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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床垫装置，其包括一弹性模

块、一控制模块、一边缘压力检测模块以及一内

侧压力检测模块。边缘压力检测模块包括多个压

力检测单元，边缘压力检测模块电性连接控制模

块，设置在弹性模块的两侧区域，边缘压力检测

模块用于检测弹性模块的一边缘压力参数。内侧

压力检测模块包括多个压力检测单元，内侧压力

检测模块电性连接控制模块，设置在弹性模块的

一中间区域，内侧压力检测模块用于检测弹性模

块的一内侧压力参数。控制模块根据边缘压力参

数以及内侧压力参数，判断一床垫用户的一卧床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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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床垫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一弹性模块；

一控制模块；

一边缘压力检测模块，其包括多个压力检测单元，所述边缘压力检测模块电性连接所

述控制模块，设置在所述弹性模块的两侧区域，所述边缘压力检测模块用于检测所述弹性

模块的一边缘压力参数；以及

一内侧压力检测模块，其包括多个压力检测单元，所述内侧压力检测模块电性连接所

述控制模块，设置在所述弹性模块的一中间区域，所述内侧压力检测模块用于检测所述弹

性模块的一内侧压力参数；

其中，所述控制模块根据所述边缘压力参数以及所述内侧压力参数，判断一床垫用户

的一卧床信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床垫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卧床信息包括所述床垫使用者的一

卧床状态、一坐床状态、一床缘状态以及一离床状态的起始时间点以及对应所述多个状态

的时间区间。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床垫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一通信模块，其中所述控制模块通过所述通信模块传送所述卧床信息至一主机装置或

一行动装置。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床垫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卧床信息系通过所述主机装置或所

述行动装置以可视化或是文字化的方式显示。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床垫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一供电模块，转换一外部电源为一直流电压对所述电池模块进行充电。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床垫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供电模块还包括：

一直流直流电压转换单元，用于转换一外部直流电压为一直流电压，所述直流电压用

于提供给所述控制模块、所述边缘压力检测模块、所述内侧压力检测模块以及所述通信模

块作为一驱动电能。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床垫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供电模块还包括：

一交流直流电压转换单元，用于转换一外部交流电压为一直流电压，所述直流电压用

于提供所述控制模块、所述边缘压力检测模块、所述内侧压力检测模块以及所述通信模块

作为一驱动电能。

8.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床垫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供电模块还包括：

一可充电电池，用于提供所述控制模块、所述边缘压力检测模块、所述内侧压力检测模

块以及所述通信模块作为一驱动电能。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床垫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边缘压力检测模块包括一第一压力

检测单元以及一第二压力检测单元，分别检测一第一压力值以及一第二压力值，所述内侧

压力检测模块包括一第三压力检测单元、一第四压力检测单元以及一第五压力检测单元，

分别检测一第三压力值、一第四压力值以及一第五压力值，其中，所述控制模块根据所述第

一压力值、所述第二压力值、所述第三压力值、所述第四压力值以及所述第五压力值判断所

述床垫使用者的所述卧床信息。

10.一种照护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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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机装置，其包括：

一处理模块；

一卧床照护图标模块，用于将至少一卧床信息以图形化的方式显示在一显示设备上；

一照护信息提示模块，用于将所述至少一卧床信息以文字化的方式显示在所述显示设

备上；

一推播模块，将所述至少一卧床信息推播至一行动装置；以及

一通信模块；以及

多个床垫装置，用于检测对应所述多个床垫装置的多个床垫用户的卧床信息；

其中，所述主机装置通过所述通信模块接收所述多个床垫装置所检测的卧床信息。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照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床垫装置包括：

一弹性模块；

一控制模块；

一边缘压力检测模块，其包括多个压力检测单元，所述边缘压力检测模块电性连接所

述控制模块，设置在所述弹性模块的两侧区域，所述边缘压力检测模块用于检测所述弹性

模块的一边缘压力参数；以及

一内侧压力检测模块，其包括多个压力检测单元，所述内侧压力检测模块电性连接所

述控制模块，设置在所述弹性模块的一中间区域，所述内侧压力检测模块用于检测所述弹

性模块的一内侧压力参数；

其中，所述控制模块根据所述边缘压力参数以及所述内侧压力参数，判断所述床垫使

用者的所述卧床信息。

12.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照护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一照护信息记录模块，用于记录对应所述多个床垫装置的多个床垫使用者的各种特殊

照护信息。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8209310 A

3



床垫装置以及照护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床垫装置以及照护系统，尤其涉及一种具有检测卧床信息的床垫

装置以及照护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老年化的社会即将到来，医疗人力以及照护人力的短缺无法避免，而人们在作息

时间中，以睡眠时间最为长久，大多是6-8小时，而在老年行动不便或是身患疾病需卧床休

养时，卧床的时间则会随之增加。然而由于照护人力的短缺，无法实时地知晓每一个被照护

者的卧床情况，也因此照护质量无法有效提升。

[0003] 因此，如何提供一个可以实时提供照护者实时卧床信息的床垫装置，是未来业界

的一个重要课题。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床垫装置，其包括一弹性模块、一控制模

块、一边缘压力检测模块以及一内侧压力检测模块。边缘压力检测模块包括多个压力检测

单元，边缘压力检测模块电性连接控制模块，设置在弹性模块的两侧区域，边缘压力检测模

块用于检测弹性模块的一边缘压力参数。内侧压力检测模块包括多个压力检测单元，内侧

压力检测模块电性连接控制模块，设置在弹性模块的一中间区域，内侧压力检测模块用于

检测弹性模块的一内侧压力参数。控制模块根据边缘压力参数以及内侧压力参数，判断一

床垫用户的一卧床信息。

[0005] 优选地，卧床信息包括床垫用户的一卧床状态、一坐床状态、一床缘状态以及一离

床状态的起始时间点以及对应所述多个状态的时间区间。

[0006] 优选地，床垫装置还包括一通信模块，控制模块通过通信模块传送卧床信息至一

主机装置或一行动装置。

[0007] 优选地，卧床信息系通过主机装置或行动装置以可视化或是文字化的方式显示。

[0008] 优选地，供电模块还包括一直流直流电压转换单元，用于转换一外部直流电压为

一直流电压，直流电压用于提供给控制模块、边缘压力检测模块、内侧压力检测模块以及通

信模块一驱动电能。

[0009] 优选地，在其他实施例中，供电模块还包括一可充电电池，用于提供控制模块、边

缘压力检测模块、内侧压力检测模块以及通信模块一驱动电能。在其他的实施例中，供电模

块还可包括一交流直流转换模块，用于转换一外部交流电压为一直流电压，直流电压则是

用于提供给控制模块、边缘压力检测模块、内侧压力检测模块以及通信模块一驱动电能。

[0010] 优选地，边缘压力检测模块包括一第一压力检测单元以及一第二压力检测单元，

分别检测一第一压力值以及一第二压力值，内侧压力检测模块包括一第三压力检测单元、

一第四压力检测单元以及一第五压力检测单元，分别检测一第三压力值、一第四压力值以

及一第五压力值，其中，控制模块根据第一压力值、第二压力值、第三压力值、第四压力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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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五压力值判断床垫用户的卧床信息。

[0011]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照护系统，照护系统包括一主机装置以及多个床垫装置。主机

装置包括一处理模块、一卧床照护图标模块、一照护信息提示模块、一推播模块以及一通信

模块。卧床照护图标模块用于将至少一卧床信息以图形化的方式显示在一显示设备上。照

护信息提示模块，用于将至少一卧床信息以文字化的方式显示在所述显示设备上。推播模

块，将至少一卧床信息推播至一行动装置。多个床垫装置用于检测对应所述多个床垫装置

的多个床垫用户的卧床信息。主机装置通过通信模块接收所述多个床垫装置所检测的卧床

信息。

[0012] 优选地，床垫装置包括一弹性模块、一控制模块、一边缘压力检测模块以及一内侧

压力检测模块。边缘压力检测模块包括多个压力检测单元，边缘压力检测模块电性连接控

制模块，设置在弹性模块的两侧区域，边缘压力检测模块用于检测弹性模块的一边缘压力

参数。内侧压力检测模块包括多个压力检测单元，内侧压力检测模块电性连接控制模块，设

置在弹性模块的一中间区域，内侧压力检测模块用于检测弹性模块的一内侧压力参数。控

制模块根据边缘压力参数以及内侧压力参数，判断一床垫用户的一卧床信息。

[0013] 优选地，照护系统还包括一照护信息记录模块，用于记录对应所述多个床垫装置

的多个床垫使用者的各种特殊照护信息。

[0014] 综上所述，本发明实施例的床垫装置可以根据设置在不同区域的压力检测单元判

断床垫用户的卧床信息，卧床信息包括卧床状态、坐床状态、床缘状态或是离床状态等。还

可通过通信模块传送即时消息至照护者的行动装置或是一主机装置上，以实时提醒照护者

床垫使用者的目前状态，以提供更好的照护方式。而本发明的照护系统，则可以通过主机装

置接收多个床垫装置中对应不同床垫用户的卧床信息，并以可视化以及文字化的方式提示

照护者，以提高照护信息的传递速度。

[0015] 为让本发明的上述特征和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较佳实施例，并配合附图，

作详细说明如下。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床垫装置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床垫装置搭配主机装置的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压力检测单元的分解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压力检测单元的另一分解示意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压力检测单元的另一分解示意图。

[0021]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照护系统的示意图。

[0022]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照护系统的主机装置的示意图。

[0023] 图8A至图8D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床垫装置的卧床信息在行动装置显示的示意图。

[0024] 图9是本发明实施例的主机装置显示卧床信息以及提示信息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在下文将参看附图更充分地描述各种例示性实施例，在附图中展示一些例示性实

施例。然而，本发明概念可能以许多不同形式来体现，且不应解释为限于本文中所阐述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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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性实施例。确切而言，提供此等例示性实施例使得本发明将为详尽且完整，且将向熟习此

项技术者充分传达本发明概念的范畴。在诸附图中，可为了清楚而夸示层及区的大小及相

对大小。类似数字始终指示类似组件。

[0026] 应理解，虽然本文中可能使用术语第一、第二、第三等来描述各种组件，但此等组

件不应受此等术语限制。此等术语乃用以区分一组件与另一组件。因此，下文论述的第一组

件可称为第二组件而不偏离本发明概念的教示。如本文中所使用，术语「及/或」包括相关联

的列出项目中的任一者及一或多者的所有组合。

[0027] 以下将以至少一种实施例配合附图来说明所述床垫装置，然而，下述实施例并非

用以限制本发明内容。

[0028] 〔本发明床垫装置的实施例〕

[0029] 请参照图1以及图2，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床垫装置的示意图。图2是本发明实施

例的床垫装置搭配主机装置的示意图。

[0030] 本发明实施例的床垫装置1包括一弹性模块10、一边缘压力检测模块11、一内侧压

力检测模块12、一通信模块14、一供电模块16以及一控制模块17。

[0031] 在本实施例中，边缘压力检测模块11、内侧压力检测模块12、通信模块14、以及供

电模块16皆电性连接控制模块17。

[0032] 在本实施例中，边缘压力检测模块11包括一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以及一第二压

力检测单元112。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以及第二压力检测单元112分别设置在弹性模块10

的边缘区域，在本实施例中，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以及第二压力检测单元112分别设置在

弹性模块10长边方向的两侧。内侧压力检测模块12则包括一第三压力检测单元121、一第四

压力检测单元122以及一第五压力检测单元123。在本实施例中，第三压力检测单元121、第

四压力检测单元122以及第五压力检测单元123，沿着弹性模块10的长边方向，设置在弹性

模块10的中间区域。在其他实施例中，边缘压力检测模块11以及内侧压力检测模块12的压

力检测单元的数量以及设置方式，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设计，在本发明中不作限制。

[0033] 供电模块16包括一直流直流电压转换单元(图未示)，用于接收一外部直流电能，

以转换为一直流电压。直流电压用于提供给控制模块10、边缘压力检测模块11、内侧压力检

测模块12以及通信模块14作为驱动电能。供电模块16用于提供控制模块等组件直流电能。

[0034] 控制模块17则根据边缘压力检测模块11检测到的一边缘压力参数以及内侧压力

检测模块12检测到的一内侧压力参数，判断一用户的卧床信息。

[0035] 在本实施例中，用户的卧床信息至少包括卧床状态、坐床状态、床缘状态以及离床

状态。在本实施例中，床垫装置1还包括一计时模块(图未示)，记录床垫用户卧床信息的各

时间区间，也就是控制模块17会根据计时模块(图未示)记录床垫用户的卧床状态的时间区

间、坐床状态的时间区间、床缘状态的时间区间以及离床状态的时间区间。此外，床垫装置1

还会记录床垫用户的卧床状态的起始时间点、坐床状态的起始时间点、床缘状态的起始时

间点以及离床状态的起始时间点。而这些用户的卧床信息则会通过通信模块14传送到一远

程服务器或是一本地服务器中。在本实施例中，卧床状态是指床垫使用者是躺卧或是侧卧

在床垫装置1上。坐床状态则是指床垫使用者是以坐姿坐在床垫装置1上，如果床垫装置1是

设置在可调整角度的床架或是医院病床上时，则坐床状态可以是床垫装置1根据床架或是

医院病床调整角度而弯折，而床垫使用者以坐姿躺靠在床垫装置1上。而床缘状态则是指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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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用户坐在床垫装置1的侧边的情况。离床状态则是床垫使用者并没有躺卧或是坐在床垫

装置1上的情况。

[0036] 以上所述的各种卧床信息，在本实施例中，控制模块17可以根据边缘压力检测模

块11以及内侧压力检测模块12检测得到的边缘压力参数以及内侧压力参数判断得知。

[0037] 在本实施例中，边缘压力参数包括边缘压力检测模块11的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

检测得到的一第一压力值以及第二压力检测单元112检测到的一第二压力值。内侧压力参

数则包括内侧压力检测模块12的第三压力检测单元121检测到的一第三压力值、第四压力

检测单元122检测到的一第四压力值以及第五压力检测单元123检测到的一第五压力值。也

就是，在本实施例中，控制模块17是根据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的第一压力值、第二压力检

测单元112的第二压力值、第三压力检测单元121的第三压力值、第四压力检测单元122的第

四压力值以及第五压力检测单元123的第五压力值判断床垫用户的卧床信息。

[0038] 在本实施例中，控制模块17可以根据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的第一压力值以及第

二压力检测单元112的第二压力值，判断床垫使用者的躺卧姿势是否靠近床垫装置1的边

缘，若是第三压力检测单元121的第三压力值、第四压力检测单元122的第四压力值以及第

五压力检测单元123的第五压力值为零，且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的第一压力值不为零时，

则可判断床垫用户的卧床信息是处于一床缘状态。卧床信息的判断，在其他实施例，控制模

块17可以根据其他计算方式进行计算，在本发明中不作限制。

[0039] 在本实施例中，控制模块17会将床垫用户的卧床信息通过通信模块14传送至一主

机装置200。在其他实施例中，控制模块17还可以将床垫用户的卧床信息通过通信模块14传

送至一行动装置(图未示)，例如：手机或是平板计算机上。通过一对应于本发明实施例的床

垫装置1的应用程序进行显示床垫用户的卧床信息以及其对应时间。此外，控制模块17还可

以通过通信模块14传送一警示信号至主机装置200或是行动装置(图未示)，以提醒床垫使

用者的照护者其卧床时间太久或是床垫使用者已经离床。在本实施例中，通信模块14是一

无线通信模块，例如是蓝牙通信模块(BlueTooth)、无线保真通信模块(Wifi)或是紫蜂通信

模块(Zigbee)。在其他实施例中，通信模块14可以是一有线通信模块，在本发明中不作限

制。

[0040] 请参照图3以及图5，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压力检测单元的分解示意图。图4

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压力检测单元的另一分解示意图。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压力

检测单元的另一分解示意图。

[0041] 边缘压力检测模块11以及内侧压力检测模块12分别包括的压力检测单元的结构

可以参照图3至图5的结构。

[0042] 在此以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为例，在图3中，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包括一导电

弹性体101’、一绝缘基材102’、以及一绝缘弹性体103’。绝缘弹性体103’设置在导电弹性体

101’以及绝缘基材102’之间。在本实施例中，绝缘弹性体103’系为一发泡材料。例如：聚氨

酯材料等。如图3所示，绝缘弹性体103’包括多个通孔104’。绝缘弹性体103’也可以由其他

软质且具弹性的绝缘非导体制成，而导电弹性体101’在本实施例中则是导电泡棉，在其他

实施例中，导电弹性体101’也可以是导电橡胶。而绝缘基材102’的材料则可与绝缘弹性体

103’相同材料。

[0043] 在本实施例中，绝缘基材102’朝向导电弹性体101’的一侧的表面铺设有至少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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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线105’。在本实施例中，绝缘基材102’上铺有多条导线。在实际组装时，导电弹性体101’、

绝缘弹性体103’以及绝缘基材102’是两两紧密接触的。当导电弹性体101’或是绝缘基材

102’受到一个外界压力时，导电弹性体101’或是绝缘基材102’会具有一形变量，而使得绝

缘弹性体103’相对应受压力的区域也具有一形变量。由于绝缘弹性体103’包括多个通孔

104’，在绝缘基材102’的导线105’则会通过通孔104’接触到导电弹性体101’，而传送出一

压力检测信号。也就是，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会因为绝缘基材102’的导线105’接触到导

电弹性体101’而产生一压力信号。而若是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没有受到外界压力而产生

形变，则由于导线105’不会接触到导电弹性体101’则产生压力信号。

[0044] 在图4中，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则包括一导电弹性体101”以及一绝缘弹性体

102”。在导电弹性体101”以及绝缘弹性体102”相对的一面分别设置有多个凹陷部(图未

示)，导电弹性体101”的凹陷部(图未示)以及绝缘弹性体102”的凹陷部(图未示)是相对设

置的。而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还包括至少一导线103”，导线103”设置在绝缘弹性体102”

的一侧，也就是具有多个凹陷部(图未示)的一侧。进一步地说，导线103”是设置在绝缘弹性

体102”的凹陷部(图未示)中。也就是，当导电弹性体101”与绝缘弹性体102”紧密结合时，且

未受到外界压力而产生形变量时，导线103”并不会与导电弹性体101”接触。当第一压力检

测单元111”受到外界压力而产生形变时，在凹陷部(图未示)的导线103”则会接触到导电弹

性体101”而产生一压力信号。在本实施例中，导线105’以及导线103”可为导电纤维或是金

属线，其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整，在本发明中不作限制。

[0045] 请参阅图5，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压力检测单元的另一分解示意图。

[0046] 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包括一导电弹性体101”’以及一导电弹性体104”’。在导

电弹性体104”’上则铺设有多个格子状沟槽图样的绝缘弹性体103”’。

[0047] 在本实施例中，导电弹性体101”’电性连接一正电极V+以及一负电极V-，分别设置

在导电弹性体101”’的两侧，也就是在导电弹性体101”’在本实施例中，是具有两组导电单

元(图未示)，分别电性连接正电极V+以及负电极V-，在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还没有受到

外界压力压迫时，正电极V+以及负电极V-彼此不会导通。当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受到外

界压力压迫时，导电弹性体101”’则会产生形变，通过格子状的绝缘弹性体103”’接触到导

电弹性体104”’，使正电极V+以及负电极V-导通，以传送出一压力检测信号。在本实施例中，

正电极V+以及负电极V-是与供电模块16以及控制模块10电性连接。在其他实施例中，正电

极V+以及负电极V-可以设置在不同的导电弹性层中，在本发明中不作限制。

[0048] 在本实施例中，绝缘弹性体103”’是具有格子状的沟槽图样，在其他实施例中，绝

缘弹性体103”’可具有圆形、菱形或是其他不规则形状的沟槽图样，在本发明中不作限制。

而绝缘弹性体103”’的沟槽图样的尺寸大小，则可根据压力检测的分辨率需求进行设计，在

本发明中不作限制。

[0049] 在本实施例中，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是与控制模块17

电性连接，因此当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或是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产生一压力信号时，

也就是会将此压力信号传送给控制模块17。控制模块17则可通过此压力信号检测第一压力

检测单元111’或是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的电阻值或电压值判断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

或是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受到的压力大小、面积或是接触点的数量等压力数据。也就是，

控制模块17根据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或是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传送的压力信号，以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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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至少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或是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的一第一压力值。

[0050] 在本实施例中，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或是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所包括的各种

组件可以通过相互黏合、缝合或其他方式结合成一体。在本实施例中，第一压力检测单元

111’或是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所包括的各种材料是封装在一个软质的封装材料中，例

如：布套。以使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或是第一压力检测单元111”中的各项组件能被封装

成一体，其封装方式在本发明中不作限制。

[0051] 在本实施例中，每一压力检测单元均可为一独立的模块化压力检测单元，也可是

与弹性模块10的其他材料同一制程制作而成。在本发明中不作限制。

[0052] 〔本发明照护系统的实施例〕

[0053] 请参照图6至图9，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照护系统的示意图。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

的照护系统的主机装置的示意图。图8A至图8D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床垫装置的卧床信息在行

动装置显示的示意图。图9是本发明实施例的主机装置显示卧床信息以及提示信息的示意

图。

[0054] 本发明的照护系统包括一主机装置200以及多个床垫装置。在本实施例中，照护系

统包括一主机装置200、一床垫装置1、一床垫装置2、一床垫装置3、一床垫装置4、一床垫装

置5、一床垫装置6、一床垫装置7以及一床垫装置8。以上所述的各床垫装置，其结构与功能

与前述实施例中的床垫装置1相同，在此不作赘述。

[0055] 主机装置200包括一处理模块201、一卧床照护图标模块202、一照护信息提示模

块、一推播模块204、一通信模块205、一存储模块206以及一照护信息记录模块207。

[0056] 在本实施例中，主机装置200会通过通信模块205接收床垫装置1、床垫装置2、床垫

装置3、床垫装置4、床垫装置5、床垫装置6、床垫装置7以及床垫装置8传送的对应各床垫装

置的床垫用户的卧床信息。而处理模块201则会根据床垫装置1、床垫装置2、床垫装置3、床

垫装置4、床垫装置5、床垫装置6、床垫装置7以及床垫装置8传送的对应各床垫装置的床垫

用户的卧床信息则可如图8所示，通过卧床照护图标模块202以及照护信息提示模块203将

所述信息以可视化及文字化的方式显示在一显示设备(图未示)上。此外，床垫装置1、床垫

装置2、床垫装置3、床垫装置4、床垫装置5、床垫装置6、床垫装置7以及床垫装置8传送的对

应各床垫装置的床垫用户的卧床信息则会存储在存储模块206中。在本实施例中，通信模块

205是一无线通信模块，例如是蓝牙通信模块(BlueTooth)、无线保真通信模块(Wifi)或是

紫蜂通信模块(Zigbee)。在其他实施例中，通信模块205可以是一有线通信模块，在本发明

中不作限制。

[0057] 如图8A至图8D所示，推播模块204是用于将各床垫用户的卧床信息推播给对应的

照护者的行动装置900上。此外，处理模块201还会对各床垫用户的卧床信息进行统计、分

析，以提供一完整的卧床统计资料。

[0058] 主机装置200的照护信息记录模块207，则是提供照护者记录各自负责的床垫用户

的特殊信息，例如：909房1床的床垫使用者，其行动不便，在离床时需要有人特别照料，且不

可走动太久。主机装置200除了可以通过推播模块204、照护信息提示模块203或是卧床照护

图标模块提醒照护者之外，还可通过推播模块204根据照护信息记录模块207提供一警示信

息给照护者，以提供更好的照护质量。

[0059] 在本实施例中，主机装置200可为一本地服务器或是一远程服务器，在本发明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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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限制。

[0060] 〔实施例的可能功效〕

[0061] 综上所述，本发明实施例的床垫装置可以根据设置在不同区域的压力检测单元判

断床垫用户的卧床信息，卧床信息包括卧床状态、坐床状态、床缘状态或是离床状态等。还

可通过通信模块传送即时消息至照护者的行动装置或是一主机装置上，以实时提醒照护者

床垫使用者的目前状态，以提供更好的照护方式。而本发明的照护系统，则可以通过主机装

置接收多个床垫装置中对应不同床垫用户的卧床信息，并以可视化以及文字化的方式提示

照护者，以提高照护信息的传递速度。

[006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实施例，其并非用以局限本发明之专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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