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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妇产手术医疗工具车，包括底座、主体

部分、照明部分和输液输血部分，其特征在于：本

发明在使用时，首先通过底座带动机器整体移动

到妇产科病房内，通过主体部分的消毒箱为工具

消毒，当有陪护人员时将坐板打开供人休息，通

过照明部分提供照明，通过输液输血部分在一些

紧急情况下为人们进行输液和输血，通过将主体

部分的婴儿床板打开与主箱体顶板持平组成婴

儿床，当婴儿尿床后通过主箱体顶部的湿度传感

器感应到，然后通过网兜将婴儿托起从而通过第

二步进电机带动尿垫卷轴从而自动换尿垫，节省

了人们换尿垫的时间，避免了在看护人不知道的

时候婴儿睡湿的尿垫的情况，方便了医护人员同

时也减轻了看护人的负担，实现了医疗车的多功

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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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妇产手术医疗工具车，包括底座(1)、主体部分(2)、照明部分(3)和输液输血部

分(4)，所述的底座(1)包括第一底板(101)、转动环(102)、第二底板(103)、第一电缸(104)、

第一舵机(105)、第三底板(106)、第二舵机(107)、轮子架(108)、第一步进电机(109)、轮子

(110)，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体部分(2)的主箱体(201)的底板下表面固定安装在底座(1)

的第一底板(101)的上表面；所述的照明部分(3)的第一转动关节(301)的固定部分端部固

定安装在主体部分(2)的主箱体(201)的左侧面；所述的输液输血部分(4)的第六转动关节

(401)的固定部分端部固定安装在主体部分(2)的主箱体(201)的左侧面；

所述的主体部分(2)包括主箱体(201)、消毒箱(202)、第二电缸(203)、第一转轴(204)、

坐板支撑板(205)、坐板(206)、工具储存箱(207)、垃圾箱(208)、尿垫储存箱(209)、尿垫卷

(210)、扶手(211)、第二转轴(212)、婴儿床支撑板(213)、前栅栏(214)、第三电缸(215)、网

兜固定块(216)、网兜(217)、婴儿床板(218)、合页(219)、后栅栏(220)、第二步进电机

(221)、尿垫卷轴(222)，所述的消毒箱(202)滑动安装在主箱体(201)的左侧凹槽中；第二电

缸(203)的缸体底端固定安装在主箱体(201)侧面挡板上，其活塞杆端与消毒箱(202)侧面

挡板固定连接；第一转轴(204)的固定部分固定安装在主箱体(201)的右侧，其转动部分与

坐板支撑板(205)的侧面固定连接；坐板(206)的左端面通过合页与主箱体(201)的右侧面

连接；工具储存箱(207)滑动安装在主箱体(201)前面的凹槽中；垃圾箱(208)固定安装在主

箱体(201)的后表面；尿垫储存箱(209)滑动安装在主箱体(201)前面的凹槽中；尿垫卷

(210)的端部与尿垫储存箱(209)的内侧转动连接，尿垫卷(210)的尿垫穿过前栅栏(214)和

后栅栏(220)的下面的矩形口与尿垫卷轴(222)连接；所述的扶手(211)固定安装在主箱体

(201)的右侧面；第二转轴(212)的固定部分固定安装在主箱体(201)的后表面，其转动部分

与婴儿床支撑板(213)固定连接；前栅栏(214)的两侧栅栏底部固定安装在主箱体(201)顶

部的两侧；靠前位置的第三电缸(215)的缸体底端固定安装在主箱(201)侧面的挡板上，其

靠前位置的第三电缸(215)的活塞杆端与靠前位置的网兜固定块(216)固定连接，其靠后位

置的第三电缸(215)的缸体底端固定安装在婴儿床板(218)侧面的挡板上，其靠后位置的第

三电缸(215)的活塞杆端与靠后位置的网兜固定块(216)固定连接；网兜(217)的四个角分

别与四个网兜固定块(216)连接；婴儿床板(218)的前端面通过合页(219)与主箱体(201)的

后端面转动连接；后栅栏(220)的两侧栅栏底部固定安装在婴儿床板(218)的上表面两侧；

第二步进电机(221)固定安装在婴儿床板(218)的后面挡板上，其电机轴与尿垫卷轴(222)

中间的转轴固定连接；

通过将主体部分的婴儿床板打开与主箱体顶板持平组成婴儿床，当婴儿尿床后通过主

箱体顶部的湿度传感器感应到，然后通过网兜将婴儿托起从而通过第二步进电机带动尿垫

卷轴从而自动换尿垫。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妇产手术医疗工具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转动环(102)

的上端面与第一底板(101)的下端面固定连接，其下端面滑动安装在第二底板(103)的上端

面的环形槽中；第一电缸(104)的缸体底端固定安装在第三底板(106)的上端面，其活塞杆

端与第二底板(103)的下端面固定连接；第一舵机(105)固定安装在第二底板(103)的中间

凹槽中，其舵机轴与第一底板(101)下面中间位置的转轴固定连接；第二舵机(107)的上端

面固定安装在第三底板(106)的下端面，其舵机轴与轮子架(108)固定连接；第一步进电机

(109)固定安装在轮子架(108)侧面，其电机轴与轮子(110)固定连接；轮子(110)转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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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轮子架(108)中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妇产手术医疗工具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照明部分(3)

包括第一转动关节(301)、第二转动关节(302)、第一伸缩套筒(303)、第四电缸(304)、第三

转动关节(305)、第二伸缩套筒(306)、第五电缸(307)、第四转动关节(308)、第五转动关节

(309)、无影灯固定块(310)、无影灯(311)，所述的第二转动关节(302)的固定部分与第一转

动关节(301)转动部分固定连接；第一伸缩套筒(303)的套筒底端固定安装在第二转动关节

(302)的转动部分上，其伸缩杆端第三转动关节(305)的固定部分固定连接；第四电缸(304)

的缸体底端固定安装在第一伸缩套筒(303)的套筒侧面挡板上，其活塞杆端与第一伸缩套

筒(303)伸缩杆侧面挡板固定连接；第二伸缩套筒(306)的套筒底端固定安装在第三转动关

节(305)的转动部分上，其伸缩杆端与第四转动关节(308)的固定部分固定连接；第五电缸

(307)的缸体底端固定安装在第二伸缩套筒(306)的套筒侧面挡板上，其活塞杆端与第二伸

缩套筒(306)的伸缩杆侧面挡板固定连接；第五转动关节(309)的固定部分与第四转动关节

(308)的转动部分固定连接，其转动部分与无影灯固定块(310)固定连接；无影灯(311)的底

部固定安装无影灯固定块(310)的侧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妇产手术医疗工具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输液输血部分

(4)包括第六转动关节(401)、第六电缸固定块(402)、第六电缸(403)、挂钩(404)、固定夹

(405)、照明灯(406)，所述的第六转动关节(401)的转动部分与第六电缸固定块(402)的侧

面固定连接；第六电缸(403)的缸体底端固定安装在第六电缸固定块(402)的上端面，其活

塞杆端与挂钩(404)固定连接；固定夹(405)安装在第六电缸(403)的活塞杆侧面；照明灯

(406)的底端与固定夹(405)的转轴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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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妇产手术医疗工具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手术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妇产手术医疗工具车。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医院用的妇产科医疗工具车的功能太过单一，医护人员在

使用时十分不方便，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不能及时处理，而且妇产科需要单独的婴儿床十分

占用空间，一般的婴儿床没有办法及时为婴儿换尿垫，在看护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对婴儿的

身体非常不好，因此急需发明一种工具车与婴儿床相结合的妇产科医疗工具车。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妇产手术医疗工具车，本发明在使用时，首先通

过底座带动机器整体移动到妇产科病房内，通过主体部分的消毒箱为工具消毒，当有陪护

人员时将坐板打开供人休息，通过照明部分提供照明，通过输液输血部分在一些紧急情况

下为人们进行输液和输血，通过将主体部分的婴儿床板打开与主箱体顶板持平组成婴儿

床，当婴儿尿床后通过主箱体顶部的湿度传感器感应到，然后通过网兜将婴儿托起从而通

过第二步进电机带动尿垫卷轴从而自动换尿垫，节省了人们换尿垫的时间，避免了在看护

人不知道的时候婴儿睡湿的尿垫的情况，方便了医护人员同时也减轻了看护人的负担，实

现了医疗车的多功能使用。

[0004] 本发明所使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妇产手术医疗工具车，包括底座、主体部分、照

明部分和输液输血部分，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体部分的主箱体的底板下表面固定安装在

底座的第一底板的上表面；所述的照明部分的第一转动关节的固定部分端部固定安装在主

体部分的主箱体的左侧面；所述的输液输血部分的第六转动关节的固定部分端部固定安装

在主体部分的主箱体的左侧面。

[0005] 进一步地，所述的底座包括第一底板、转动环、第二底板、第一电缸、第一舵机、第

三底板、第二舵机、轮子架、第一步进电机、轮子，所述的转动环的上端面与第一底板的下端

面固定连接，其下端面滑动安装在第二底板的上端面的环形槽中；第一电缸的缸体底端固

定安装在第三底板的上端面，其活塞杆端与第二底板的下端面固定连接；第一舵机固定安

装在第二底板的中间凹槽中，其舵机轴与第一底板下面中间位置的转轴固定连接；第二舵

机的上端面固定安装在第三底板的下端面，其舵机轴与轮子架固定连接；第一步进电机固

定安装在轮子架侧面，其电机轴与轮子固定连接；轮子转动安装在轮子架中间。

[0006] 进一步地，所述的主体部分包括主箱体、消毒箱、第二电缸、第一转轴、坐板支撑

板、坐板、工具储存箱、垃圾箱、尿垫储存箱、尿垫卷、扶手、第二转轴、婴儿床支撑板、前栅

栏、第三电缸、网兜固定块、网兜、婴儿床板、合页、后栅栏、第二步进电机、尿垫卷轴，所述的

消毒箱滑动安装在主箱体的左侧凹槽中；第二电缸的缸体底端固定安装在主箱体侧面挡板

上，其活塞杆端与消毒箱侧面挡板固定连接；第一转轴的固定部分固定安装在主箱体的右

侧，其转动部分与坐板支撑板的侧面固定连接；坐板的左端面通过合页与主箱体的右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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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工具储存箱滑动安装在主箱体前面的凹槽中；垃圾箱固定安装在主箱体的后表面；尿

垫储存箱滑动安装在主箱体前面的凹槽中；尿垫卷的端部与尿垫储存箱的内侧转动连接，

尿垫卷的尿垫穿过前栅栏和后栅栏的下面的矩形口与尿垫卷轴连接；所述的扶手固定安装

在主箱体的右侧面；第二转轴的固定部分固定安装在主箱体的后表面，其转动部分与婴儿

床支撑板固定连接；前栅栏的两侧栅栏底部固定安装在主箱体顶部的两侧；靠前位置的第

三电缸的缸体底端固定安装在主箱体侧面的挡板上，其靠前位置的第三电缸的活塞杆端与

靠前位置的网兜固定块固定连接，其靠后位置的第三电缸的缸体底端固定安装在婴儿床板

侧面的挡板上，其靠后位置的第三电缸的活塞杆端与靠后位置的网兜固定块固定连接；网

兜的四个角分别与四个网兜固定块连接；婴儿床板的前端面通过合页与主箱体的后端面转

动连接；后栅栏的两侧栅栏底部固定安装在婴儿床板的上表面两侧；第二步进电机固定安

装在婴儿床板的后面挡板上，其电机轴与尿垫卷轴中间的转轴固定连接。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的照明部分包括第一转动关节、第二转动关节、第一伸缩套筒、第

四电缸、第三转动关节、第二伸缩套筒、第五电缸、第四转动关节、第五转动关节、无影灯固

定块、无影灯，所述的第二转动关节的固定部分与第一转动关节转动部分固定连接；第一伸

缩套筒的套筒底端固定安装在第二转动关节的转动部分上，其伸缩杆端第三转动关节的固

定部分固定连接；第四电缸的缸体底端固定安装在第一伸缩套筒的套筒侧面挡板上，其活

塞杆端与第一伸缩套筒伸缩杆侧面挡板固定连接；第二伸缩套筒的套筒底端固定安装在第

三转动关节的转动部分上，其伸缩杆端与第四转动关节的固定部分固定连接；第五电缸的

缸体底端固定安装在第二伸缩套筒的套筒侧面挡板上，其活塞杆端与第二伸缩套筒的伸缩

杆侧面挡板固定连接；第五转动关节的固定部分与第四转动关节的转动部分固定连接，其

转动部分与无影灯固定块固定连接；无影灯的底部固定安装无影灯固定块的侧面。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的输液输血部分包括第六转动关节、第六电缸固定块、第六电缸、

挂钩、固定夹、照明灯，所述的第六转动关节的转动部分与第六电缸固定块的侧面固定连

接；第六电缸的缸体底端固定安装在第六电缸固定块的上端面，其活塞杆端与挂钩固定连

接；固定夹安装在第六电缸的活塞杆侧面；照明灯的底端与固定夹的转轴固定连接。

[000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0] 1.通过底座带动机器整体移动到妇产科病房内，通过主体部分的消毒箱为工具消

毒，通过工具储存箱储存工具，通过垃圾箱放置垃圾，方便了医护人员的使用，节省了空间。

[0011] 2.通过坐板支撑板将坐板撑起，为陪护人员提供休息的位置。

[0012] 3.通过照明部分的各部分协调工作使无影灯为人们提供了照明。

[0013] 4.通过输液输血部分的各部分协调工作，在一些紧急情况下为人们进行输液和输

血。

[0014] 5.通过将主体部分的婴儿床板打开与主箱体顶板持平组成婴儿床，当婴儿尿床后

通过主箱体顶部的湿度传感器感应到，然后通过网兜将婴儿托起从而通过第二步进电机带

动尿垫卷轴从而自动换尿垫，节省了人们换尿垫的时间，避免了在看护人不知道的时候婴

儿睡湿的尿垫的情况，方便了医护人员同时也减轻了看护人的负担，实现了医疗车的多功

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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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5] 图1、图2、图3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的底座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图6、图7为本发明的主体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8为本发明的照明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9为本发明的输液输血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标号：1-底座、2-主体部分、3-照明部分、4-输液输血部分、101-第一底板、

102-转动环、103-第二底板、104-第一电缸、105-第一舵机、106-第三底板、107-第二舵机、

108-轮子架、109-第一步进电机、110-轮子、201-主箱体、202-消毒箱、203-第二电缸、204-

第一转轴、205-坐板支撑板、206-坐板、207-工具储存箱、208-垃圾箱、209-尿垫储存箱、

210-尿垫卷、211-扶手、212-第二转轴、213-婴儿床支撑板、214-前栅栏、215-第三电缸、

216-网兜固定块、217-网兜、218-婴儿床板、219-合页、220-后栅栏、221-第二步进电机、

222-尿垫卷轴、301-第一转动关节、302-第二转动关节、303-第一伸缩套筒、304-第四电缸、

305-第三转动关节、306-第二伸缩套筒、307-第五电缸、308-第四转动关节、309-第五转动

关节、310-无影灯固定块、311-无影灯、401-第六转动关节、402-第六电缸固定块、403-第六

电缸、404-挂钩、405-固定夹、406-照明灯。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具体的说明。

[0022] 实施例如图1、图2、图3、图4、图5、图6、图7、图8、图9所示，一种妇产手术医疗工具

车，包括底座1、主体部分2、照明部分3和输液输血部分4，底座1包括第一底板101、转动环

102、第二底板103、第一电缸104、第一舵机105、第三底板106、第二舵机107、轮子架108、第

一步进电机109、轮子110；主体部分2包括主箱体201、消毒箱202、第二电缸203、第一转轴

204、坐板支撑板205、坐板206、工具储存箱207、垃圾箱208、尿垫储存箱209、尿垫卷210、扶

手211、第二转轴212、婴儿床支撑板213、前栅栏214、第三电缸215、网兜固定块216、网兜

217、婴儿床板218、合页219、后栅栏220、第二步进电机221、尿垫卷轴222；照明部分3包括第

一转动关节301、第二转动关节302、第一伸缩套筒303、第四电缸304、第三转动关节305、第

二伸缩套筒306、第五电缸307、第四转动关节308、第五转动关节309、无影灯固定块310、无

影灯311；输液输血部分4包括第六转动关节401、第六电缸固定块402、第六电缸403、挂钩

404、固定夹405、照明灯406；所述的主体部分2的主箱体201的底板下表面固定安装在底座1

的第一底板101的上表面；所述的照明部分3的第一转动关节301的固定部分端部固定安装

在主体部分2的主箱体201的左侧面；所述的输液输血部分4的第六转动关节401的固定部分

端部固定安装在主体部分2的主箱体201的左侧面。

[0023] 进一步地，所述的转动环102的上端面与第一底板101的下端面固定连接，其下端

面滑动安装在第二底板103的上端面的环形槽中；第一电缸104的缸体底端固定安装在第三

底板106的上端面，其活塞杆端与第二底板103的下端面固定连接，通过第一电缸104带动第

二底板103上下移动从而调整主体部分2的高度；第一舵机105固定安装在第二底板103的中

间凹槽中，其舵机轴与第一底板101下面中间位置的转轴固定连接，通过第一舵机105带动

包括第一底板101转动从而带动主体部分2转动；第二舵机107的上端面固定安装在第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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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106的下端面，其舵机轴与轮子架108固定连接，通过第二舵机107带动轮子架108转动从

而调整方向；第一步进电机109固定安装在轮子架108侧面，其电机轴与轮子110固定连接，

通过第一步进电机109带动轮子转动从而使机器移动；轮子110转动安装在轮子架108中间。

[0024] 进一步地，所述的消毒箱202滑动安装在主箱体201的左侧凹槽中，通过消毒箱202

为工具消毒；第二电缸203的缸体底端固定安装在主箱体201侧面挡板上，其活塞杆端与消

毒箱202侧面挡板固定连接，通过第二电缸203带动消毒箱202开关；第一转轴204的固定部

分固定安装在主箱体201的右侧，其转动部分与坐板支撑板205的侧面固定连接，通过第一

转轴204带动坐板支撑板205转动从而支撑坐板206；坐板206的左端面通过合页与主箱体

201的右侧面连接，坐板206可以放下到主箱体201的侧面；工具储存箱207滑动安装在主箱

体201前面的凹槽中；垃圾箱208固定安装在主箱体201的后表面；尿垫储存箱209滑动安装

在主箱体201前面的凹槽中；尿垫卷210的端部与尿垫储存箱209的内侧转动连接，尿垫卷

210的尿垫穿过前栅栏214和后栅栏220的下面的矩形口与尿垫卷轴222连接；所述的扶手

211固定安装在主箱体201的右侧面；第二转轴212的固定部分固定安装在主箱体201的后表

面，其转动部分与婴儿床支撑板213固定连接，通过第二转轴212带动婴儿床支撑板213转动

支撑婴儿床板218的底部；前栅栏214的两侧栅栏底部固定安装在主箱体201顶部的两侧；靠

前位置的第三电缸215的缸体底端固定安装在主箱体201侧面的挡板上，其靠前位置的第三

电缸215的活塞杆端与靠前位置的网兜固定块216固定连接，其靠后位置的第三电缸215的

缸体底端固定安装在婴儿床板218侧面的挡板上，其靠后位置的第三电缸215的活塞杆端与

靠后位置的网兜固定块216固定连接，当湿度传感器感应到婴儿尿床后，通过第三电缸215

带动网兜固定块216从而带动网兜217将婴儿托起换完尿垫后将婴儿放下；网兜217的四个

角分别与四个网兜固定块216连接；婴儿床板218的前端面通过合页219与主箱体201的后端

面转动连接，婴儿床板218可以放下到主箱体201的后面；后栅栏220的两侧栅栏底部固定安

装在婴儿床板218的上表面两侧；第二步进电机221固定安装在婴儿床板218的后面挡板上，

其电机轴与尿垫卷轴222中间的转轴固定连接，当第三电缸215带动网兜217将婴儿托起后，

通过第二步进电机221带动尿垫卷轴222转动从而拉动尿垫换成干燥尿垫。

[0025] 进一步地，所述的第二转动关节302的固定部分与第一转动关节301转动部分固定

连接，通过第一转动关节301带动第二转动关节302转动，通过第二转动关节302带动第一伸

缩套筒303转动；第一伸缩套筒303的套筒底端固定安装在第二转动关节302的转动部分上，

其伸缩杆端第三转动关节305的固定部分固定连接；第四电缸304的缸体底端固定安装在第

一伸缩套筒303的套筒侧面挡板上，其活塞杆端与第一伸缩套筒303伸缩杆侧面挡板固定连

接，通过第四电缸304带动第一伸缩套筒303伸缩；第二伸缩套筒306的套筒底端固定安装在

第三转动关节305的转动部分上，其伸缩杆端与第四转动关节308的固定部分固定连接，通

过第三转动关节305带动第二伸缩套筒306转动；第五电缸307的缸体底端固定安装在第二

伸缩套筒306的套筒侧面挡板上，其活塞杆端与第二伸缩套筒306的伸缩杆侧面挡板固定连

接，通过第五电缸307带动第二伸缩套筒306伸缩；第五转动关节309的固定部分与第四转动

关节308的转动部分固定连接，其转动部分与无影灯固定块310固定连接，通过第四转动关

节308带动第五转动关节309转动，通过第五转动关节309带动无影灯固定块310转动；无影

灯311的底部固定安装无影灯固定块310的侧面，通过无影灯311提供照明。

[0026] 进一步地，所述的第六转动关节401的转动部分与第六电缸固定块402的侧面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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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通过第六转动关节401带动第六电缸固定块402转动从而带动第六电缸403转动；第六

电缸403的缸体底端固定安装在第六电缸固定块402的上端面，其活塞杆端与挂钩404固定

连接，通过第六电缸403调整挂钩404高度；固定夹405安装在第六电缸403的活塞杆侧面；照

明灯406的底端与固定夹405的转轴固定连接，通过照明灯406提供照明。

[0027]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上”、“下”、 “前”、“后”、“左”、“右”等指

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或者是该发明产品使用时惯常摆

放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

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

制。此外，术语“第一”、“第二”、“第三”等仅用于区分描述，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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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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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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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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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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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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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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