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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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391269.8

(22)申请日 2020.03.25

(73)专利权人 马红云

地址 226500 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如城街

道育贤花园15幢503室

(72)发明人 马红云　

(51)Int.Cl.

A61G 7/00(2006.01)

A61G 7/05(2006.01)

A61G 7/075(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便于产妇哺乳的妇产科用护理床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领域，尤其是涉及

一种便于产妇哺乳的妇产科用护理床。其包括床

体、支撑装置及脚踏装置，所述床体包括床头架、

床尾架及床板，所述床板位于床头架及床尾架之

间，所述床板两侧固定安装有滑杆，所述滑杆两

端分别与床头架及床尾架固定连接；所述支撑装

置套设在滑杆上，且所述支撑装置可在滑杆上来

回滑动；所述脚踏装置通过滑轨滑动安装在床板

的下面；本实用新型通过增加设置支撑装置，为

产妇减少为保持哺乳姿势需要自身使出的力气，

所述支撑装置多档可调，可满足不同身高的人群

和不同的哺乳姿势；通过增加脚踏装置，产妇无

需下床哺乳，且可以通过调节脚踏装置来调整腿

部打开的幅度和脚部的高度，使哺乳过程更加轻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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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于产妇哺乳的妇产科用护理床，包括床架、支撑装置及脚踏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床架包括床头架、床尾架及床板，所述床板位于床头架及床尾架之间，所述床板两

侧固定安装有滑杆，所述滑杆两端分别与床头架及床尾架固定连接；所述支撑装置套设在

滑杆上，且所述支撑装置可在滑杆上来回滑动；所述脚踏装置通过滑轨滑动安装在床板的

下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产妇哺乳的妇产科用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床头

架及床尾架两边分别设有一体化固定座，所述固定座包括半圆形凹槽及固定侧，所述固定

座上端面固定安装有固定扣，所述固定扣包括半圆弧面及固定面，所述半圆弧面与半圆形

凹槽铰接，固定面与固定侧通过螺栓结构或卡紧结构与固定座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便于产妇哺乳的妇产科用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半圆

形凹槽与半圆弧面相配合，所述滑杆与床头架及床尾架的固定连接，具体为滑杆两端嵌入

在半圆形凹槽与半圆弧面结合的圆孔内。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便于产妇哺乳的妇产科用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滑杆

上设有若干个等间距的圆形贯通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产妇哺乳的妇产科用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

装置包括螺杆、支撑板以及位于支撑板两边的滑座，所述螺杆上面固定有弧面螺帽，所述滑

座下面开设有两个环孔，所述环孔套在滑轨上，滑座内部开设有贯通整个滑座内部的圆形

通孔，所述支撑板两边的滑座上端分别固定有螺杆放置环，所述支撑板上通过魔术贴贴有

软性纺织物或海绵。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产妇哺乳的妇产科用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脚踏

装置为抽屉式结构，所述脚踏装置包括滑轨、连接板、底板、高度调节装置及两个脚凳，所述

滑轨位于床板的下面，所述底板通过两侧连接板与滑轨滑动连接，所述两个脚凳通过高度

调节装置活动设置在底板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便于产妇哺乳的妇产科用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

上设有脚凳滑轨，所述高度调节装置包括滑动座及安装在滑动座上的高度调节杆，所述滑

动座与脚凳滑轨滑动连接，所述高度调节杆为空心管，所述高度调节杆上设有导向凹槽，所

述导向凹槽的侧面设有限位孔。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便于产妇哺乳的妇产科用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脚凳

包括支撑杆、导向块、两个限位螺栓、旋转座、承载板以及设置在承载板上的保暖脚套，所述

导向块固定设置在支撑杆的下面，所述限位螺栓位于支撑杆的上部，所述旋转座位于两个

限位螺栓之间，所述承载板与旋转座的侧面固定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便于产妇哺乳的妇产科用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暖

脚套通过卡扣或者魔术贴与承载板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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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于产妇哺乳的妇产科用护理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便于产妇哺乳的妇产科用护理

床。

背景技术

[0002] 母乳喂养是指用母亲的乳汁喂养婴儿的方式。研究显示，用母乳喂养的婴儿发展

更为健康，效果包括增强免疫力、提升智力、减少婴儿猝死症的发生、减少儿童期肥胖、减少

罹患过敏性疾病的几率等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母乳喂养对健康

有益，对此付诸于实践的建议也在持续增加。目前，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母乳喂养可以降低

儿童的死亡率，它对健康带来的益处可以延续到成人期，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建议，在婴儿出生的头一个小时里就开始母乳喂养。介于母乳喂养的种种益处，各种有助

于产妇哺乳的医疗器械接踵而至，数不胜数，但是现有设计中，产妇可能由于喂奶地持续时

间长，且在喂奶过程中脚部或者腿部无支撑点而导致过度劳累，从而无法专心为婴儿喂奶，

甚至可能会影响产后的有效恢复。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提供一种便于产妇哺乳

的妇产科用护理床。

[0004]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达到上述技术效果，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一种便于产妇哺乳的妇产科用护理床，包括床体、支撑装置及脚踏装置，所述床体包括床头

架、床尾架及床板，所述床板位于床头架及床尾架之间，所述床板两侧固定安装有滑杆，所

述滑杆两端分别与床头架及床尾架固定连接；所述支撑装置套设在滑杆上，且所述支撑装

置可在滑杆上来回滑动；所述脚踏装置通过滑轨滑动安装在床板的下面。

[000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床头架及床尾架两边分别设有一体化固定座，所

述固定座包括半圆形凹槽及固定侧，所述固定座上端面固定安装有固定扣，所述固定扣包

括半圆弧面及固定面，所述半圆弧面与半圆形凹槽铰接，固定面与固定侧通过螺栓结构或

卡紧结构与固定座固定连接。

[0006]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半圆形凹槽与半圆弧面相配合，所述滑杆与床头

架及床尾架的固定连接，具体为滑杆两端嵌入在半圆形凹槽与半圆弧面结合的圆孔内。

[000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滑杆上设有若干个等间距的圆形贯通孔。

[000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支撑装置包括螺杆、支撑板以及位于支撑板两边

的滑座，所述螺杆上面固定有弧面螺帽，所述滑座下面开设有两个环孔，所述环孔套在滑轨

上，滑座内部开设有贯通整个滑座内部的圆形通孔，所述支撑板两边的滑座上端分别固定

有螺杆放置环，所述支撑板上通过魔术贴贴有软性纺织物或海绵。

[000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脚踏装置为抽屉式结构，所述脚踏装置包括滑轨、

连接板、底板、高度调节装置及两个脚凳，所述滑轨位于床板的下面，所述底板通过两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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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板与滑轨滑动连接，所述两个脚凳通过高度调节装置活动设置在底板上。

[001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底板上设有脚凳滑轨，所述高度调节装置包括滑

动座及安装在滑动座上的高度调节杆，所述滑动座与脚凳滑轨滑动连接，所述高度调节杆

为空心管，所述高度调节杆上设有导向凹槽，所述导向凹槽的侧面设有限位孔；

[001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脚凳包括支撑杆、导向块、两个限位螺栓、旋转座、

承载板以及设置在承载板上的保暖脚套，所述导向块固定设置在支撑杆的下面，所述限位

螺栓位于支撑杆的上部，所述旋转座位于两个限位螺栓之间，所述承载板与旋转座的侧面

固定连接。

[001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保暖脚套通过卡扣或者与魔术贴与承载板固定连

接。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带来的有益效果为：

[0014] 1、通过增加设置支撑装置，当产妇平躺或侧身哺乳时，为其脚部提供支撑点，当产

妇坐在床上哺乳时，支撑装置可为其脚部或者腿部提供支撑点，为产妇减少为保持哺乳姿

势需要自身使出的力气。

[0015] 2、所述支撑装置多档可调，可满足不同身高的人群和不同的哺乳姿势。

[0016] 3、通过增加脚踏装置，产妇无需下床哺乳，且可以通过调节脚踏装置来调整腿部

打开的幅度和脚部的高度，使哺乳过程更加轻松和人性化。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图1中A部的放大图。

[0019] 图3为图1中B部的放大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脚踏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实用新型高度调节杆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本实用新型脚凳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为本实用新型高度调节杆及脚凳相配合后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5] 如图1所示，一种便于产妇哺乳的妇产科用护理床，包括床架体1、支撑装置2及脚

踏装置3，所述床体包括床头架11、床尾架12及床板13，所述床板13  位于床头架11及床尾架

12之间，所述床板13两侧固定安装有滑杆4，所述滑杆4两端分别与床头架11及床尾架12固

定连接；所述支撑装置2套设在滑杆4  上，为了适应不同身高的人群以及不同的哺乳姿势，

所述滑杆4上设有若干个等间距的圆形贯通孔41，所述支撑装置2可在滑杆4上来回滑动；所

述脚踏装置3  通过滑轨31(未标示)滑动安装在床板13的下面，所述滑轨31的两边设有限位

块，防止脚踏装置滑出滑轨导致而发生安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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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为了便于滑杆4以及支撑装置2的更换，如图2所示，同时参考图1，所述床头架11及

床尾架12两边分别设有一体化固定座5，所述固定座5包括半圆形凹槽51及固定侧52，所述

固定座5上端面固定安装有固定扣6，所述固定扣6  包括半圆弧面61及固定面62，所述半圆

弧面61与半圆形凹槽51铰接，固定面  62与固定侧52通过螺栓结构或卡紧结构与固定座固

定连接。所述半圆形凹槽51  与半圆弧面61相配合，所述滑杆4与床头架11及床尾架12的固

定连接，具体为滑杆4两端嵌入在半圆形凹槽51与半圆弧面61结合的圆孔内。

[0027] 为了使支撑装置在滑杆上来回滑动，如图3所示，同时参考图1，所述支撑装置2包

括螺杆21、支撑板22以及位于支撑板两边的滑座23，所述螺杆21上面固定有弧面螺帽211，

所述滑座23下面开设有两个环孔231，所述环孔231  套在滑轨4上，滑座23内部开设有贯通

整个滑座内部的圆形通孔232，所述支撑板22两边的滑座23上端分别固定有螺杆放置环24，

此外，所述支撑板22上通过魔术贴贴有软性纺织物或海绵，通过增加软性纺织物或海绵，当

产妇的腿部或者脚部接触到支撑板时能够感觉更加舒适及温暖，防止产妇落下月子病。

[0028] 如图4所示，同时参考图1，为了满足产妇坐在床边的哺乳需求而增加脚踏装置，所

述脚踏装置3为抽屉式结构，所述脚踏装置3包括滑轨31(未标示)、连接板32、底板33、高度

调节装置34及两个脚凳35，所述滑轨31位于床板13 的下面，所述底板33通过两侧连接板32

与滑轨31滑动连接，所述两个脚凳35  通过高度调节装置34活动设置在底板33上。为了实现

脚凳高度的调节以及适应产妇腿部打开的弧度，所述底板33上设有脚凳滑轨331，所述高度

调节装置34  包括滑动座341及安装在滑动座341上的高度调节杆342，所述滑动座341与脚

凳滑轨331滑动连接，所述高度调节杆342为空心管，所述高度调节杆342上设有导向凹槽

343，所述导向凹槽343的侧面设有限位孔344，所述限位孔344为若干个，所述限位孔344与

导向块352相配合，以实现脚凳高度的调节以及脚凳的固定，具体参考图6、图7。

[0029] 为了实现脚凳的自由旋转，如图6所示，同时参考图4，所述脚凳35包括支撑杆351、

导向块352、两个限位螺栓353、旋转座354、承载板355以及设置在承载板355上的保暖脚套

356，所述导向块353固定设置在支撑杆351的下面，所述限位螺栓353位于支撑杆351的上

部，所述旋转座364位于两个限位螺栓  353之间，所述承载板355与旋转座354的侧面固定连

接，为了便于保暖脚套的拆卸，所述保暖脚套356通过卡扣或者与魔术贴与承载板固定连

接，此装置还可有效的对产妇的脚部保暖，防止产妇落下月子病。

[0030] 本实用新型工作原理为：当产妇调整好哺乳姿势后，护理人员拔出螺杆21，将其放

置在螺杆放置环24上，人工滑动支撑板22在滑杆4上滑动至相应的圆形贯通孔41，取出螺杆

21，并插入圆形通孔232内，螺杆穿过整个滑座内部并部分暴露在滑座的下面，形成对支撑

板的固定，当产妇哺乳结束后，再将支撑装置推至初始位置即可。

[0031] 当产妇需要坐在床边哺乳时，抽出脚踏装置，滑动滑动座341使其在脚凳滑轨331

上滑动以适应产妇腿部打开的幅度，通过支撑杆351上的导向块352与限位孔344的配合来

调整脚凳的高度，导向块可在导向凹槽343内滑动，当到达需要的高度时，转动导向块352，

使其进入限位孔内，即可固定住支撑杆351，产妇将脚放置在保暖脚套内，即可进行哺乳，所

述旋转座354可在支撑杆351上旋转，产妇哺乳过程中可以适当的变换脚部的姿势，以适应

自身的需要。

[0032] 以上公开的本实用新型优选实施例只是用于帮助阐述本实用新型。优选实施例并

没有详尽叙述所有的细节，也不限制该实用新型仅为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显然，根据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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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书的内容，可作很多的修改和变化。本说明书选取并具体描述这些实施例，是为了更好地

解释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实际应用，从而使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能很好地理解和利用本

实用新型。本实用新型仅受权利要求书及其全部范围和等效物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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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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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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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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