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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转移患者功能的医

疗床运动轨迹实现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控制

驱动螺杆转动，所述驱动螺杆带动轨迹控制轮直

线移动，轨迹控制轮通过依次顶在第一控制器、

第二控制器、第三控制器、第二控制器工作，可以

实现第一床板件、第二床板件的连续转动、升起、

平移、下降、上升动作，提高了动作的连续性。使

得陪护只要预先固定好轮椅的位置，既可以通过

操作驱动螺杆转动，即可实现转动患者，且运动

平稳，动作连续，操作简单，实现单人操作，且符

合人体特点，不会造成不适感；不影响医疗床的

正常使用功能；医疗床可以实现对身体肌肉的活

动，往复操作上述实现方法的步骤1、2可以实现

对身体肌肉的活动，可以减少身体肌肉、血管的

长期压迫，减少血流不畅、肌肉萎缩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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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转移患者功能的医疗床运动轨迹实现方法，其特征在于：医疗床包括床支

架、床板以及转移装置，所述床板固定在床支架上，所述转移装置包括驱动机构、转动机构、

升降机构、平移机构以及控制机构，床板包括床板主体、用于支撑背部的第一床板件以及用

于支撑膝关节后部的第二床板件，床板主体上开设有用于嵌入第一床板件、第二床板件的

安装槽，第一床板件的两侧设置两块用于插入人体腋窝处的着力板，驱动机构包括转动安

装在床支架上的驱动螺杆，驱动螺杆的端部设置有转动盘，转动盘上设置有转动手柄；所述

转动机构包括转动支架、第一支撑板、第二支撑板、支撑滚轮、第一支撑板齿轮以及第二支

撑板齿轮，所述第一支撑板、第二支撑板呈圆弧形，且第一支撑板的圆心、第二支撑板的圆

心相重合，第一床板件和第二床板件分别固定在第一支撑板的上端、第二支撑板的上端，所

述第一支撑板和第二支撑板的左右两侧设置有呈圆弧形的导轨，导轨的内外两侧均设置支

撑滚轮，支撑滚轮压紧在导轨上，所述第一支撑板的内侧或外侧设置有呈圆弧形的第一齿

条，第一齿条和第一支撑板齿轮啮合，所述第二支撑板的内侧或外侧设置有呈圆弧形的第

二齿条，第二齿条和第二支撑板齿轮啮合，支撑滚轮、第一支撑板齿轮以及第二支撑板齿轮

转动安装在转动支架上，导轨相对第一支撑板和第二支撑板的侧面呈倾斜设置，从而提高

支撑滚轮的支撑稳定性，第一支撑板齿轮以及第二支撑板齿轮分别设置在第一驱动齿轮的

两侧且第一支撑板齿轮以及第二支撑板齿轮均和第一驱动齿轮啮合；升降机构包括升降底

座、升降螺母、升降螺杆、第二驱动齿轮，所述升降螺母安装在转动支架上，所述升降螺母和

升降螺杆通过螺纹配合，所述第二驱动齿轮驱动升降螺杆，升降螺杆呈竖直设置且转动安

装在升降底座上，从而使得转动支架可以相对升降底座竖直往复运动；所述平移机构包括

平移底座、平移螺母、平移螺杆以及第三驱动齿轮，所述平移螺母安装在升降底座上，所述

平移螺母、平移螺杆通过螺纹配合，所述第三驱动齿轮驱动平移螺杆，所述平移螺杆水平设

置且转动安装在平移底座上，从而使得升降底座可以相对平移底座水平往复运动；控制机

构包括轨迹控制轮、第一控制器、第二控制器、第三控制器，所述第一控制器、第二控制器、

第三控制器均包括压杆、液压缸以及液压离合器，压杆固定液压缸的活塞杆上，液压缸经过

油管连接至液压离合器，所述轨迹控制轮安装在轨迹控制螺母上，轨迹控制螺母安装在轨

迹控制螺杆上，轨迹控制螺母滑动安装在平移底座上，第三控制器的液压缸固定在平移底

座上，第一控制器的液压缸、第二控制器的液压缸滑动安装在升降底座上，平移底座上设置

有第一控制器轨道、第二控制器轨道，所述第一控制器的液压缸上设置有两个第一控制器

控制轮，两个第一控制器控制轮分别抵在第一控制器轨道的两侧，所述第二控制器的液压

缸上设置有两个第二控制器控制轮，两个第二控制器控制轮分别抵在第二控制器轨道的两

侧，第一控制器轨道由依次连接的第一左控制段以及第一右控制段构成，第一左控制段以

及第一右控制段分别控制第一控制器的液压缸远离轨迹控制轮以及靠近轨迹控制轮，第二

控制器轨道由依次连接的第二左控制段、第二中控制段以及第二右控制段构成，第二左控

制段、第二中控制段以及第二右控制段分别控制第二控制器的液压缸靠近轨迹控制轮、远

离轨迹控制轮以及靠近轨迹控制轮，转动支架上转动安装有第一滑动齿轮，升降底座上转

动安装有第一驱动齿轴以及第二滑动齿轮，第一滑动齿轮与第一驱动齿轴相啮合，平移底

座上转动安装有第二驱动齿轴，第二滑动齿轮和第二驱动齿轴相啮合，第二驱动齿轴、轨迹

控制螺杆与驱动螺杆联动，平移螺杆经由第三控制器的液压离合器和驱动螺杆实现联动，

第一滑动齿轮经由第一控制器的液压离合器和第一驱动齿轮实现联动，第一滑动齿轮经由

权　利　要　求　书 1/3 页

2

CN 105496689 B

2



第二控制器的液压离合器和第二驱动齿轮实现联动，医疗床运动轨迹实现方法包括以下实

现步骤：

1)控制驱动螺杆转动，所述驱动螺杆带动轨迹控制轮直线移动，轨迹控制轮首先压在

第一控制器的压杆上，从而推动第一控制器的液压缸，产生油压，驱动第一控制器的液压离

合器活动，从而实现第一滑动齿轮和第一驱动齿轮的联动，驱动螺杆经由第二驱动齿轴、第

二滑动齿轮、第一驱动齿轴驱动第一滑动齿轮，从而最终驱动第一驱动齿轮转动，从而带动

第一支撑板齿轮以及第二支撑板齿轮转动，第一支撑板齿轮以及第二支撑板齿轮的转动方

向相反，从而驱动第一支撑板、第二支撑板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动，从而第一床板件转动人体

背部、第二床板件转动人体大腿，

2)当轨迹控制轮直线运动至第二控制器的压杆上时，轨迹控制轮和第一控制器的压杆

脱离，从而第一控制器的液压离合器活动，断开第一滑动齿轮和第一驱动齿轮的联动，轨迹

控制轮推动第二控制器的液压缸，产生油压，驱动第二控制器的液压离合器活动，从而实现

第一滑动齿轮和第二驱动齿轮的联动，从而驱动升降螺杆转动，从而抬起转动支架，从而抬

起患者，

3)当轨迹控制轮直线运动至第三控制器的压杆上时，轨迹控制轮和第二控制器的压杆

脱离，从而第二控制器的液压离合器活动，断开第一滑动齿轮和第二驱动齿轮的联动，轨迹

控制轮推动第三控制器的液压缸，产生油压，驱动第三控制器的液压离合器活动，从而实现

平移螺杆和驱动螺杆的联动，从而推动升降底座相对平移底座移动，当第一床板件、第二床

板件带动患者移动至轮椅上方时候，轨迹控制轮脱离第三控制器的压杆，且升降底座相对

平移底座移动过程中，第一左控制段控制第一控制器的液压缸远离轨迹控制轮，第二中控

制段控制第二控制器的液压缸远离轨迹控制轮，从而避免升降底座相对平移底座移动过程

中，第一控制器的压杆、第二控制器的压杆和轨迹控制轮的接触，并通过第二左控制段使得

第二控制器的压杆重新回归到轨迹控制轮可以接触的位置；

4)当轨迹控制轮直线运动至第二控制器的压杆上时，轨迹控制轮顶住一换向阀，换向

阀设置在第二控制器的液压缸和第二控制器的液压离合器上的油管上，使得液压缸驱动液

压离合器，从而实现第一滑动齿轮和第二驱动齿轮的联动，从而驱动升降螺杆反向转动，从

而将患者放在轮椅的椅座上，推开轮椅；

5)反向转动驱动螺杆，第一床板件、第二床板件逐步恢复至初始位置并卡入安装槽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转移患者功能的医疗床运动轨迹实现方法，其特征在于：

液压离合器包括转轴、缸体、活塞、第一活塞杆、第一传动齿轮、第二传动齿轮、第一摩擦片

以及第二摩擦片，第一传动齿轮固定在转轴上，所述活塞滑动安装在缸体内，缸体内设置有

液压油，所述第一活塞杆的一端固定在活塞的一端，所述第一摩擦片固定在所述第一活塞

杆的另一端，活塞、第一活塞杆、第一摩擦片上开设有用于穿设转轴的转轴安装孔，所述活

塞和转轴之间通过花键实现连接，从而使得活塞相对转轴径向固定且活塞可以相对转轴轴

向滑动，液压缸经过油管连接至缸体，第二摩擦片固定在第二传动齿轮上，第二传动齿轮转

动安装在转轴上，第一控制器的第二传动齿轮和第一驱动齿轮啮合，第二控制器的第二传

动齿轮和第二驱动齿轮啮合，第一控制器的第一传动齿轮以及第二控制器的第一传动齿轮

与第一滑动齿轮啮合，第三控制器的第一传动齿轮与驱动螺杆联动，所述第三控制器的第

二传动齿轮与平移螺杆联动，第二控制器的液压离合器包括第二活塞杆、第三传动齿轮、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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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传动齿轮、第三摩擦片以及第四摩擦片，第二活塞杆的一端固定在活塞的另一端，第二活

塞杆的另一端固定第三摩擦片，第四摩擦片固定在第三传动齿轮上，第三传动齿轮转动安

装在转轴上，第二驱动齿轮的齿轮轴上固定有第五传动齿轮，第三传动齿轮、第四传动齿

轮、第五传动齿轮依次啮合，所述第二控制器的液压离合器的缸体的两端各自通过单独的

油管连接至三通换向阀的两个接口，三通换向阀的另一接口连接至第二控制器的液压缸。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转移患者功能的医疗床运动轨迹实现方法，其特征在于：

当轨迹控制轮直线运动至第三控制器的压杆的尾端时候，第二左控制段使得第二控制器的

压杆恰好重新回归到轨迹控制轮可以接触的位置，第二控制器的压杆紧靠第三控制器的压

杆的尾端，从而提高运动的连贯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转移患者功能的医疗床运动轨迹实现方法，其特征在于：

第一床板件的一端转动安装在第一支撑板上，第一床板件上开设有着力板槽，着力板滑动

安装在第一床板件的着力板槽内，第一床板件内设置有用于将着力板顶入着力板槽的着力

板压簧，着力板槽上开设有着力板卡槽，第一床板件内设置有用于卡入着力板卡槽的第一

卡槽插杆，第一卡槽插杆上设置有用于将第一卡槽插杆顶入着力板卡槽的第一插杆压簧，

第一支撑板上开设有支撑板卡槽，第一床板件内设置有用于卡入支撑板卡槽的第二卡槽插

杆，第二卡槽插杆上设置有用于将第二卡槽插杆顶入支撑板卡槽的第二插杆压簧，第一床

板件的一端转动安装有操作手把，操作手把通过第一连接杆、第二连接杆分别连接第一卡

槽插杆、第二卡槽插杆，从而可以在转动操作手把时，使得着力板弹入着力板卡槽，并可以

操作转动第一支撑板，从而使得方便第一床板件和患者脱离。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转移患者功能的医疗床运动轨迹实现方法，其特征在于：

第一驱动齿轮上固定有棘轮，棘轮旁设置有棘爪，棘爪转动安装在转动支架上，转动支架上

设置有用于驱动棘爪朝远离棘轮方向转动的保险油缸，保险油缸连接至第一控制器的液压

缸，从而使得当轨迹控制轮运动至第一控制器的压杆上时，保险油缸驱动棘爪朝远离棘轮

方向转动，从而使得第一驱动齿轮可以转动，当轨迹控制轮脱离第一控制器的压杆上，棘爪

锁死，从而使得第一驱动齿轮不能反向转动，从而保证第一支撑板、第二支撑板不会受重力

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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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转移患者功能的医疗床运动轨迹实现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转移患者功能的医疗床运动轨迹实现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医疗床，是指使用于人体的器具或者其他物品，其用于人体体表的作用不是用药

理学、免疫学或者代谢的手段获得，但是可能有这些手段参与并起一定的辅助作用；其使用

旨在达到下列预期目的：(一)对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监护、缓解；(二)对损伤或者残疾

的诊断、治疗、监护、缓解、补偿。现有照顾身体瘫痪的患者的过程中，为了减少患者的卧床

时间，使其保持愉悦的心情，通常需要陪护将患者抱到轮椅上，通过轮椅带患者进行户外的

活动，而陪护将患者抱到轮椅的过程比较费力，对于有些体重较重的患者，陪护往往难以做

到这点，因此如何设计一种具有转移患者功能的医疗床运动轨迹实现方法，成为本行业技

术人员索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不足，而提供一种结构设计合理，

具有转移患者功能的医疗床运动轨迹实现方法。

[0004] 本发明解决上述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具有转移患者功能的医疗床运动轨迹实现方法，其特征在于：

[0006] 医疗床包括床支架、床板以及转移装置，所述床板固定在床支架上，所述转移装置

包括驱动机构、转动机构、升降机构、平移机构以及控制机构，床板包括床板主体、用于支撑

背部的第一床板件以及用于支撑膝关节后部的第二床板件，床板主体上开设有用于嵌入第

一床板件、第二床板件的安装槽，第一床板件的两侧设置两块用于插入人体腋窝处的着力

板，驱动机构包括转动安装在床支架上的驱动螺杆，驱动螺杆的端部设置有转动盘，转动盘

上设置有转动手柄；所述转动机构包括转动支架、第一支撑板、第二支撑板、支撑滚轮、第一

支撑板齿轮以及第二支撑板齿轮，所述第一支撑板、第二支撑板呈圆弧形，且第一支撑板的

圆心、第二支撑板的圆心相重合，从而适应人体特点(身体以及下肢都是以臀部为旋转点)，

第一床板件和第二床板件分别固定在第一支撑板的上端、第二支撑板的上端，所述第一支

撑板和第二支撑板的左右两侧设置有呈圆弧形的导轨，导轨的内外两侧均设置支撑滚轮，

支撑滚轮压紧在导轨上，所述第一支撑板的内侧或外侧设置有呈圆弧形的第一齿条，第一

齿条和第一支撑板齿轮啮合，所述第二支撑板的内侧或外侧设置有呈圆弧形的第二齿条，

第二齿条和第二支撑板齿轮啮合，支撑滚轮、第一支撑板齿轮以及第二支撑板齿轮转动安

装在转动支架上，导轨相对第一支撑板和第二支撑板的侧面呈倾斜设置，从而提高支撑滚

轮的支撑稳定性，第一支撑板齿轮以及第二支撑板齿轮分别设置在第一驱动齿轮的两侧且

第一支撑板齿轮以及第二支撑板齿轮均和第一驱动齿轮啮合；升降机构包括升降底座、升

降螺母、升降螺杆、第二驱动齿轮，所述升降螺母安装在转动支架上，所述升降螺母和升降

螺杆通过螺纹配合，所述第二驱动齿轮驱动升降螺杆，升降螺杆呈竖直设置且转动安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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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底座上，从而使得转动支架可以相对升降底座竖直往复运动；所述平移机构包括平移

底座、平移螺母、平移螺杆以及第三驱动齿轮，所述平移螺母安装在升降底座上，所述平移

螺母、平移螺杆通过螺纹配合，所述第三驱动齿轮驱动平移螺杆，所述平移螺杆水平设置且

转动安装在平移底座上，从而使得升降底座可以相对平移底座水平往复运动；控制机构包

括轨迹控制轮、第一控制器、第二控制器、第三控制器，所述第一控制器、第二控制器、第三

控制器均包括压杆、液压缸以及液压离合器，压杆固定液压缸的活塞杆上，液压缸经过油管

连接至液压离合器，所述轨迹控制轮安装在轨迹控制螺母上，轨迹控制螺母安装在轨迹控

制螺杆上，轨迹控制螺母滑动安装在平移底座上，第三控制器的液压缸固定在平移底座上，

第一控制器的液压缸、第二控制器的液压缸滑动安装在升降底座上，平移底座上设置有第

一控制器轨道、第二控制器轨道，所述第一控制器的液压缸上设置有两个第一控制器控制

轮，两个第一控制器控制轮分别抵在第一控制器轨道的两侧，所述第二控制器的液压缸上

设置有两个第二控制器控制轮，两个第二控制器控制轮分别抵在第二控制器轨道的两侧，

第一控制器轨道由依次连接的第一左控制段以及第一右控制段构成，第一左控制段以及第

一右控制段分别控制第一控制器的液压缸远离轨迹控制轮以及靠近轨迹控制轮，第二控制

器轨道由依次连接的第二左控制段、第二中控制段以及第二右控制段构成，第二左控制段、

第二中控制段以及第二右控制段分别控制第二控制器的液压缸靠近轨迹控制轮、远离轨迹

控制轮以及靠近轨迹控制轮，转动支架上转动安装有第一滑动齿轮，升降底座上转动安装

有第一驱动齿轴以及第二滑动齿轮，第一滑动齿轮与第一驱动齿轴相啮合，平移底座上转

动安装有第二驱动齿轴，第二滑动齿轮和第二驱动齿轴相啮合，第二驱动齿轴、轨迹控制螺

杆与驱动螺杆联动，平移螺杆经由第三控制器的液压离合器和驱动螺杆实现联动，第一滑

动齿轮经由第一控制器的液压离合器和第一驱动齿轮实现联动，第一滑动齿轮经由第二控

制器的液压离合器和第二驱动齿轮实现联动，医疗床运动轨迹实现方法包括以下实现步

骤：

[0007] 1)控制驱动螺杆转动，所述驱动螺杆带动轨迹控制轮直线移动，轨迹控制轮首先

压在第一控制器的压杆上，从而推动第一控制器的液压缸，产生油压，驱动第一控制器的液

压离合器活动，从而实现第一滑动齿轮和第一驱动齿轮的联动，驱动螺杆经由第二驱动齿

轴、第二滑动齿轮、第一驱动齿轴驱动第一滑动齿轮，从而最终驱动第一驱动齿轮转动，从

而带动第一支撑板齿轮以及第二支撑板齿轮转动，第一支撑板齿轮以及第二支撑板齿轮的

转动方向相反，从而驱动第一支撑板、第二支撑板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动，从而第一床板件转

动人体背部、第二床板件转动人体大腿，

[0008] 2)当轨迹控制轮直线运动至第二控制器的压杆上时，轨迹控制轮和第一控制器的

压杆脱离，从而第一控制器的液压离合器活动，断开第一滑动齿轮和第一驱动齿轮的联动，

轨迹控制轮推动第二控制器的液压缸，产生油压，驱动第二控制器的液压离合器活动，从而

实现第一滑动齿轮和第二驱动齿轮的联动，从而驱动升降螺杆转动，从而抬起转动支架，从

而抬起患者，

[0009] 3)当轨迹控制轮直线运动至第三控制器的压杆上时，轨迹控制轮和第二控制器的

压杆脱离，从而第二控制器的液压离合器活动，断开第一滑动齿轮和第二驱动齿轮的联动，

轨迹控制轮推动第三控制器的液压缸，产生油压，驱动第三控制器的液压离合器活动，从而

实现平移螺杆和驱动螺杆的联动，从而推动升降底座相对平移底座移动，当第一床板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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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床板件带动患者移动至轮椅上方时候，轨迹控制轮脱离第三控制器的压杆，且升降底座

相对平移底座移动过程中，第一左控制段控制第一控制器的液压缸远离轨迹控制轮，第二

中控制段控制第二控制器的液压缸远离轨迹控制轮，从而避免升降底座相对平移底座移动

过程中，第一控制器的压杆、第二控制器的压杆和轨迹控制轮的接触，并通过第二左控制段

使得第二控制器的压杆重新回归到轨迹控制轮可以接触的位置；

[0010] 4)当轨迹控制轮直线运动至第二控制器的压杆上时，轨迹控制轮顶住一换向阀，

换向阀设置在第二控制器的液压缸和第二控制器的液压离合器上的油管上，使得液压缸驱

动液压离合器，从而实现第一滑动齿轮和第二驱动齿轮的联动，从而驱动升降螺杆反向转

动，从而将患者放在轮椅的椅座上，推开轮椅；

[0011] 5)反向转动驱动螺杆，第一床板件、第二床板件逐步恢复至初始位置并卡入安装

槽内。

[0012] 作为优选，液压离合器包括转轴、缸体、活塞、第一活塞杆、第一传动齿轮、第二传

动齿轮、第一摩擦片以及第二摩擦片，第一传动齿轮固定在转轴上，所述活塞滑动安装在缸

体内，缸体内设置有液压油，所述第一活塞杆的一端固定在活塞的一端，所述第一摩擦片固

定在所述第一活塞杆的另一端，活塞、第一活塞杆、第一摩擦片上开设有用于穿设转轴的转

轴安装孔，所述活塞和转轴之间通过花键实现连接，从而使得活塞相对转轴径向固定且活

塞可以相对转轴轴向滑动，液压缸经过油管连接至缸体，第二摩擦片固定在第二传动齿轮

上，第二传动齿轮转动安装在转轴上，第一控制器的第二传动齿轮和第一驱动齿轮啮合，第

二控制器的第二传动齿轮和第二驱动齿轮啮合，第一控制器的第一传动齿轮以及第二控制

器的第一传动齿轮与第一滑动齿轮啮合，第三控制器的第一传动齿轮与驱动螺杆联动，所

述第三控制器的第二传动齿轮与平移螺杆联动，第二控制器的液压离合器包括第二活塞

杆、第三传动齿轮、第四传动齿轮、第三摩擦片以及第四摩擦片，第二活塞杆的一端固定在

活塞的另一端，第二活塞杆的另一端固定第三摩擦片，第四摩擦片固定在第三传动齿轮上，

第三传动齿轮转动安装在转轴上，第二驱动齿轮的齿轮轴上固定有第五传动齿轮，第三传

动齿轮、第四传动齿轮、第五传动齿轮依次啮合，所述第二控制器的液压离合器的缸体的两

端各自通过单独的油管连接至三通换向阀的两个接口，三通换向阀的另一接口连接至第二

控制器的液压缸。采用这种结构，使得可以朝一个方向连续转动驱动螺杆即可以实现第一

床板件、第二床板件的连续转动、升起、平移、下降、上升动作，提高了动作的连续性。

[0013] 作为优选，当轨迹控制轮直线运动至第三控制器的压杆的尾端时候，第二左控制

段使得第二控制器的压杆恰好重新回归到轨迹控制轮可以接触的位置，第二控制器的压杆

紧靠第三控制器的压杆的尾端，从而提高运动的连贯性。

[0014] 作为优选，第一床板件的一端转动安装在第一支撑板上，第一床板件上开设有着

力板槽，着力板滑动安装在第一床板件的着力板槽内，第一床板件内设置有用于将着力板

顶入着力板槽的着力板压簧，着力板槽上开设有着力板卡槽，第一床板件内设置有用于卡

入着力板卡槽的第一卡槽插杆，第一卡槽插杆上设置有用于将第一卡槽插杆顶入着力板卡

槽的第一插杆压簧，第一支撑板上开设有支撑板卡槽，第一床板件内设置有用于卡入支撑

板卡槽的第二卡槽插杆，第二卡槽插杆上设置有用于将第二卡槽插杆顶入支撑板卡槽的第

二插杆压簧，第一床板件的一端转动安装有操作手把，操作手把通过第一连接杆、第二连接

杆分别连接第一卡槽插杆、第二卡槽插杆，从而可以在转动操作手把时，使得着力板弹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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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板卡槽，并可以操作转动第一支撑板，从而使得方便第一床板件和患者脱离。

[0015] 作为优选，第一驱动齿轮上固定有棘轮，棘轮旁设置有棘爪，棘爪转动安装在转动

支架上，转动支架上设置有用于驱动棘爪朝远离棘轮方向转动的保险油缸，保险油缸连接

至第一控制器的液压缸，从而使得当轨迹控制轮运动至第一控制器的压杆上时，保险油缸

驱动棘爪朝远离棘轮方向转动，从而使得第一驱动齿轮可以转动，当轨迹控制轮脱离第一

控制器的压杆上，棘爪锁死，从而使得第一驱动齿轮不能反向转动，从而保证第一支撑板、

第二支撑板不会受重力下滑。

[0016]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和效果：只要由陪护预先固定好轮椅的位

置，既可以通过操作驱动螺杆转动，即可实现转动患者，且运动平稳，动作连续，操作简单，

可以实现单人操作，且符合人体特点，不会造成不适感；不影响医疗床的正常使用功能；医

疗床可以实现对身体肌肉的活动，往复操作上述实现方法的步骤1、2可以实现对身体肌肉

的活动，可以减少身体肌肉、血管的长期压迫，减少血流不畅、肌肉萎缩风险。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医疗床处于初始状态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医疗床的第一床板件、第二床板件转动时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第一驱动齿轴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第一滑动齿轮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第三驱动齿轮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医疗床运动轨迹实现方法中步骤1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医疗床运动轨迹实现方法中步骤2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8是本发明实施例医疗床运动轨迹实现方法中步骤3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9是本发明实施例医疗床运动轨迹实现方法中步骤4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0是本发明实施例第一床板件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7] 图11是本发明实施例棘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是对本发

明的解释而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以下实施例。

[0029] 参见图1-图11，本实施例一种具有转移患者功能的医疗床运动轨迹实现方法，所

述医疗床包括床支架1、床板2以及转移装置，所述床板2固定在床支架1上，所述转移装置包

括驱动机构、转动机构、升降机构、平移机构以及控制机构，床板2包括床板主体21、用于支

撑背部的第一床板件22以及用于支撑膝关节后部的第二床板件23，床板主体21上开设有用

于嵌入第一床板件22、第二床板件23的安装槽24，第一床板件22的两侧设置两块用于插入

人体腋窝处的着力板25，驱动机构包括转动安装在床支架1上的驱动螺杆31，驱动螺杆31的

端部设置有转动盘32，转动盘32上设置有转动手柄33；所述转动机构包括转动支架41、第一

支撑板42、第二支撑板43、支撑滚轮44、第一支撑板齿轮45以及第二支撑板齿轮46，所述第

一支撑板42、第二支撑板43呈圆弧形，且第一支撑板42的圆心、第二支撑板43的圆心相重

合，从而适应人体特点(身体以及下肢都是以臀部为旋转点)，第一床板件22和第二床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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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分别固定在第一支撑板42的上端、第二支撑板43的上端，所述第一支撑板42和第二支撑

板43的左右两侧设置有呈圆弧形的导轨48，导轨48的内外两侧均设置支撑滚轮44，支撑滚

轮44压紧在导轨48上，所述第一支撑板42的内侧或外侧设置有呈圆弧形的第一齿条471，第

一齿条471和第一支撑板齿轮45啮合，所述第二支撑板43的内侧或外侧设置有呈圆弧形的

第二齿条472，第二齿条472和第二支撑板齿轮46啮合，支撑滚轮44、第一支撑板齿轮45以及

第二支撑板齿轮46转动安装在转动支架41上，导轨48相对第一支撑板42和第二支撑板43的

侧面呈倾斜设置，从而提高支撑滚轮44的支撑稳定性，第一支撑板齿轮45以及第二支撑板

齿轮46分别设置在第一驱动齿轮49的两侧且第一支撑板齿轮45以及第二支撑板齿轮46均

和第一驱动齿轮49啮合；升降机构包括升降底座51、升降螺母、升降螺杆52、第二驱动齿轮

53，所述升降螺母安装在转动支架41上，所述升降螺母和升降螺杆52通过螺纹配合，所述第

二驱动齿轮53驱动升降螺杆，升降螺杆52呈竖直设置且转动安装在升降底座51上，从而使

得转动支架41可以相对升降底座51竖直往复运动；所述平移机构包括平移底座61、平移螺

母、平移螺杆62以及第三驱动齿轮63，所述平移螺母安装在升降底座51上，所述平移螺母、

平移螺杆62通过螺纹配合，所述第三驱动齿轮63驱动平移螺杆62，所述平移螺杆62水平设

置且转动安装在平移底座61上，从而使得升降底座51可以相对平移底座61水平往复运动；

控制机构包括轨迹控制轮711、第一控制器72、第二控制器73、第三控制器74，所述第一控制

器72、第二控制器73、第三控制器74均包括压杆81、液压缸82以及液压离合器83，压杆81固

定液压缸82的活塞杆上，液压缸82经过油管连接至液压离合器83，所述轨迹控制轮711安装

在轨迹控制螺母712上，轨迹控制螺母712安装在轨迹控制螺杆713上，轨迹控制螺母712滑

动安装在平移底座61上，第三控制器74的液压缸82固定在平移底座61上，第一控制器72的

液压缸82、第二控制器73的液压缸82滑动安装在升降底座51上，平移底座61上设置有第一

控制器轨道714、第二控制器轨道715，本实施例中第一控制器轨道714、第二控制器轨道715

为同一控制器轨道，所述第一控制器72的液压缸82上设置有两个第一控制器控制轮716，两

个第一控制器控制轮716分别抵在第一控制器轨道714的两侧，所述第二控制器73的液压缸

82上设置有两个第二控制器控制轮717，两个第二控制器控制轮717分别抵在第二控制器轨

道715的两侧，第一控制器轨道714由依次连接的第一左控制段7141以及第一右控制段7142

构成，第一左控制段7141以及第一右控制段7142分别控制第一控制器72的液压缸82远离轨

迹控制轮711以及靠近轨迹控制轮711，第二控制器轨道715由依次连接的第二左控制段

7151、第二中控制段7152以及第二右控制段7153构成，第二左控制段7151、第二中控制段

7152以及第二右控制段7153分别控制第二控制器73的液压缸82靠近轨迹控制轮711、远离

轨迹控制轮711以及靠近轨迹控制轮711，转动支架41上转动安装有第一滑动齿轮91，升降

底座51上转动安装有第一驱动齿轴92以及第二滑动齿轮93，第一滑动齿轮91与第一驱动齿

轴92相啮合，平移底座61上转动安装有第二驱动齿轴94，第二滑动齿轮93和第二驱动齿轴

94相啮合，第二驱动齿轴94、轨迹控制螺杆713与驱动螺杆31联动，平移螺杆62经由第三控

制器74的液压离合器83和驱动螺杆31实现联动，第一滑动齿轮91经由第一控制器72的液压

离合器83和第一驱动齿轮49实现联动，第一滑动齿轮91经由第二控制器73的液压离合器83

和第二驱动齿轮53实现联动，医疗床运动轨迹实现方法包括以下实现步骤：

[0030] 1)控制驱动螺杆31转动，所述驱动螺杆31带动轨迹控制轮711直线移动，轨迹控制

轮711首先压在第一控制器72的压杆81上，从而推动第一控制器72的液压缸82，产生油压，

说　明　书 5/7 页

9

CN 105496689 B

9



驱动第一控制器72的液压离合器83活动，从而实现第一滑动齿轮91和第一驱动齿轮49的联

动，驱动螺杆31经由第二驱动齿轴94、第二滑动齿轮93、第一驱动齿轴92驱动第一滑动齿轮

91，从而最终驱动第一驱动齿轮49转动，从而带动第一支撑板齿轮45以及第二支撑板齿轮

46转动，第一支撑板齿轮45以及第二支撑板齿轮46的转动方向相反，从而驱动第一支撑板

42、第二支撑板43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动，从而第一床板件22转动人体背部、第二床板件23转

动人体大腿，

[0031] 2)当轨迹控制轮711直线运动至第二控制器72的压杆81上时，轨迹控制轮711和第

一控制器72的压杆81脱离，从而第一控制器72的液压离合器83活动，断开第一滑动齿轮91

和第一驱动齿轮49的联动，轨迹控制轮711推动第二控制器73的液压缸82，产生油压，驱动

第二控制器73的液压离合器83活动，从而实现第一滑动齿轮91和第二驱动齿轮53的联动，

从而驱动升降螺杆转动，从而抬起转动支架41，从而抬起患者，

[0032] 3)当轨迹控制轮711直线运动至第三控制器74的压杆81上时，轨迹控制轮711和第

二控制器73的压杆81脱离，从而第二控制器73的液压离合器83活动，断开第一滑动齿轮91

和第二驱动齿轮53的联动，轨迹控制轮711推动第三控制器74的液压缸82，产生油压，驱动

第三控制器74的液压离合器83活动，从而实现平移螺杆62和驱动螺杆31的联动，从而推动

升降底座51相对平移底座61移动，当第一床板件22、第二床板件23带动患者移动至轮椅上

方时候，轨迹控制轮711脱离第三控制器74的压杆81，且升降底座51相对平移底座61移动过

程中，第一左控制段7141控制第一控制器72的液压缸82远离轨迹控制轮711，第二中控制段

7152控制第二控制器73的液压缸82远离轨迹控制轮711，从而避免升降底座51相对平移底

座61移动过程中，第一控制器72的压杆81、第二控制器73的压杆81和轨迹控制轮711的接

触，并通过第二左控制段7151使得第二控制器73的压杆81重新回归到轨迹控制轮711可以

接触的位置；

[0033] 4)当轨迹控制轮711直线运动至第二控制器73的压杆81上时，轨迹控制轮711顶住

一换向阀，换向阀设置在第二控制器73的液压缸82和第二控制器73的液压离合器83上的油

管上，使得液压缸82驱动液压离合器83，从而实现第一滑动齿轮91和第二驱动齿轮53的联

动，从而驱动升降螺杆反向转动，从而将患者放在轮椅的椅座上，推开轮椅；

[0034] 5)反向转动驱动螺杆31，第一床板件22、第二床板件23逐步恢复至初始位置并卡

入安装槽24内。

[0035] 作为优选，液压离合器83包括转轴831、缸体8321、活塞8322、第一活塞杆8323、第

一传动齿轮8331、第二传动齿轮8332、第一摩擦片8341以及第二摩擦片8342，第一传动齿轮

8331固定在转轴831上，所述活塞8322滑动安装在缸体8321内，缸体8321内设置有液压油，

所述第一活塞杆8323的一端固定在活塞8322的一端，所述第一摩擦片8341固定在所述第一

活塞杆8323的另一端，活塞8322、第一活塞杆8323、第一摩擦片8341上开设有用于穿设转轴

831的转轴831安装孔，所述活塞8322和转轴831之间通过花键实现连接，从而使得活塞8322

相对转轴831径向固定且活塞8322可以相对转轴831轴向滑动，液压缸82经过油管连接至缸

体8321，第二摩擦片8342固定在第二传动齿轮8332上，第二传动齿轮8332转动安装在转轴

831上，第一控制器72的第二传动齿轮8332和第一驱动齿轮49啮合，第二控制器73的第二传

动齿轮8332和第二驱动齿轮53啮合，第一控制器72的第一传动齿轮8331以及第二控制器73

的第一传动齿轮8331与第一滑动齿轮91啮合，第三控制器74的第一传动齿轮8331与驱动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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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31联动，所述第三控制器74的第二传动齿轮8332与平移螺杆62联动，第二控制器73的液

压离合器83包括第二活塞杆8324、第三传动齿轮8333、第四传动齿轮8334、第三摩擦片8343

以及第四摩擦片8344，第二活塞杆8324的一端固定在活塞8322的另一端，第二活塞杆8324

的另一端固定第三摩擦片8343，第四摩擦片8344固定在第三传动齿轮8333上，第三传动齿

轮8333转动安装在转轴831上，第二驱动齿轮53的齿轮轴上固定有第五传动齿轮，第三传动

齿轮8333、第四传动齿轮8334、第五传动齿轮8335依次啮合，所述第二控制器73的液压离合

器83的缸体8321的两端各自通过单独的油管连接至三通换向阀835的两个接口，三通换向

阀835的另一接口连接至第二控制器73的液压缸82。采用这种结构，使得可以朝一个方向连

续转动驱动螺杆31即可以实现第一床板件22、第二床板件23的连续转动、升起、平移、下降、

上升动作，提高了动作的连续性。

[0036] 作为优选，当轨迹控制轮711直线运动至第三控制器74的压杆81的尾端时候，第二

左控制段7151使得第二控制器73的压杆81恰好重新回归到轨迹控制轮711可以接触的位

置，第二控制器73的压杆81紧靠第三控制器74的压杆81的尾端，从而提高运动的连贯性。

[0037] 作为优选，第一床板件22的一端转动安装在第一支撑板42上，第一床板件22上开

设有着力板槽261，着力板25滑动安装在第一床板件22的着力板槽261内，第一床板件22内

设置有用于将着力板25顶入着力板槽261的着力板25压簧，着力板槽261上开设有着力板25

卡槽，第一床板件22内设置有用于卡入着力板25卡槽的第一卡槽插杆262，第一卡槽插杆

262上设置有用于将第一卡槽插杆262顶入着力板25卡槽的第一插杆压簧，第一支撑板42上

开设有支撑板卡槽，第一床板件22内设置有用于卡入支撑板卡槽的第二卡槽插杆263，第二

卡槽插杆263上设置有用于将第二卡槽插杆263顶入支撑板卡槽的第二插杆压簧，第一床板

件22的一端转动安装有操作手把266，操作手把266通过第一连接杆264、第二连接杆分别连

接第一卡槽插杆262、第二卡槽插杆263，从而可以在转动操作手把266时，使得着力板25弹

入着力板25卡槽，并可以操作转动第一支撑板42，从而使得方便第一床板件22和患者脱离。

[0038] 第一驱动齿轮上固定有棘轮101，棘轮101旁设置有棘爪102，棘爪102转动安装在

转动支架上，转动支架上设置有用于驱动棘爪朝远离棘轮方向转动的保险油缸103，保险油

缸103连接至第一控制器的液压缸，从而使得当轨迹控制轮运动至第一控制器的压杆上时，

保险油缸驱动棘爪朝远离棘轮方向转动，从而使得第一驱动齿轮可以转动，当轨迹控制轮

脱离第一控制器的压杆上，棘爪锁死，从而使得第一驱动齿轮不能反向转动，从而保证第一

支撑板、第二支撑板不会受重力下滑。

[0039] 本说明书中所描述的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

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

替代，只要不偏离本发明说明书的内容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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