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0905764.0

(22)申请日 2021.04.28

(73)专利权人 宁波东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315327 浙江省宁波市杭州湾新区庵

东工业区环区南路

    专利权人 太原特玛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应园　

(74)专利代理机构 宁波诚源专利事务所有限公

司 33102

代理人 姚娟英　王莹

(51)Int.Cl.

A47K 17/00(2006.01)

A47K 17/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电动助力坐便架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电动助力坐便架，包括

支架，能支撑在坐便器外；座板，中部具有开孔，

座板设置在支架上方且前部转动地连接在支架

上；伸缩杆，下端转动连接在支架上，上端转动连

接在座板上，能够推动座板极性前倾和下落动

作；驱动器，与伸缩杆驱动连接，能够驱动伸缩杆

进行伸缩动作；手柄，包括两个且分别设置在座

板的两侧；控制电路板，与驱动器电信号连接；操

作器，与控制电路板电信号连接。该电动助力坐

便架结构简单，可升降范围大，能够适应不同身

高的人进行使用。并且在工作过程中，用户使用

时仅需要保持无需用力的基本扶持动作，该电动

助力坐便架的动作能够良好的匹配用户下蹲和

起身姿态，为用户如厕动作能够提供完全助力，

适用的人群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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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动助力坐便架，其特征在于：包括

支架(1)，能支撑在坐便器外；

座板(2)，中部具有开孔(21)，座板(2)设置在支架(1)上方且前部转动地连接在支架

(1)上；

伸缩杆(3)，下端转动连接在支架(1)上，上端转动连接在座板(2)上，能够推动座板(2)

极性前倾和下落动作；

驱动器(4)，与伸缩杆(3)驱动连接，能够驱动伸缩杆(3)进行伸缩动作；

手柄(5)，包括两个且分别设置在座板(2)的两侧；

控制电路板，与驱动器(4)电信号连接；

操作器，与控制电路板电信号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助力坐便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1)包括两个向后水

平延伸且间隔设置的第一杆体(11)，连接在两个第一杆体(11)前端之间的第二杆体(12)，

竖直连接在每个第一杆体(11)前端的第三杆体(13)；

所述座板(2)上对应于每个第三杆体(13)向下延伸设置有连接臂(22)，所述连接臂

(22)的上端和下端分别转动连接有摆臂(23)，各摆臂(23)与对应的第三杆体(13)转动连

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动助力坐便架，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臂(22)自上而下前倾

设置，所述摆臂(23)呈下凹的弧形，并且连接在连接臂(22)下端的摆臂(23)弧长小于连接

在摆臂(23)上端的摆臂(23)弧长。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动助力坐便架，其特征在于：每侧的第一杆体(11)和第三杆

体(13)之间倾斜连接有第一撑杆(14)。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动助力坐便架，其特征在于：两个第三杆体(13)之间连接有

第二撑杆(15)。

6.根据权利要求2至5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电动助力坐便架，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缩杆

(3)的下端转动连接在一侧第一杆体(11)的后端，另一侧第一杆体(11)的后端还连接有向

上延伸至座板(2)下方的第三撑杆(16)。

7.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电动助力坐便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柄(5)

转动连接在座板(2)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电动助力坐便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座板(2)后部向外侧下弯

设置有连接板(24)，所述手柄(5)的后端转动连接在连接板(24)上，所述连接板(24)上开设

有限位手柄(5)转动路线的限位槽(241)，所述手柄(5)的后端上连接有能伸入所述限位槽

(241)内的限位柱(51)。

9.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电动助力坐便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操作器

为设置在手柄(5)上的按钮或者独立设置的遥控器，所述操作器与控制电路板有线通信连

接或者无线通信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电动助力坐便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

(1)的底部能升降连接有多个支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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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动助力坐便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电动助力坐便架。

背景技术

[0002] 坐便器已被广泛的使用在家庭、公共场所的卫生间中。但是对于体弱的老人、病人

以及行动不方便的孕妇等人群，在使用坐便器时会出现坐不下去和起不来的情况，存在事

故隐患。授权公告号为CN205234398U(申请号为201521086921.0)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多功

能如厕用蹲起辅助装置》，其中公开的装置，在使用时将手臂放置在支撑板上，双手握住把

手，手指按动升降按钮，使第一升降装置与第二升降装置升降，支撑板支撑手臂，使缓慢下

蹲或者起身。虽然该装置一定程度上能够助力使用者进行下蹲和起身，但时该装置仅仅能

够解决下肢力量不足的用户，使用时仍需使用者手臂用力，对于上肢力量不足的用户效果

不大，使得该装置的适用面较小。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提供一种能够对用户如厕

的下蹲和起身动作进行完全助力，用户仅需要进行基本的扶持，无需用力的电动助力坐便

架。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电动助力坐便架，其特

征在于：包括

[0005] 支架，能支撑在坐便器外；

[0006] 座板，中部具有开孔，座板设置在支架上方且前部转动地连接在支架上；

[0007] 伸缩杆，下端转动连接在支架上，上端转动连接在座板上，能够推动座板极性前倾

和下落动作；

[0008] 驱动器，与伸缩杆驱动连接，能够驱动伸缩杆进行伸缩动作；

[0009] 手柄，包括两个且分别设置在座板的两侧；

[0010] 控制电路板，与驱动器电信号连接；

[0011] 操作器，与控制电路板电信号连接。

[0012] 结构简单地，所述支架包括两个向后水平延伸且间隔设置的第一杆体，连接在两

个第一杆体前端之间的第二杆体，竖直连接在每个第一杆体前端的第三杆体；

[0013] 所述座板上对应于每个第三杆体向下延伸设置有连接臂，所述连接臂的上端和下

端分别转动连接有摆臂，各摆臂与对应的第三杆体转动连接。

[0014] 为了有效保证座板的前倾和下落姿态，所述连接臂自上而下前倾设置，所述摆臂

呈下凹的弧形，并且连接在连接臂下端的摆臂弧长小于连接在摆臂上端的摆臂弧长。

[0015] 为了提高支架的稳定性，每侧的第一杆体和第三杆体之间倾斜连接有第一撑杆。

[0016] 为了进一步提高支架的稳定性，两个第三杆体之间连接有第二撑杆。

[0017] 为了保证整体结构的平衡性，同时为座板提供平衡支撑，所述伸缩杆的下端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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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在一侧第一杆体的后端，另一侧第一杆体的后端还连接有向上延伸至座板下方的第三

撑杆。

[0018] 为了方便用户在手持位置不变的情况，方便座板前倾时用户进行站立时的舒适

性，所述手柄转动连接在座板上。

[0019] 为了方便手边在座板上的转动连接，同时为保证手柄转动时的稳定性，所述座板

后部向外侧下弯设置有连接板，所述手柄的后端转动连接在连接板上，所述连接板上开设

有限位手柄转动路线的限位槽，所述手柄的后端上连接有能伸入所述限位槽内的限位柱。

[0020] 可选择地，所述操作器为设置在手柄上的按钮或者独立设置的遥控器，所述操作

器与控制电路板有线通信连接或者无线通信连接。

[0021] 为了保证支架的平衡性，同时为支架的高度提供调节余量，以更好地匹配不同身

高的人进行使用，所述支架的底部能升降连接有多个支脚。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本实用新型中的电动助力坐便架结构

简单，可升降范围大，能够适应不同身高的人进行使用。并且在工作过程中，用户使用时仅

需要保持无需用力的基本扶持动作，该电动助力坐便架的动作能够良好的匹配用户下蹲和

起身姿态，为用户如厕动作能够提供完全助力，适用的人群更多。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电动助力坐便架的立体图。

[0024]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电动助力坐便架另一视角的立体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6]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的电动助力坐便架，包括支架1、座板2、伸缩杆3、驱

动器4、手柄5、控制电路板以及操作器。

[0027] 支架1的形状能够匹配于坐便器进行使用，使用时该支架1能支撑在坐便器外周。

本实施例中的支架1包括两个向后水平延伸且间隔设置的第一杆体11，连接在两个第一杆

体11前端之间的第二杆体12，竖直连接在每个第一杆体11前端的第三杆体13。其中两个第

一杆体11和第二杆体12共同构成U型的底架结构，如此使得该支架1能够匹配的放置在坐便

器的外围。两个杆体之间的间距可以为能匹配大多数坐便器的距离，也可以针对特定的坐

便器专门设置该间距。为了提高支架1的稳定性，每侧的第一杆体11和第三杆体13之间倾斜

连接有第一撑杆14。两个第三杆体13之间连接有第二撑杆15。

[0028] 座板2中部具有与坐便器上孔位基本匹配的开孔21，座板2设置在支架1上方且前

部转动地连接在支架1上。本实施例中，支架1中的第三杆体13用于连接座板2。具体地，座板

2上对应于每个第三杆体13向下延伸设置有连接臂22，连接臂22的上端和下端分别转动连

接有摆臂23，各摆臂23与对应的第三杆体13转动连接。为了有效保证座板2的前倾和下落姿

态，连接臂22自上而下前倾设置，摆臂23呈下凹的弧形，并且连接在连接臂22下端的摆臂23

弧长小于连接在摆臂23上端的摆臂23弧长。并且为了保证连接强度，本实施例中的连接臂

22在前后方向上具有一定的宽度，该连接臂22连接在座板2前部的侧边。

[0029] 为了保证整体结构的平衡性，同时为座板2提供平衡支撑，伸缩杆3的下端转动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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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在一侧第一杆体11的后端，伸缩杆3自下而上逐渐向前倾斜，则伸缩杆3的上端则转动连

接在座板2的侧边的中部。未连接伸缩杆3侧的第一杆体11的后端还连接有向上延伸至座板

2下方的第三撑杆16。当座板2下落至水平位置至，座板2后部对应于设置第三撑杆16的位置

可抵在该第三撑杆16上，而座板2后部对应于伸缩杆3的位置被伸缩杆3进行支撑，保证了座

板2下落状态下的稳定性，避免用户在座板2上坐下时发生倾倒的情况。

[0030] 驱动器4与伸缩杆3驱动连接，本实施例中的驱动器4、伸缩杆3可以采用现有的结

构。驱动器4与控制电路板电信号连接，进而在控制电路板的控制下进行工作，进去驱动伸

缩杆3进行伸缩动作以实现推动座板2极性前倾和下落动作。

[0031] 手柄5包括两个且分别设置在座板2的两侧，手柄5的形状以方便用户持握为设计

原则。本实施例中的手柄5的后部转动连接在座板2的后部上。如此方便用户在手持位置不

变的情况，方便座板2前倾时，该手柄5可以适应用户手位置以及姿态的变化，提高用户进行

站立时的舒适性。方便手边在座板2上的转动连接，同时为保证手柄5转动时的稳定性，座板

2后部向外侧下弯设置有连接板24，手柄5的后端转动连接在连接板24上，连接板24上开设

有限位手柄5转动路线的限位槽241，手柄5的后端上连接有能伸入所述限位槽241内的限位

柱51。

[0032] 控制电路板根据具体的设计可以设置在该电动助力坐便架任意位置上。而操作器

与控制电路板电信号连接，用户可以操作该操作器，进而控制电路板在接收到操作器的操

作信号后，控制驱动器4进行工作，驱动伸缩杆3进行伸缩动作，以实现座板2的前倾和落下

驱动，相应助力用于的站起和坐下的动作。

[0033] 根据具体的产品定位，操作器可以为设置在手柄5上的按钮，操作器也可以为独立

设置的遥控器。根据需要，操作器与控制电路板有线通信连接或者无线通信连接。

[0034] 为了保证支架1的平衡性，同时为支架1的高度提供调节余量，以更好地匹配不同

身高的人进行使用，支架1的底部能升降连接有多个支脚6，最简单的该支脚6可以通过螺接

的方式连接在支架1上。

[0035] 在使用时，将该电动助力坐便架放置在坐便器的外周。该座板2的初始状态为在伸

缩杆3的伸开状态下处于前倾的状态。用户的臀部贴靠在座板2上，用户持握手柄5，在自己

操作操作器或者他人帮助操作操作器的基础上，控制电路板控制驱动器4工作，进而伸缩杆

3回缩，使得座板2的后部逐渐下降，用户的身体贴合座板2并随座板2逐渐下蹲，在该过程

中，座板2对用户始终提供支撑力。当座板2下落至水平状态后，用户完全做在座板2上。当用

户需要起身时，伸缩杆3在驱动器4的驱动下伸展开，进而驱动座板2进行前倾的工作，用户

保持臀部贴在座板2上能助力用户起身，整个过程中用户无需用力，仅需要手持手柄5即可。

[0036] 本实用新型中的电动助力坐便架结构简单，可升降范围大，能够适应不同身高的

人进行使用。并且在工作过程中，用户使用时仅需要保持无需用力的基本扶持动作，该电动

助力坐便架的动作能够良好的匹配用户下蹲和起身姿态，为用户如厕动作能够提供完全助

力，适用的人群更多。

[0037] 在本发明的说明书及权利要求书中使用了表示方向的术语，诸如“前”、“后”、

“上”、“下”、“左”、“右”、“侧”、“顶”、“底”等，用来描述本发明的各种示例结构部分和元件，

但是在此使用这些术语只是为了方便说明的目的，是基于附图中显示的示例方位而确定

的。由于本发明所公开的实施例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向设置，所以这些表示方向的术语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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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说明而不应视作为限制，比如“上”、“下”并不一定被限定为与重力方向相反或一致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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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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