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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智能可追踪医疗器械和耗材的储物装
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和耗材的领域，
尤
其涉及一种智能可追踪医疗器械和耗材的储物
装置。该装置包括箱体、箱门、显示器、控制器、
RFID读写器及其RFID标签；
箱门一侧铰接在箱体
正面，另一侧与箱体之间设置有锁具，
箱体正面
左端设有解锁锁具的解锁装置，
控制器设置在箱
体一侧，
显示器设置在箱体上方，
箱体内设有PDA
充电器，
PDA充电器、
RFID读写器以及解锁装置均
连接至控制器，
控制器连接显示器将PDA充电器
和RFID读写器的信息在显示器上显示，
控制器同
时连接锁具控制锁具的开锁和解锁。
本实用新型
方便了医护人员对医疗设备的管控，
也可以追踪
医疗设备的情况，
同时减少了人员多环境杂导致
的医疗设备遗失问题，
该装置使用方便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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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智能可追踪医疗器械和耗材的储物装置，
该装置包括箱体（1）和箱门（2），
其特
征在于，
该装置还包括用于PDA电量显示和器械追踪的显示器（7）、控制器（5）、
RFID读写器
及其设置在医疗器械和耗材的上的RFID标签；
箱门的一侧铰接在箱体（1）正面，
另一侧与箱
体（1）之间设置有锁具（9），
箱体（1）正面左端设有解锁锁具的解锁装置（6），
控制器（5）设置
在箱体（1）一侧，
显示器（7）设置在箱体（1）上方，
箱体（1）内设有PDA充电器（8），
PDA充电器
（8）、
RFID读写器以及解锁装置（6）均连接至控制器（5），
控制器（5）连接显示器（7）将PDA充
电器（8）和RFID读写器的信息在显示器（7）上显示，
控制器（5）同时连接锁具（9）控制锁具
（9）的开锁和解锁。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可追踪医疗器械和耗材的储物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
述解锁装置（6）采用指纹解锁装置，
指纹解锁装置包括指纹识别器，
指纹识别器连接控制器
（5）。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可追踪医疗器械和耗材的储物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
述解锁装置（6）采用工作卡解锁装置，
工作卡解锁装置包括工作卡和工作卡识别器，
工作卡
识别器连接控制器（5）。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可追踪医疗器械和耗材的储物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
述箱门（2）表面嵌有便于观察设备的防紫外线有机玻璃板（3）。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可追踪医疗器械和耗材的储物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
述箱体（1）底部设置有用于消毒的紫外线杀菌灯（10）以及设有紫外线杀菌灯开关；
箱体（1）
顶部的一个角部设置有摄像头（4）。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可追踪医疗器械和耗材的储物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
述医疗器械和耗材为耳温枪、
PDA、
超声雾化器、
体温计或血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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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可追踪医疗器械和耗材的储物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和耗材的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智能可追踪医疗器械和耗
材的储物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
医院查房及护理都借助PDA（又称为掌上电脑）来实现。
PDA在医疗区域内使用，
需要经常消毒。通常做法是酒精擦拭消毒或者紫外线辐射消毒。
由
于一个病区的医护人员众多，
上一位人员使用过PDA后，
可能这个PDA已经没电了，
但是又由
于它放在紫外线环境内消毒，
无法判断PDA用电情况。耳温枪也同样需要消毒，
而且耳温枪
由于体积小，
临川各科室使用人员多以及环境比较杂，
经常会有耳温枪遗失现象。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智能可追踪医疗器械和
耗材的储物装置，
该装置不仅可以收纳医疗设备，
还可以对医疗设备的使用情况进行实时
的观察以及对PDA进行充电方便医护人员的使用，
同时也减少了人员多环境杂导致的医疗
设备遗失问题，
该装置使用方便又安全。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
本实用新型采用了以下的技术方案：
[0005] 一种智能可追踪医疗器械和耗材的储物装置，
该装置包括箱体和箱门，
其特征在
于，
该装置还包括用于PDA电量显示和器械追踪的显示器、控制器、
RFID读写器及其设置在
医疗器械和耗材的上的RFID标签；
箱门一侧铰接在箱体正面，
另一侧与箱体之间设置有锁
具，
箱体正面左端设有解锁锁具的解锁装置，
控制器设置在箱体一侧，
显示器设置在箱体上
方，
箱体内设有PDA充电器，
PDA充电器、
RFID读写器以及解锁装置均连接至控制器，
控制器
连接显示器将PDA充电器和RFID读写器的信息在显示器上显示，
控制器同时连接锁具控制
锁具的开锁和解锁。
[0006] 作为进一步改进，
所述解锁装置采用指纹解锁装置，
指纹解锁装置包括指纹识别
器，
指纹识别器连接控制器。
[0007] 作为进一步改进，
所述解锁装置采用工作卡解锁装置，
工作卡解锁装置包括工作
卡和工作卡识别器，
工作卡识别器连接控制器。
[0008] 作为进一步改进，
所述箱门表面嵌有便于观察设备的防紫外线有机玻璃板。
[0009] 作为进一步改进，
所述隔板底部设置有用于消毒的紫外线杀菌灯以及设有紫外线
杀菌灯开关；
箱体顶部的一个角部设置有摄像头。
[0010] 作为进一步改进，
所述医疗器械和耗材的为耳温枪、
PDA、
超声雾化器、
体温计或血
压仪。
[0011] 本实用新型由于采用上述的技术方案，
方便了医护人员对医疗设备的管控，
也可
以追踪医疗设备的情况，
同时减少了人员多环境杂导致的医疗设备遗失问题，
该装置使用
方便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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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医疗器械和耗材的储物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中：
1 箱体，
2 箱门，
3玻璃板，
4摄像头，
5 控制器，
6 解锁装置，
7 显示器，
8 PDA
充电器，
9 锁具，
10 紫外线杀菌灯，
11 门把手。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为使本实用新型更明显易懂，
配合附图作详细说明如下。
[0015] 如图1所示，
一种智能可追踪医疗器械和耗材的储物装置，
该装置包括箱体1、
箱门
2、用于PDA电量显示和器械追踪的显示器7、
控制器5、
RFID读写器及其设置在医疗器械和耗
材的上的RFID标签。箱门上侧铰接在箱体1正面，
下侧与箱体1之间设置有锁具9，
锁具9为电
磁锁，
箱门2上设置有门把手11，
箱门2表面嵌有便于观察设备的防紫外线有机玻璃板3。箱
体1正面左端设有解锁锁具9的解锁装置6，
解锁装置6采用指纹解锁装置，
指纹解锁装置包
括指纹识别器，
指纹识别器连接控制器；
解锁装置6也采用工作卡解锁装置，
工作卡解锁装
置包括工作卡和工作卡识别器，
工作卡识别器连接控制器。通过医护人员的录入的指纹或
者工作卡来打开箱门。控制器5设置在箱体1左侧面上，
显示器7设置在箱体1上方，
箱体1内
设有3个PDA充电器8，
PDA充电器8方便用于PDA人员过多的使用导致电量不足，
箱体1底部设
置有用于消毒的紫外线杀菌灯10，
并控制器5内设有紫外线杀菌灯开关，
箱体1顶部的一个
角部设置有摄像头4。PDA充电器8、
RFID读写器以及指纹解锁装置6均连接至控制器5，
控制
器5连接显示器7将PDA充电器8和RFID读写器的信息在显示器7上显示，
控制器2同时连接锁
具9控制锁具9的开锁和闭锁。
[0016] 当医护人员需要使用医疗器械和耗材的时，
用之前录入的指纹打开锁具9，
取出医
疗器械或耗材，
显示器7上就会显示医护人员正在使用医疗器械，
可以减少医疗设备丢失。
[0017] 当PDA快没有电时，
将PDA放在PDA充电器8上进行充电 ，
控制器5将会把PDA的充电
状态显示出来便于医护人员观察使用。
[0018] 当需要对医疗器械和耗材的进行消毒杀菌时，
将它们放入下层打开紫外线杀菌灯
10，
进行消毒，
此时显示器7上会显示正在杀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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