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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全方位护理系统，包括护

理床，转移轮椅和按摩机构；所述护理床包括平

移机构，床体和移动床板；所述床体包括床底板，

滑轨，液压气缸；所述转移轮椅包括靠板，坐板，

腿板，扶手，脚板，滑槽，固定带和轮椅架；本发明

全方位护理系统，覆盖瘫痪病人护理的全方位综

合需求，完全不需要人力搬动，简化护理程序，提

高瘫痪病人的舒适度和生活质量，促进身体机能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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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全方位护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护理床，转移轮椅和按摩机构；

所述护理床包括平移机构，床体和移动床板；所述平移机构对称设置于所述床体的头

部和尾部，所述床体的床腿为可升降床腿，所述移动床板设置于所述床体上表面；所述平移

机构包括对称设置的斜支撑杆，对称设置的竖直支撑杆，第一升降器，第二升降器，平移轨

道，平移滑块和齿轮机构；所述竖直支撑杆底端可拆卸安装于所述床体的四个角上，顶端支

撑所述平移轨道；所述斜支撑杆一端铰接于所述竖直支撑杆底部，另一端铰接于所述平移

轨道外端；所述第一升降器和所述第二升降器安装于所述平移滑块上；所述齿轮机构安装

于所述平移轨道上；所述平移轨道和所述平移滑块均为可自锁折叠结构；

所述斜支撑杆和所述竖直支撑杆均为可伸缩杆；所述斜支撑杆和所述竖直支撑杆均包

括若干杆节，所述斜支撑杆和所述竖直支撑杆伸长后相邻杆节之间可互相锁定；所述第一

升降器包括第一行程控制器，第一线盘和第一钩体；所述第二升降器包括第二行程控制器，

第二线盘和第二钩体；所述第一钩体和所述第二钩体为双挂钩结构；所述平移滑块包括滑

条，锯齿，第一升降器固定块和第二升降器固定块；所述第一升降器固定块和第二升降器固

定块向近床方向凸起；所述齿轮机构包括齿轮，齿轮固定架，电机，传动带和固定箱；所述固

定箱固定于所述平移轨道底部，所述齿轮设置于所述平移滑块上部，所述齿轮与所述锯齿

啮合；所述齿轮机构与所述第一升降器和所述第二升降器分别设置于所述平移轨道两侧；

所述第一升降器和所述第二升降器设置于所述平移轨道近床侧，所述齿轮机构设置于所述

平移轨道的远床侧；

所述床体包括床底板，滑轨，液压气缸；所述移动床板包括第一板体，第二板体，伸缩滑

动块，充气条，充气机构，挂件，安全带，弹性圈和弹性绳；所述液压气缸固定于床底板的头

部，所述液压气缸的气缸柱的输出端可拆卸地安装于所述移动床板近头侧；所述伸缩滑动

块设置于第一板体和第二板体底部的凹槽内，所述伸缩滑动块可在所述滑轨内往复滑动；

所述充气条沿所述移动床板上表面纵向排列；第一板体和第二板体均设置所述充气机构，

所述充气机构包括气道塞，主气道和分气道；所述主气道和所述分气道设置于第一板体和

第二板体内部，所述分气道与对应的充气条连通；所述挂件设置在第一板体和第二板体的

四个角处；所述安全带设置在所述移动床板腋下对应位置；所述第一板体和所述第二板体

在同一水平线上各设置一个十字型槽口；双头固定块的插条与所述第一板体和所述第二板

体的十字型槽口相匹配，所述双头固定块还包括插条基板和把持部；所述插条的插块插入

所述插条基板的方孔中；所述插块与弹性圈相匹配；

所述转移轮椅包括靠板，坐板，腿板，扶手，脚板，滑槽，固定带和轮椅架；所述转移轮椅

为可收放结构；所述靠板，所述坐板和所述腿板的上表面设置连续的滑槽，与滑轨相对应；

所述固定带包括腋下固定带和胯部固定带；所述靠板和所述坐板通过接触面上部的铰链连

接，所述坐板和所述腿板通过接触面下部的铰链连接；所述脚板垂直固定于所述腿板的近

脚侧；所述坐板包括槽板和盖板，所述滑槽设置于所述槽板上；所述槽板包括侧板和底板，

所述侧板上部设置第一插孔和第二插孔；所述扶手通过半固定铰链与所述靠板的肘部对应

处可拆卸连接，所述半固定铰链的连接件插入或旋入所述靠板内；所述扶手另一端插入所

述第一插孔或所述第二插孔；所述靠板平放时所述扶手插入所述第一插孔，所述靠板立起

时所述扶手插入所述第二插孔；所述坐板和所述腿板各设置一个十字型槽口，所述腿板平

放时两个十字型槽口位于同一水平线上，双头固定块的插条与平放时的所述坐板和所述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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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十字型槽口相匹配；所述腿板平放时，双头固定块的插条插入所述坐板和所述腿板；所

述腿板放下时，取出双头固定块；所述轮椅架包括前轮，后轮和挡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方位护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轮椅架还包括前轮竖杆，

前轮横杆，后轮竖杆，斜连杆和横连杆；所述前轮横杆支撑所述前轮竖杆，所述斜连杆支撑

所述前轮竖杆和所述后轮竖杆，所述横连杆支撑所述挡板，所述前轮竖杆和所述后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全方位护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转移轮椅还包括马桶组

件，所述马桶组件设置于所述槽板的底板内；所述马桶组件包括槽体，排污管，进水管，冲水

支管，清洁支管，冲水环管，烘干风机和无线控制器；所述冲水支管与所述冲水环管连通，所

述冲水环管底部设置多个喷水口；所述烘干风机设置于槽体内壁冲水环管上方；所述冲水

支管内设置第一电磁单向阀，所述清洁支管内设置第二电磁单向阀，所述清洁支管上部设

置加热器，所述清洁支管管口设置喷头；所述无线控制器控制所述第一电磁单向阀和第二

电磁单向阀通断。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方位护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缩滑动块包括固接弹簧

和半球块体，所述半球块体通过固接弹簧固定于所述凹槽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方位护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杆节圆周外壁底部设置凸

块，相对圆周外壁纵向设置锁定滑道孔，所述锁定滑道孔为L型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方位护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腿板底部设置半球形橡胶

垫，所述腿板下折时所述橡胶垫抵触于所述挡板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方位护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液压气缸的气缸柱的输出

端与所述移动床板通过卡扣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方位护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床腿为液压升降器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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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方位护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用辅助器械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全方位护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瘫痪是指主动随意运动的无力或不能。因脑卒中引起的瘫痪，大多是偏瘫、单肢

瘫、以及两次发作累及双侧肢体瘫痪。病人常伴语言障碍，因球麻痹常有呛咳，或某种程度

的智力下降。因瘫痪的患者易出现长期不活动所引起的并发症，故应定期改换姿势，进行皮

肤护理及胸部物理治疗。一定活动范围的运动可保持肌张力，夹板的应用可防止挛缩，踏脚

板或其他器械可预防足下垂。

[0003] 公开号CN104546320A的专利公开了一种瘫痪老人洗澡用转运系统，包括底架部、

设置在所述底架部上的升降部、设置在所述升降部上端的支撑部和设置在所述支撑部下端

的、用于控制升降部运动的控制部，所述底架部包括用于支撑整体结构的底部框架和固定

在所述底部框架下端的万向脚轮，所述升降部的升降剪叉一端与设置在所述底部框架内侧

的剪叉滚轮滑道相连，所述升降剪叉的另一端与所述支撑部相连，所述支撑部上端设有可

拆卸的对接导轨，所述支撑部上端还设有与上部外接装置锁紧的对接卡锁。

[0004] 公开号CN106074018A的专利公开了一种适用于瘫痪患者的起居装置，包括固定支

架，固定支架上方配合设置的座椅部，与座椅部配合的靠背部，与座椅部匹配的万向升降

杆，安装在座椅部两侧的扶手，匹配安装在扶手上方的餐桌，安装在座椅部侧下方的踏板；

设置在座椅部下方的驱动电机，与驱动电机连接的蓄电池，配合安装在固定支架下端的滚

轮；所述座椅部包括抽拉座板，圆孔座板，便池盒；所述抽拉座板配合安装在固定支架上方；

所述圆孔座板固定安装在抽拉座板的下方，且圆孔座板上设置于便池盒匹配的便溺孔；所

述便池盒安装在圆孔座板下方；所述万向升降杆安装在靠背部的侧部，且与驱动电机配合

连接。

[0005] 瘫痪病人进行身体检查和日常起居的移动难度高，移动需要人工搬动或者用安全

绳捆绑吊起，十分消耗人力，且极易造成瘫痪病人不适；瘫痪病人翻身费力，排便护理难，瘫

痪病人清洁工作复杂，瘫痪病人康复运动和频繁按摩过程麻烦，同样是瘫痪病人护理工作

中的难点。

发明内容

[0006]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全方位护理系统，解决

了瘫痪病人护理的诸多难点，覆盖瘫痪病人护理的全方位综合需求，完全不需要人力搬动，

简化护理程序，提高瘫痪病人的舒适度和生活质量，促进身体机能恢复。

[0007]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全方位护理系统，包括护理床，

转移轮椅和按摩机构；

所述护理床包括平移机构，床体和移动床板；所述平移机构对称设置于所述床体的头

部和尾部，所述床体的床腿为可升降床腿，所述移动床板设置于所述床体上表面；所述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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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包括对称设置的斜支撑杆，对称设置的竖直支撑杆，第一升降器，第二升降器，平移轨

道，平移滑块和齿轮机构；所述竖直支撑杆底端可拆卸安装于所述床体的四个角上，顶端支

撑所述平移轨道；所述斜支撑杆一端铰接于所述竖直支撑杆底部，另一端铰接于所述平移

轨道外端；所述第一升降器和所述第二升降器安装于所述平移滑块上；所述齿轮机构安装

于所述平移轨道上；所述平移轨道和所述平移滑块均为可自锁折叠结构；

所述斜支撑杆和所述竖直支撑杆均为可伸缩杆；所述斜支撑杆和所述竖直支撑杆均包

括若干杆节，所述斜支撑杆和所述竖直支撑杆伸长后相邻杆节之间可互相锁定；所述第一

升降器包括第一行程控制器，第一线盘和第一钩体；所述第二升降器包括第二行程控制器，

第二线盘和第二钩体；所述第一钩体和所述第二钩体为双挂钩结构；所述平移滑块包括滑

条，锯齿，第一升降器固定块和第二升降器固定块；所述第一升降器固定块和第二升降器固

定块向近床方向凸起；所述齿轮机构包括齿轮，齿轮固定架，电机，传动带和固定箱；所述固

定箱固定于所述平移轨道底部，所述齿轮设置于所述平移滑块上部，所述齿轮与所述锯齿

啮合；所述齿轮机构与所述第一升降器和所述第二升降器分别设置于所述平移轨道两侧；

所述第一升降器和所述第二升降器设置于所述平移轨道近床侧，所述齿轮机构设置于所述

平移轨道的远床侧；

所述床体包括床底板，滑轨，液压气缸；所述移动床板包括第一板体，第二板体，伸缩滑

动块，充气条，充气机构，挂件，安全带，弹性圈和弹性绳；所述液压气缸固定于床底板的头

部，所述液压气缸的气缸柱的输出端可拆卸地安装于所述移动床板近头侧；所述伸缩滑动

块设置于第一板体和第二板体底部的凹槽内，所述伸缩滑动块可在所述滑轨内往复滑动；

所述充气条沿所述移动床板上表面纵向排列；第一板体和第二板体均设置所述充气机构，

所述充气机构包括气道塞，主气道和分气道；所述主气道和所述分气道设置于第一板体和

第二板体内部，所述分气道与对应的充气条连通；所述挂件设置在第一板体和第二板体的

四个角处；所述安全带设置在所述移动床板腋下对应位置；所述第一板体和所述第二板体

在同一水平线上各设置一个十字型槽口；双头固定块的插条与所述第一板体和所述第二板

体的十字型槽口相匹配，所述双头固定块还包括插条基板和把持部；所述插条的插块插入

所述插条基板的方孔中；所述插块与弹性圈相匹配；

所述转移轮椅包括靠板，坐板，腿板，扶手，脚板，滑槽，固定带和轮椅架；所述转移轮椅

为可收放结构；所述靠板，所述坐板和所述腿板的上表面设置连续的滑槽，与滑轨相对应；

所述固定带包括腋下固定带和胯部固定带；所述靠板和所述坐板通过接触面上部的铰链连

接，所述坐板和所述腿板通过接触面下部的铰链连接；所述脚板垂直固定于所述腿板的近

脚侧；所述坐板包括槽板和盖板，所述滑槽设置于所述槽板上；所述槽板包括侧板和底板，

所述侧板上部设置第一插孔和第二插孔；所述扶手通过半固定铰链与所述靠板的肘部对应

处可拆卸连接，所述半固定铰链的连接件插入或旋入所述靠板内；所述扶手另一端插入所

述第一插孔或所述第二插孔；所述靠板平放时所述扶手插入所述第一插孔，所述靠板立起

时所述扶手插入所述第二插孔；所述坐板和所述腿板各设置一个十字型槽口，所述腿板平

放时两个十字型槽口位于同一水平线上，双头固定块的插条与平放时的所述坐板和所述腿

板的十字型槽口相匹配；所述腿板平放时，双头固定块的插条插入所述坐板和所述腿板；所

述腿板放下时，取出双头固定块；所述轮椅架包括前轮，后轮和挡板。

[0008] 进一步地，所述轮椅架还包括前轮竖杆，前轮横杆，后轮竖杆，斜连杆和横连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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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前轮横杆支撑所述前轮竖杆，所述斜连杆支撑所述前轮竖杆和所述后轮竖杆，所述横连

杆支撑所述挡板，所述前轮竖杆和所述后轮。

[0009] 进一步地，所述转移轮椅还包括马桶组件，所述马桶组件设置于所述槽板的底板

内；所述马桶组件包括槽体，排污管，进水管，冲水支管，清洁支管，冲水环管，烘干风机和无

线控制器；所述冲水支管与所述冲水环管连通，所述冲水环管底部设置多个喷水口；所述烘

干风机设置于槽体内壁冲水环管上方；所述冲水支管内设置第一电磁单向阀，所述清洁支

管内设置第二电磁单向阀，所述清洁支管上部设置加热器，所述清洁支管管口设置喷头；所

述无线控制器控制所述第一电磁单向阀和第二电磁单向阀通断。

[0010] 进一步地，所述伸缩滑动块包括固接弹簧和半球块体，所述半球块体通过固接弹

簧固定于所述凹槽内。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杆节圆周外壁底部设置凸块，相对圆周外壁纵向设置锁定滑道孔，

所述锁定滑道孔为L型结构。

[0012] 进一步地，所述腿板底部设置半球形橡胶垫，所述腿板下折时所述橡胶垫抵触于

所述挡板上。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液压气缸的气缸柱的输出端与所述移动床板通过卡扣连接。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床腿为液压升降器驱动。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覆盖瘫痪病人护理的全方位综合需求，完全不需要人力搬动，

简化护理程序，提高瘫痪病人的舒适度和生活质量，促进身体机能恢复；本发明全方位护理

系统可以快速稳定地横向或者纵向移出移回病人，不需要搬动，也不需要安全绳捆绑吊起

病人，转移过程病人躺在柔软的移动床板上，只需要操作控制设备和简单的辅助操作，可基

本满足所有的转移情形，转移过程病人舒适平稳；平移机构可自由收起，体积小，可快速拆

装，携带方便，适用广泛。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可推动病人翻身，还可辅助擦洗病人后半

身，快捷平稳。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可以将病人移至转移轮椅上进行远距离转移和排便，

排便护理只需要通过无线控制器即可完成污物清理和病人下体清洁；转移轮椅还可以作为

转移床使用。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可以随时对病人进行按摩，可以依据需要更换按摩头，

满足多种按摩需要，避免病人肌肉萎缩，促进身体机能恢复。

[0016] 齿轮机构与第一升降器和第二升降器分别设置于平移轨道两侧，齿轮机构不会阻

碍第一升降器和第二升降器平移，布局合理；齿轮机构设置于平移轨道的远床侧，大大降低

了电机的抖动和噪音对病人带来的影响。第一升降器固定块和第二升降器固定块向近床方

向凸起，避免在往复平移过程中第一升降器和第二升降器与平移轨道发生摩擦带来的抖

动，确保平移的稳定性。通过上升第一板体或第二板体推动病人翻身，在第一板体或第二板

体抬起后，病人后半身暴露于两个板体之间的间隙内，护理人员无需耗力搬动病人既可翻

身也可对病人后半身进行擦洗，保持病人身体洁净，有效避免久卧滋生褥疮；弹性绳使得第

一板体和第二板体的上升和下降更平稳，同时对第一板体和第二板体相对位置进行限位。

[0017] 平移机构工作时向上抬起，工作结束后向下收起，可拆卸安装于所述床体的四个

角上，节约空间，质量轻便，移动灵活，可在不同病床上安装使用。

[0018] 移动床板设置充气机构和充气条，触感柔软，提高病人在平躺和转移过程中的舒

适度，同时可以增大摩擦力，避免病人身体在移动过程中发生滑动；还可作为日常的床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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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充气机构包括气道塞，主气道和分气道，可快速对充气条进行充气，气体充盈均匀。

[0019] 转移轮椅设置十字型槽口、铰链、扶手和半固定铰链，可以在平放状态和坐乘状态

之间快速转换，满足与护理床之间转移和坐乘移动的双重需要。平放状态的转移轮椅也可

以作为一个转移床使用，将平躺的病人转移到目的地点。

[0020] 转移轮椅由平放状态变形为坐乘状态时，扶手先插入第一插孔，后插入第二插孔，

即在腋下固定带、胯部固定带和扶手的共同保护下，病人不会出现滑动或者错位情况，提高

转移轮椅使用安全性。扶手分别第一插孔或所述第二插孔，对平放或者立起靠板进行有效

固定，同时可供病人手扶或者对病人身体进行辅助限位。

[0021] 轮椅架后面不设置杆或者板结构，可以直接倒退至马桶上方，病人乘坐轮椅即可

排便，不需要将病人移动至马桶上。马桶组件可以直接将污物排入马桶内，排便结束后对病

人下体进行冲洗烘干，更加方便卫生，不需要人工收集污物和清洗下体，极大地减轻了护理

工作的难度。清洁支管设置加热器，喷出温水清洁下体，提高病人清洗舒适度；无排便需求

时，马桶组件也可作为清洗下体的装置，保持病人下体清洁干爽。腿板底部设置橡胶垫，腿

板下折时所述橡胶垫抵触挡板，可支撑所述腿板倾斜一定角度，同时橡胶材质起到减震阻

尼的作用，均可提高病人在使用过程中的腿部舒适性。

[0022] 床底板下方设置按摩机构，对病人的背部和腿部进行按摩，有效减轻长期瘫痪卧

床引起的肌肉挛缩和变形。插槽设置于活动杆顶部，按摩头插置于所述插槽内，可以依据需

要更换按摩头。

附图说明

[0023] 附图1为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的护理床的平铺结构示意图；

附图2为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的平移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附图3为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的平移机构横向平移示意图；

附图4为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的平移轨道折叠示意图；

附图5为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的平移滑块折叠示意图；

附图6为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的床体和移动床板俯视图图；

附图7为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的移动床板主视图；

附图8为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的移动床板的伸缩滑动块收缩示意图；

附图9为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的双头固定块主视图；

附图10为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的双头固定块俯视图；

附图11为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的弹性绳和弹性圈示意图；

附图12为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的弹性圈套设插块示意图；

附图13为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的病人翻身时移动床板示意图；

附图14为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的转移轮椅平放状态俯视图；

附图15为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的转移轮椅坐乘状态右视图；

附图16为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的转移轮椅坐乘状态后视图；

附图17为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的转移轮椅上部分结构变形前示意图；

附图18为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的转移轮上部分椅腿板下放示意图；

附图19为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的转移轮椅上部分结构变形后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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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0为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的附图15中马桶组件局部放大图；

附图21为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的床底板结构示意图；

附图22为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的按摩机构主视图；

附图23为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的按摩机构左视图；

附图24为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的杆节结构示意图；

附图25为本发明全方位护理系统的杆节组装图。

[0024] 附图标记：平移机构1，斜支撑杆11，杆节111，凸块1111，锁定滑道孔1112，竖直支

撑杆12，第一升降器13，第一行程控制器131，第一线盘132，第一钩体133，第二升降器14，第

二行程控制器141，第二线盘142，第二钩体143，平移轨道15，平移滑块16，滑条161，锯齿

162，第一升降器固定块163，第二升降器固定块164，齿轮机构17，齿轮固定架171，传动带

172，电机173，固定箱174，齿轮175，床体2，床底板21，滑轨22，液压气缸23，气缸柱231，移动

床板3，第一板体31，第二板体32，伸缩滑动块33，充气条34，充气机构35，气道塞351，主气道

352，分气道353，挂件36，安全带37，十字型槽口38，双头固定块39，插条基板391，方孔3911，

插条392，插块3921，把持部393，弹性圈394，弹性绳395，转移轮椅4，靠板41，腋下固定带

411，坐板42，槽板421，盖板422，胯部固定带423，腿板43，橡胶垫431，滑槽44，扶手45，第一

插孔451，第二插孔452，半固定铰链453，脚板46，轮椅架47，前轮471，前轮竖杆4711，前轮横

杆4712，后轮472，后轮竖杆4721，斜连杆4722和横连杆4723，挡板473，马桶组件48，槽体

481，排污管482，进水管483，冲水支管484，冲水环管485，第一电磁单向阀486，清洁支管

487，第二电磁单向阀488，加热器489，按摩机构5，转盘51，花型槽52，轴承53，伸缩杆54，导

块55，插槽56，按摩头57，转轴58，固定杆542，活动杆541。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描述，但本发明并

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26] 实施例1

一种全方位护理系统，包括护理床，转移轮椅4和按摩机构5；

所述护理床包括平移机构1，床体2和移动床板3。所述平移机构1对称设置于所述床体2

的头部和尾部，所述床体2的床腿为可升降床腿，所述移动床板3设置于所述床体2上表面。

所述平移机构1包括对称设置的斜支撑杆11，对称设置的竖直支撑杆12，第一升降器13，第

二升降器14，平移轨道15，平移滑块16和齿轮机构17。所述竖直支撑杆12底端可拆卸安装于

所述床体2的四个角上，顶端支撑所述平移轨道15；所述斜支撑杆11一端铰接于所述竖直支

撑杆12底部，另一端铰接于所述平移轨道15外端。所述第一升降器13和所述第二升降器14

安装于所述平移滑块16上。所述齿轮机构17安装于所述平移轨道15上；所述平移轨道15和

所述平移滑块16均为可自锁折叠结构。

[0027] 所述斜支撑杆11和所述竖直支撑杆12均为可伸缩杆；所述斜支撑杆11和所述竖直

支撑杆12均包括若干杆节111，所述斜支撑杆11和所述竖直支撑杆12伸长后相邻杆节111之

间可互相锁定。所述第一升降器13包括第一行程控制器131，第一线盘132和第一钩体133；

所述第二升降器14包括第二行程控制器141，第二线盘142和第二钩体143；所述第一钩体

133和所述第二钩体143为双挂钩结构。所述平移滑块16包括滑条161，锯齿162，第一升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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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块163和第二升降器固定块164；所述第一升降器固定块163和第二升降器固定块164向

近床方向凸起。所述齿轮机构17包括齿轮175，齿轮固定架171，电机173，传动带172和固定

箱174；所述固定箱174固定于所述平移轨道15底部，所述齿轮175设置于所述平移滑块16上

部，所述齿轮175与所述锯齿162啮合。所述齿轮机构17与所述第一升降器13和所述第二升

降器14分别设置于所述平移轨道15两侧；所述第一升降器13和所述第二升降器14设置于所

述平移轨道15近床侧，所述齿轮机构17设置于所述平移轨道15的远床侧。

[0028] 所述床体2包括床底板21，滑轨22，液压气缸23。所述移动床板3包括第一板体31，

第二板体32，伸缩滑动块33，充气条34，充气机构35，挂件36，安全带37，弹性圈394和弹性绳

395。所述液压气缸23固定于床底板21的头部，所述液压气缸23的气缸柱231的输出端可拆

卸地安装于所述移动床板3近头侧；所述伸缩滑动块33设置于第一板体31和第二板体32底

部的凹槽内，所述伸缩滑动块33可在所述滑轨22内往复滑动。所述充气条34沿所述移动床

板3上表面纵向排列。第一板体31和第二板体32均设置所述充气机构35，所述充气机构35包

括气道塞351，主气道352和分气道353；所述主气道352和所述分气道353设置于第一板体31

和第二板体32内部，所述分气道353与对应的充气条34连通。所述挂件36设置在第一板体31

和第二板体32的四个角处；所述安全带37设置在所述移动床板3腋下对应位置。所述第一板

体31和所述第二板体32在同一水平线上各设置一个十字型槽口38；双头固定块39的插条

392与所述第一板体31和所述第二板体32的十字型槽口38相匹配，所述双头固定块39还包

括插条基板391和把持部393；所述插条392的插块3921插入所述插条基板391的方孔3911

中。所述插块3921与弹性圈394相匹配。

[0029] 所述转移轮椅4包括靠板41，坐板42，腿板43，扶手45，脚板46，滑槽44，固定带和轮

椅架47。所述转移轮椅4为可收放结构；所述靠板41，所述坐板42和所述腿板43的上表面设

置连续的滑槽44，与滑轨22相对应。所述固定带包括腋下固定带411和胯部固定带423。所述

靠板41和所述坐板42通过接触面上部的铰链连接，所述坐板42和所述腿板43通过接触面下

部的铰链连接。所述脚板46垂直固定于所述腿板43的近脚侧。所述坐板42包括槽板421和盖

板422，所述滑槽44设置于所述槽板421上；所述槽板421包括侧板和底板，所述侧板上部设

置第一插孔451和第二插孔452。所述扶手45通过半固定铰链453与所述靠板41的肘部对应

处可拆卸连接，所述半固定铰链453的连接件插入或旋入所述靠板41内；所述扶手45另一端

插入所述第一插孔451或所述第二插孔452。所述靠板41平放时所述扶手45插入所述第一插

孔451，所述靠板41立起时所述扶手45插入所述第二插孔452。所述坐板42和所述腿板43各

设置一个十字型槽口38，所述腿板43平放时两个十字型槽口38位于同一水平线上，双头固

定块39的插条392与平放时的所述坐板42和所述腿板43的十字型槽口38相匹配；所述腿板

43平放时，双头固定块39的插条392插入所述坐板42和所述腿板43；所述腿板43放下时，取

出双头固定块39。所述轮椅架47包括前轮471，后轮472和挡板473。

[0030] 护理床使用过程：

非转移状态时病人躺于拼接的移动床板3上，移动床板3的拼接方法为：从左右两侧将

第一板体31和第二板体32平移塞入病人身下，确保第一板体31和第二板体32位置对应，第

一板体31和第二板体32的伸缩滑动块33伸入滑轨22内；将双头固定块39的插条插入第一板

体31和第二板体32的十字型槽口38内，第一板体31和第二板体32实现拼接固定。

[0031] 横向平移病人时，系上病人腋下的安全带37，伸长竖直支撑杆12到工作高度，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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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直支撑杆12的相邻杆节111；先扳起折叠的平移滑块16至水平，再扳起折叠的平移轨道15

至水平，带动斜支撑杆11伸长至工作长度，锁定斜支撑杆11的相邻杆节111。控制第一行程

控制器131和第二行程控制器141，第一钩体133和第二钩体143下降，将第一钩体133和第二

钩体143与第一板体31和第二板体32四个角处的挂件36钩合；控制第一行程控制器131和第

二行程控制器141同步抬起第一钩体133和第二钩体143，启动电机173，驱动齿轮175转动，

齿轮175通过啮合推动平移滑块16沿平移轨道15向左或者向右滑动，带动移动床板3实现横

向移动；移动床板3移动到指定横向位置，关闭电机173，控制第一行程控制器131和第二行

程控制器141，降下第一钩体133和第二钩体143至移动床板3到达指定高度，从挂件36内取

出第一钩体133和第二钩体143；控制第一行程控制器131和第二行程控制器141向上收回第

一钩体133和第二钩体143；启动电机173反转，齿轮175推动平移滑块16回归到中间位置，关

闭电机173。解下安全带37，将双头固定块39从第一板体31和第二板体32的十字型槽口38内

取出，分别从病人身下抽出第一板体31和第二板体32；解除斜支撑杆11的杆节111的锁定状

态，折叠收起平移轨道15，然后折叠收起平移滑块16；解除竖直支撑杆12的杆节111的锁定

状态，向下收缩竖直支撑杆12，将平移机构1收起。

[0032] 横向将病人移回护理床时，先将第一板体31和第二板体32塞入病人身下拼接固定

以及系上安全带37，再伸长竖直支撑杆12到工作高度，锁定竖直支撑杆12的相邻杆节111；

先扳起折叠的平移滑块16至水平，再扳起折叠的平移轨道15至水平，带动斜支撑杆11伸长

至工作长度，锁定斜支撑杆11的相邻杆节111。启动电机173，驱动齿轮175转动，齿轮175通

过啮合推动平移滑块16沿平移轨道15向左或者向右滑动至病人位置，关闭电机173；控制第

一行程控制器131和第二行程控制器141，第一钩体133和第二钩体143下降，将第一钩体133

和第二钩体143与第一板体31和第二板体32四个角处的挂件36钩合；控制第一行程控制器

131和第二行程控制器141同步抬起第一钩体133和第二钩体143；启动电机173反转，将移动

床板3移回床底板21上方，关闭电机173，控制第一行程控制器131和第二行程控制器141，降

下第一钩体133和第二钩体143至移动床板3到达床底板21高度，第一板体31和第二板体32

的伸缩滑动块33伸入滑轨22内，从挂件36内取出第一钩体133和第二钩体143，控制第一行

程控制器131和第二行程控制器141向上收回第一钩体133和第二钩体143；解下安全带37。

解除斜支撑杆11的杆节111的锁定状态，折叠收起平移滑块16，然后折叠收起平移轨道15；

解除竖直支撑杆12的杆节111的锁定状态，向下收缩竖直支撑杆12，将平移机构1收起。

[0033] 病人翻身时，取下双头固定块39的插条基板391，将两个弹性圈394分别套设于两

个插条392的插块3921上；伸长竖直支撑杆12到工作高度，锁定竖直支撑杆12的相邻杆节

111；先扳起折叠的平移滑块16至水平，再扳起折叠的平移轨道15至水平，带动斜支撑杆11

伸长至工作长度，锁定斜支撑杆11的相邻杆节111。当需要向右翻身时，控制第一行程控制

器131，第一钩体133下降，将第一钩体133与第一板体31四个角处的挂件36钩合，控制第一

行程控制器131缓慢抬起第一板体31，弹性绳395逐渐被拉紧，病人在第一板体31的推动下，

完成向右翻身；当需要向左翻身时，控制第二行程控制器141，第二钩体143下降，将第二钩

体143与第二板体32四个角处的挂件36钩合，控制第二行程控制器141缓慢抬起第二板体

32，弹性绳395逐渐被拉紧，病人在第二板体32的推动下，完成向左翻身。病人从翻身恢复到

平躺时，控制第一行程控制器131或第二行程控制器141，缓慢降下第一板体31或第二板体

32，病人身体逐渐躺平；解除第一钩体133或第二钩体143与挂件36的钩合，从插块3921上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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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弹性圈394，将插条基板391插于插块3921上。

[0034] 纵向移出病人时，将转移目标平台放置于护理床床尾，调整床腿高度，使得床底板

21高度与目标平台高度持平，系上安全带37。将所述液压气缸23的气缸柱231的输出端与所

述移动床板3连接，液压气缸23推动移动床板3沿滑轨22向床尾滑动，第一板体31和第二板

体32的伸缩滑动块33与目标平台接触后收缩回凹槽内；液压气缸23继续推动移动床板3完

全移动至目标平台上，解除气缸柱231的输出端与所述移动床板3的连接结构；解下安全带

37，将双头固定块39从第一板体31和第二板体32的十字型槽口38内取出，分别从病人身下

抽出第一板体31和第二板体32。

[0035] 纵向移回病人时，先将第一板体31和第二板体32塞入病人身下拼接固定以及系上

安全带37，将伸长的所述液压气缸23的气缸柱231的输出端与所述移动床板3连接，液压气

缸23拖动移动床板3向床头滑动，伸缩滑动块33滑至滑轨22处时从凹槽内伸入滑轨22，移动

床板3继续沿滑轨22滑至指定位置，液压气缸23的气缸柱231回缩到最短位置，解除气缸柱

231的输出端与所述移动床板3的连接结构；解下安全带37。

[0036] 转移轮椅使用过程：

从护理床移至转移轮椅时，将转移轮椅的靠板放平，取下扶手45；将腿板43放平，双头

固定块插入所述坐板42和所述腿板43的十字型槽口。将放平的转移轮椅放置于护理床床

尾，调整床腿高度，使得床底板21高度与转移轮椅高度持平。将所述液压气缸23的气缸柱

231的输出端与所述移动床板3连接，液压气缸23推动移动床板3沿滑轨22向床尾滑动，第一

板体31和第二板体32的伸缩滑动块33与转移轮椅接触后滑入滑槽44内；液压气缸23继续推

动移动床板3完全移动至转移轮椅4上，解除气缸柱231的输出端与所述移动床板3的连接结

构；解下安全带37，将双头固定块39从第一板体31和第二板体32的十字型槽口38内取出，分

别从病人身下抽出第一板体31和第二板体32。系上腋下固定带411和胯部固定带424，将扶

手45的铰链端安装于靠板41的肘部对应处，扶手45插入端插入所述第一插孔451；将双头固

定块39从所述坐板42和所述腿板43的十字型槽口38抽出，放下腿板43抵靠在挡板473上；将

扶手45插入端从第一插孔451拔出，抬起靠板41，将扶手45插入端插入第二插孔452，靠板41

和坐板42之间通过扶手45固定。转移轮椅由平放状态变形为坐乘状态。

[0037] 从转移轮椅移回护理床时，抬起腿板43至水平位置，将双头固定块插入所述坐板

42和所述腿板43的十字型槽口；将扶手45插入端从第二插孔452拔出，向下放平靠板41，将

扶手45插入端插入第一插孔451，转移轮椅由乘坐状态变形为平放状态，解开腋下固定带

411和胯部固定带424。取下扶手45，将第一板体31和第二板体32塞入病人身下拼接固定以

及系上安全带37，将伸长的所述液压气缸23的气缸柱231的输出端与所述移动床板3连接，

液压气缸23拖动移动床板3向床头滑动，伸缩滑动块33滑入滑轨22，移动床板3继续沿滑轨

22滑至指定位置，液压气缸23的气缸柱231回缩到最短位置，解除气缸柱231的输出端与所

述移动床板3的连接结构；解下安全带37。

[0038] 实施例2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所述轮椅架47还包括前轮竖杆4711，前轮横杆

4712，后轮竖杆4721，斜连杆4722和横连杆4723。所述前轮横杆4712支撑所述前轮竖杆

4711，所述斜连杆4722支撑所述前轮竖杆4711和所述后轮竖杆4721，所述横连杆4723支撑

所述挡板473，所述前轮竖杆4711和所述后轮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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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实施例3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所述转移轮椅4还包括马桶组件48，所述马桶组

件48设置于所述槽板421的底板内；所述马桶组件48包括槽体481，排污管482，进水管483，

冲水支管484，清洁支管487，冲水环管485，烘干风机和无线控制器。所述冲水支管484与所

述冲水环管485连通，所述冲水环管485底部设置多个喷水口。所述烘干风机设置于槽体481

内壁冲水环管485上方；所述冲水支管484内设置第一电磁单向阀486，所述清洁支管487内

设置第二电磁单向阀488，所述清洁支管487上部设置加热器489，所述清洁支管487管口设

置喷头。所述无线控制器控制所述第一电磁单向阀486和第二电磁单向阀488通断。

[0040] 马桶组件使用过程：病人从护理床移至转移轮椅前，取下盖板422，将病人从护理

床移至转移轮椅，转移轮椅由平放状态变形为坐乘状态。推动转移轮椅倒退至马桶处，排污

管482对应马桶正上方，将进水管483连接水源。病人排便结束后，通过无线控制器控制第一

电磁单向阀486联通，水经过冲水支管484进入冲水环管485，通过喷水口喷出冲洗槽体481，

水将污物冲下经过排污管482流入下方的马桶内；污物冲洗干净后，通过无线控制器控制第

一电磁单向阀486闭合，随后控制第二电磁单向阀488联通和加热器489启动，水经过清洁支

管487和加热器489，从喷头喷出，清洗病人下体。清洗完成后，无线控制器控制烘干风机启

动，吹干病人下体的水分；关闭烘干风机，推动转移轮椅离开马桶上方。

[0041] 实施例4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所述按摩机构5包括箱体，转盘51，转轴58，轴承

53，花型槽52，伸缩杆54，按摩头57，插槽56和导块55；所述转盘51表面设置花型槽52，所述

轴承53套设于所述转轴58上；所述伸缩杆54包括固定杆542和活动杆541，所述固定杆542安

装于所述轴承53上部，所述固定杆542固定于所述箱体内壁；所述固定杆542套合于所述活

动杆541外周，所述活动杆541底部固接弹簧上端，所述弹簧下端与所述轴承53固接；所述导

块55设置于所述活动杆541上；所述插槽56设置于所述活动杆541顶部，所述按摩头57插置

于所述插槽56内。

[0042] 所述床底板21在背部对应处和腿部对应处设置若干个按摩孔59，所述箱体固定于

所述床底板21下方，所述按摩头57位于所述按摩孔59正下方。

[0043] 按摩机构使用过程：将双头固定块39从第一板体31和第二板体32的十字型槽口38

内取出，分别从病人身下抽出第一板体31和第二板体32。开启按摩机构5开关，转轴58带动

转盘51转动，花型槽52带动导块55上下移动，所述伸缩杆54的活动杆541随导块55上下伸

缩，带动按摩头57上下运动进出按摩孔5，按摩病人的背部和腿部。

[0044] 实施例5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所述伸缩滑动块33包括固接弹簧和半球块体，所

述半球块体通过固接弹簧固定于所述凹槽内。横向移动第一板体31和第二板体32过程中，

半球块体如受到挤压则向上移动，进而挤压固接弹簧，固接弹簧压缩将半球块体收入凹槽

内。挤压结束后，固接弹簧解除压缩回弹，将半球块体顶出。

[0045] 实施例6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所述杆节111圆周外壁底部设置凸块1111，相对

圆周外壁纵向设置锁定滑道孔1112，所述锁定滑道孔1112为L型结构。相邻杆节111的凸块

1111滑入锁定滑道孔1112的弯折处实现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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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实施例7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所述腿板43底部设置半球形橡胶垫431，所述腿

板43下折时所述橡胶垫431抵触于所述挡板473上。

[0047] 实施例8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所述液压气缸23的气缸柱231的输出端与所述移

动床板3通过卡扣连接。

[0048] 实施例9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所述床腿为液压升降器驱动。响应迅速，升降平

稳。

[0049]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所做的其他修改或者等同替换，只要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

的精神和范围，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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