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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孕产妇康复器械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孕产妇康复器械。其特

征在于包括功能床和起吊臂装置，起吊臂装置由

立柱和起吊臂组成，立柱设置在功能床一侧，起

吊臂设置在功能床上方近床头一侧，且起吊臂末

端通过主弹力绳连接一保护衣。本实用新型结构

简单，使用便捷，有着较高的灵活性与便捷性，并

且能有效改善孕产妇的身体状况，解决了产妇在

床上时间过久产生褥疮及脚部外翻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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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孕产妇康复器械，其特征在于包括功能床和起吊臂装置，起吊臂装置由立柱和

起吊臂组成，立柱设置在功能床一侧，起吊臂设置在功能床上方近床头一侧，且起吊臂末端

通过主弹力绳连接一保护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孕产妇康复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功能床由床体、床头

板、床尾板、固定床栏、活动床栏和床垫组成，床头板和床尾板固定设置在床体首尾两端，固

定床栏设置于床头板两侧，活动床栏设置于床尾板两侧，固定床栏和活动床栏连贯设置在

床体两侧；所述床垫设置在床体上，床垫由软垫和软板组成，软垫位于床头侧，软板位于床

尾侧，软板下方设置腿部活动板。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孕产妇康复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床栏内侧设置弹

力拉绳和无弹力拉绳，弹力拉绳和无弹力拉绳上都设有调节扣，能够进行长短调节。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孕产妇康复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床栏由横架和垂

直架组成，横架与垂直架焊接设置，垂直架插接设置在焊接于床体上的U型槽内。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孕产妇康复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软板由四块薄软板组

成，四块薄软板分为两块短薄软板和两块长薄软板，两块短薄软板直接与床体连接，两块长

薄软板通过合页与两块短薄软板连接，两块短薄软板位于外侧，两块长薄软板位于内侧，两

块长薄软板绕合页翻转后能够靠在两侧活动床栏上。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孕产妇康复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腿部活动板由基底板、

滑轨、两个脚踏板和多条弹簧组成，基底板安装在床体上，基底板中间设有将两个脚踏板分

开的隔板，基底板上设置滑轨，两个脚踏板分别设置在对应滑轨上，脚踏板上还设置用于增

加运动阻力的多条弹簧。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孕产妇康复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脚踏板上设有脚部绑

带，脚部绑带上设有第三魔术贴。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孕产妇康复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脚踏板上还设有均匀

分布的球状突起。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孕产妇康复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床尾板内侧用螺丝安

装四个金属小圆环，金属小圆环两个一组并通过针线与Y形弹力带缝合，Y形弹力带的另一

端通过针线缝合连接宽弹力带，宽弹力带上设置有第一魔术贴。

10.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孕产妇康复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衣由两个吊肩带

和一个护胸带组成，吊肩带由弹力绳和宽布带组成，护胸带由第一宽弹力带和第一弹力绳

组成，第一宽弹力带上设有第二魔术贴，弹力绳后部设置有宽弹力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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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孕产妇康复器械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人机工程学、材料学、孕产妇康复运动器械及自动调节等技术,具

体涉及一种孕产妇康复器械。

背景技术

[0002] 对于孕妇做适量的运动有助于生产，产妇适量的运动有助于恢复身材。临床上分

娩、产伤及与年龄相关的功能退化造成盆底肌肉损伤松弛，导致女性出现压力性尿失禁、阴

道松弛，甚至导致子宫脱垂等现象，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同时产妇在分娩时会消耗大量的

精力和元气，目前大多数分娩后的产妇都不重视康复训练，这样做使得恢复期加长，且不利

于产妇恢复，同时，产妇在恢复期中需要医护人员全程照顾，这给医护人员的工作提高了难

度。目前，针对孕妇和产妇并没有专门的运动器械，孕妇和产妇一般也只能通过瑜伽等方式

进行自我练习，但是做瑜伽时没有防护措施，很容易发生危险，本实用新型就针对孕产妇设

计了一款康复器械，可以在做瑜伽等康复训练时起到保护效果，也可以供大众人群使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孕产妇康复器械的

技术方案。

[0004] 所述的一种孕产妇康复器械，其特征在于包括功能床和起吊臂装置，起吊臂装置

由立柱和起吊臂组成，立柱设置在功能床一侧，起吊臂设置在功能床上方近床头一侧，且起

吊臂末端通过主弹力绳连接一保护衣。

[0005] 所述的一种孕产妇康复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功能床由床体、床头板、床尾板、固

定床栏、活动床栏和床垫组成，床头板和床尾板固定设置在床体首尾两端，固定床栏设置于

床头板两侧，活动床栏设置于床尾板两侧，固定床栏和活动床栏连贯设置在床体两侧；所述

床垫设置在床体上，床垫由软垫和软板组成，软垫位于床头侧，软板位于床尾侧，软板下方

设置腿部活动板。

[0006] 所述的一种孕产妇康复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床栏内侧设置弹力拉绳和无弹

力拉绳，弹力拉绳和无弹力拉绳上都设有调节扣，能够进行长短调节。

[0007] 所述的一种孕产妇康复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床栏由横架和垂直架组成，横

架与垂直架焊接设置，垂直架插接设置在焊接于床体上的U型槽内。

[0008] 所述的一种孕产妇康复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软板由四块薄软板组成，四块薄软

板分为两块短薄软板和两块长薄软板，两块短薄软板直接与床体连接，两块长薄软板通过

合页与两块短薄软板连接，两块短薄软板位于外侧，两块长薄软板位于内侧，两块长薄软板

绕合页翻转后能够靠在两侧活动床栏上。

[0009] 所述的一种孕产妇康复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腿部活动板由基底板、滑轨、两个脚

踏板和多条弹簧组成，基底板安装在床体上，基底板中间设有将两个脚踏板分开的隔板，基

底板上设置滑轨，两个脚踏板分别设置在对应滑轨上，脚踏板上还设置用于增加运动阻力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16855596 U

3



的多条弹簧。

[0010] 所述的一种孕产妇康复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脚踏板上设有脚部绑带，脚部绑带

上设有第三魔术贴。

[0011] 所述的一种孕产妇康复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脚踏板上还设有均匀分布的球状突

起。

[0012] 所述的一种孕产妇康复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床尾板内侧用螺丝安装四个金属小

圆环，金属小圆环两个一组并通过针线与Y形弹力带缝合，Y形弹力带的另一端通过针线缝

合连接宽弹力带，宽弹力带上设置有第一魔术贴。

[0013] 所述的一种孕产妇康复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衣由两个吊肩带和一个护胸带

组成，吊肩带由弹力绳和宽布带组成，护胸带由第一宽弹力带和第一弹力绳组成，第一宽弹

力带上设有第二魔术贴，弹力绳后部设置有宽弹力绳。

[0014] 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使用便捷，有着较高的灵活性与便捷性，并且能有效改善孕

产妇的身体状况，解决了产妇在床上时间过久产生褥疮及脚部外翻的现象。

[0015] 本实用新型有效缓解了部分因妊娠而带来的健康问题，比如盆底功能障碍（PFD）、

长期卧躺导致的腿部肌肉不适等。产妇可以根据自身具体情况，选择相适应的体式和运动

强度，配合不同方式的呼吸练习、冥想及休息术，让身心得到锻炼和放松，以此达到锻炼全

身肌肉的效果，同时促进盆底肌的恢复，强化产后女性会阴肌肉的弹性，加强子宫的收缩功

能，防治一系列下尿路的脱垂症状，帮助女性恢复优美的形体。产妇使用该产品，可以有效

缓解产后出现的体重滞留、腰腹部及臀部和大腿的脂肪囤积、腹直肌分离等，大大降低出现

盆腔器官脱垂（POP）、尿失禁（UI）以及性功能障碍（SD）等症状的概率。

[0016] 同时，该产品的使用降低了患病率，这对减轻了初产后母亲角色的转换带来的心

理压力有着重要作用，以及可能会引起的焦虑、抑郁，丧失劳动能力，降低生活质量等问题

也可以得到有效缓解。不仅在产后，产妇孕期使用该产品做锻炼也能减轻水肿，减轻下半身

的关节压力，降低会阴侧切率，帮助顺利分娩，有助于孕妇及宝宝的健康。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床体（1）；床头板（2）；床尾板（3）；软垫(臀部支撑部)（4）；脚踏板（5）；滑轨

（6）；起吊臂(7)；第一宽弹力带（8）；活动床栏(9)；固定床栏(10)；U型槽（11）；短薄软板

（12）；长薄软板（13）；无弹力拉绳（14）；弹力拉绳（15）；脚部绑带（16）；弹簧（17）；金属小圆

环(18)；Y形弹力带(19)；宽弹力带(20)；第一魔术贴(21)；主弹力绳（22）；宽弹力绳（23）；弹

力绳（24）；宽布带（腋窝所在处）（25）；第二魔术贴（26）。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0] 本实用新型为一款能在床上进行以凯格尔氏运动为主的多功能医用康复器械，孕

妇可在不同的孕期自主选择适合的运动，且有较强的安全保障，无需护理人员的帮助便可

自行锻炼。

[0021] 本实用新型包括功能床和起吊臂装置，起吊臂装置由立柱和起吊臂7组成，其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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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配合设置电池、液压杆、蓝牙和控制电路等，控制电路通过蓝牙与用户端联系，实现吊臂

升降移动；立柱设置在功能床一侧，起吊臂设置在功能床上方近床头一侧，且起吊臂末端通

过主弹力绳22连接一保护衣，通过保护衣可以保证孕产妇在做上身运动时的安全性。

[0022] 功能床由床体1、床头板2、床尾板3、固定床栏10、活动床栏9和床垫组成，床头板2

和床尾板3固定设置在床体1首尾两端，固定床栏10设置于床头板两侧，活动床栏9设置于床

尾板两侧，固定床栏和活动床栏连贯设置在床体两侧，保证床体圆周都能得到保护；床垫设

置在床体上，床垫由软垫4（臀部支撑部）和软板组成，软垫4位于床头侧，软板位于床尾侧，

软板下方设置腿部活动板，腿部活动板占据床身的一半以供不同身高患者的使用，从而为

不同患者提供最佳拉伸效果，此过程可以通过自身承受能力进行调节。

[0023] 固定床栏10内侧设置弹力拉绳15和无弹力拉绳14，近床头端拉绳为弹力拉绳14，

适合孕妇活动手部及手臂肌肉，近床尾端拉绳为无弹力拉绳15，是进行腿部活动的手部着

力点，以稳固使用者在进行腿部活动的身体平衡；弹力拉绳和无弹力拉绳上都设有调节扣，

使用者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调节长短，便于使用，增强运动效果。

[0024] 活动床栏9由横架和垂直架组成，横架与垂直架焊接设置，垂直架插接设置在焊接

于床体上的U型槽11内，可有效防止孕妇在运动中意外滚落至床下，保护孕妇的运动安全，

提高了孕产妇康复器械的使用安全性；也可将垂直架设置成电动结构，实现电动控制活动

床栏的升降，方便孕妇上下床，在运动时段可将活动床栏翻上来提高运动安全性。

[0025] 软板由四块薄软板组成，四块薄软板分为两块短薄软板12和两块长薄软板13，两

块短薄软板直接与床体连接，两块长薄软板通过合页与两块短薄软板连接，两块短薄软板

位于外侧，两块长薄软板位于内侧，两块长薄软板绕合页翻转后能够靠在两侧活动床栏上，

可方便使用腿部活动板进行腿部肌肉锻炼，运用软垫与软板以提高使用者的舒适性和安全

感。

[0026] 为了解决产妇在床上时间过久产生褥疮及脚部外翻的现象，在软板下方设置腿部

活动板，用于腿部活动，腿部活动板由基底板、滑轨6、两个脚踏板5和多条弹簧17组成，基底

板中间设有将两个脚踏板分开的隔板，基底板上设置滑轨，两个脚踏板分别设置在对应滑

轨上，脚踏板上设有脚部绑带16，脚部绑带上设置的第三魔术贴起到固定作用，通过第三魔

术贴可以调整松紧，脚踏板上还设置用于增加运动阻力的多条弹簧，以增加运动时的反向

阻力，而脚部绑带可以帮助固定脚部，避免伸展过程中脚部松动而失去拉伸作用，避免了安

全隐患；脚踏板上还设有均匀分布的球状突起，便于在孕妇活动期间对其脚部起到按摩作

用，以促进血液循环，提高了孕妇的舒适性，并且该腿部活动板结构简单，使用灵活方便，在

使用时将上方的两块长薄软板13翻转靠于两侧活动床栏处即可。此腿部活动板位于软板下

方，使用时只需要打开位居中间两块较长可侧翻长薄软板，使其可靠于床栏，无需使用时，

只需调节软板将活动板遮盖即可。本装置节约空间，使用便利，适用范围广，能达到更好的

功效。

[0027] 床尾板3内侧用螺丝安装四个金属小圆环18，金属小圆环可减轻在使用时对床板

的损伤，金属小圆环两个一组并通过针线与Y形弹力带19缝合，Y形弹力带19的另一端通过

针线缝合连接宽弹力带20，宽弹力带上设置有第一魔术贴21，宽弹力带20借助第一魔术贴

21牢牢固定在使用者的大腿根部，增强了收缩性以及固定强度，在原有运动基础上为产妇

做凯格尔运动提供有效增阻条件，提高运动效果，从而实现锻炼腿部肌肉，以帮助孕妇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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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形体美感；第一魔术贴21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以调节大腿的舒适度，宽弹力带20可

通过环形向上绑，以增加宽弹力带在大腿上的稳定性并可以很好的防止因患者肢体粗细不

等而造成滑落问题。

[0028] 保护衣由两个吊肩带和一个护胸带组成，吊肩带由弹力绳24和宽布带25（腋窝所

在处）组成，护胸带由第一宽弹力带8和第一弹力绳组成，第一宽弹力8带上设有第二魔术贴

26，左右两根弹力绳24后部连接设置有宽弹力绳23，可根据使用者的自身情况进行调节松

紧，可使得人体两侧肩部后撑以增加保护力度，当在使用本产品过程中出现无力（包括身体

出现前倾、后仰、侧翻等）状态，弹力绳紧张，带动保护衣帮助用户回到正常状态，从而降低

损伤腹中胎儿风险，提高了孕产妇康复器械的使用安全性。

[0029] 本实用新型便于孕期妈妈和产后妇女做有效的瑜伽运动，也可以供大众人群使

用。对孕期妈妈来说，可以帮助她们更好地做瑜伽运动同时保护她们的安全，防止意外，实

现安全高效的目的；对于产后妇女，可以帮助她们修复盆底肌的过度损伤，增强肌张力，调

整身形体态，也能带来身心愉快，预防产后抑郁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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