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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呼叫系统



公司愿景

我们的目标是将我们在土耳其的领导
地位推向世界市场，以灵活性和创新
性不断提高我们的技术，根据数字化
医院管理系统超越预期

公司使命

ZKR护士呼叫系统技术是世界上最好
的技术之一。她有多种选择，如语音通
信（VoIP），用Mifare卡记录任何数据，
监控来自HIS（医院信息系统）请求数
据，并集成HIS和MCW智能手机。主要
聚焦在软件集成系统上为医院和患者
提供最佳解决方案。我们的成功来自
于对未来人们需求的思考。

ZKR 护士呼叫系统

“我们的系统能够适应不断变化
的病房环境，并与您一起发展。”

Kirac Group自1982年以来已经在
制造业取得成功。2005年，建立Kiraç 
Bilgi Iletisim公司, 并进入低压系统和
信息技术领域，根据市场需求，我们于
2010年开始生产护士呼叫系统。

今天，我们是本地市场的领导者，在全
球安装了700多套系统，为3000多万患
者提供了服务



为什么选择ZKR护士呼叫系统?
ZKR利用现有最新技术的优点，加强病人和医护人员的沟通，提供医护人员的
效率，为病人提供高质量的护理。

无限的关心支持 知道你要去哪里? 为你而设计

我们的护士呼叫系统具
有与任何设备或软件集
成的功能。此操作有助于
满足患者特定需求。添加
多个设备的能力为快速
简单化提供了机会。这种
独特的系统还提供以病
人为中心的护理，可以更

快地进行干预。

护士呼叫技术为您团队
效 率 提 供 快 速 、可 靠 和
准确支持。该系统为您服
务，为您将来的成长扩展

提供更多的灵活性。

我们生产最好的医疗系
统，支持您为患者提供最

好的护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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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手持呼叫器允许病人在紧
急情况下快速向医院工作人员
报告患者的情况。这些产品因不
同方案型号而异。由于各种型号
的手持呼叫器，病人可以拨打内
部和外部电话，根据需要拨打电
话，控制电视和灯光。

VOIP手持呼叫器

IRPro手持呼叫器

经典手持呼叫器

病人设备

ZKR 产品家族

10寸病房控制分机

5寸多功能病房控制主机

病床呼叫分机

蓝色警报分机

VOIP WC 呼叫分机

监护／犯人 呼叫分机 

4.3寸多功能病房控制主机

WC呼叫分机

无线病房控制主机

病房设备
病房控制分机 呼叫分机设备

产品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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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Basic点阵显示器

MCW One

护士呼叫监控屏幕

10“VOIP护士控制主机

7“VOIP护士控制主机 门头灯

ZKR医院服务器

灯光控制模块

集成软件文字显示器

文字显示器

医护人员设备
紧急情况下使用医护人员设备，
可查看所有呼叫类型。并且所有
日志都可通过医护人员设备详
细报告。

走廊设备用于帮助操作其他设
备，它们很容易使用。

控制装置控制所有系统的运行，
并向医院提供所有报告。 

这些软件正在被整合于医院系统。
集成软件是将来自许多不同来源
的数据组合在一起的过程，通常用
于分析、商业智能、报告或加载到
应用程序中。我们有不同的集成软
件，如HIMS集成、火灾报警集成、
婴儿跟踪、安全集成等

走廊设备

ZKR产品家族包括多种产品，并且相互易于集成，兼容产品使我们能够
为客户提供更灵活的解决方案。

当今医疗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

控制设备

• 公共语音广播集成
• 电话动力装置集成
• 建筑管理系统
• 卡访问系统集成
• HIMS集成
• 火灾报警集成
• 婴儿追踪和安全
• 整合
• BBX集成

产品家族

Senset 3 输入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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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寸 舒适房间控制主机

5寸多功能增强型房间控制主机

舒适室控制主机是使护士呼叫主机和房间中的呼叫按钮相互通信的设备。适用与房间控制面
板嵌入式安装或石膏式安装。

带10寸触摸屏和内置Mifare读卡器。标准配置为6张床、1个卫生间和1个浴室呼叫单元。通过舒
适语音控制主机，您可以进行语音呼叫并与医护人员联系。

当触摸屏幕上的的床边按钮时，可以在服务器系统上监视HIS（医院信息系统）软件中的病人信
息。如果需要，可以借助触摸屏输入有关病人的信息。

• Poe(以太网供电)
• PBX
• 全双工 
• SIP协议
• 电话会议
• 控制房间照明和阅读灯
• 控制电视频道和音量
• 内部和外部呼叫
   (带计费跟踪系统)

该装置确保护士控制台和病房呼叫按钮之间
的通信。房间控制主机适用于平装和浅装。
带5寸触摸屏和内置Mifare读卡器。

另一方面，标准功能允许它辅助到总共8个呼叫
单元。如有适当的硬件，设备可以定义多达8个呼
叫设备。时尚耐用的结构和软件确保了最佳的操
作时间。当触摸屏幕上的“床位”按钮时，可以在
设备屏幕上看到HIS（医院信息系统）软件中的患
者信息。

病房设备

病房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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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房间控制主机

4.3寸多功能房间控制主机

您将在房间控制面板上获得集成Mifare读卡器每笔交易
的详细信息和报告。

位于控制面板上标准功能有：辅助帮助按钮，房间清洁
按钮，代码蓝色按钮。这些功能都是医护人员将需要的。
它还有两个特殊的功能键，这些按钮可以根据实际的需
要进行调整。

• 433MHz加密通信协议
• 标准110-240瓦供电
• 集成Mifare读卡器
• 氛围LED’S
• 2可编程功能按钮
  (可用于不同的通话)

该装置确保护士控制台和病房呼叫按钮之间
的通信。房间控制单元适用于平装和浅装。

带4.3英寸的触摸屏，标准功能允许它辅助总
共9个呼叫单元。适当的硬件，单元可以定义9
个呼叫单元。时尚耐用的结构和软件确保最佳
操作时间。当触摸屏幕上的床按钮时，HBYS软
件中的患者信息可在设备屏幕上看到。

病房设备

使用RFID简化护理流程，如下所示

• 无接触操作更卫生
• 个性化卡方便服务
• 日志和报告允许更好的资源管理

7



病房设备

WC呼叫分机

VOIPWC呼叫分机

卫生间呼叫分机用于病房的卫生间。在紧急情况下，病人拉绳子打紧
急电话。在护士控制台上显示为WC紧急呼叫。系统WC紧急呼叫优先
权限，并在其他呼叫之前出现。该分机上有呼叫复位按钮和紧急呼叫
绳，带背光，外观时尚。并具有防水结构。

蓝色警报分机

它启动一个蓝色警报呼叫。同一按钮可配置为辅助呼叫按钮。带背光，
美观大方。

• 可连接至内置导管
• RJ45连接
• 由FR-ABS和无卤材料制成
• 带背光容易被察觉

床头呼叫分机

床头呼叫分机用于病房。在紧急情况下，病人使用呼叫按钮进行紧急
呼叫，该呼叫信号会显示在护士呼叫主机上。该呼叫分机上有带背光
的呼叫和取消按钮。典型的应用区域是居民的卧室和客厅，安装在所
需要地方的墙上。

监护／犯人 呼叫分机

抗冲击床头呼叫分机安装在患者床头控制台中。上面有护士呼叫和呼
叫终止按钮。带照明，美观耐用。

• 内置锁扣采用符合人体工程学的结构，便于安装。
• RJ45接口便于安装
• 采用不锈钢原料
• LED持续点亮紧急呼叫和重置按钮
• 防破坏，结构通过ik-10认证，适用于精神科诊所和监狱

该WC呼叫分机用于病人病房或用于病人的类似区域，分机上有呼叫
重置按钮和紧急呼叫绳，用于启动语音对话。在紧急情况下，病人拉绳
进行紧急呼叫。当拉绳时，通过呼叫已定义的护士呼叫面板开始语音
通信。当按下紧急帮助按钮时，紧急帮助消息将转到护士呼叫面板和
已定义的系统设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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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设备

VOIP舒适手持呼叫分机

病人设备

通过语音沟通，患者可以直接与护士交谈并分配给他们。该系
统可使医院工作人员节省服务时间，对病例进行优先级排序，
并能在语音通信中轻松地与患者和护士交谈。借助ZKR舒适护
士呼叫系统，可以记录医院人员和患者之间的所有对话，并提
供了质量控制和评估机会，护士绩效评估将显示在图表上。

舒适IP语音手持呼叫分机简单易用。当病人想与分配给他们的
护士交谈时，病人必须按下最大并且容易看到的呼叫按钮。
该产品设计用户友好，符合人体工程学，无菌。使用智能控
制，患者可以通过自动计费进行内部和外部电话呼叫。ZKR 
舒适系统集成了PBX模拟、数字、VoIP和许多品牌，如
Karel、Cisco、Alcatel、Avaya和Panasonic。
• PoE(以太网供电)
• PBX
• 全双工
• SIP协议
• 电话会议
• 控制房间灯和阅读灯
• 控制电视频道和声音 
• 呼叫内部和外部（带计费跟踪系统

• 容易使用
• 该分机通过与床头呼叫分机连接工作。
• 电视控制选项（频道和音量）
• LED也会显示最后一次通话，这样病人的情况可以在手持分
机上看到，作为另一个警告设备。
• 灯光按钮有助于控制房间照明和阅读灯。

红外增强型手持 呼叫分机

病人手持呼叫分机

病人手持呼叫分机允许病人立即通知工作人员。

该分机允许在紧急情况下快速向医院工作人员报告患者的情况。容
易使用，并通过辅助视觉效果加以增强。该产品配合床头分机工作。
直接根据患者的需要设计的辅助图标让病人容易理解，。

由于产品上LED灯，产品在黑暗中很容易被发现。同时，这些LED会
根据上次通话而变化。因此，患者的情况可以通过与其他手持设备
颜色进行比较来理解。

9



医护人员设备
VOIP护士控制主机

所有与该主机相连的正在工作的房间控制主机的状态都
可以被主动监控。所有错误和通知会显示在信息面板上。
紧急代码、洗手间和正常呼叫都会受到监控。

所有通过系统的进程都会被记录下来, 可以详细报告所有
日志。界面上有许多可配置的房间监控图标。通过这些图
标实时跟踪通话状态。

MCW One

中央监控主机

所有通过系统的进程都会被记录下来, 可以详细报告所有
日志。界面上有许多可配置的房间监控图标。通过这些图
标实时跟踪通话状态。

MCW One为您提供了一个基于Android的平台，使您能够
舒适地使用不同类型的医院应用程序。使用内置的NFC读
卡器，MCW ONE可以读取 RFID卡，并可以为您或您的同事
打开私人会话，以便在不同的服务中使用。只需轻轻一触
即可接听病人电话。集成的二维条形码阅读器使您能够更
快、更可靠地使用HIS。您可以从口袋里方便地监控化验结
果、病人控制设备和病人的病历。

ZKR中央监控主机是一个基于网络的监控器，可以观察医
院内的所有活动，如护士呼叫、蓝色代码（以及任何指定紧
急代码）、辅助呼叫以及医院内的护士在场现况, 可以显示
病房里在场的医护人员的ID卡照片。 

根据需要，可以筛选不同的参数（呼叫类型、部门和楼层信
息）, 这样就可以引导卫生人员的注意力，确保反应和干预
时间达到最低水平。

10寸VOIP护士控制主机

7寸VOIP护士控制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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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KR寻呼机

• 8行LCD屏 
• POCSAG标准消息处理
• 使用可充电电池
• 可以存储99条信息（旧的记录在内存满时被覆盖）
• 寻呼机在护士呼叫系统中可以代替Mifare工作人员卡。

门头灯

AirBasic点阵显示器

文字显示器

门头走廊灯位于走廊病房门上方, 半球体的形状使它在任何角
度都很容易被注意到。如果房间里有紧急情况，很容易在走廊
上被发现。根据病房的呼叫状态，它可以使用三种主要颜色，红
色、绿色和蓝色以及这些颜色的组合（青色、黄色、洋红和白色）
发出警告。

它具有非常低的能耗和使用环保LED。标准配置为平齐安装在
病房门的上方，但必要时可提供表面拼接盒。

• 按优先等级显示4个呼叫（其他呼叫在队列中等待）
• 可调5位数字，可显示楼层、房间、床号等
• 彩色LED指示呼叫类型              
• 最多支持64张病床              
• 根据呼叫类型发出声音警报

文本显示器是一个滚动的15字符点阵屏幕。它在网络上作为
TCP-IP工作,将呼叫显示为文本并发出音频警报。也可以根据
偏好显示特定呼叫类型或所有呼叫。工作电压为220V。

走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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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KR报告和管理服务器

灯控制模块

服务器控制着医院使用的舒适、多功能
系列产品的运行。该系统通过Web界面
提供报告功能，还支持与建筑中同时使
用的其他系统集成。基于Linux的服务器
架构提供了一个健壮可靠的基础架构。

（Modbus、Knx、模拟I/O、特殊TCP连接
类型）

• Linux操作系统
• 完整的冗余结构
• 所有模块的故障排除和通知都跟系统相连
• 语音记录模块（用于舒适系统）
• 集成Wi-Fi移动电话和信息
• 与DECT电话集成
• 与寻呼机集成
• 与中央电话系统集成并启动紧急代码（如1111、2222、3333）
• IP,PRI,BRI,模拟连接
• 与火灾报警系统集成（Modbus、Bacnet、特殊TCP连接类型）
• 与闭路电视系统集成（串行端口、特殊TCP连接类型）
• 与RFID系统集成（Web服务、特殊TCP连接类型）
• 与医院信息管理系统集成
• 与照明自动化集成

通过病人手持呼叫器的两个不同灯提供开/关控制。它
需要每只手持呼叫器使用一个。与系统连接，采用两个
RJ45连接接口。它作为链接进出。从房间控制主机到床
头呼叫分机的线将进入插座。

控制设备
控制设备

Senset 3 输入模块

提供与像心电图显示器或盐水袋等各种外部设备的连
接，以跟踪剩余盐水的数量。该模块允许护士呼叫系统
通过从现有医疗设备和设备接收的数据自动生成通知
和警报。这样，即使需要帮助的患者无法手动拨打电话，
医护人员也会立即得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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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软件

集成软件
公共语言广播集成 
ZKR护士呼叫系统通过指定区域的护士主机区与通用和紧急语音报警系统集成, 可选择性地让
您发布基于SIP的通告。 

电话发电装置集成
ZKR护士呼叫系统可集成为SIP、模拟和PRI，与医院内的电话交换机相结合。由于这种集成，可
以启动所有已用电话的不同紧急代码（蓝色代码等）。通过电话交换器，警报也可以作为文本消
息发送给这些WiFi移动电话以及DECT电话。

建筑管理系统
ZKR护士呼叫系统可通过web服务与照
明自动化系统集成, 病人可以通过手持
呼叫器控制病房照明或床头灯。为了监
控系统的完整性，BMS可以传输所有属
于ZKR护士呼叫系统设备的时状信息到
达主服务器，现实中央监控。

卡访问控制系统集成
ZKR护士呼叫系统可以与整个医院使用的卡访问控制系统集成。 这样，现有员工（MIFARE）卡
也将在护士呼叫系统中使用，并且卡授权将从一个点进行管理。

HIS集成（医院信息管理系统）
ZKR护士呼叫系统与HIS集成，通过处理所有呼叫的记录，实现单中心日志记录和绩效分析。此
外，通过护士呼叫系统的二级集成，可以访问在HIS上的病人信息。

火灾报警集成
ZKR护士呼叫系统与火灾探测系统集成，通过相关区域的护士
主机监控医院内的火灾警报，允许更快更准确的行动计划。通
过这种集成，报警信息可以在接收到火灾报警时传输到不同团
队的wifi移动电话、DECT电话、寻呼机或MCW电话。

婴儿跟踪集成
婴儿跟踪系统允许通过相应区域的护士主机集成警报监控，允
许更快更准确的行动计划。通过这种集成，一旦接收到婴儿警
报，警报信息就可以传输到不同团队的wifi移动电话、DECT电
话、寻呼机或MCW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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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MCW One，护士创建一个任务，记录请
求并通知助手完成。然后为下一个病人准
备房间

病人发送请求代码。护士收到
请求，并使用Mifare卡进行登
记/确认。护士意识到她需要
急救，她将从房间控制主机呼
叫急救小组。.

急救队完成工作后，他们可以
在离开房间时刷卡。

手持呼叫器

手持呼叫器

手持呼叫器

手持呼叫器

MCW One

护士主机

病人事件发生后，负责护
士登录到房间控制主机，
轻松配置病人房间以发送
优先呼叫，以确保更快的
响应。她还在门头灯上设
置了一个视觉指示，以显
示患者有跌倒的危险。

工作流程
工作流程

房间控制主机

Mifare 卡

医疗救助

ECG 显
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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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呼叫
病人从WC呼叫分机发送请求代码。
护士收到请求。护士为病人提供护
理后，她可以在离开房间时刷卡。.

Mifare 卡

Mifare 卡

WC呼叫

MCW One

MCW One

手持呼叫器

MCW One

护士主机

呼叫分机

房间控制主机

病人从手持呼叫器发送请求代码。护士收到
了这个请求，她意识到病人需要帮助，她会
从MCW呼叫另一个人。另一个护士过来，为
病人提供护理后，他们可以在离开房间时
刷卡。

当病人感到有些痛苦，她用手持呼叫器寻求帮助。她
被指派的一名助手很忙，病人的警报通知会自动转发
给护士，另外一名助手接受呼叫。护士和病人交谈，在
她寻求帮助时使她平静和安心

工作流程

WC呼叫

Senset模块接收
到病人的生命体
征在监视器上显
示出一种危急情
况。Senset模块
接收到这一点，并
立即触发对MCW 
One的调用。护士
接到电话，立即来
帮助病人。

MCW OneSenset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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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呼叫系统

全球安装了700多个系统，服务超过3000万病人…

Bilkent Integrated Health Campus
3660 张床位

Elazığ Integrated Heaşth Campus
1038 张床位

Bursa Integrated Heaşth Campus
1355 张床位

Adana Integrated Health Campus
1550 张床位

Eskişehir Integrated Health Campus
1080 张床位

Ümit Mahallesi Okullar Sokak No:16
Çankaya / ANKARA / TURKEY

+90 (312) 446 03 44

+90 (312) 446 03 33

info@zkr.com.tr

联系我们

www.zkr.com.t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