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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神经外科术后护理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神经外科术后护理装

置。所述神经外科术后护理装置包括底座；支撑

机构；第二电动推杆；脚踩开关；固定托架，所述

固定托架固定于所述支撑机构的顶部；活动托

架，所述活动托架转动连接于所述固定托架的侧

部，且所述活动托架的底部转动连接所述第二电

动推杆；固定垫板，所述固定垫板固定于所述活

动托架的顶部；托起机构，所述托起机构包括托

起板、第一电动推杆和凹槽；滑动垫板；捶背机

构，所述捶背机构包括捶打块、连杆、转轴、放置

槽和电机；腿部护理机构，所述腿部护理机构包

括第一托板、滚轮、第二托板、气动滑块和气动滑

轨。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神经外科术后护理装置具

有使用方便快捷，同时省力，护理效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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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神经外科术后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底座；

支撑机构，所述支撑机构固定于所述底座的顶部；

第二电动推杆，所述第二电动推杆固定于所述底座的侧部；

脚踩开关，所述脚踩开关电性连接所述第二电动推杆；

固定托架，所述固定托架固定于所述支撑机构的顶部；

活动托架，所述活动托架转动连接于所述固定托架的侧部，且所述活动托架的底部转

动连接所述第二电动推杆；

固定垫板，所述固定垫板固定于所述活动托架的顶部；

托起机构，所述托起机构包括托起板、第一电动推杆和凹槽，所述凹槽开设于所述活动

托架和所述固定托架的表面，且所述凹槽的内部转动连接所述托起板；所述托起板的底部

转动连接所述第一电动推杆；

滑动垫板，所述滑动垫板滑动连接于所述固定托架的顶部；

捶背机构，所述捶背机构包括捶打块、连杆、转轴、放置槽和电机，所述放置槽开设于所

述固定垫板和所述滑动垫板的表面，且所述放置槽的内部设有所述捶打块；所述捶打块的

一端连接所述连杆，且所述连杆的一端固定所述转轴；所述转轴的一端连接所述电机，且所

述电机电性连接所述脚踩开关；

腿部护理机构，所述腿部护理机构包括第一托板、滚轮、第二托板、气动滑块和气动滑

轨，所述气动滑轨设于所述固定托架的顶部，且所述气动滑轨滑动连接所述气动滑块；所述

气动滑块的顶部连接所述第二托板，且所述第二托板的一端转动连接所述第一托板；所述

第一托板转动连接于所述固定托架的一端，且所述第一托板与所述第二托板的表面均设有

所述滚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神经外科术后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机构包括盖

板、支撑柱、集装筒和通孔，所述支撑柱固定于所述底座的顶部，且所述支撑柱的侧部转动

连接所述盖板；所述支撑柱的内部设有所述集装筒，且所述集装筒连通所述通孔；所述通孔

设于所述固定托架的表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神经外科术后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托架的两侧转

动连接侧防护栏，且所述侧防护栏与所述固定托架之间的旋转角度为0°-18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神经外科术后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托架与所述固

定托架之间的旋转角度为0°-90°，且所述活动托架的底部与所述固定托架的连接端设有所

述第二电动推杆。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神经外科术后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垫板的侧部垂

直固定推动手柄，且所述滑动垫板的一侧采用镂空半圆弧形的槽孔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神经外科术后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托板与所述第

二托板的长度之和等于所述气动滑轨的长度，且所述第一托板与所述第二托板之间的旋转

角度为0°-18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神经外科术后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杆设有呈阶梯状

的若干个，且所述连杆的一端均固定所述捶打块。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神经外科术后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滚轮等距分布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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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一托板与所述第二托板的表面，且所述滚轮与所述第一托板、所述第二托板之间转动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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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神经外科术后护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神经外科护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神经外科术后护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神经外科是在外科学以手术为主要治疗手段的基础上，应用独特的神经外科学研

究方法，研究人体神经系统，如脑、脊髓和周围神经系统，神经外科是主治由于外伤导致的

脑部、脊髓等神经系统的疾病，例如脑出血出血量危及生命，车祸致脑部外伤，或脑部有肿

瘤压迫需手术治疗等。

[0003] 当进行神经外科手术后，病人在家里疗养但是病人长时间无法动弹时，需要家属

对病人进行翻身、捶背和关节等活动来帮助病患早日康复，当家里只有一个人照顾病人时，

难以对病人进行翻身等活动，且在对病人翻身有可能导致病人从床上掉落，不利于病人的

健康。

[0004]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新的神经外科术后护理装置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有效的实现自动对病患进行翻身和捶

背，同时便于进行关节活动的神经外科术后护理装置。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神经外科术后护理装置，包括：底座；支

撑机构，所述支撑机构固定于所述底座的顶部；第二电动推杆，所述第二电动推杆固定于所

述底座的侧部；脚踩开关，所述脚踩开关电性连接所述第二电动推杆；固定托架，所述固定

托架固定于所述支撑机构的顶部；活动托架，所述活动托架转动连接于所述固定托架的侧

部，且所述活动托架的底部转动连接所述第二电动推杆；固定垫板，所述固定垫板固定于所

述活动托架的顶部；托起机构，所述托起机构包括托起板、第一电动推杆和凹槽，所述凹槽

开设于所述活动托架和所述固定托架的表面，且所述凹槽的内部转动连接所述托起板；所

述托起板的底部转动连接所述第一电动推杆；滑动垫板，所述滑动垫板滑动连接于所述固

定托架的顶部；捶背机构，所述捶背机构包括捶打块、连杆、转轴、放置槽和电机，所述放置

槽开设于所述固定垫板和所述滑动垫板的表面，且所述放置槽的内部设有所述捶打块；所

述捶打块的一端连接所述连杆，且所述连杆的一端固定所述转轴；所述转轴的一端连接所

述电机，且所述电机电性连接所述脚踩开关；腿部护理机构，所述腿部护理机构包括第一托

板、滚轮、第二托板、气动滑块和气动滑轨，所述气动滑轨设于所述固定托架的顶部，且所述

气动滑轨滑动连接所述气动滑块；所述气动滑块的顶部连接所述第二托板，且所述第二托

板的一端转动连接所述第一托板；所述第一托板转动连接于所述固定托架的一端，且所述

第一托板与所述第二托板的表面均设有所述滚轮。

[0007] 优选的，所述支撑机构包括盖板、支撑柱、集装筒和通孔，所述支撑柱固定于所述

底座的顶部，且所述支撑柱的侧部转动连接所述盖板；所述支撑柱的内部设有所述集装筒，

且所述集装筒连通所述通孔；所述通孔设于所述固定托架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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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优选的，所述固定托架的两侧转动连接侧防护栏，且所述侧防护栏与所述固定托

架之间的旋转角度为0°-180°。

[0009] 优选的，所述活动托架与所述固定托架之间的旋转角度为0°  -90°，且所述活动托

架的底部与所述固定托架的连接端设有所述第二电动推杆。

[0010] 优选的，所述滑动垫板的侧部垂直固定推动手柄，且所述滑动垫板的一侧采用镂

空半圆弧形的槽孔结构。

[0011] 优选的，所述第一托板与所述第二托板的长度之和等于所述气动滑轨的长度，且

所述第一托板与所述第二托板之间的旋转角度为0°  -180°。

[0012] 优选的，所述连杆设有呈阶梯状的若干个，且所述连杆的一端均固定所述捶打块。

[0013] 优选的，所述滚轮等距分布于所述第一托板与所述第二托板的表面，且所述滚轮

与所述第一托板、所述第二托板之间转动连接。

[0014]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神经外科术后护理装置具有如下有益效

果：

[0015]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神经外科术后护理装置，可供病患在神经外科术后进行平

躺，在平躺中可使所述托起板旋转，使病患进行一定幅度的翻转，同时利用所述捶打块对病

患的背部进行捶打，避免病患在术后出现褥疮，同时启动所述气动滑块使之在气动滑轨上

往复移动即可实现对病患的腿部进行关节的活动，利用所述滚轮即可完成腿部肌肉的按

摩，整个护理过程只需一人即可完成，大大的降低医护人员的负担，同时有助于病患的术后

得到快速的康复。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神经外科术后护理装置的一种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

图；

[0017] 图2为图1所示的捶背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图1所示的托起机构、支撑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标号：1、固定垫板，2、托起机构，21、托起板，22、第一电动推杆，23、凹槽，3、捶

背机构，31、捶打块，32、连杆，33、转轴，34、放置槽，35、电机，4、滑动垫板，41、推动手柄，5、

腿部护理机构，51、第一托板，52、滚轮，53、第二托板，54、气动滑块，55、气动滑轨，6、活动托

架，7、第二电动推杆，8、底座，9、脚踩开关，9a、侧防护栏，9b、支撑机构，91b、盖板，92b、支撑

柱，  93b、集装筒，94b、通孔，9c、固定托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1] 请结合参阅图1、图2及图3，其中，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神经外科术后护理装置

的一种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图2为图1  所示的捶背机构结构示意图；图3为图1所示的

托起机构、支撑机构结构示意图。神经外科术后护理装置包括：底座8；支撑机构9b，所述支

撑机构9b固定于所述底座8的顶部；第二电动推杆7，所述第二电动推杆7固定于所述底座8

的侧部；脚踩开关9，所述脚踩开关  9电性连接所述第二电动推杆9b；固定托架9c，所述固定

托架9c固定于所述支撑机构9b的顶部；活动托架6，所述活动托架6转动连接于所述固定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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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9c的侧部，且所述活动托架6的底部转动连接所述第二电动推杆7，当第二电动推杆7伸缩

时，第二电动推杆7与活动托架6之间会发生角度变化，转动连接(即铰接)能较好的满足角

度的变化；固定垫板1，所述固定垫板1固定于所述活动托架6的顶部；托起机构2，所述托起

机构2包括托起板21、第一电动推杆22  和凹槽23，所述凹槽23开设于所述活动托架6和所述

固定托架9c 的表面，且所述凹槽23的内部转动连接所述托起板21；所述托起板  21的底部

与所述第一电动推杆22的一端转动连接(即铰接)，第一电动推杆22的另一端与凹槽23的底

部铰接，当第一电动推杆22伸长时，便可使托起板21绕与凹槽23的转动连接处旋转，从而实

现病人由俯卧位变成侧卧位；滑动垫板4，所述滑动垫板4滑动连接于所述固定托架9c的顶

部；捶背机构3，所述捶背机构3包括捶打块31、连杆32、转轴33、放置槽34和电机35，所述放

置槽34开设于所述固定垫板1和所述滑动垫板4的表面，且所述放置槽34的内部设有所述捶

打块31；所述捶打块31的一端连接所述连杆32，且所述连杆  32的一端固定所述转轴33；所

述转轴33的一端连接所述电机35，且所述电机35电性连接所述脚踩开关9，电机35上设有控

制电机35  不断正反转动的plc控制器(现有装置，不在赘述)；腿部护理机构  5，所述腿部护

理机构5包括第一托板51、滚轮52、第二托板53、气动滑块54和气动滑轨55，所述气动滑轨55

设于所述固定托架9c 的顶部，且所述气动滑轨55滑动连接所述气动滑块54(现有装置，能

在气动滑轨内滑动，可采用德国AFAG气动滑块)；所述气动滑块54的顶部连接所述第二托板

53，且所述第二托板53的一端转动连接所述第一托板51；所述第一托板51转动连接于所述

固定托架9c的一端，且所述第一托板51与所述第二托板53的表面均设有所述滚轮  52。

[002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案，为了便于收集术后病患的排泄物，所述支撑机

构9b包括盖板91b、支撑柱92b、集装筒93b和通孔  94b，所述支撑柱92b固定于所述底座8的

顶部，且所述支撑柱92b 的侧部转动连接所述盖板91b；所述支撑柱92b的内部设有所述集

装筒93b，且所述集装筒93b连通所述通孔94b；所述通孔94b设于所述固定托架9c的表面。

[002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案，为了避免病患掉落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所述固

定托架9c的两侧转动连接侧防护栏9a，且所述侧防护栏9a与所述固定托架9c之间的旋转角

度为0°-180°。

[002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案，为了便于病患坐起进行护理，所述活动托架6与

所述固定托架9c之间的旋转角度为0°-90°，且所述活动托架6的底部与所述固定托架9c的

连接端设有所述第二电动推杆7。

[002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案，为了便于滑动所述滑动垫板4  实现病患的排

泄，所述滑动垫板4的侧部垂直固定推动手柄41，且所述滑动垫板4的一侧采用镂空半圆弧

形的槽孔结构。

[002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案，为了实现对病患的腿部进行有效的护理，所述

第一托板51与所述第二托板53的长度之和等于所述气动滑轨55的长度，且所述第一托板51

与所述第二托板53之间的旋转角度为0°-180°。

[002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案，为了便于对病患进行捶背，所述连杆32设有呈

阶梯状的若干个，且所述连杆32的一端均固定所述捶打块31。

[002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案，为了实现腿部的按摩，所述滚轮52等距分布于

所述第一托板51与所述第二托板53的表面，且所述滚轮52与所述第一托板51、所述第二托

板53之间转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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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神经外科术后护理装置的使用原理为：在使用时，术后的病患

的平躺在垫板上，为了加强对病患的护理，间隔一段时间启动所述第一电动推杆22，使所述

托起板21托住病患背部的三处进行旋转，旋转到合适的角度后，打开所述电机35，使所述电

机  35带动所述转轴33往复转动，利用所述捶打块31对病患的背部进行捶打，避免长时间的

卧躺造成病患出现褥疮；若需要对病患的腿部进行护理时，使病患的腿部置于托板上，打开

所述气动滑块54，使所述气动滑块54在所述气动滑轨55往复滑动带动病患的腿部进行弯曲

锻炼，同时所述滚轮52对病患的腿部肌肉进行按摩，确保肌肉得到舒缓和锻炼，避免肌肉出

现萎缩；推动所述推动手柄41即可使所述滑动垫板4移动，使所述通孔94b暴露，即可便于病

患的排泄物进行收集；启动所述第二电动推杆7即可使所述活动托架6出现旋转，便于病患

坐起。

[0030]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神经外科术后护理装置具有如下有益效

果：

[0031]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神经外科术后护理装置，可供病患在神经外科术后进行平

躺，在平躺中可使所述托起板21旋转，使病患进行一定幅度的翻转，同时利用所述捶打块31

对病患的背部进行捶打，避免病患在术后出现褥疮，同时启动所述气动滑块54使之在气动

滑轨上往复移动即可实现对病患的腿部进行关节的活动，利用所述滚轮  52即可完成腿部

肌肉的按摩，整个护理过程只需一人即可完成，大大的降低医护人员的负担，同时有助于病

患的术后得到快速的康复。

[0032]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

其它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209253388 U

7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8

CN 209253388 U

8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9

CN 209253388 U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