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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具有翻身及便于排泄功能的多功能轮

椅床

(57)摘要

一种具有翻身及便于排泄功能的多功能轮

椅床。其包括床架、轮椅组件、床板、床板电动推

杆、背板电动推杆、腿板电动推杆、脚板电动推

杆、左臀推杆、右臀推杆、左背推杆、右背推杆、左

臀电动推杆、右臀电动推杆、左背电动推杆、右背

电动推杆、左盖板电动推杆和右盖板电动推杆。

本实用新型优点：功能完善，同时解决了老人护

理过程中最为繁琐的大小便处理和翻身问题。在

老人姿态变换过程中，注重对老人的保护，可避

免对其造成的身体碰撞、挤压、皮肤磨损，在翻身

过程中，采用二级助力翻身，第一级整体翻身，第

二级背推杆、臀推杆局部推动，并且翻身过程中

对应的侧床板始终与身体侧面平行，保证了身体

的相对稳定，防止了身体被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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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翻身及便于排泄功能的多功能轮椅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多功能轮椅床

包括床架(1)、轮椅组件(2)、床板(3)、床板电动推杆、背板电动推杆、腿板电动推杆、脚板电

动推杆、左臀推杆(3.7)、右臀推杆(3.8)、左背推杆(3.9)、右背推杆(3.10)、左臀电动推杆、

右臀电动推杆、左背电动推杆、右背电动推杆、左盖板电动推杆和右盖板电动推杆；其中床

架(1)由两个平行设置且前端相连的侧部床架组成；床板(3)包括臀板(3.1)、背板(3.2)、腿

板(3.3)、脚板(3.4)、左床板(3.5)、右床板(3.6)、左马桶盖板(3.11)和右马桶盖板(3.12)；

所述的左床板(3.5)和右床板(3.6)分别放置在两个侧部床架的顶部，内侧边缘铰接在侧部

床架上；两个床板电动推杆的上端分别铰接在左床板(3.5)或右床板(3.6)的外侧边缘底面

前后部位，下端铰接在位于左床板(3.5)或右床板(3.6)下方的侧部床架上；轮椅组件(2)设

置在床架(1)的内中部空间中；背板(3.2)、臀板(3.1)、腿板(3.3)和脚板(3.4)排成一列设

置在左床板(3.5)和右床板(3.6)之间且相邻板间相互铰接而组成中间床板；轮椅组件(2)

包括底座(2.1)、左电动推杆(2.2)、右电动推杆(2.3)、中部电动推杆(2.4)和中心框架

(2.5)；其中底座(2.1)的两侧前后部位分别安装有滚轮；中心框架(2.5)为正方体形结构，

位于底座(2.1)的上方；中部电动推杆(2.4)的下端铰接在底座(2.1)的前端表面中部，上端

通过一个L形杆件(2.6)与设置在中心框架(2.5)前端底面中部的轴承连接；左电动推杆

(2.2)和右电动推杆(2.3)的下端分别铰接在底座(2.1)的后端表面左右侧部位，上端分别

通过一个L形杆件(2.6)与设置在中心框架(2.5)后端底面左右侧部位的轴承连接；臀板

(3 .1)的外部边缘底面固定在中心框架(2 .5)的顶部，中部形成有一开孔；左马桶盖板

(3.11)和右马桶盖板(3.12)设置在开孔内，外侧中部铰接在开孔的边缘，内侧端为自由端；

左盖板电动推杆的上端铰接在左马桶盖板(3.11)的自由端底面上，下端铰接在中心框架

(2.5)的底部左侧部位；右盖板电动推杆的上端铰接在右马桶盖板(3.12)的自由端底面上，

下端铰接在中心框架(2.5)的底部右侧部位；两个背板电动推杆的上端分别铰接在背板

(3.2)的底面前部两侧部位，下端铰接在床架(1)的前部；两个腿板电动推杆的上端分别铰

接在腿板(3.3)的底面后部两侧部位，下端铰接在底座(2.1)的后部；两个脚板电动推杆的

两端分别铰接在腿板(3.4)和脚板(3.5)的侧边上；左臀推杆(3.7)水平设置在臀板(3.1)上

部左侧部位形成的左侧凹槽内，内端铰接在左侧凹槽的右端；左臀电动推杆的下端铰接在

中心框架(2.5)的左侧部位，上端贯穿左侧凹槽的左端后与左臀推杆(3.7)的外端铰接；右

臀推杆(3.8)水平设置在臀板(3.1)上部右侧部位形成的右侧凹槽内，内端铰接在右侧凹槽

的左端；右臀电动推杆的下端铰接在中心框架(2.5)的右侧部位，上端贯穿右侧凹槽的右端

后与右臀推杆(3.8)的外端铰接；左背推杆(3.9)水平设置在背板(3.2)中部形成的左凹槽

内，内端铰接在左凹槽的右端；左背电动推杆的下端铰接在位于背板(3.2)下方的床架(1)

上，上端贯穿左凹槽的左端后与左背推杆(3.9)的外端铰接；右背推杆(3.10)水平设置在背

板(3.2)中部形成的右凹槽内，内端铰接在右凹槽的左端；右背电动推杆的下端铰接在位于

背板(3.2)下方的床架(1)上，上端贯穿右凹槽的右端后与右背推杆(3.10)的外端铰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翻身及便于排泄功能的多功能轮椅床，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臀板(3.1)的两侧边缘上分别安装有一个可上下伸缩的扶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翻身及便于排泄功能的多功能轮椅床，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轮椅组件(2)的底座(2.1)内带有驱动电机，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与滚轮的轮轴相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翻身及便于排泄功能的多功能轮椅床，其特征在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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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臀板(3.1)上的开孔呈圆形，左马桶盖板(3.11)和右马桶盖板(3.12)均呈半圆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翻身及便于排泄功能的多功能轮椅床，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侧部床架的下端安装有滚轮，因此能够与轮椅组件(2)上的滚轮一起使多功能轮椅床自

由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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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翻身及便于排泄功能的多功能轮椅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护理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具有翻身及便于排泄功能的

多功能轮椅床。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需要被护理，失能老人更是需要全面

的护理。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需要经常翻身，以减少患上压疮的风险。

[0003] 目前市场上已有很多种护理床和轮椅床，大部分护理床只具有局部翻身功能，无

法进行90°左右翻身，还有一些是将床板或者采用织物翻转90°，但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使

用者会有跌落、倾覆、撞击护栏的危险。在使用者身体姿态的变换过程中会造成身体与床垫

的摩擦，可能造成皮肤损伤，间接诱发压疮。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翻身及便于排泄功能的多

功能轮椅床。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具有翻身及便于排泄功能的多功能轮椅床

包括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具有翻身及便于排泄功能的多功能轮椅床包括床架、轮椅组件、床

板、床板电动推杆、背板电动推杆、腿板电动推杆、脚板电动推杆、左臀推杆、右臀推杆、左背

推杆、右背推杆、左臀电动推杆、右臀电动推杆、左背电动推杆、右背电动推杆、左盖板电动

推杆和右盖板电动推杆；其中床架由两个平行设置且前端相连的侧部床架组成；床板包括

臀板、背板、腿板、脚板、左床板、右床板、左马桶盖板和右马桶盖板；所述的左床板和右床板

分别放置在两个侧部床架的顶部，内侧边缘铰接在侧部床架上；两个床板电动推杆的上端

分别铰接在左床板或右床板的外侧边缘底面前后部位，下端铰接在位于左床板)或右床板

下方的侧部床架上；轮椅组件设置在床架的内中部空间中；背板、臀板、腿板和脚板排成一

列设置在左床板和右床板之间且相邻板间相互铰接而组成中间床板；轮椅组件包括底座、

左电动推杆、右电动推杆、中部电动推杆和中心框架；其中底座的两侧前后部位分别安装有

滚轮；中心框架为正方体形结构，位于底座的上方；中部电动推杆的下端铰接在底座的前端

表面中部，上端通过一个L形杆件与设置在中心框架前端底面中部的轴承连接；左电动推杆

和右电动推杆的下端分别铰接在底座的后端表面左右侧部位，上端分别通过一个L形杆件

与设置在中心框架后端底面左右侧部位的轴承连接；臀板的外部边缘底面固定在中心框架

的顶部，中部形成有一开孔；左马桶盖板和右马桶盖板设置在开孔内，外侧中部铰接在开孔

的边缘，内侧端为自由端；左盖板电动推杆的上端铰接在左马桶盖板的自由端底面上，下端

铰接在中心框架的底部左侧部位；右盖板电动推杆的上端铰接在右马桶盖板的自由端底面

上，下端铰接在中心框架的底部右侧部位；两个背板电动推杆的上端分别铰接在背板的底

面前部两侧部位，下端铰接在床架的前部；两个腿板电动推杆的上端分别铰接在腿板的底

面后部两侧部位，下端铰接在底座的后部；两个脚板电动推杆的两端分别铰接在腿板和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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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侧边上；左臀推杆水平设置在臀板上部左侧部位形成的左侧凹槽内，内端铰接在左侧

凹槽的右端；左臀电动推杆的下端铰接在中心框架的左侧部位，上端贯穿左侧凹槽的左端

后与左臀推杆的外端铰接；右臀推杆水平设置在臀板上部右侧部位形成的右侧凹槽内，内

端铰接在右侧凹槽的左端；右臀电动推杆的下端铰接在中心框架的右侧部位，上端贯穿右

侧凹槽的右端后与右臀推杆的外端铰接；左背推杆水平设置在背板中部形成的左凹槽内，

内端铰接在左凹槽的右端；左背电动推杆的下端铰接在位于背板下方的床架上，上端贯穿

左凹槽的左端后与左背推杆的外端铰接；右背推杆水平设置在背板中部形成的右凹槽内，

内端铰接在右凹槽的左端；右背电动推杆的下端铰接在位于背板下方的床架上，上端贯穿

右凹槽的右端后与右背推杆的外端铰接。

[0006] 所述的臀板的两侧边缘上分别安装有一个可上下伸缩的扶手。

[0007] 所述的轮椅组件的底座内带有驱动电机，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与滚轮的轮轴相连

接。

[0008] 所述的臀板上的开孔呈圆形，左马桶盖板和右马桶盖板均呈半圆形。

[0009] 所述的侧部床架的下端安装有滚轮，因此能够与轮椅组件2上的滚轮一起使多功

能轮椅床自由移动。

[0010]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具有翻身及便于排泄功能的多功能轮椅床具有如下优点：功能

完善，同时解决了老人护理过程中最为繁琐的大小便处理和翻身问题。在老人姿态变换过

程中，注重对老人的保护，可避免对其造成的身体碰撞、挤压、皮肤磨损，在翻身过程中，采

用二级助力翻身，第一级整体翻身，第二级背推杆、臀推杆局部推动，并且翻身过程中对应

的侧床板始终与身体侧面平行，保证了身体的相对稳定，防止了身体被挤压，翻身过程更加

舒适，减少了老人身体扭伤、跌落的风险。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具有翻身及便于排泄功能的多功能轮椅床整体结构图。

[0012] 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具有翻身及便于排泄功能的多功能轮椅床中轮椅结构

图。

[0013] 图3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具有翻身及便于排泄功能的多功能轮椅床顶面床板结构

示意图。

[0014] 图4为使用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具有翻身及便于排泄功能的多功能轮椅床进行右侧

90°完全翻身时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具有翻身及便于排泄功能的多

功能轮椅床进行详细说明。

[0016] 如图1—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具有翻身及便于排泄功能的多功能轮椅床包

括床架1、轮椅组件2、床板3、床板电动推杆、背板电动推杆、腿板电动推杆、脚板电动推杆、

左臀推杆3.7、右臀推杆3.8、左背推杆3.9、右背推杆3.10、左臀电动推杆、右臀电动推杆、左

背电动推杆、右背电动推杆、左盖板电动推杆和右盖板电动推杆；其中床架1由两个平行设

置且前端相连的侧部床架组成；床板3包括臀板3.1、背板3.2、腿板3.3、脚板3.4、左床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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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右床板3.6、左马桶盖板3.11和右马桶盖板3.12；所述的左床板3.5和右床板3.6分别放

置在两个侧部床架的顶部，内侧边缘铰接在侧部床架上；两个床板电动推杆的上端分别铰

接在左床板3.5或右床板3.6的外侧边缘底面前后部位，下端铰接在位于左床板3.5或右床

板3.6下方的侧部床架上；轮椅组件2设置在床架1的内中部空间中；背板3.2、臀板3.1、腿板

3.3和脚板3.4排成一列设置在左床板3.5和右床板3.6之间且相邻板间相互铰接而组成中

间床板；轮椅组件2包括底座2.1、左电动推杆2.2、右电动推杆2.3、中部电动推杆2.4和中心

框架2.5；其中底座2.1的两侧前后部位分别安装有滚轮；中心框架2.5为正方体形结构，位

于底座2.1的上方；中部电动推杆2.4的下端铰接在底座2.1的前端表面中部，上端通过一个

L形杆件2.6与设置在中心框架2.5前端底面中部的轴承连接；左电动推杆2.2和右电动推杆

2.3的下端分别铰接在底座2.1的后端表面左右侧部位，上端分别通过一个L形杆件2.6与设

置在中心框架2.5后端底面左右侧部位的轴承连接；臀板3.1的外部边缘底面固定在中心框

架2.5的顶部，中部形成有一开孔；左马桶盖板3.11和右马桶盖板3.12设置在开孔内，外侧

中部铰接在开孔的边缘，内侧端为自由端；左盖板电动推杆的上端铰接在左马桶盖板3.11

的自由端底面上，下端铰接在中心框架2.5的底部左侧部位；右盖板电动推杆的上端铰接在

右马桶盖板3.12的自由端底面上，下端铰接在中心框架2.5的底部右侧部位；两个背板电动

推杆的上端分别铰接在背板3.2的底面前部两侧部位，下端铰接在床架1的前部；两个腿板

电动推杆的上端分别铰接在腿板3.3的底面后部两侧部位，下端铰接在底座2.1的后部；两

个脚板电动推杆的两端分别铰接在腿板3.4和脚板3.5的侧边上；左臀推杆3.7水平设置在

臀板3.1上部左侧部位形成的左侧凹槽内，内端铰接在左侧凹槽的右端；左臀电动推杆的下

端铰接在中心框架2.5的左侧部位，上端贯穿左侧凹槽的左端后与左臀推杆3.7的外端铰

接；右臀推杆3.8水平设置在臀板3.1上部右侧部位形成的右侧凹槽内，内端铰接在右侧凹

槽的左端；右臀电动推杆的下端铰接在中心框架2.5的右侧部位，上端贯穿右侧凹槽的右端

后与右臀推杆3.8的外端铰接；左背推杆3.9水平设置在背板3.2中部形成的左凹槽内，内端

铰接在左凹槽的右端；左背电动推杆的下端铰接在位于背板3.2下方的床架1上，上端贯穿

左凹槽的左端后与左背推杆3.9的外端铰接；右背推杆3.10水平设置在背板3.2中部形成的

右凹槽内，内端铰接在右凹槽的左端；右背电动推杆的下端铰接在位于背板3.2下方的床架

1上，上端贯穿右凹槽的右端后与右背推杆3.10的外端铰接。

[0017] 所述的臀板3.1的两侧边缘上分别安装有一个可上下伸缩的扶手。

[0018] 所述的轮椅组件2的底座2.1内带有驱动电机，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与滚轮的轮轴相

连接。

[0019] 所述的臀板3.1上的开孔呈圆形，左马桶盖板3.11和右马桶盖板3.12均呈半圆形。

[0020] 所述的侧部床架的下端安装有滚轮，因此能够与轮椅组件2上的滚轮一起使多功

能轮椅床自由移动。

[0021] 现将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具有翻身及便于排泄功能的多功能轮椅床使用方法阐述

如下：

[0022] 当躺在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多功能轮椅床上的老人需要大小便时，护理人员可利用

背板电动推杆将背板3.2前部抬起80°，利用轮椅组件2上的左电动推杆2.2和右电动推杆

2.3带动臀板3.1后部抬升，利用腿板电动推杆使腿板3.3后部向下旋转60°，利用脚板电动

推杆使脚板3.4后部抬升，再拉出扶手，这时由轮椅组件2和背板3.2、臀板3.1、腿板3.3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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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板3.4组成一个轮椅，而轮椅上的老人则呈坐姿，之后利用左盖板电动推杆和右盖板电动

推杆向下打开左马桶盖板3.11和右马桶盖板3.12，最后将马桶从床架1的一侧推送至臀板

3.1上开孔的下方，这时老人就可以进行大小便了。

[0023] 如图4所示，当躺在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多功能轮椅床上的老人需要向右侧翻身时，

护理人员可利用右床板电动推杆将右床板3.6的外侧边缘向内翻转90°，利用轮椅组件2上

的左电动推杆2.2和右电动推杆2.3带动臀板3.1后部抬升，利用腿板电动推杆使腿板3.3后

部向下旋转10°，利用脚板电动推杆使脚板3.4与水平面平行，利用左电动推杆2.2伸出、右

电动推杆2.3收缩的方式使中间床板整体向右转动30°，同时使右床板3.6始终保持与中间

床板呈90°夹角，之后利用左臀电动推杆向上推动左臀推杆3.7的左端，同时利用左背电动

推杆向上推动左背推杆3.9的左端，由左臀推杆3.7和左背推杆3.9继续推动老人的臀部和

背部，在此过程中右床板3.6始终保持与左臀推杆3.7和左背推杆3.9呈90°夹角，直到完成

右翻身动作。左侧翻身过程与上述右侧翻身过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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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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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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