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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监控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儿童重症室用输液监控装置，包括支撑底

座，支撑底座的上方竖直设有固定管，固定管的

底端粘接在支撑底座的顶面的一侧上，固定管上

套装有伸缩杆，固定管的顶部设有固定螺栓，固

定管的顶端开设有固定孔，固定螺栓与该固定孔

之间采用螺纹连接，伸缩杆通过固定螺栓夹紧在

固定管上，伸缩杆的顶部设有支撑板，支撑板下

方通过螺钉固定有监控主体，监控主体的下方通

过螺钉固定有称重块，称重块的称重端粘接有输

液挂钩，伸缩杆与支撑板之间设有调节装置。本

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便于移动，便于旋转，便于调

节高度，便于调节伸出长度，监控效果好，方便进

行警示，便于进行加热，方便收纳物品的重症室

用输液监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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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儿童重症室用输液监控装置，包括支撑底座（1），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撑底座

（1）的上方竖直设有固定管（2），固定管（2）的底端粘接在支撑底座（1）的顶面的一侧上，固

定管（2）上套装有伸缩杆（3），固定管（2）的顶部设有固定螺栓（4），固定管（2）的顶端开设有

固定孔，该固定孔套装在固定螺栓（4）上，该固定孔的孔径与固定螺栓（4）的直径相吻合，固

定螺栓（4）与该固定孔之间采用螺纹连接，伸缩杆（3）通过固定螺栓（4）夹紧在固定管（2）

上，伸缩杆（3）的顶部设有支撑板（5），支撑板（5）下方通过螺钉固定有监控主体（6），监控主

体（6）的下方通过螺钉固定有称重块（7），称重块（7）的称重端粘接有输液挂钩（71），所述的

伸缩杆（3）与支撑板（5）之间设有调节装置。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童重症室用输液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调节装置

包括调节管（8），调节管（8）  采用L字型管状结构，调节管（8）的一侧套装在伸缩杆（3）的顶

部，伸缩杆（3）与调节管（8）之间设有旋转轴承（9），旋转轴承（9）的内圈粘接在伸缩杆（3）的

顶端上，旋转轴承（9）的外圈粘接在调节管（8）的内壁上，调节管（8）的另一侧套装有调节杆

（10），调节管（8）的另一侧设有调节螺栓（11），调节管（8）的一端开设有调节孔，该调节孔套

装在调节螺栓（11）上，该调节孔的孔径与调节螺栓（11）的直径相吻合，调节螺栓（11）与该

调节孔之间采用螺纹连接，调节杆（10）通过调节螺栓（11）夹紧固定在调节管（8）上，调节杆

（10）的一端粘接套装在支撑板（5）的顶面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儿童重症室用输液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旋转轴承

（9）的下方设有旋转螺栓（12），调节管（8）的一端开设有旋转孔，该旋转孔套装在旋转螺栓

（12）上，该旋转孔的孔径与旋转螺栓（12）的直径相吻合，旋转螺栓（12）与该旋转孔之间采

用螺纹连接，调节管（8）通过旋转螺栓（12）夹紧固定在伸缩杆（3）上。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儿童重症室用输液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调节杆（10）

的一侧设有蜂鸣器（13），调节杆（10）的另一侧设有报警灯（14），报警灯（14）和蜂鸣器（13）

分别通过螺钉固定在支撑板（5）的顶面上，报警灯（14）和蜂鸣器（13）分别与监控主体（6）电

性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童重症室用输液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监控主体

（6）的两侧分别设有加热套（15），加热套（15）采用U字型环结构，加热套（15）的内侧粘接有

电阻加热层（16），电阻加热层（16）与监控主体（6）电性连接，加热套（15）的外侧粘接竖直有

控制管（17），控制管（17）上套装有控制杆（18），控制杆（18）的底端设有控制轴承（19），控制

轴承（19）的内圈粘接在控制杆（18）的底端上，控制轴承（19）的外圈粘接在控制管（17）的顶

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儿童重症室用输液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控制轴承

（19）的上方设有控制螺栓（20），控制管（17）的顶端开设有控制孔，该控制孔套装在控制螺

栓（20）上，该控制孔的孔径与控制螺栓（20）的直径相吻合，控制螺栓（20）与该控制孔之间

采用螺纹连接，控制管（17）通过控制螺栓（20）夹紧固定在控制杆（18）上。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儿童重症室用输液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加热套（15）

的下方设有缓冲限位套（21），缓冲限位套（21）采用U字型环结构，缓冲限位套（21）和加热套

（15）的中心线设在同一轴线上，缓冲限位套（21）的开口端和加热套（15）的开口端沿着该轴

线相对称，缓冲限位套（21）与加热套（15）之间设有缓冲管（22），缓冲管（22）的底端粘接在

缓冲限位套（21）的顶面上，缓冲管（22）内套装有缓冲杆（23），缓冲杆（23）上套装有缓冲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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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24），缓冲弹簧（24）的底端粘接在缓冲管（22）的顶面上，缓冲弹簧（24）的顶端和缓冲杆

（23）的顶端分别粘接在加热套（15）的底端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儿童重症室用输液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缓冲限位套

（21）的顶端通过螺钉固定有红外测速器（25），红外测速器（25）与监控主体（6）电性连接，所

述的缓冲管（22）的顶部设有限位螺栓（26），缓冲管（22）的顶部开设有限位孔，该限位孔套

装在限位螺栓（26）上，该限位孔的孔径与限位螺栓（26）的直径相吻合，限位螺栓（26）与该

限位孔之间采用螺纹连接，缓冲杆（23）通过限位螺栓（26）夹紧固定在缓冲管（22）上。

9.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童重症室用输液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撑底座

（1）的顶面上设有一侧开口的收纳箱（27），收纳箱（27）的底面粘接在支撑底座（1）的顶面中

部，收纳箱（27）的开口端上设有防护箱盖（28），防护箱盖（28）的一侧通过合页铰接在收纳

箱（27）的开口端上，防护箱盖（28）的另一侧开设有操作孔（29），防护箱盖（28）的顶面上粘

接有支撑垫（30）,  支撑垫（30）采用弹性海绵制成的板状结构。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童重症室用输液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撑底座

（1）的下方设有若干个带有自锁功能的万向轮（31），若干个万向轮（31）等间距通过螺钉固

定在支撑底座（1）的底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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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儿童重症室用输液监控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监控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儿童重症室用输液监控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儿童重症监护是指对收治的各类危重病的儿童患者，运用各种先进的医疗技术，

现代化的监护和抢救设备，对其实施集中的加强治疗和护理。以最大限度的确保儿童的生

存。

[0003] 目前，国内对静脉输液的监控普遍采用人工目测的方式，一般情况下护士根据经

验通过调节输液器的流速调节器将滴注速度调节至适当值，但是由于输液时间持续时间

长，对于重症监护来说，输液结束时若医护人员不能及时处理，药液流尽，会导致患者静脉

回血，如果进入滴管以下输液导管的气体未被察觉，换液后有可能随药液注入静脉，对患者

造成了不必要的痛苦和安全隐患，为此需要对输液进行监控，从而便于医护人员及时进行

护理，目前使用的监控原理为光电监控以及称重监控，光电监控是将光电监控器夹持在输

液器的滴斗或夹持在输液瓶的口部，这种监控方式会影响观察、探测相对粗放，而称重监控

使用时，输液瓶的自重不同，容量的不同，会使得监控误差较大，不便于进行监控；并且输液

的液体温度较低，对于重症患者来说，输液时会感觉到不适，不便于患者进行治疗，而且现

有的监控器的自由度较差，即监控器难以进行移动、旋转、调节高度，导致监控器使用收到

限制。

[0004] 因此，生产一种便于移动，便于旋转，便于调节高度，便于调节伸出长度，监控效果

好，方便进行警示，便于进行加热，方便收纳物品的重症室用输液监控装置，具有广泛的市

场前景。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便于移动，便于旋转，便于调节高度，

便于调节伸出长度，监控效果好，方便进行警示，便于进行加热，方便收纳物品的重症室用

输液监控装置，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缺陷。

[0006]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重症室用输液监控装置，包括支撑底座，所述

的支撑底座的上方竖直设有固定管，固定管的底端粘接在支撑底座的顶面的一侧上，固定

管上套装有伸缩杆，固定管的顶部设有固定螺栓，固定管的顶端开设有固定孔，该固定孔套

装在固定螺栓上，该固定孔的孔径与固定螺栓的直径相吻合，固定螺栓与该固定孔之间采

用螺纹连接，伸缩杆通过固定螺栓夹紧在固定管上，伸缩杆的顶部设有支撑板，支撑板下方

通过螺钉固定有监控主体，监控主体的下方通过螺钉固定有称重块，称重块的称重端粘接

有输液挂钩，所述的伸缩杆与支撑板之间设有调节装置。

[0007] 所述的调节装置包括调节管，调节管  采用L字型管状结构，调节管的一侧套装在

伸缩杆的顶部，伸缩杆与调节管之间设有旋转轴承，旋转轴承的内圈粘接在伸缩杆的顶端

上，旋转轴承的外圈粘接在调节管的内壁上，调节管的另一侧套装有调节杆，调节管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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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设有调节螺栓，调节管的一端开设有调节孔，该调节孔套装在调节螺栓上，该调节孔的孔

径与调节螺栓的直径相吻合，调节螺栓与该调节孔之间采用螺纹连接，调节杆通过调节螺

栓夹紧固定在调节管上，调节杆的一端粘接套装在支撑板的顶面上。

[0008] 所述的旋转轴承的下方设有旋转螺栓，调节管的一端开设有旋转孔，该旋转孔套

装在旋转螺栓上，该旋转孔的孔径与旋转螺栓的直径相吻合，旋转螺栓与该旋转孔之间采

用螺纹连接，调节管通过旋转螺栓夹紧固定在伸缩杆上。

[0009] 所述的调节杆的一侧设有蜂鸣器，调节杆的另一侧设有报警灯，报警灯和蜂鸣器

分别通过螺钉固定在支撑板的顶面上，报警灯和蜂鸣器分别与监控主体电性连接。

[0010] 所述的监控主体的两侧分别设有加热套，加热套采用U字型环结构，加热套的内侧

粘接有电阻加热层，电阻加热层与监控主体电性连接，加热套的外侧粘接竖直有控制管，控

制管上套装有控制杆，控制杆的底端设有控制轴承，控制轴承的内圈粘接在控制杆的底端

上，控制轴承的外圈粘接在控制管的顶部。

[0011] 所述的控制轴承的上方设有控制螺栓，控制管的顶端开设有控制孔，该控制孔套

装在控制螺栓上，该控制孔的孔径与控制螺栓的直径相吻合，控制螺栓与该控制孔之间采

用螺纹连接，控制管通过控制螺栓夹紧固定在控制杆上。

[0012] 所述的加热套的下方设有缓冲限位套，缓冲限位套采用U字型环结构，缓冲限位套

和加热套的中心线设在同一轴线上，缓冲限位套的开口端和加热套的开口端沿着该轴线相

对称，缓冲限位套与加热套之间设有缓冲管，缓冲管的底端粘接在缓冲限位套的顶面上，缓

冲管内套装有缓冲杆，缓冲杆上套装有缓冲弹簧，缓冲弹簧的底端粘接在缓冲管的顶面上，

缓冲弹簧的顶端和缓冲杆的顶端分别粘接在加热套的底端上。

[0013] 所述的缓冲限位套的顶端通过螺钉固定有红外测速器，红外测速器与监控主体电

性连接，所述的缓冲管的顶部设有限位螺栓，缓冲管的顶部开设有限位孔，该限位孔套装在

限位螺栓上，该限位孔的孔径与限位螺栓的直径相吻合，限位螺栓与该限位孔之间采用螺

纹连接，缓冲杆通过限位螺栓夹紧固定在缓冲管上。

[0014] 所述的支撑底座的顶面上设有一侧开口的收纳箱，收纳箱的底面粘接在支撑底座

的顶面中部，收纳箱的开口端上设有防护箱盖，防护箱盖的一侧通过合页铰接在收纳箱的

开口端上，防护箱盖的另一侧开设有操作孔，防护箱盖的顶面上粘接有支撑垫,  支撑垫采

用弹性海绵制成的板状结构。

[0015] 所述的支撑底座的下方设有若干个带有自锁功能的万向轮，若干个万向轮等间距

通过螺钉固定在支撑底座的底面上。

[0016] 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是：首先，本实用新型包括支撑底座，所述的支撑底座的上方

竖直设有固定管，固定管的底端粘接在支撑底座的顶面的一侧上，固定管上套装有伸缩杆，

固定管的顶部设有固定螺栓，固定管的顶端开设有固定孔，该固定孔套装在固定螺栓上，该

固定孔的孔径与固定螺栓的直径相吻合，固定螺栓与该固定孔之间采用螺纹连接，伸缩杆

通过固定螺栓夹紧在固定管上，伸缩杆的顶部设有支撑板，支撑板下方通过螺钉固定有监

控主体，监控主体的下方通过螺钉固定有称重块，称重块的称重端粘接有输液挂钩，所述的

伸缩杆与支撑板之间设有调节装置，本实用新型通过设有的固定螺栓，便于控制伸缩杆的

伸出量，即便于调节输液瓶的所在高度，通过设有监控主体便于智能化进行监控控制，并通

过设有的称重块，从而便于对输液进行称重监控，以及通过设有的红外测速器，便于测量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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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速度，从而提高了输液的监控效果；其次，本实用新型通过设有的旋转轴承，从而带动调

节管进行旋转及带动输液瓶进行旋转，通过设有的调节螺栓，便于对调节杆的伸出量进行

调节，即便于调节输液瓶的伸出长度，并通过设有的旋转螺栓便于对调节管进行固定，从而

便于控制调节管的旋转角度，以及通过在支撑板上设置蜂鸣器和报警灯，便于对医护人员

发出警示，便于医护人员进行护理；再次，本实用新型通过设有的加热套以及电阻加热层，

对输液的液体进行加热，提高患者输液的舒适度，通过设有控制管、控制轴承、控制杆和控

制螺栓，便于加热套和控制管进行旋转，从而便于对加热套的位置进行调整，并通过设有的

缓冲限位套，对输液器进行限制，通过设有的缓冲管、缓冲杆、缓冲弹簧和限位螺栓，使得拉

拽输液管时得到缓冲，以及便于限制缓冲限位套和加热套的距离及将限制缓冲限位套和加

热套进行固定；另外，本实用新型通过设有的收纳箱和防护箱盖，便于本实用新型收纳物

品，通过防护箱盖的顶面上粘接有支撑垫，便于医护人员或陪护人员进行坐倚休息，并通过

支撑底座的下方设有若干个带有自锁功能的万向轮便于本实用新型进行移动或固定，使得

本实用新型具有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是易于推广使用的产品。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图1中A处的放大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如图1、2所示，一种重症室用输液监控装置，包括支撑底座1，所述的支撑底座1的

上方竖直设有固定管2，固定管2的底端粘接在支撑底座1的顶面的一侧上，固定管2上套装

有伸缩杆3，固定管2的顶部设有固定螺栓4，固定管2的顶端开设有固定孔，该固定孔套装在

固定螺栓4上，该固定孔的孔径与固定螺栓4的直径相吻合，固定螺栓4与该固定孔之间采用

螺纹连接，伸缩杆3通过固定螺栓4夹紧在固定管2上，从而便于控制伸缩杆3的伸出量，即便

于调节输液瓶的所在高度，伸缩杆3的顶部设有支撑板5，支撑板5下方通过螺钉固定有监控

主体6，监控主体6包括若干个按钮、控制芯片以及保护壳体，若干个按钮与控制芯片电性连

接，若干个按钮以及该控制芯片分别镶嵌在该保护壳体上，该保护壳体通过螺钉固定在支

撑板5上，该控制芯片采用单片机、DSP、ARM中任意一种控制芯片，该控制芯片内设置有相应

的控制程序，监控主体6的下方通过螺钉固定有称重块7，称重块7与监控主体6电性连接，称

重块7的称重端粘接有输液挂钩71，从而便于对输液进行称重监控，所述的伸缩杆3与支撑

板5之间设有调节装置。

[0020] 所述的调节装置包括调节管8，调节管8  采用L字型管状结构，调节管8的一侧套装

在伸缩杆3的顶部，伸缩杆3与调节管8之间设有旋转轴承9，旋转轴承9的内圈粘接在伸缩杆

3的顶端上，旋转轴承9的外圈粘接在调节管8的内壁上，从而便于旋转调节管8，即便于对输

液瓶进行旋转，调节管8的另一侧套装有调节杆10，调节管8的另一侧设有调节螺栓11，调节

管8的一端开设有调节孔，该调节孔套装在调节螺栓11上，该调节孔的孔径与调节螺栓11的

直径相吻合，调节螺栓11与该调节孔之间采用螺纹连接，调节杆10通过调节螺栓11夹紧固

定在调节管8上，从而便于对调节杆10的伸出量进行调节，即便于调节输液瓶的伸出长度，

调节杆10的一端粘接套装在支撑板5的顶面上，从而对支撑板5进行固定；所述的旋转轴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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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方设有旋转螺栓12，调节管8的一端开设有旋转孔，该旋转孔套装在旋转螺栓12上，该

旋转孔的孔径与旋转螺栓12的直径相吻合，旋转螺栓12与该旋转孔之间采用螺纹连接，调

节管8通过旋转螺栓12夹紧固定在伸缩杆3上，即便于对调节管8进行固定，便于控制调节管

8的旋转角度。所述的调节杆10的一侧设有蜂鸣器13，调节杆10的另一侧设有报警灯14，报

警灯14和蜂鸣器13分别通过螺钉固定在支撑板5的顶面上，报警灯14和蜂鸣器13分别与监

控主体6电性连接，从而便于对医护人员发出警示，便于医护人员进行护理；

[0021] 所述的监控主体6的两侧分别设有加热套15，加热套15采用U字型环结构，加热套

15的内侧粘接有电阻加热层16，电阻加热层16与监控主体6电性连接，从而对输液的液体进

行加热，提高患者输液的舒适度，加热套15的外侧粘接竖直有控制管17，控制管17上套装有

控制杆18，控制杆18的底端设有控制轴承19，控制轴承19的内圈粘接在控制杆18的底端上，

控制轴承19的外圈粘接在控制管17的顶部，从而便于加热套15和控制管17进行旋转，从而

便于对加热套15的位置进行调整；所述的控制轴承19的上方设有控制螺栓20，控制管17的

顶端开设有控制孔，该控制孔套装在控制螺栓20上，该控制孔的孔径与控制螺栓20的直径

相吻合，控制螺栓20与该控制孔之间采用螺纹连接，控制管17通过控制螺栓20夹紧固定在

控制杆18上，从而便于控制加热套16的位置；所述的加热套15的下方设有缓冲限位套21，缓

冲限位套21采用U字型环结构，缓冲限位套21和加热套15的中心线设在同一轴线上，缓冲限

位套21的开口端和加热套15的开口端沿着该轴线相对称，从而对输液器进行限制，缓冲限

位套21与加热套15之间设有缓冲管22，缓冲管22的底端粘接在缓冲限位套21的顶面上，缓

冲管22内套装有缓冲杆23，缓冲杆23上套装有缓冲弹簧24，缓冲弹簧24的底端粘接在缓冲

管22的顶面上，缓冲弹簧24的顶端和缓冲杆23的顶端分别粘接在加热套15的底端上，使得

拉拽输液管时得到缓冲，提高本实用新型的稳定性；所述的缓冲限位套21的顶端通过螺钉

固定有红外测速器25，红外测速器25与监控主体6电性连接，从而便于测量滴注速度，所述

的缓冲管22的顶部设有限位螺栓26，缓冲管22的顶部开设有限位孔，该限位孔套装在限位

螺栓26上，该限位孔的孔径与限位螺栓26的直径相吻合，限位螺栓26与该限位孔之间采用

螺纹连接，缓冲杆23通过限位螺栓26夹紧固定在缓冲管22上，从而便于限制缓冲限位套21

和加热套15的距离及将限制缓冲限位套21和加热套15进行固定。

[0022] 所述的支撑底座1的顶面上设有一侧开口的收纳箱27，收纳箱27的底面粘接在支

撑底座1的顶面中部，收纳箱27的开口端上设有防护箱盖28，防护箱盖28的一侧通过合页铰

接在收纳箱27的开口端上，防护箱盖28的另一侧开设有操作孔29，从而便于本实用新型收

纳物品，防护箱盖28的顶面上粘接有支撑垫30,支撑垫30低于病床的床板所在高度，从而便

于将支撑垫30和收纳箱27移动到床板下方，支撑垫30采用弹性海绵制成的板状结构，从而

便于医护人员或陪护人员进行坐倚休息；所述的支撑底座1的下方设有若干个带有自锁功

能的万向轮31，若干个万向轮31等间距通过螺钉固定在支撑底座1的底面上，从而便于本实

用新型进行移动或固定。

[0023] 本产品使用方法如下：如图1、2所示，首先，通过电缆将监控主体6与电源进行电性

连接，通过控制固定螺栓4和调节螺栓11分别调节伸缩杆3以及调节杆10的伸出量，通过控

制旋转螺栓12调节旋转调节管8的旋转角度，以及通过万向轮31将本产品移动且固定到病

床一侧；然后，将输液瓶挂在输液挂钩71，通过称重块7向监控主体6反馈重量信息，使用输

液针穿刺患者的静脉进行输液操作，并将输液管依次套装在限制缓冲限位套21和加热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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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以及对控制螺栓20和限位螺栓26进行控制，通过控制监控主体6，使得电阻加热层16对

输液管进行加热，以及将输液管放到红外测速器25的测速端上，从而便于红外测速器25监

测；再然后，输液即将注完时，即红外测速器25监测输液的滴注速度会变慢或称重块7监测

输液瓶比较轻时，红外测速器25或称重块7将给监控主体6反馈监测信号，使得报警灯14发

出闪光，从而提醒医护人员进行护理，而当医护人员未发觉闪光时，即红外测速器25监测输

液的滴注停止或称重块7监测输液瓶的重量保持不变时，外测速器25或称重块7将给监控主

体6反馈监测信号，使得蜂鸣器13发出蜂鸣声，从而进一步提示医护人员进行护理；另外，护

理人员进行护理时，需按下监控主体6上的操作按钮，即手动关闭本产品的监测操作，从而

关闭报警灯14以及蜂鸣器13，从而便于患者进行休息以及医护人员进行工作。

[0024]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便于移动，便于旋转，便于调节高度，便于调节伸出长度，监

控效果好，方便进行警示，便于进行加热，方便收纳物品的重症室用输液监控装置，使得本

实用新型具有广泛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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