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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组合式医用护理床，护理床

设置有护理床架，护理床架包括床头架、床尾架

和固定杆，床头架和床尾架之间设置有分隔板，

分隔板一侧设置床板、另一侧设置移动椅机构；

移动椅机构包括移动框体、座板、腿板和背板，座

板一侧与腿板连接、另一侧与背板连接，移动框

体内部设置有上支撑杆、左支撑杆和右支撑杆，

左支撑杆、右支撑杆上分别设置有左电动推杆、

右电动推杆，左电动推杆连接腿板，右电动推杆

连接背板，移动框体顶部设置上电动推杆；移动

框体底部两侧设置横向驱动机构，两侧的横向驱

动机构之间设置两个纵向驱动机构，两个纵向驱

动机构之间设置有蓄电池。本发明操作方便，满

足患者的正常活动空间的同时也可便于患者外

出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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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组合式医用护理床，所述护理床设置有护理床架，所述护理床架包括床头架

（101）、床尾架（102）和固定杆（103），所述固定杆（103）两端分别固定连接床头架（101）和床

尾架（102），其特征在于，所述床头架（101）和床尾架（102）之间固定设置有分隔板（2），所述

分隔板（2）一侧固定设置有床板（3）、另一侧可拆卸设置有移动椅机构；

所述移动椅机构包括移动框体（401）、座板（402）、腿板（403）和背板（404），所述移动框

体（401）两侧壁上设置有可上下伸缩的扶手（17），所述座板（402）位于在移动框体（401）上

部，座板（402）一侧转动连接有所述腿板（403）、另一侧转动连接有所述背板（404），所述移

动框体（401）内部对应的两侧壁之间固定设置有上支撑杆（5）、左支撑杆（6）和右支撑杆

（7），所述左支撑杆（6）和右支撑杆（7）位于在移动框体（401）的两侧，上支撑杆（5）位于移动

框体（401）的上侧；

所述上支撑杆（5）上套设有套杆（8），套杆（8）上端伸出移动框体（401）连接所述座板

（402），所述左支撑杆（6）、右支撑杆（7）上分别对应设置有左电动推杆（9）、右电动推杆

（10），所述左电动推杆（9）一端与左支撑杆（6）中部连接、另一端伸出移动框体（401）连接所

述腿板（403），右电动推杆（10）一端与右支撑杆（7）中部连接、另一端伸出移动框体（401）连

接所述背板（404），移动框体（401）内顶面固定设置有上电动推杆（11）；

所述移动框体（401）底部两侧设置横向驱动机构，所述横向驱动机构与上电动推杆

（11）连接，两侧的横向驱动机构之间设置两个纵向驱动机构，两个纵向驱动机构之间设置

有蓄电池（15），所述蓄电池（15）与上电动推杆（11）、左电动推杆（9）和右电动推杆（10）之间

通过导线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组合式医用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分隔板（2）位于床

头架（101）和床尾架（102）的中部，所述床板（3）两端分别固定连接床头架（101）和床尾架

（102）。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组合式医用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床头架（101）和床

尾架（102）底部均设置有自锁式万向轮（1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组合式医用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套杆（8）下端与上

支撑杆（5）转动连接、上端与座板（402）底部固定连接，所述左电动推杆（9）下端和左支撑杆

（6）铰接、上端和腿板（403）底部铰接，所述右电动推杆（10）下端和右支撑杆（7）铰接、上端

和背板（404）底部铰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组合式医用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驱动机构包括

两个限位框（1201）和设置在限位框（1201）内的横向转动轮（1202），两个横向转动轮（1202）

之间设置有连接杆（1301），所述连接杆（1301）截面呈倒“T”字形，连接杆（1301）分布在横向

转动轮（1202）的两侧，连接杆（1301）与横向转动轮（1202）转动连接，多个连接杆（1301）之

间固定设置有提升杆（1302），提升杆（1302）中部与所述上电动推杆（11）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组合式医用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纵向驱动机构包括

两个履带转动轮（1401）和一个履带（1402），所述两个履带转动轮（1401）通过履带（1402）传

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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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组合式医用护理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用护理设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组合式医用护理床。

背景技术

[0002] 伴随着我国老龄化人口的不断增长，护理床的需求也日益增多，护理床是行动不

方便的病人在住院或居家护理时使用的病床，其主要目的是便于护工人员进行护理，为病

人康复提供方便，但传统的护理床已不再满足患者多样化的需求，因此，现有市面上出现种

类繁多的多功能护理床，相对于传统护理床已有较大改善。

[0003] 但现有的多功能护理床仍存在一定的不便之处，一些多功能护理床只是改变了床

的姿态，方便使用者由躺姿改为坐姿，对于一些行走不便的卧床患者来说，护理床体积较

大，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都不便移动，如需外出还需使用到轮椅，但患者在轮椅和护理

床之间的转移尤为不便，不仅造成他人协助的困难，而且对患者自身也会造成影响，如中国

公开号201810163594.6公开的一种多功能智能护理床，通过靠背驱动系统和落腿驱动系统

达到方便患者任意坐姿的调整，适应于人的不同需求的目的，其整体结构较为复杂，并且由

于未设置便于患者移动的装置，在患者外出检查或移动时带来一定不便，又如中国公开号

201810809943.7公开的一种多功能护理床，虽可方便患者的移动，但由于其位置有限，患者

在翻身侧转时并不方便，若作为日常的护理床使用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解决传统护理床不方便移动，患者在护理床和传统轮椅之间转移不

便，患者外出困难问题，提供了一种组合式医用护理床，便于患者外出活动。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组合式医用护理床，所述护理床设置有护理床架，所述护理床架包括床头架、床尾

架和固定杆，所述固定杆两端分别固定连接床头架和床尾架，所述床头架和床尾架之间固

定设置有分隔板，所述分隔板一侧固定设置有床板、另一侧可拆卸设置有移动椅机构；

所述移动椅机构包括移动框体、座板、腿板和背板，所述移动框体两侧壁上设置有可上

下伸缩的扶手，所述座板位于在移动框体上部，座板一侧转动连接有所述腿板、另一侧转动

连接有所述背板，所述移动框体内部对应的两侧壁之间固定设置有上支撑杆、左支撑杆和

右支撑杆，所述左支撑杆和右支撑杆位于在移动框体的两侧，上支撑杆位于移动框体的上

侧；

所述上支撑杆上套设有套杆，套杆上端伸出移动框体连接所述座板，所述左支撑杆、右

支撑杆上分别对应设置有左电动推杆、右电动推杆，所述左电动推杆一端与左支撑杆中部

连接、另一端伸出移动框体连接所述腿板，右电动推杆一端与右支撑杆中部连接、另一端伸

出移动框体连接所述背板，移动框体内顶面固定设置有上电动推杆；

所述移动框体底部两侧设置横向驱动机构，所述横向驱动机构与上电动推杆连接，两

侧的横向驱动机构之间设置两个纵向驱动机构，两个纵向驱动机构之间设置有蓄电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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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蓄电池与上电动推杆、左电动推杆和右电动推杆之间通过导线连接。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分隔板位于床头架和床尾架的中部，所述床板两端分别固定连接

床头架和床尾架。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床头架和床尾架底部均设置有自锁式万向轮。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套杆下端与上支撑杆转动连接、上端与座板底部固定连接，所述左

电动推杆下端和左支撑杆铰接、上端和腿板底部铰接，所述右电动推杆下端和右支撑杆铰

接、上端和背板底部铰接。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横向驱动机构包括两个限位框和设置在限位框内的横向转动轮，

两个横向转动轮之间设置有连接杆，所述连接杆截面呈倒“T”字形，连接杆分布在横向转动

轮的两侧，连接杆与横向转动轮转动连接，多个连接杆之间固定设置有提升杆，提升杆中部

与所述上电动推杆固定连接。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纵向驱动机构包括两个履带转动轮和一个履带，所述两个履带转

动轮通过履带传动连接。

[0011]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将护理床架和移动椅机构进行合理组合设计，一方面两者组合后可形成较大的

护理床空间，为患者的正常使用留有较大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两者分离后患者可通过乘

坐移动椅机构使患者移动外出，避免了患者在护理床和传统轮椅之间的转移，使得协助人

员进行帮助时更方便快捷，降低了来回转移时对患者的影响，方便了患者的外出。

[0012] 本发明设置的左电动推杆和右电动推杆分别用于控制腿板和背板的翻转角度，根

据患者的需求调整到适宜的姿态，可为患者提供平躺姿势和正常坐姿等多种姿态，不仅增

加了患者使用的舒适性，而且增加了患者使用的多样性，使之更具人性化；设置的上电动推

杆用于控制横向移动轮的升降，从而实现移动椅机构和护理床架的正常分离。

[0013] 本发明设计合理，操作方便，不仅可满足患者的正常活动空间，而且便于患者外出

移动使用，同时使用更加舒适便捷。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一种组合式医用护理床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发明一种组合式医用护理床的图1的主视图。

[0016] 图3是本发明一种组合式医用护理床的移动框体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是本发明一种组合式医用护理床的横向驱动机构和纵向驱动机构分布状态示

意图。

[0018] 图5是本发明一种组合式医用护理床的横向驱动机构和连接杆安装示意图。

[0019] 图6是本发明一种组合式医用护理床的移动椅机构和护理床架分离状态示意图。

[0020] 附图中标号为：101为床头架，102为床尾架，103为固定杆，2为分隔板，3为床板，

401为移动框体，402为座板，403为腿板，404为背板，5为上支撑杆，6为左支撑杆，7为右支撑

杆，8为套杆，9为左电动推杆，10为右电动推杆，11为上电动推杆，1201为限位框，1202为横

向转动轮，1301为连接杆，1302为提升杆，1401为履带转动轮，1402为履带，15为蓄电池，16

为自锁式万向轮，17为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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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描述：

如图1~图6所示，一种组合式医用护理床，所述护理床设置有护理床架，所述护理床架

包括床头架101、床尾架102和固定杆103，所述固定杆103两端分别固定连接床头架101和床

尾架102，所述床头架101和床尾架102之间固定设置有分隔板2，所述分隔板2位于床头架

101和床尾架102的中部，所述分隔板2一侧固定设置有床板3、另一侧可拆卸设置有移动椅

机构，所述床板3两端分别固定连接床头架101和床尾架102；

所述移动椅机构包括移动框体401、座板402、腿板403和背板404，所述移动框体401两

侧壁上设置有可上下伸缩的扶手17，所述座板402位于在移动框体401上部，座板402一侧转

动连接有所述腿板403、另一侧转动连接有所述背板404，所述移动框体401内部对应的两侧

壁之间固定设置有上支撑杆5、左支撑杆6和右支撑杆7，所述左支撑杆6和右支撑杆7位于在

移动框体401的两侧，上支撑杆5位于移动框体401的上侧；

所述上支撑杆5上套设有套杆8，套杆8上端伸出移动框体401连接所述座板402，所述左

支撑杆6、右支撑杆7上分别对应设置有左电动推杆9、右电动推杆10，所述左电动推杆9一端

与左支撑杆6中部连接、另一端伸出移动框体401连接所述腿板403，右电动推杆10一端与右

支撑杆7中部连接、另一端伸出移动框体401连接所述背板404，移动框体401内顶面固定设

置有上电动推杆11；

所述移动框体401底部两侧设置横向驱动机构，所述横向驱动机构与上电动推杆11连

接，两侧的横向驱动机构之间设置两个纵向驱动机构，两个纵向驱动机构之间设置有蓄电

池15，所述蓄电池15与上电动推杆11、左电动推杆9和右电动推杆10之间通过导线连接。

[0022] 具体的，本实施例中，所述套杆8下端与上支撑杆5转动连接、上端与座板402底部

固定连接，所述左电动推杆9下端和左支撑杆6铰接、上端和腿板403底部铰接，所述右电动

推杆10下端和右支撑杆7铰接、上端和背板404底部铰接。

[0023] 具体的，所述横向驱动机构包括两个限位框1201和设置在限位框1201内的横向转

动轮1202，两个横向转动轮1202之间设置有连接杆1301，所述连接杆1301截面呈倒“T”字

形，连接杆1301分布在横向转动轮1202的两侧，连接杆1301与横向转动轮1202转动连接，多

个连接杆1301之间固定设置有提升杆1302，提升杆1302中部与所述上电动推杆11固定连

接；所述纵向驱动机构包括两个履带转动轮1401和一个履带1402，所述两个履带转动轮

1401通过履带1402传动连接。

[0024] 为了便于护理床架的移动，所述床头架101和床尾架102底部均设置有自锁式万向

轮16。

[0025] 具体的，本实施例中，所述上电动推杆11、左电动推杆9和右电动推杆10均采用龙

翔品牌的XTL100型电动推杆、行程均为550mm，上电动推杆11采用的推力为1200N，左电动推

杆9和右电动推杆10采用的推力为850  N，工作时接入DC24V电源；所述蓄电池15采用中性品

牌的DC24V聚合物锂电池。

[0026] 初始状态下，背板404受到床头架101的限制、腿板403受到床尾架102的限制，从而

限制移动椅机构的纵向移动，移动框体401通过履带转动轮1401与地面接触，因存在摩擦力

进而限制移动椅机构的横向移动，横向转动轮1202不与地面接触、处于悬空状态；扶手17处

于缩回状态，保证患者正常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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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当患者需要外出移动时，首先通过协助人员将患者翻转至移动椅机构上，患者平

躺在移动椅机构上，患者腿部与腿板403接触、臀部与座板402接触、背部与背板404接触，而

后将扶手17拉出从而对患者形成保护，依次启动右电动推杆10、左电动推杆9使背板404向

上方翻转、腿板403向下方翻转，患者从平躺姿态改变为正常坐姿，再启动上电动推杆11使

提升杆1302下降，继而带动横向转动轮1202从移动框体401内伸出与地面接触后、上电动推

杆11继续动作使履带转动轮1401悬空后停止，推动移动椅机构使其与护理床架分离，分离

后再次启动上电动推杆11使提升杆1302上升，从而带动横向转动轮1202上升处于初始状

态，即可通过推动移动椅机构使患者外出移动，操作便捷。

[0028] 以上所述之实施例，只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限制本发明的实施范围，

故凡依本发明专利范围所述的构造、特征及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或修饰，均应包括于本发

明申请专利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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