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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医疗床，尤其涉及一种辅助

下肢康复用康复医疗床。提供一种操作简单、针

对于用于腿部康复和造价经济的辅助下肢康复

用康复医疗床。这样一种辅助下肢康复用康复医

疗床，包括：床腿，床腿之间均设置有稳固杆；床

板，床腿上设置有床板；翻转机构，床板两侧设置

有翻转机构；液压推动机构，床板下侧设置有液

压推动机构。当医护人员需要使用此医疗床时，

医护人员启动电动推杆，电动推杆反复推动收缩

输出杆，从而实现了第二翻转板与第一翻转板的

反复折叠功能，进而使得病人大腿和小腿反复折

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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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辅助下肢康复用康复医疗床，其特征是，包括：床腿（1），床腿（1）之间均设置有

稳固杆（2）；床板（3），床腿（1）上设置有床板（3）；翻转机构（4），床板（3）两侧设置有翻转机

构（4）；液压推动机构（5），床板（3）下侧设置有液压推动机构（5）。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辅助下肢康复用康复医疗床，其特征是，翻转机构（4）包

括：第一翻转板（41），床板（3）上一侧设置有第一翻转板（41），第一翻转板（41）一侧开有两

对一字槽，且靠近的两个一字槽相通连；第二翻转板（42），床板（3）上中部设置有第二翻转

板（42）；第三翻转板（43），床板（3）上另一侧设置有第三翻转板（43）；第一转轴（44），第一翻

转板（41）远离第二翻转板（42）一侧转动式设置有第一转轴（44）；第二转轴（45），第一翻转

板（41）另一侧转动式设置有第二转轴（45）；第三转轴（46），第二翻转板（42）靠近第一翻转

板（41）一侧转动式设置有第三转轴（46）；第四转轴（47），第二翻转板（42）另一侧转动式设

置有第四转轴（47）；第五转轴（48），第三翻转板（43）靠近第二翻转板（42）一侧转动式设置

有第五转轴（48）；第一轴承座（49），第五转轴（48）与第四转轴（47）上分别关于其轴线中点

对称转动式设置有第一轴承座（49），第五转轴（48）与第四转轴（47）分别通过与其对应的第

一轴承座（49）固定在床板（3）上；第二轴承座（410），床板（3）两侧靠近第三转轴（46）位置处

均设置有第二轴承座（410）；第六转轴（411），第二轴承座（410）内均转动式设置有第六转轴

（411）；第一连杆（412），第六转轴（411）与第一转轴（44）之间均设置有第一连杆（412）；滑块

（413），第一连杆（412）的槽内均滑动式设置有滑块（413），滑块（413）一侧与第一转轴（44）

均转动配合；滑柱（414），滑块（413）靠近第六转轴（411）一侧均设置有滑柱（414），滑柱

（414）与第一连杆（412）的圆孔均滑动配合；第一弹性件（415），第一连杆（412）的圆孔内均

设置有第一弹性件（415）；第二连杆（416），第二转轴（45）与第三转轴（46）均设置有第二连

杆（416）；第三连杆（417），第三转轴（46）与第四转轴（47）之间均设置有第三连杆（417）；挡

杆（418），第一翻转板（41）与第二翻转板（42）以及第三翻转板（43）两侧均设置有挡杆

（418）；床垫（419），第一翻转板（41）与第二翻转板（42）以及第三翻转板（43）上设置有床垫

（419），床垫（419）上位于第一翻转板（41）一字槽正上方开有对应的槽。

3.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辅助下肢康复用康复医疗床，其特征是，液压推动机构

（5）包括：第一缸体（51），床板（3）中部下侧设置有第一缸体（51）；第一活塞柱（52），第一缸

体（51）内滑动式设置有第一活塞柱（52）；电动推杆（53），床板（3）靠近第三翻转板（43）一侧

下方设置有电动推杆（53），电动推杆（53）输出端与第一活塞柱（52）相连；连接柱（54），床板

（3）靠近第二转轴（45）处两侧下方均设置有连接柱（54）；第二缸体（55），连接柱（54）另一端

均设置有第二缸体（55）；第二活塞柱（56），第二缸体（55）内均滑动式设置有第二活塞柱

（56）；推块（57），第三连杆（417）靠近第二活塞柱（56）位置处均设置有推块（57），推块（57）

下侧均与第二活塞柱（56）上端铰接连接；导管（58），第二缸体（55）与第一缸体（51）之间均

设置有导管（58），第二缸体（55）均通过导管（58）与第一缸体（51）相通连。

4.按照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辅助下肢康复用康复医疗床，其特征是，还包括：顶球

（6），床板（3）中部两侧均设置有顶球（6）；弯杆（7），床板（3）靠近顶球（6）两侧均设置有弯杆

（7）；第一连接轴（8），弯杆（7）另一端均转动式设置有第一连接轴（8）；L形杆（9），第一连接

轴（8）上均设置有L形杆（9）；锤子（10），L形杆（9）靠近床板（3）一端均设置有锤子（10）；第二

弹性件（11），第一连接轴（8）上均设置有第二弹性件（11）。

5.按照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辅助下肢康复用康复医疗床，其特征是，还包括：第二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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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轴（12），床板（3）靠近第三翻转板（43）一侧内设置有第二连接轴（12）；顶块（13），第二连

接轴（12）中部转动式设置有顶块（13）；把手（14），顶块（13）中部设置有把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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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辅助下肢康复用康复医疗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医疗床，尤其涉及一种辅助下肢康复用康复医疗床。

背景技术

[0002] 医疗床，主要是指对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监护、缓解起一定的辅助作用的一种

供病人使用的床，医疗床主要由床头、提升护栏、床板、上床架、下床架、万向轮等主要部件

组成。

[0003] 目前医疗床主要都是电动医疗床，结构复杂造价高昂，这种医疗床主要供医院重

症监护病房(ICU)及普通病房病员作治疗、抢救、转运用，这样的医疗床普遍存在操作复杂、

不能针对于用于腿部康复的问题。

[0004] 因此需要研发一种操作简单、针对于用于腿部康复和造价经济的辅助下肢康复用

康复医疗床。这样的医疗床可以普遍使用于平民家庭，减小病人家庭的经济负担。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操作复杂、不能针对于用于腿部康复的缺点，技术问题：提供一种操作简

单、针对于用于腿部康复和造价经济的辅助下肢康复用康复医疗床。

[0006] 技术方案如下：一种辅助下肢康复用康复医疗床，包括：床腿，床腿之间均设置有

稳固杆；床板，床腿上设置有床板；翻转机构，床板两侧设置有翻转机构；液压推动机构，床

板下侧设置有液压推动机构。

[0007] 可选地，翻转机构包括：第一翻转板，床板上一侧设置有第一翻转板，第一翻转板

一侧开有两对一字槽，且靠近的两个一字槽相通连；第二翻转板，床板上中部设置有第二翻

转板；第三翻转板，床板上另一侧设置有第三翻转板；第一转轴，第一翻转板远离第二翻转

板一侧转动式设置有第一转轴；第二转轴，第一翻转板另一侧转动式设置有第二转轴；第三

转轴，第二翻转板靠近第一翻转板一侧转动式设置有第三转轴；第四转轴，第二翻转板另一

侧转动式设置有第四转轴；第五转轴，第三翻转板靠近第二翻转板一侧转动式设置有第五

转轴；第一轴承座，第五转轴与第四转轴上分别关于其轴线中点对称转动式设置有第一轴

承座，第五转轴与第四转轴分别通过与其对应的第一轴承座固定在床板上；第二轴承座，床

板两侧靠近第三转轴位置处均设置有第二轴承座；第六转轴，第二轴承座内均转动式设置

有第六转轴；第一连杆，第六转轴与第一转轴之间均设置有第一连杆；滑块，第一连杆的槽

内均滑动式设置有滑块，滑块一侧与第一转轴均转动配合；滑柱，滑块靠近第六转轴一侧均

设置有滑柱，滑柱与第一连杆的圆孔均滑动配合；第一弹性件，第一连杆的圆孔内均设置有

第一弹性件；第二连杆，第二转轴与第三转轴均设置有第二连杆；第三连杆，第三转轴与第

四转轴之间均设置有第三连杆；挡杆，第一翻转板与第二翻转板以及第三翻转板两侧均设

置有挡杆；床垫，第一翻转板与第二翻转板以及第三翻转板上设置有床垫，床垫上位于第一

翻转板一字槽正上方开有对应的槽。

[0008] 可选地，液压推动机构包括：第一缸体，床板中部下侧设置有第一缸体；第一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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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第一缸体内滑动式设置有第一活塞柱；电动推杆，床板靠近第三翻转板一侧下方设置有

电动推杆，电动推杆输出端与第一活塞柱相连；连接柱，床板靠近第二转轴处两侧下方均设

置有连接柱；第二缸体，连接柱另一端均设置有第二缸体；第二活塞柱，第二缸体内均滑动

式设置有第二活塞柱；推块，第三连杆靠近第二活塞柱位置处均设置有推块，推块下侧均与

第二活塞柱上端铰接连接；导管，第二缸体与第一缸体之间均设置有导管，第二缸体均通过

导管与第一缸体相通连。

[0009] 可选地，还包括：顶球，床板中部两侧均设置有顶球；弯杆，床板靠近顶球两侧均设

置有弯杆；第一连接轴，弯杆另一端均转动式设置有第一连接轴；L形杆，第一连接轴上均设

置有L形杆；锤子，L形杆靠近床板一端均设置有锤子；第二弹性件，第一连接轴上均设置有

第二弹性件。

[0010] 可选地，还包括：第二连接轴，床板靠近第三翻转板一侧内设置有第二连接轴；顶

块，第二连接轴中部转动式设置有顶块；把手，顶块中部设置有把手。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1、当医护人员需要使用此医疗床时，医护

人员启动电动推杆，电动推杆反复推动收缩输出杆，从而实现了第二翻转板与第一翻转板

的反复折叠功能，进而使得病人大腿和小腿反复折叠运动。

[0012] 2、当顶球与L形杆一端接触时，L形杆会绕第一连接轴转动，从而使得锤子锤击病

人的大腿部，以此来加速病人腿部的血液循环。

[0013] 3、当病人需要斜躺在医疗床上时，医护人员可以使得第三翻转板转动，当第三翻

转板转动到一定角度后，医护人员需要握住把手使得顶块转动，从而使得顶块顶住第三翻

转板保持一定的斜度，这样就使得病人斜躺在医疗床。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的第一种部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的第二种部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发明的第三种部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为本发明图A的放大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为本发明的第四种部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7为本发明的第五种部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1、床腿，2、稳固杆，3、床板，4、翻转机构，41、第一翻转板，42、第二翻转板，

43、第三翻转板，44、第一转轴，45、第二转轴，46、第三转轴，47、第四转轴，48、第五转轴，49、

第一轴承座，410、第二轴承座，411、第六转轴，412、第一连杆，413、滑块，414、滑柱，415、第

一弹性件，416、第二连杆，417、第三连杆，418、挡杆，419、床垫，5、液压推动机构，51、第一缸

体，52、第一活塞柱，53、电动推杆，54、连接柱，55、第二缸体，56、第二活塞柱，57、推块，58、

导管，6、顶球，7、弯杆，8、第一连接轴，9、L形杆，10、锤子，11、第二弹性件，12、第二连接轴，

13、顶块，14、把手。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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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23] 实施例1

如图1、图2、图3、图4和图5所示，一种辅助下肢康复用康复医疗床，包括有床腿1、稳固

杆2、床板3、翻转机构4和液压推动机构5，床腿1之间均设置有稳固杆2，床腿1上设置有床板

3，床板3两侧设置有翻转机构4，床板3下侧设置有液压推动机构5。

[0024] 翻转机构4包括有第一翻转板41、第二翻转板42、第三翻转板43、第一转轴44、第二

转轴45、第三转轴46、第四转轴47、第五转轴48、第一轴承座49、第二轴承座410、第六转轴

411、第一连杆412、滑块413、滑柱414、第一弹性件415、第二连杆416、第三连杆417、挡杆418

和床垫419，床板3上右侧设置有第一翻转板41，第一翻转板41右侧开有两对一字槽，且靠近

的两个一字槽相通连，床板3上中部设置有第二翻转板42，床板3上左侧设置有第三翻转板

43，第一翻转板41右侧转动式设置有第一转轴44，第一翻转板41左侧转动式设置有第二转

轴45，第二翻转板42右侧转动式设置有第三转轴46，第二翻转板42左侧转动式设置有第四

转轴47，第三翻转板43左侧转动式设置有第五转轴48，第五转轴48与第四转轴47上分别关

于其轴线中点对称转动式设置有第一轴承座49，第五转轴48与第四转轴47分别通过与其对

应的第一轴承座49固定在床板3上，床板3两侧靠近第三转轴46位置处均设置有第二轴承座

410，第二轴承座410内均转动式设置有第六转轴411，第六转轴411与第一转轴44之间均设

置有第一连杆412，第一连杆412的槽内均滑动式设置有滑块413，滑块413相对内侧均与第

一转轴44转动配合，滑块413左侧均设置有滑柱414，滑柱414与第一连杆412的圆孔均滑动

配合，第一连杆412的圆孔内均设置有第一弹性件415，第二转轴45与第三转轴46均设置有

第二连杆416，第三转轴46与第四转轴47之间均设置有第三连杆417，第一翻转板41与第二

翻转板42以及第三翻转板43两侧均设置有挡杆418，第一翻转板41与第二翻转板42以及第

三翻转板43上设置有床垫419，床垫419上位于第一翻转板41一字槽正上方开有对应的槽。

[0025] 液压推动机构5包括有第一缸体51、第一活塞柱52、电动推杆53、连接柱54、第二缸

体55、第二活塞柱56、推块57和导管58，床板3中部下侧设置有第一缸体51，第一缸体51内滑

动式设置有第一活塞柱52，床板3左侧下方设置有电动推杆53，电动推杆53输出端与第一活

塞柱52相连，床板3靠近第二转轴45处两侧下方均设置有连接柱54，连接柱54下端均设置有

第二缸体55，第二缸体55内均滑动式设置有第二活塞柱56，第三连杆417靠近第二活塞柱56

位置处均设置有推块57，推块57下侧均与第二活塞柱56上端铰接连接，第二缸体55与第一

缸体51之间均设置有导管58，第二缸体55均通过导管58与第一缸体51相通连。

[0026] 当医护人员需要使用此医疗床时，医护人员需要使得病人平躺在床板3的床垫419

上，然后医护人员再使用绑带穿过床板3和床垫419的一字槽把病人的两条腿固定在床板3

上，之后医护人员启动电动推杆53，从而使得电动推杆53通过联轴器推动第一活塞柱52，进

而使得第一活塞柱52挤压第一缸体51内的液压油，从而使得液压油通过导管58对第二缸体

55内的第二活塞柱56进行挤压，进而使得第二活塞柱56沿第二缸体55往上移动，从而使得

第二活塞柱56带动推块57斜向上移动，进而使得第三连杆417绕第四转轴47往上转动，从而

使得第二翻转板42绕第四转轴47往上转动，进而使得第二连杆416往上移动，从而使得第一

翻转板41往上移动，在第一翻转板41往上移动时，第一翻转板41往上移动会使得第一连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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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绕第六转轴411转动，从而使得滑块413绕第六转轴411转动，进而使得第一转轴44绕第

六转轴411转动，从而使得第一翻转板41靠近滑块413一侧绕第六转轴411转动，这样就使得

第一翻转板41保持水平沿弧线往上移动，从而实现了第二翻转板42在折叠的同时带动第一

翻转板41折叠。在第一翻转板41保持水平沿弧线往上移动的过程中，第一转轴44会带动滑

块413以及滑柱414对第一弹性件415进行压缩，这样就实现了对第一翻转板41的缓冲功能。

然后电动推杆53收缩输出杆使得第一翻转板41与第二翻转板42复位，电动推杆53反复推动

收缩输入杆，从而实现了第二翻转板42与第一翻转板41的反复折叠功能，进而使得病人大

腿和小腿反复折叠运动。

[0027] 实施例2

如图2、图6和图7所示，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一种辅助下肢康复用康复医疗床，还包括

有顶球6、弯杆7、第一连接轴8、L形杆9、锤子10和第二弹性件11，床板3中部两侧均设置有顶

球6，床板3靠近顶球6两侧均设置有弯杆7，弯杆7上端均转动式设置有第一连接轴8，第一连

接轴8上均设置有L形杆9，L形杆9相对内端均设置有锤子10，第一连接轴8上均设置有第二

弹性件11。

[0028] 在第三连杆417绕第四转轴47转动的过程中，第三连杆417会带动顶球6绕第四转

轴47转动，当顶球6与L形杆9一端接触时，L形杆9会绕第一连接轴8转动，从而使得锤子10锤

击病人的大腿部，当电动推杆53收缩输出杆使得L形杆9与顶球6分离后，L形杆9会在第二弹

性件11的作用下复位。

[0029] 还包括有第二连接轴12、顶块13和把手14，床板3左侧内设置有第二连接轴12，第

二连接轴12中部转动式设置有顶块13，顶块13中部设置有把手14。

[0030] 当病人需要斜躺在医疗床上时，医护人员可以使得第三翻转板43绕第五转轴48转

动，当第三翻转板43转动到一定角度后，医护人员需要握住把手14使得顶块13绕第二连接

轴12转动，从而使得顶块13顶住第三翻转板43保持一定的斜度。

[0031] 上述实施例，只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用来限制本发明实施范围，故凡以本

发明权利要求所述内容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包括在本发明权利要求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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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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