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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护理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

护理用电动床，其中本护理用电动床，包括，床体

和主控模块，以及由主控模块控制的升降机构、

床头机构、床身机构和床尾机构；其中所述升降

机构适于升降床体；所述床头机构抬起床头，以

形成适于倚靠的椅背，以及在所述床尾机构放下

床尾后，所述床体折叠形成椅子状，并且所述床

身机构适于驱动床体向床尾倾斜，进而下床时，

床体上被护理人员能够跟随床体形成坐姿，而被

护理人员自主下床时，双脚着地后身体略微向前

倾就能站起，上床时，被护理人员可以直接坐在

床体，再由床体恢复以使被护理人员平躺，这样

的设计能够便于行动不便的被护理人员自主上

下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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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护理用电动床，其特征在于，包括，

床体和主控模块，以及由主控模块控制的升降机构、床头机构、床身机构和床尾机构；

其中

所述升降机构适于升降床体；

所述床头机构抬起床头，以形成适于倚靠的椅背，以及在所述床尾机构放下床尾后，所

述床体折叠形成椅子状，并且所述床身机构适于驱动床体向床尾倾斜。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护理用电动床，其特征在于，

所述升降机构包括：上框体、下框体，以及分别与上框体和下框体铰接的升降推杆；其

中

所述床体安装在上框体上；

上框体与下框体之间设置有铰接组件；

所述升降推杆与主控模块电性连接，且所述升降推杆驱动上框体带动床体升起，并联

动铰接组件展开。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护理用电动床，其特征在于，

所述床体包括：依次铰接的床头板、床身板和床尾板；其中

所述床身板作为椅子的椅面。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护理用电动床，其特征在于，

所述床头机构包括：床头连接座和与主控模块电性连接的床头推杆；其中

所述床头推杆通过床头连接座推动床头板抬起，以使床头板形成椅背。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护理用电动床，其特征在于，

所述上框体上设置有位于床头板下方的顶杆，以在床头板放下时支撑床头板。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护理用电动床，其特征在于，

所述床尾板包括：床腿板和床脚板；

所述床尾机构包括：分别与主控模块相连的床腿推杆和床脚推杆；其中

所述床腿推杆通过床腿连接座驱动床腿板沿着床腿板与床身板的铰接处向下翻转；

所述床脚推杆通过滑动组件驱动床脚板沿着床脚板与床腿板的铰接处向下翻转；以及

所述床脚板、床腿板、床身板和床头板之间形成椅子状。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护理用电动床，其特征在于，

所述滑动组件包括：滑轨、滑杆和与床腿板铰接的连接臂；其中

所述床脚推杆驱动滑杆沿着滑轨滑动，并通过连接臂带动床脚板下翻。

8.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护理用电动床，其特征在于，

所述床身机构包括：设置在上框体上的支撑柱、与支撑柱铰接的转动杆和通过床身连

接座铰接在上框体上并与主控模块电性连接的床身推杆；其中

所述床身板架设在转动杆上；

所述床身推杆驱动床身板沿着支撑柱与转动杆的铰接处翻转，以使床体倾斜。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护理用电动床，其特征在于，

所述转动杆固定有插接管；

所述床身板的两侧分别设置有扶手；

所述扶手的下方设置有适于插入插接管的插接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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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插接杆与插接管之间通过插接螺钉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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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用电动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护理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护理用电动床。

背景技术

[0002] 在护理人员不在的情况下，传统的电动床对于被看护人员来说由于行动不方便，

在床体上不能翻身，导致上下床比较困难。

[000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需要设计一种新的护理用电动床。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护理用电动床，以解决被护理人员上下床困难的问

题。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护理用电动床，包括，

[0006] 床体和主控模块，以及由主控模块控制的升降机构、床头机构、床身机构和床尾机

构；其中

[0007] 所述升降机构适于升降床体；

[0008] 所述床头机构抬起床头，以形成适于倚靠的椅背，以及在所述床尾机构放下床尾

后，所述床体折叠形成椅子状，并且所述床身机构适于驱动床体向床尾倾斜。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升降机构包括：上框体、下框体，以及分别与上框体和下框体铰接

的升降推杆；其中

[0010] 所述床体安装在上框体上；

[0011] 上框体与下框体之间设置有铰接组件；

[0012] 所述升降推杆与主控模块电性连接，且所述升降推杆驱动上框体带动床体升起，

并联动铰接组件展开。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床体包括：依次铰接的床头板、床身板和床尾板；其中

[0014] 所述床身板作为椅子的椅面。

[0015] 进一步地，所述床头机构包括：床头连接座和与主控模块电性连接的床头推杆；其

中

[0016] 所述床头推杆通过床头连接座推动床头板抬起，以使床头板形成椅背。

[0017] 进一步地，所述上框体上设置有位于床头板下方的顶杆，以在床头板放下时支撑

床头板。

[0018] 进一步地，所述床尾板包括：床腿板和床脚板；

[0019] 所述床尾机构包括：分别与主控模块相连的床腿推杆和床脚推杆；其中

[0020] 所述床腿推杆通过床腿连接座驱动床腿板沿着床腿板与床身板的铰接处向下翻

转；

[0021] 所述床脚推杆通过滑动组件驱动床脚板沿着床脚板与床腿板的铰接处向下翻转；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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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所述床脚板、床腿板、床身板和床头板之间形成椅子状。

[0023] 进一步地，所述滑动组件包括：滑轨、滑杆和与床腿板铰接的连接臂；其中

[0024] 所述床脚推杆驱动滑杆沿着滑轨滑动，并通过连接臂带动床脚板下翻。

[0025] 进一步地，所述床身机构包括：设置在上框体上的支撑柱、与支撑柱铰接的转动杆

和通过床身连接座铰接在上框体上并与主控模块电性连接的床身推杆；其中

[0026] 所述床身板架设在转动杆上；

[0027] 所述床身推杆驱动床身板沿着支撑柱与转动杆的铰接处翻转，以使床体倾斜。

[0028] 进一步地，所述转动杆固定有插接管；

[0029] 所述床身板的两侧分别设置有扶手；

[0030] 所述扶手的下方设置有适于插入插接管的插接杆；

[0031] 所述插接杆与插接管之间通过插接螺钉固定。

[003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的护理用电动床，通过所述升降机构升降

床体；所述床头机构抬起床头，以形成适于倚靠的椅背，以及在所述床尾机构放下床尾后，

所述床体折叠形成椅子状，并且通过所述床身机构驱动床体向床尾倾斜，进而下床时，床体

上被护理人员能够跟随床体形成坐姿，而被护理人员自主下床时，双脚着地后身体略微向

前倾就能站起，上床时，被护理人员可以直接坐在床体，再由床体恢复以使被护理人员平

躺，这样的设计能够便于行动不便的被护理人员自主上下床。

附图说明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3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护理用电动床的优选实施例的第一立体图；

[0035]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护理用电动床的优选实施例的第二立体图；

[0036] 图3是图2中A部分的局部放大图示意图。

[0037] 图中：100-床体，110-床头板，120-床身板，130-床尾板，131-床腿板，  132-床脚

板，200-升降机构，210-上框体，220-下框体，230-铰接组件，240-  升降推杆，300-床头机

构，310-床头连接座，320-床头推杆，330-顶杆，400-  床身机构，410-支撑柱，420-转动杆，

430-床身连接座，440-床身推杆，500-  床尾机构，510-床腿推杆，520-床脚推杆，530-床腿

连接座，540-滑动组件，541-滑轨，542-滑杆，543-连接臂，610-插接管，620-扶手，630-插接

杆，640-  插接螺钉。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现在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这些附图均为简化的示意图，

仅以示意方式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基本结构，因此其仅显示与本实用新型有关的构成。

[0039]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护理用电动床的优选实施例的第一立体图。

[0040]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的护理用电动床，包括，床体100和主控模块，以及由主控

模块控制的升降机构200、床头机构300、床身机构400和床尾机构  500；其中所述升降机构

200适于升降床体100；所述床头机构300抬起床头，以形成适于倚靠的椅背，以及在所述床

尾机构放下床尾后，所述床体100折叠形成椅子状，并且所述床身机构400适于驱动床体100

向床尾倾斜，进而下床时，床体100上被护理人员能够跟随床体100形成坐姿，而被护理人员

说　明　书 2/4 页

5

CN 210644399 U

5



自主下床时，双脚着地后身体略微向前倾就能站起，上床时，被护理人员可以直接坐在床体

100，再由床体100恢复以使被护理人员平躺，这样的设计能够便于行动不便的被护理人员

自主上下床。

[0041]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升降机构200包括：上框体210、下框体220，以及分别与上框体

210和下框体220铰接的升降推杆240；其中所述床体100安装在上框体210上；上框体210与

下框体220之间设置有铰接组件230；所述升降推杆  240与主控模块电性连接，且所述升降

推杆240驱动上框体210带动床体100升起，并联动铰接组件230展开，进而实现由升降推杆

240通过上框体210驱动床体100抬起。

[0042]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床体100包括：依次铰接的床头板110、床身板120和床尾板

130；其中所述床身板120作为椅子的椅面，进而床头板110和床尾板  130分别形成椅背和椅

脚。

[0043]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护理用电动床的优选实施例的第二立体图。

[0044] 如图2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床头机构300包括：床头连接座310和与主控模块

电性连接的床头推杆320；其中所述床头推杆320通过床头连接座  310推动床头板110抬起，

以使床头板110形成椅背，床头连接座310的一端固定在床头板110的底部，床头连接座310

的另一端与床头推杆320的活动端铰接，床头推杆320的固定端固定在床身板120的底部，进

而被护理人员能够倚靠在床头板110上。

[0045]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上框体210上设置有位于床头板110下方的顶杆330，以在床头

板110放下时支撑床头板110，进而避免背靠床头板110的时候，床头板110塌陷的情况，保证

了床头板110对被护理人员的支撑力。

[0046]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床尾板130包括：床腿板131和床脚板132；所述床尾机构500包

括：分别与主控模块相连的床腿推杆510和床脚推杆520；其中所述床腿推杆510通过床腿连

接座530驱动床腿板131沿着床腿板131与床身板120 的铰接处向下翻转；所述床脚推杆520

通过滑动组件540驱动床脚板132沿着床脚板132与床腿板131的铰接处向下翻转；以及所述

床脚板132、床腿板131、床身板120和床头板110之间形成椅子状，进而床腿板131与床脚板

132的连接处拱起，以适于被护理者膝部弯曲。

[004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滑动组件540包括：滑轨541、滑杆542和与床腿板  131铰接的

连接臂543；其中所述床脚推杆520驱动滑杆542沿着滑轨541滑动，并通过连接臂543带动床

脚板132下翻，连接臂543的一端与滑杆542铰接，连接臂543的另一端与床腿板131的底部铰

接，进而弯折床腿板131。

[0048]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床身机构400包括：设置在上框体210上的支撑柱410、与支撑

柱410铰接的转动杆420和通过床身连接座430铰接在上框体210上并与主控模块电性连接

的床身推杆440；其中所述床身板120架设在转动杆420上；所述床身推杆440驱动床身板120

沿着支撑柱410与转动杆420的铰接处翻转，以使床体100倾斜，进而坐在床身板120上的被

护理人员能够身体向前倾以为下床提供便利。

[0049] 图3是图2中A部分的局部放大图示意图。

[0050] 如图3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转动杆420固定有插接管610；所述床身板120的两

侧分别设置有扶手620；所述扶手620的下方设置有适于插入插接管  610的插接杆630；所述

插接杆630与插接管610之间通过插接螺钉640固定，进而被护理人员能够手扶在扶手62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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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站起。

[0051]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主控模块可以但不仅限于采用单片机、嵌入式处理器等智能

芯片，如51系列、STM32单片机实现，本实用新型不涉及对主控模块本身电路的改进，以及通

过主控模块控制床头推杆320伸缩，控制床腿推杆520  伸缩，控制床身推杆440伸缩，控制升

降推杆240伸缩。

[0052] 综上所述，本实施例的护理用电动床，在下床时，通过床头推杆320推动床头板110

抬起形成椅背，通过床脚推杆520推动床脚板132放下以使床头板  110、床身板120、床腿板

131和床脚板132之间形成椅子状，同时平躺在床体  100上的被护理人员坐起，再通过升降

推杆240推动上框体210带动床体100下降至被护理人员的脚触地，最后通过床身推杆440推

动床身板120向床脚板132 的方向倾斜翻转，以推动被护理人员向前倾，以便于被护理人员

下床，上床时，只需要坐在床身板120上，再通过升降推杆240、床身推杆440、床腿推杆520 

和床头推杆320回缩就能带动床体100恢复至平躺状态，进而便于行动不便的被护理人员自

主上下床。

[0053] 以上述依据本实用新型的理想实施例为启示，通过上述的说明内容，相关工作人

员完全可以在不偏离本项实用新型技术思想的范围内，进行多样的变更以及修改。本项实

用新型的技术性范围并不局限于说明书上的内容，必须要根据权利要求范围来确定其技术

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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