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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多功能医疗台，包括工

作台体，支腿主体，移动轮，橡胶垫，固定螺栓，靠

背结构，撑板结构，可调节把杆结构，可调节扶把

结构，撑板通孔和靠背通孔。本实用新型靠背主

体，固定螺母，靠垫，螺纹杆和旋转把的设置，有

利于调整病人的姿势，防止病人因长时间保持姿

势而劳累；固定螺栓，撑板通孔，靠背通孔，靠背

主体和撑板主体的设置，有利于改变工作台体的

外形，适合病人活动；工作台体，把管，把手，靠背

主体，撑板主体，腿垫和更换轮的设置，有利于实

现轮椅的功能，推动急诊病人进入合适的医疗

室，防止人数过多造成混乱；橡胶块，常规轴承，

螺纹杆和旋转把的设置，有利于调整头枕块的高

度，适合病人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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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医疗台，其特征在于，该多功能医疗台包括工作台体（1），支腿主体（2），

移动轮（3），橡胶垫（4），固定螺栓（5），靠背结构（6），撑板结构（7），可调节把杆结构（8），可

调节扶把结构（9），撑板通孔（10）和靠背通孔（11），所述的支腿主体（2）螺栓固定在工作台

体（1）的下端四角位置；所述的移动轮（3）螺栓固定在支腿主体（2）的下端位置；所述的橡胶

垫（4）胶接在工作台体（1）的上端位置；所述的固定螺栓（5）分别螺纹连接在工作台体（1）的

正表面左侧中间位置和右侧中间位置；所述的靠背结构（6）插接在工作台体（1）的左端位

置；所述的撑板结构（7）插接在工作台体（1）的右端位置；所述的可调节把杆结构（8）焊接在

靠背结构（6）的下端左侧位置；所述的可调节扶把结构（9）螺栓固定在工作台体（1）的正表

面中间位置；所述的撑板通孔（10）开设在工作台体（1）的下端右侧位置；所述的靠背通孔

（11）开设在工作台体（1）的上端左侧位置；所述的靠背结构（6）包括靠背主体（61），固定螺

母（62），靠垫（63），头枕块（64）和枕巾（65），所述的固定螺母（62）焊接在靠背主体（61）的内

部左侧中间位置；所述的靠垫（63）铺设在靠背主体（61）的上端位置；所述的头枕块（64）胶

接在靠垫（63）的上端左侧位置；所述的枕巾（65）铺设在头枕块（64）的上表面位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医疗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靠垫（63）包括橡胶块（631），

常规轴承（632），螺纹杆（633）和旋转把（634），所述的橡胶块（631）镶嵌在靠垫（63）的下部

左侧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常规轴承（632）镶嵌在橡胶块（631）的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螺

纹杆（633）的一端插接在常规轴承（632）的内圈位置；所述的旋转把（634）焊接在螺纹杆

（633）的另一端；所述的螺纹杆（633）螺纹贯穿固定螺母（62）的内部中间位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医疗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可调节把杆结构（8）包括把

管（81），把手（82），插接管（83），连接杆（84），固定轮（85）和锁紧螺栓（86），所述的把手（82）

焊接在把管（81）的左侧下部位置；所述的插接管（83）的一端插接在把管（81）的下侧内部位

置；所述的连接杆（84）的一端插接在插接管（83）的下侧内部位置；所述的固定轮（85）螺栓

固定在连接杆（84）的另一端位置；所述的锁紧螺栓（86）螺纹连接在把管（81）右侧下部位

置；所述的锁紧螺栓（86）螺纹连接在插接管（83）的左侧下部位置。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医疗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撑板结构（7）包括撑板主体

（71），腿垫（72），更换轮（73）和支管（74），所述的腿垫（72）胶接在撑板主体（71）的上端右侧

位置；所述的更换轮（73）螺栓固定在撑板主体（71）的右端位置；所述的支管（74）焊接在撑

板主体（71）的下端右侧位置。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多功能医疗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管（74）包括支杆（741），滑

动轮（742）和插接螺栓（743），所述的支杆（741）上端插接在支管（74）的下部内侧位置；所述

的滑动轮（742）螺栓固定在支管（74）的下端位置；所述的插接螺栓（743）螺纹连接在支管

（74）的右侧下部位置。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医疗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可调节扶把结构（9）包括扶

把主体（91），固定管（92），调节螺栓（93）和把套（94），所述的扶把主体（91）分别插接在固定

管（92）的上端内部位置；所述的调节螺栓（93）分别螺纹连接在固定管（92）的上部中间位

置；所述的把套（94）套接在扶把主体（91）的中间外表面位置。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医疗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橡胶垫（4）采用厚度设置为

十五厘米至二十厘米的橡胶垫；所述的头枕块（64）采用上部设置为弧形的橡胶块；所述的

靠垫（63）采用厚度设置为十五厘米至二十厘米的橡胶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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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多功能医疗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把套（94）采用壁厚设置为五

毫米至十毫米的一字橡胶防滑套。

9.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多功能医疗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腿垫（72）采用厚度设置为十

五厘米至二十厘米的橡胶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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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医疗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多功能医疗台。

背景技术

[0002] 医疗设备是医疗、科研、教学、机构、临床学科工作最基本要素，即包括专业医疗设

备，也包括家用医疗设备。它是指单独或者组合使用于人体的仪器、设备、器具、材料或者其

他物品，也包括所需要的软件，对于人体体表及体内的治疗效果不是通过药理学、免疫学或

者代谢的手段来获得，而是医疗器械产品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在使用期间，旨在达到下

列预期目的：对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监护、缓解；对损伤或者残疾的诊断、治疗、监护、缓

解、补偿；对解剖或者生理过程的研究、替代、调节；妊娠控制。

[0003] 中国专利公开号为CN205698594U，发明创造名称为一种医疗台，包括台面、消毒

池、烘干箱和置物架，所述台面顶部一侧设有消毒池，所述消毒池一侧台面上设有水龙头，

所述烘干箱位于消毒池另一侧，且烘干箱后部台面上设有置物架，所述置物架上设有平行

排列的两排挂钩，所述台面一侧设有推把，且台面正面一侧设有温度控制器，所述台面底部

设有置物柜。但是现有的医疗台还存在着给病人治疗时不能调整病人的姿势，不能改变形

状和遇到急症病人时需要多人合作推动病人的问题。

[0004] 因此，发明一种多功能医疗台显得非常必要。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多功能医疗台，以解决现有的医疗

台存在着给病人治疗时不能调整病人的姿势，不能改变形状和遇到急症病人时需要多人合

作推动病人的问题。一种多功能医疗台，包括工作台体，支腿主体，移动轮，橡胶垫，固定螺

栓，靠背结构，撑板结构，可调节把杆结构，可调节扶把结构，撑板通孔和靠背通孔，所述的

支腿主体螺栓固定在工作台体的下端四角位置；所述的移动轮螺栓固定在支腿主体的下端

位置；所述的橡胶垫胶接在工作台体的上端位置；所述的固定螺栓分别螺纹连接在工作台

体的正表面左侧中间位置和右侧中间位置；所述的靠背结构插接在工作台体的左端位置；

所述的撑板结构插接在工作台体的右端位置；所述的可调节把杆结构焊接在靠背结构的下

端左侧位置；所述的可调节扶把结构螺栓固定在工作台体的正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撑板

通孔开设在工作台体的下端右侧位置；所述的靠背通孔开设在工作台体的上端左侧位置；

所述的靠背结构包括靠背主体，固定螺母，靠垫，头枕块和枕巾，所述的固定螺母焊接在靠

背主体的内部左侧中间位置；所述的靠垫铺设在靠背主体的上端位置；所述的头枕块胶接

在靠垫的上端左侧位置；所述的枕巾铺设在头枕块的上表面位置。

[0006] 优选的，所述的靠垫包括橡胶块，常规轴承，螺纹杆和旋转把，所述的橡胶块镶嵌

在靠垫的下部左侧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常规轴承镶嵌在橡胶块的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

螺纹杆的一端插接在常规轴承的内圈位置；所述的旋转把焊接在螺纹杆的另一端；所述的

螺纹杆螺纹贯穿固定螺母的内部中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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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优选的，所述的可调节把杆结构包括把管，把手，插接管，连接杆，固定轮和锁紧螺

栓，所述的把手焊接在把管的左侧下部位置；所述的插接管的一端插接在把管的下侧内部

位置；所述的连接杆的一端插接在插接管的下侧内部位置；所述的固定轮螺栓固定在连接

杆的另一端位置；所述的锁紧螺栓螺纹连接在把管右侧下部位置；所述的锁紧螺栓螺纹连

接在插接管的左侧下部位置。

[0008] 优选的，所述的撑板结构包括撑板主体，腿垫，更换轮和支管，所述的腿垫胶接在

撑板主体的上端右侧位置；所述的更换轮螺栓固定在撑板主体的右端位置；所述的支管焊

接在撑板主体的下端右侧位置。

[0009] 优选的，所述的支管包括支杆，滑动轮和插接螺栓，所述的支杆上端插接在支管的

下部内侧位置；所述的滑动轮螺栓固定在支管的下端位置；所述的插接螺栓螺纹连接在支

管的右侧下部位置。

[0010] 优选的，所述的可调节扶把结构包括扶把主体，固定管，调节螺栓和把套，所述的

扶把主体分别插接在固定管的上端内部位置；所述的调节螺栓分别螺纹连接在固定管的上

部中间位置；所述的把套套接在扶把主体的中间外表面位置。

[0011] 优选的，所述的橡胶垫采用厚度设置为十五厘米至二十厘米的橡胶垫；所述的头

枕块采用上部设置为弧形的橡胶块；所述的靠垫采用厚度设置为十五厘米至二十厘米的橡

胶垫。

[0012] 优选的，所述的把套采用壁厚设置为五毫米至十毫米的一字橡胶防滑套。

[0013] 优选的，所述的腿垫采用厚度设置为十五厘米至二十厘米的橡胶垫。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5] 1、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靠背主体，固定螺母，靠垫，螺纹杆和旋转把的设置，有利

于调整病人的姿势，防止病人因长时间保持姿势而劳累；

[0016] 2、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固定螺栓，撑板通孔，靠背通孔，靠背主体和撑板主体的

设置，有利于改变工作台体的外形，适合病人活动；

[0017] 3、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工作台体，把管，把手，靠背主体，撑板主体，腿垫和更换

轮的设置，有利于实现轮椅的功能，推动急诊病人进入合适的医疗室，防止人数过多造成混

乱；

[0018] 4、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橡胶块，常规轴承，螺纹杆和旋转把的设置，有利于调整

头枕块的高度，适合病人休息；

[0019] 5、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扶把主体，固定管，调节螺栓和把套的设置，有利于病人

自己锻炼；

[0020] 6、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支腿主体和移动轮的设置，有利于工作台体的移动。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靠背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撑板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可调节把杆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可调节扶把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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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图中：1、工作台体；2、支腿主体；3、移动轮；4、橡胶垫；5、固定螺栓；6、靠背结构；

61、靠背主体；62、固定螺母；63、靠垫；631、橡胶块；632、常规轴承；633、螺纹杆；634、旋转

把；64、头枕块；65、枕巾；7、撑板结构；71、撑板主体；72、腿垫；73、更换轮；74、支管；741、支

杆；742、滑动轮；743、插接螺栓；8、可调节把杆结构；81、把管；82、把手；83、插接管；84、连接

杆；85、固定轮；86、锁紧螺栓；9、可调节扶把结构；91、扶把主体；92、固定管；93、调节螺栓；

94、把套；10、撑板通孔；11、靠背通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描述。

[0028] 实施例：

[0029] 如附图1至附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多功能医疗台，包括工作台体1，支腿

主体2，移动轮3，橡胶垫4，固定螺栓5，靠背结构6，撑板结构7，可调节把杆结构8，可调节扶

把结构9，撑板通孔10和靠背通孔11，所述的支腿主体2螺栓固定在工作台体1的下端四角位

置；所述的移动轮3螺栓固定在支腿主体2的下端位置；所述的橡胶垫4胶接在工作台体1的

上端位置；所述的固定螺栓5分别螺纹连接在工作台体1的正表面左侧中间位置和右侧中间

位置；所述的靠背结构6插接在工作台体1的左端位置；所述的撑板结构7插接在工作台体1

的右端位置；所述的可调节把杆结构8焊接在靠背结构6的下端左侧位置；所述的可调节扶

把结构9螺栓固定在工作台体1的正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撑板通孔10开设在工作台体1的

下端右侧位置；所述的靠背通孔11开设在工作台体1的上端左侧位置；所述的靠背结构6包

括靠背主体61，固定螺母62，靠垫63，头枕块64和枕巾65，所述的固定螺母62焊接在靠背主

体61的内部左侧中间位置；所述的靠垫63铺设在靠背主体61的上端位置；所述的头枕块64

胶接在靠垫63的上端左侧位置；所述的枕巾65铺设在头枕块64的上表面位置。

[0030]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靠垫63包括橡胶块631，常规轴承632，螺纹杆633和

旋转把634，所述的橡胶块631镶嵌在靠垫63的下部左侧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常规轴承632

镶嵌在橡胶块631的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螺纹杆633的一端插接在常规轴承632的内圈位

置；所述的旋转把634焊接在螺纹杆633的另一端；所述的螺纹杆633螺纹贯穿固定螺母62的

内部中间位置。

[0031]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可调节把杆结构8包括把管81，把手82，插接管83，

连接杆84，固定轮85和锁紧螺栓86，所述的把手82焊接在把管81的左侧下部位置；所述的插

接管83的一端插接在把管81的下侧内部位置；所述的连接杆84的一端插接在插接管83的下

侧内部位置；所述的固定轮85螺栓固定在连接杆84的另一端位置；所述的锁紧螺栓86螺纹

连接在把管81右侧下部位置；所述的锁紧螺栓86螺纹连接在插接管83的左侧下部位置。

[0032]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撑板结构7包括撑板主体71，腿垫72，更换轮73和支

管74，所述的腿垫72胶接在撑板主体71的上端右侧位置；所述的更换轮73螺栓固定在撑板

主体71的右端位置；所述的支管74焊接在撑板主体71的下端右侧位置。

[0033]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支管74包括支杆741，滑动轮742和插接螺栓743，所

述的支杆741上端插接在支管74的下部内侧位置；所述的滑动轮742螺栓固定在支管74的下

端位置；所述的插接螺栓743螺纹连接在支管74的右侧下部位置。

[0034]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可调节扶把结构9包括扶把主体91，固定管92，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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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93和把套94，所述的扶把主体91分别插接在固定管92的上端内部位置；所述的调节螺

栓93分别螺纹连接在固定管92的上部中间位置；所述的把套94套接在扶把主体91的中间外

表面位置。

[0035]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橡胶垫4采用厚度设置为十五厘米至二十厘米的橡

胶垫；所述的头枕块64采用上部设置为弧形的橡胶块；所述的靠垫63采用厚度设置为十五

厘米至二十厘米的橡胶垫。

[0036]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把套94采用壁厚设置为五毫米至十毫米的一字橡

胶防滑套。

[0037]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腿垫72采用厚度设置为十五厘米至二十厘米的橡

胶垫。

[0038] 工作原理：本实用新型中，使用时，让病人躺在工作台体1的上端，进行检查和治

疗，通过旋转把634旋转螺纹杆633，调整靠垫63和头枕块64高度，使病人更容易接受治疗，

必要时，松开右侧设置的固定螺栓5和插接螺栓743，将支杆741全部插入支管74的内部，拧

紧插接螺栓743，使撑板主体71纵向固定在工作台体1的右侧位置，使更换轮73接触地面，拧

紧右侧设置的固定螺栓5，松开左侧设置的固定螺栓5和锁紧螺栓86，使插接管83和连接杆

84全部插入把管81的内部，拧紧锁紧螺栓86，将靠背主体61纵向固定在工作台体1的上端左

侧位置，使工作台体1形成轮椅外形，增加使用功能，从而完成工作。

[0039] 利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

启发下，设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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