手604，且第一把手604贯穿固定架601，第一把手604底端固定连接有第二螺纹轴605，且

第二螺纹轴605贯穿滑块603，第二螺纹轴605与滑块603螺旋连接，第二螺纹轴605与固定架

601转动连接，这种设置便于根据输液容器的大小对顶端红外传感器606的位置进行调节，

从而实现了报警时间的调节，增加了装置的适用范围，滑块603左端和固定架601内侧底端

均固定连接有红外传感器606，固定架601右端面固定连接有呈上下设置的信号灯607和NFC

模块608，在使用装置时，实现了病人输液的远程监测和报警，从而便于及时提醒医务人员

病人的输液状态，方便了病人输液时医务人员的各种操作记录。

[0031] 输液用监测仪的使用方法为：

[0032] 步骤一：把监测装置6与支架1连接在一起；

[0033] 步骤二：把连接好的输液瓶或输液袋放在支架1内，然后通过定位装置2对其进行

定位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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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步骤三：对监测装置6和监控装置5进行调节；

[0035] 步骤四：通过控制器4启动装置，最后对装置进行使用，此时监测装置6会对输液状

态进行监测，与此同时，在病人进行输液的过程中，通过监控装置5可以随时观察病人的输

液反应状况。

[0036] 工作流程：装置内的所有用电器均为外接电源，使用装置时，先把固定架601与支

架1连接在一起，然后通过第一螺纹轴602对其进行固定，连接好后，把连接好的不同大小的

输液瓶放在支架1内，然后转动第二把手202，此时第三螺纹轴204会转动，当压板206底端的

橡胶垫207与输液瓶接触时，滑杆205会不断压缩弹簧204，当第二把手202无法继续转动时，

此时完成了对输液瓶的稳定定位，接着根据瓶体的大小，对顶端红外传感器606的位置进行

调节，此时先转动第一把手604，此时第二螺纹轴605会转动，滑块603此时会带动顶端的红

外传感器606进行上下运动，当顶端的红外传感器606运动到合适的监测位置时，停止转动

第一把手604，接着向左拉动连接杆504，此时摄像头506会向左转动，球块502此时会不断与

垫片503发生滑动，因为球块502与垫片503之间的摩擦力较大，所以摄像头506转动后不会

自主恢复，接着转动摄像头506对摄像头506的摄像位置进行二次调节，使其正对病人躺下

的位置，因为摄像头506与连接杆504之间的摩擦力很大，所以摄像头506调节后不会自主发

生转动，完成以上操作后，通过控制器4启动装置，最后对装置进行使用即可，当输液瓶内液

面降低到顶端的红外传感器606底端时，顶端的信号灯607亮黄光，NFC模块608此时会上传

信号到控制终端，控制终端此时会发出黄色报警信号，此时医务人员需要格外关注对应病

人的输液状态并做记录，当输液瓶内液面降低到底端红外传感器606底端时，底端的信号灯

607亮红光，NFC模块608此时会上传信号到控制终端，控制终端此时会发出红色报警信号，

此时医务人员需要及时对输液瓶进行更换，在病人输液的过程中，在摄像头506的拍摄下，

此时可以通过远程控制终端随时观察病人输液后的反应，从而便于对突发状况及时进行观

察和处理。

[0037] 实施例2：

[0038] 请参阅图2、图3、图4和图5，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0039] 一种基于NFC技术的输液用监测仪及其使用方法，包括支架1、定位装置2、监控装

置5和监测装置6，支架1内侧顶端设有定位装置2，定位装置2包括压块201、第二把手202、第

三螺纹轴203、弹簧204、滑杆205和挂钩208，支架1内侧顶端滑动连接有压块201，支架1顶端

中心位置转动连接有第二把手202，且第二把手202贯穿支架1，第二把手202底端固定连接

有第三螺纹轴203，且第三螺纹轴203与压块201螺旋连接，压块201内侧底端固定连接有弹

簧204，弹簧204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滑杆205，滑杆205底端设有挂钩208，且挂钩208与滑杆

205转动连接，挂钩208有2个，在使用装置通过输液袋进行输液时，可以对输液袋进行稳定

的限位支撑和定位，从而保证了监测机构的精准报警，避免了液面晃动导致的误报警现象

的发生，支架1内侧右端设有玻璃板3，且玻璃板3与支架1固定连接，支架1顶端左侧固定连

接有控制器4，支架1左端设有监控装置5，监控装置5包括连接架501、球块502、垫片503、连

接杆504、摩擦块505和摄像头506，支架1左端面固定连接有连接架501，连接架501内侧顶端

设有球块502，球块502外侧滑动连接有垫片503，且垫片503与连接架501固定连接，垫片503

是由橡胶材质的板材制成的，这种设置增大了球块502与连接架501之间的摩擦，避免了调

节后的摄像头506出现自主复位的现象，球块502底端固定连接有连接杆504，连接杆504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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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转动连接有摄像头506，连接杆504外侧左端前后两侧均滑动连接有摩擦块505，且摩擦块

505与连接架501固定连接，摩擦块505是由橡胶材质的板材制成的，在使用装置时，便于远

程观察病人的输液反应，从而可以及时发现突发状况，并及时对突发状况进行处理，支架1

右端设有监测装置6，监测装置6包括固定架601、第一螺纹轴602、滑块603、第一把手604、第

二螺纹轴605、红外传感器606、信号灯607和NFC模块608，支架1右端滑动连接有固定架601，

支架1顶端右侧设有第一螺纹轴602，且第一螺纹轴602贯穿支架1和固定架601，支架1与第

一螺纹轴602螺旋连接，第一螺纹轴602与固定架601螺旋连接，这种设置方便了固定架601

与支架1之间的连接，固定架601内侧滑动连接有滑块603，固定架601顶端转动连接有第一

把手604，且第一把手604贯穿固定架601，第一把手604底端固定连接有第二螺纹轴605，且

第二螺纹轴605贯穿滑块603，第二螺纹轴605与滑块603螺旋连接，第二螺纹轴605与固定架

601转动连接，这种设置便于根据输液容器的大小对顶端红外传感器606的位置进行调节，

从而实现了报警时间的调节，增加了装置的适用范围，滑块603左端和固定架601内侧底端

均固定连接有红外传感器606，固定架601右端面固定连接有呈上下设置的信号灯607和NFC

模块608，在使用装置时，实现了病人输液的远程监测和报警，从而便于及时提醒医务人员

病人的输液状态，方便了病人输液时医务人员的各种操作记录。

[0040] 输液用监测仪的使用方法为：

[0041] 步骤一：把监测装置6与支架1连接在一起；

[0042] 步骤二：把连接好的输液瓶或输液袋放在支架1内，然后通过定位装置2对其进行

定位连接；

[0043] 步骤三：对监测装置6和监控装置5进行调节；

[0044] 步骤四：通过控制器4启动装置，最后对装置进行使用，此时监测装置6会对输液状

态进行监测，与此同时，在病人进行输液的过程中，通过监控装置5可以随时观察病人的输

液反应状况。

[0045] 工作流程：装置内的所有用电器均为外接电源，使用装置时，先把固定架601与支

架1连接在一起，然后通过第一螺纹轴602对其进行固定，连接好后，把连接好的不同大小的

输液袋放在支架1内，然后把输液袋挂在挂钩608上，接着转动第二把手202，此时第三螺纹

轴204会转动，当输液袋降低到合适的位置时，停止转动第二把手202，此时完成了对输液袋

的稳定支撑和定位，接着根据袋体的大小，对顶端红外传感器606的位置进行调节，此时先

转动第一把手604，第二螺纹轴605会转动，滑块603此时会带动顶端的红外传感器606进行

上下运动，当顶端的红外传感器606运动到合适的监测位置时，停止转动第一把手604，接着

向左拉动连接杆504，此时摄像头506会向左转动，球块502此时会不断与垫片503发生滑动，

因为球块502与垫片503之间的摩擦力较大，所以摄像头506转动后不会自主恢复，接着转动

摄像头506对摄像头506的摄像位置进行二次调节，使其正对病人躺下的位置，因为摄像头

506与连接杆504之间的摩擦力很大，所以摄像头506调节后不会自主发生转动，完成以上操

作后，通过控制器4启动装置，最后对装置进行使用即可，当输液袋内液面降低到顶端的红

外传感器606底端时，顶端的信号灯607亮黄光，NFC模块608此时会上传信号到控制终端，控

制终端此时会发出黄色报警信号，此时医务人员需要格外关注对应病人的输液状态并做记

录，当输液袋内液面降低到底端红外传感器606底端时，底端的信号灯607亮红光，NFC模块

608此时会上传信号到控制终端，控制终端此时会发出红色报警信号，此时医务人员需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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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输液袋进行更换，在病人输液的过程中，在摄像头506的拍摄下，此时可以通过远程控

制终端随时观察病人输液后的反应，从而便于对突发状况及时进行观察和处理。

[0046] 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例的说明

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

当指出，由于文字表达的有限性，而客观上存在无限的具体结构，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润饰或变化，也可以将

上述技术特征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组合；这些改进润饰、变化或组合，或未经改进将发明的构

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均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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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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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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