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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产前诊断的孕妇专用床

(57)摘要

一种用于产前诊断的孕妇专用床，包括配重

底座，转动电机和孕肚托起装置；所述专用床本

体上设置有配重底座；所述配重底座的上端螺栓

固定有转动电机；所述转动电机的上端传动设置

有支撑升降柱；所述支撑升降柱的侧壁活动安装

有连接支撑杆；所述连接支撑杆的端头处固定设

置有底部支撑平台；所述椅背的两端侧壁上对称

设置有孕肚托起装置所述椅背的侧壁上转动连

接对称设置有显示屏升降液压缸；所述显示屏升

降液压缸的上端活动固定有休闲显示屏。该用于

产前诊断的孕妇专用床设有的腿部支撑板呈弧

形槽结构，且腿部支撑板的长度为50cm，便于适

合人体腿部的弧形结构，符合人体工程学，使放

置时更加的舒适，并且长度适合多数人的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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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产前诊断的孕妇专用床，其特征在于：该用于产前诊断的孕妇专用床包括

有：专用床本体，配重底座，转动电机，连接支撑杆，支撑升降柱，休闲显示屏，头枕气囊，显

示屏升降液压缸，椅背，孕肚托起装置，肚托，肚托向上液压缸，肚托向上液压缸固定座，肚

托向前液压缸，肚托固定板，孕妇拉环，腿部支撑板，支撑板升降液压缸，废物盆架，检查废

物盆，椅座，腰部气囊，椅背调节电机，底部支撑平台，控制面板和气泵；所述专用床本体上

设置有配重底座；所述配重底座的上端螺栓固定有转动电机；所述转动电机的上端传动设

置有支撑升降柱；所述支撑升降柱的侧壁活动安装有连接支撑杆；所述连接支撑杆的端头

处固定设置有底部支撑平台；所述底部支撑平台的侧壁上固定安装有控制面板；所述底部

支撑平台的底部滑动安装有废物盆架，且废物盆架的上端放置有检查废物盆；所述底部支

撑平台的两端还对称设置有支撑板升降液压缸，且支撑板升降液压缸的顶端固定设置有腿

部支撑板；所述底部支撑平台的上侧固定安装有椅座；所述椅座的两端侧壁上对称设置有

孕妇拉环；所述椅座的另一侧轴接有椅背，且椅座与椅背的连接轴的侧端设置有椅背调节

电机；所述椅背的一侧上端分别设置有头枕气囊和腰部气囊；所述椅背的一端侧壁上安装

有气泵，且气泵与头枕气囊和腰部气囊气动相连接；所述椅背的两端侧壁上对称设置有孕

肚托起装置；所述孕肚托起装置由肚托和肚托向上液压缸与肚托向上液压缸固定座、肚托

向前液压缸及肚托固定板；所述肚托固定板的侧壁上安装有肚托向前液压缸；所述肚托向

前液压缸上端安装有肚托向上液压缸固定座；所述肚托向上液压缸固定座上端安装有肚托

向上液压缸，且肚托向上液压缸的端头处固定设置有肚托；所述椅背的侧壁上转动连接对

称设置有显示屏升降液压缸；所述显示屏升降液压缸的上端活动固定有休闲显示屏；所述

肚托可通过肚托向前液压缸与肚托向上液压缸作向内侧与向斜上运动，且运动速率非常的

缓慢均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产前诊断的孕妇专用床，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升降柱内

侧设置有升降液压缸，且支撑升降柱的侧壁上开设有矩形孔槽，且连接支撑杆穿过该孔槽

与升降液压缸相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产前诊断的孕妇专用床，其特征在于：所述腿部支撑板呈

弧形槽结构，且腿部支撑板的长度为50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产前诊断的孕妇专用床，其特征在于：所述腿部支撑板可

通过支撑板升降液压缸作向上的运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产前诊断的孕妇专用床，其特征在于：所述肚托呈与孕肚

相契合的弧形槽结构，且肚托弧形内侧及边壁上均附着有海绵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产前诊断的孕妇专用床，其特征在于：所述休闲显示屏通

过棘轮结构连接于显示屏升降液压缸的上端。

7.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用于产前诊断的孕妇专用床，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屏升

降液压缸可通过显示屏升降液压缸进行高度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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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产前诊断的孕妇专用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辅助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产前诊断的孕妇专用床。

背景技术

[0002] 孕妇是 怀孕的妇女，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身份，她们有共同的心理、生理特征，以及

消费需要；女性在怀孕期间的专项检查，主要包括身高、体重、测量血压、腹围、妇科内诊、乳

房检查、骨盆外测量、血型、贫血检查、心电图、梅毒血清反应检查等等，有助于了解胎儿是

否健康，当女性怀孕周期越长时，肚子也会越来越大，检查时会造成许多的不便，所以需要

一些特殊的医疗设备工具来辅助医生进行检查，以便使检查更加的便捷，其中孕妇诊断专

用床就是其中一种。

[0003] 现有专利号201610792118.1的发明，公开了一种妇产科临床用产前诊断检查装

置，包括固定床板，固定床板的底面四角固定连接有支腿，且固定床板的端部通过转轴活动

连接活动床板，靠近活动床板的两个支腿的侧面固定连接有支杆，所述支杆垂直于支腿，且

支杆设在活动床板的下方。本妇产科临床用产前诊断检查装置，通过第一电动伸缩杆的伸

缩可以调整活动床板的角度，从而可以帮助孕妇调整躺的角度，使孕妇较为舒适的接受检

查，通过第二电动伸缩杆可以调整B超探头与孕妇检查部位的距离，通过第一电机可以使B

超探头移至孕妇的检查部位，并且通过第二电机可以调整B超探头与孕妇检查部位的角度，

方便检查操作人员的使用，使用方便。

[0004] 现有专利号201510013642.X的发明公开了一种多功能一体化妇产科专用孕妇生

产用床，涉及一种病床，其特征是：在床体的前端设有加厚床头板，在所述加厚床头板的上

表面设有总控制面板和乳晕按摩装置，在总控制面板上设有电源线，所述的总控制面板与

乳晕按摩装置和压腹带主机进行电连接，在加厚床头板的一侧设有输液架，在加厚床头板

的两侧面设有仪器盛放槽，在加厚床头板两侧面的仪器盛放槽的内底面上分别设有推拉滑

板，在仪器盛放槽的内底面上的推拉滑板前端设有挡板，在床体的前端设有靠背，在床体的

两侧壁上分别设有扶手，在床体的上表面两侧分别设有滑动槽；本发明可方便快捷的移动

产妇，有效的缓解产妇的心理压力，同时通过相应的辅助装置辅助产妇分娩。

[0005] 本发明人发现，上述这些现有的孕妇专用床都存在者许多问题与不足，现有的孕

妇检查床高度不能进行调节，这个直接影响着孕妇上床进行检查工作的进行，上述专利中

的床体不能进行转动，不能根据医生的使用需求转换位置，而且现有床体椅背上端未设置

有气囊结构，不能给孕妇提供更加舒适的检查享受，上述专利当中还缺乏孕妇孕肚辅助托

起工具，不能对肚子较大的孕妇提供一定的帮助，易造成孕妇受到孕肚的压迫，造成呼吸不

畅的现象发生。

[0006] 于是，本人秉持多年该相关行业丰富的设计开发及实际制作的经验，针对现有的

结构及缺失予以研究改良，提供一种用于产前诊断的孕妇专用床，以期达到更具有更加实

用价值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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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产前诊断的孕妇专用床，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

提出的高度不能调节，床体不能转动，椅背未设置有气囊结构，舒适性差，未设置有孕肚辅

助托起工具的问题。

[0008] 本发明用于产前诊断的孕妇专用床的目的与功效，由以下具体技术手段所达成：

[0009] 一种用于产前诊断的孕妇专用床，其中，该用于产前诊断的孕妇专用床包括有：专

用床本体，配重底座，转动电机，连接支撑杆，支撑升降柱，休闲显示屏，头枕气囊，显示屏升

降液压缸，椅背，孕肚托起装置，肚托，肚托向上液压缸，肚托向上液压缸固定座，肚托向前

液压缸，肚托固定板，孕妇拉环，腿部支撑板，支撑板升降液压缸，废物盆架，检查废物盆，椅

座，腰部气囊，椅背调节电机，底部支撑平台，控制面板和气泵；

[0010] 根据图所示；所述专用床本体上设置有配重底座；所述配重底座的上端螺栓固定

有转动电机；所述转动电机的上端传动设置有支撑升降柱；所述支撑升降柱的侧壁活动安

装有连接支撑杆；所述连接支撑杆的端头处固定设置有底部支撑平台；所述底部支撑平台

的侧壁上固定安装有控制面板；所述底部支撑平台的底部滑动安装有废物盆架，且废物盆

架的上端放置有检查废物盆；所述底部支撑平台的两端还对称设置有支撑板升降液压缸，

且支撑板升降液压缸的顶端固定设置有腿部支撑板；所述底部支撑平台的上侧固定安装有

椅座；所述椅座的两端侧壁上对称设置有孕妇拉环；所述椅座的另一侧轴接有椅背，且椅座

与椅背的连接轴的侧端设置有椅背调节电机；所述椅背的一侧上端分别设置有头枕气囊和

腰部气囊；所述椅背的一端侧壁上安装有气泵，且气泵与头枕气囊和腰部气囊气动相连接；

[0011] 根据图所示；所述椅背的两端侧壁上对称设置有孕肚托起装置；所述孕肚托起装

置由肚托和肚托向上液压缸与肚托向上液压缸固定座、肚托向前液压缸及肚托固定板；所

述肚托固定板的侧壁上安装有肚托向前液压缸；所述肚托向前液压缸上端安装有肚托向上

液压缸固定座；所述肚托向上液压缸固定座上端安装有肚托向上液压缸，且肚托向上液压

缸的端头处固定设置有肚托；所述椅背的侧壁上转动连接对称设置有显示屏升降液压缸；

所述显示屏升降液压缸的上端活动固定有休闲显示屏。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支撑升降柱内侧设置有升降液压缸，且支撑升降柱的侧壁上开设

有矩形孔槽，且连接支撑杆穿过该孔槽与升降液压缸相连接。

[0013] 进一步的，所述腿部支撑板呈弧形槽结构，且腿部支撑板的长度为50cm。

[0014] 进一步的，所述腿部支撑板可通过支撑板升降液压缸作向上的运动。

[0015] 进一步的，所述肚托可通过肚托向前液压缸与肚托向上液压缸作向内侧与向斜上

运动，且运动速率非常的缓慢均匀。

[0016] 进一步的，所述肚托呈与孕肚相契合的弧形槽结构，且肚托弧形内侧及边壁上均

附着有海绵层。

[0017] 进一步的，所述休闲显示屏通过棘轮结构连接于显示屏升降液压缸的上端。

[0018] 进一步的，所述显示屏升降液压缸可通过显示屏升降液压缸进行高度调节。

[0019] 与现有结构相较之下，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20] 本发明设有的支撑升降柱内侧设置有升降液压缸，且支撑升降柱的侧壁上开设有

矩形孔槽，且连接支撑杆穿过该孔槽与升降液压缸相连接，有利于支撑杆能够在矩形孔槽

范围内进行升降操作，从而带动连接端的底部支撑平台进行升降，以便使检查孕妇更加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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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的坐于该专用床本体上。

[0021] 本发明设有的腿部支撑板呈弧形槽结构，且腿部支撑板的长度为50cm，有利于适

合人体腿部的弧形结构，符合人体工程学，使放置时更加的舒适，并且长度适合多数人的放

置。

[0022] 本发明设有的腿部支撑板可通过支撑板升降液压缸作向上的运动，便于根据孕妇

大腿的长度适当调节腿部支撑板的高度，使孕妇放置时更加的舒适，医生检查时更加的方

便。

[0023] 本发明设有的肚托可通过肚托向前液压缸与肚托向上液压缸作向内侧与向斜上

运动，且运动速率非常的缓慢均匀，有利于对孕肚较大的孕妇进行孕肚的托起帮助，放置孕

肚过大造成孕妇呼吸不畅的感觉，从而影响医生检查情况，肚托向前液压缸与肚托向上液

压缸运行缓慢，是为了有效保护孕妇的孕肚，防止运行过快操作对孕肚形成挤压。

[0024] 本发明设有的肚托呈与孕肚相契合的弧形槽结构，且肚托弧形内侧及边壁上均附

着有海绵层，弧形槽结构有利于符合孕肚形状，托起时整体感更好，并且附着有海绵层，使

舒适度更强。

[0025] 本发明设有的休闲显示屏通过棘轮结构连接于显示屏升降液压缸的上端，有利于

休闲显示屏的调节与收纳，使孕妇观看更加的舒适便捷。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轴侧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发明孕肚托起装置放大轴侧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为本发明检查废物盆放大轴侧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为本发明腿部支撑板放大轴侧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为本发明右侧轴侧结构示意图；

[0031] 图6为本发明轴侧仰视结构示意图；

[0032] 图7为本发明椅背放倒轴侧结构示意图；

[0033] 图8为本发明俯视结构示意图；

[0034] 图9为本发明主视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0为本发明肚托轴侧结构示意图。

[0036] 图中：1-专用床本体，2-配重底座，3-转动电机，4-连接支撑杆，5-支撑升降柱，6-

休闲显示屏，7-头枕气囊，8-显示屏升降液压缸，9-椅背，10-孕肚托起装置，1001-肚托，

1002-肚托向上液压缸，1003-肚托向上液压缸固定座，1004-肚托向前液压缸，1005-肚托固

定板，11-孕妇拉环，12-腿部支撑板，13-支撑板升降液压缸，14-废物盆架，15-检查废物盆，

16-椅座，17-腰部气囊，18-椅背调节电机，19-底部支撑平台，20-控制面板，21-气泵。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将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实施例，其实例显示在附图和以下描述中。虽然将结合

示例性的实施例描述本发明，但应当理解该描述并非要把本发明限制于该示例性的实施

例。相反，本发明将不仅覆盖该示例性的实施例，而且还覆盖各种替换的、改变的、等效的和

其他实施例，其可包含在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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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参见图1至附图10，一种用于产前诊断的孕妇专用床，包括有：专用床本体1，配重

底座2，转动电机3，连接支撑杆4，支撑升降柱5，休闲显示屏6，头枕气囊7，显示屏升降液压

缸8，椅背9，孕肚托起装置10，肚托1001，肚托向上液压缸1002，肚托向上液压缸固定座

1003，肚托向前液压缸1004，肚托固定板1005，孕妇拉环11，腿部支撑板12，支撑板升降液压

缸13，废物盆架14，检查废物盆15，椅座16，腰部气囊17，椅背调节电机18，底部支撑平台19，

控制面板20和气泵21；所述专用床本体1上设置有配重底座2；所述配重底座2的上端螺栓固

定有转动电机3；所述转动电机3的上端传动设置有支撑升降柱5；所述支撑升降柱5的侧壁

活动安装有连接支撑杆4；所述连接支撑杆4的端头处固定设置有底部支撑平台19；所述底

部支撑平台19的侧壁上固定安装有控制面板20；所述底部支撑平台19的底部滑动安装有废

物盆架14，且废物盆架14的上端放置有检查废物盆15；所述底部支撑平台19的两端还对称

设置有支撑板升降液压缸13，且支撑板升降液压缸13的顶端固定设置有腿部支撑板12；所

述底部支撑平台19的上侧固定安装有椅座16；所述椅座16的两端侧壁上对称设置有孕妇拉

环11；

[0039] 所述椅座16的另一侧轴接有椅背9，且椅座16与椅背9的连接轴的侧端设置有椅背

调节电机18；所述椅背9的一侧上端分别设置有头枕气囊7和腰部气囊17；所述椅背9的一端

侧壁上安装有气泵21，且气泵21与头枕气囊7和腰部气囊17气动相连接；所述椅背9的两端

侧壁上对称设置有孕肚托起装置10；所述孕肚托起装置10由肚托1001和肚托向上液压缸

1002与肚托向上液压缸固定座1003、肚托向前液压缸1004及肚托固定板1005；所述肚托固

定板1005的侧壁上安装有肚托向前液压缸1004；所述肚托向前液压缸1004上端安装有肚托

向上液压缸固定座1003；所述肚托向上液压缸固定座1003上端安装有肚托向上液压缸

1002，且肚托向上液压缸1002的端头处固定设置有肚托1001；所述椅背9的侧壁上转动连接

对称设置有显示屏升降液压缸8；所述显示屏升降液压缸8的上端活动固定有休闲显示屏6。

[0040] 其中，所述支撑升降柱5内侧设置有升降液压缸，且支撑升降柱5的侧壁上开设有

矩形孔槽，且连接支撑杆4穿过该孔槽与升降液压缸相连接，便于支撑杆4能够在矩形孔槽

范围内进行升降操作，从而带动连接端的底部支撑平台19进行升降，以便使检查孕妇更加

便捷的坐于该专用床本体1上，根据图1所示。

[0041] 其中，所述腿部支撑板12呈弧形槽结构，且腿部支撑板12的长度为50cm，便于适合

人体腿部的弧形结构，符合人体工程学，使放置时更加的舒适，并且长度适合多数人的放

置，根据图4所示。

[0042] 其中，所述腿部支撑板12可通过支撑板升降液压缸13作向上的运动，便于根据孕

妇大腿的长度适当调节腿部支撑板12的高度，使孕妇放置时更加的舒适，医生检查时更加

的方便。

[0043] 其中，所述肚托1001可通过肚托向前液压缸1004与肚托向上液压缸1002作向内侧

与向斜上运动，且运动速率非常的缓慢均匀，便于对孕肚较大的孕妇进行孕肚的托起帮助，

放置孕肚过大造成孕妇呼吸不畅的感觉，从而影响医生检查情况，肚托向前液压缸1004与

肚托向上液压缸1002运行缓慢，是为了有效保护孕妇的孕肚，防止运行过快操作对孕肚形

成挤压伤害，根据图2所示。

[0044] 其中，所述肚托1001呈与孕肚相契合的弧形槽结构，且肚托1001弧形内侧及边壁

上均附着有海绵层，弧形槽结构便于符合孕肚形状，托起时整体感更好，并且附着有海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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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使舒适度更强，根据图10所示。

[0045] 其中，所述休闲显示屏6通过棘轮结构连接于显示屏升降液压缸8的上端，便于休

闲显示屏6的调节与收纳，使孕妇观看更加的舒适便捷。

[0046] 其中，所述显示屏升降液压缸8可通过显示屏升降液压缸8进行高度调节，便于调

节休闲显示屏6的高度，有效保护孕妇的眼睛。

[0047] 本实施例的工作原理：

[0048] 在使用该用于产前诊断的孕妇专用床时，首先需要将该专用床本体1接通电源，然

后便可以进行使用，使用时可通过控制面板20对支撑升降柱5内部的升降液压缸进行控制，

然后控制底部支撑平台19进行下降，下降到孕妇最容易上去的位置，当孕妇坐上之后，需要

将腿部置于腿部支撑板12之上，然后可以通过支撑板升降液压缸13的作用，使腿部支撑板

12进行升降，以便满足身高较高的孕妇人群，然后在将底部支撑平台19升起，升到医生最方

便检查的高度方可，然后还可以通过控制面板20调节椅背9的支撑角度，以便使舒适度更

高，检查时更加的便捷；还可以控制气泵21对头枕气囊7与腰部气囊17进行充气控制，医生

可以通过转动电机3的作用将底部支撑平台19及孕妇在配重底座2上进行左右旋转，以满足

医生检查的需要，并且医生可以通过设置的孕肚托起装置10对孕肚进行托起保护，托起时

只需要通过控制面板20将两肚托1001通过肚托向前液压缸1004慢慢向孕肚挤压靠近，靠近

到一定的距离之后，然后通过肚托向上液压缸1002控制肚托1001向斜上方慢慢移动，从而

将孕肚平稳安全地托起，从而使孕妇不会有呼吸不畅的感觉，使检查更加的准确，设置的休

闲显示屏6可以播放一些产前知识或休闲内容，以便缓和孕妇的紧张心情及补充孕妇的生

产要领。

[0049] 综上所述，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来说，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

特征进行等同替换,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

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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