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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可调式新型轮椅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可调式新型轮椅，包括轮椅

架，轮椅架上安装有坐板和靠背，轮椅架两侧的

下部安装有车轮和辅助轮，轮椅架两侧安装有扶

手；轮椅架前侧安装有脚踏板支撑架，在脚踏板

支撑架的下端安装有脚踏板。本实用新型中的脚

踏板能够向上折叠呈竖立状态，脚踏板支撑架能

够向内折收在轮椅的坐板下方，患者可以方便地

坐到轮椅上，减少了“跨过脚踏板”的动作，避免

不必要的磕伤，减轻家属或医护人员的劳动程

度，更为省力方便；轮椅不使用时也可以大大节

约存放空间；轮椅坐板配有加宽板，当患者体型

比较肥胖导致坐板狭小时，可以将扶手向两侧拉

开，再将加宽板放平并固定挂在托杆上，这样就

增加了增加座椅面积，适于身材肥胖的的患者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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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调式新型轮椅，包括轮椅架(1)，所述轮椅架(1)上安装有坐板(2)和靠背(3)，轮椅

架(1)两侧的下部安装有车轮(4)和辅助轮(5)，轮椅架(1)两侧安装有扶手(6)；轮椅架(1)

前侧安装有脚踏板支撑架(7)，在脚踏板支撑架(7)的下端安装有脚踏板(8)；其特征在于：

所述轮椅架(1)内安装有电源(9)，所述扶手(6)上安装有控制盒(10)，所述控制盒(10)设有

第一控制开关(11)和第二控制开关(12)，所述第一控制开关(11)、第二控制开关(12)分别

与电源(9)电性连接；所述轮椅架(1)前侧的两个支腿上安装有套筒架(13)，所述脚踏板支

撑架(7)上端设有转轴(14)，所述转轴(14)下端通过轴承组件安装套筒架(13)内，所述套筒

架(13)下部安装有可正反转的第一减速电机(15)，所述第一减速电机(15)的输出轴向上与

转轴(14)下端同轴固定连接，第一减速电机(15)与所述第一控制开关(11)电连接；所述脚

踏板支撑架(7)下端设有空心轴(16)，所述脚踏板(8)尾端开设有与空心轴(16)匹配的安装

孔，所述空心轴(16)穿设在脚踏板(8)上的安装孔内，空心轴(16)末端安装有定位脚踏板

(8)的限位帽(17)；所述空心轴(16)中部的侧壁上挖设有扇形槽口(16a)，所述脚踏板(8)的

内部设有钢骨架(18)，所述钢骨架(18)的末端经所述扇形槽口(16a)伸入到空心轴(16)的

内孔中且与一小轴(19)固定连接；所述空心轴(16)内安装有可正反转的第二减速电机

(20)，所述第二减速电机(20)的输出轴与小轴(19)一端固定连接，所述小轴(19)另一端通

过轴承支撑在空心轴(16)内，第一减速电机(15)与所述第二控制开关(12)电连接；所述扶

手(6)与轮椅架(1)之间活动连接，扶手(6)下端的内侧设有插杆(21)，所述轮椅架(1)上设

有插筒(22)，所述插杆(21)插设在插筒(22)内且能够水平抽拉移动，所述坐板(2)的两侧分

别铰连有两个加宽板(23)，所述扶手(6)下部设有托杆(24)，加宽板(23)放平之后通过托杆

(24)支托固定。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式新型轮椅，其特征在于：所述钢骨架(18)的末端呈L形，所

述扇形槽口(16a)对应的圆心角呈90度，扇形槽口(16a)的一个侧边位于空心轴(16)的正底

部，扇形槽口(16a)的另一个侧边位于空心轴(16)的正内侧。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式新型轮椅，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宽板(23)底部靠近外侧边

的部位设有与托杆(24)形状适配的卡槽(25)，加宽板(23)放平在托杆(24)上之后，卡槽

(25)能够对应卡接在所述托杆(24)上。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式新型轮椅，其特征在于：所述轮椅架(1)两侧还分别设置

有撑杆(26)，所述撑杆(26)一端转动连接在轮椅架(1)两侧的中横杆(27)上，撑杆(26)另一

端设有弧形卡扣(28)，所述弧形卡扣(28)能够与扶手(6)上的下连接杆(29)连接和与轮椅

架(1)两侧的下横杆(30)连接。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式新型轮椅，其特征在于：所述轴承组件包括推力球轴承

(31)和深沟球轴承(32)，所述套筒架(13)内壁上设有支撑台阶(13a)，所述推力球轴承(31)

安装在支撑台阶(13a)上方；所述转轴(14)下端设有轴头(14a)，所述轴头(14a)的外径小于

转轴(14)外径，轴头(14a)与转轴(14)之间构成定位台阶，所述轴头(14a)插设在推力球轴

承(31)内，推力球轴承(31)的上座圈与定位台阶相抵，下座圈与支撑台阶(13a)相抵；所述

深沟球轴承(32)的内圈套在转轴(14)上，外圈固定在套筒架(13)内。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式新型轮椅，其特征在于：所述转轴(14)中部还安装有带座

轴承(33)，所述带座轴承(33)固定在轮椅架(1)上。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式新型轮椅，其特征在于：所述脚踏板支撑架(7)为伸缩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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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式新型轮椅，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控制开关(11)和第二控

制开关(12)采用遥控开关，第一控制开关(11)和第二控制开关(12)的遥控端按钮集成安装

在控制盒(10)内，第一控制开关(11)和第二控制开关(12)的接收端线路板设置在电源(9)

处且分别与电源(9)电连接，所述第一减速电机(15)与第一控制开关(11)的接收端线路板

电连接，第二减速电机(20)与第二控制开关(12)的接收端线路板电连接。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式新型轮椅，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9)采用可充电的蓄电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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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式新型轮椅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可调式新型轮椅，属于医用护理器械设计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轮椅是医院、家庭和许多公共场所常用的重要工具，它主要是用于给肢体伤残者

和行动不便人士提供代步。普通的轮椅一般由轮椅架、车轮、辅助轮、坐板、靠背和刹车装置

等几大部分四部分组成，行走可以靠人推行或使用者自己转动车轮来行进。随着电池技术

的发展，在普通轮椅基础上增加电动助力装置的电动轮椅已经越来越普及，其可以大大减

轻使用者的体力消耗。

[0003] 但现在的轮椅在使用过程中还存在如下的不足之处：(1)、“坐上轮椅”的过程不便

利：现有轮椅的脚踏板都位于脚踏板支撑架的底端，正常情况下都是处于“功能位”(即处于

展开的状态)。有需求的患者坐轮椅之前，都需要跨过脚踏板，即抬起小腿将脚伸入座椅和

脚踏板之间。但此类患者大多年老体弱或下肢活动有障碍，即他们的下肢活动往往是不便

利的，这就需要至少两个家属或医护人员帮其完成跨过脚踏板的动作，即一人扶住患者保

持平衡，另一人负责抬腿。同样，下轮椅的动作也是如此，操作非常不便。(2)“收纳轮椅”不

便利：现有轮的脚踏板和脚踏板支撑架位于轮椅主体的前侧下方，在收纳过程中，如果脚踏

板支撑架面向墙体，则会占用额外的空间；如果椅背面向墙体，则影响行人走路，故现有轮

椅占用空间过大。(3)“坐垫”的可调节性差：由于不同体型的患者其占用的坐垫空间是不一

样的，现有轮椅的坐垫是根据常规体型的患者来设计的，对于胖的患者来说嫌小，在轮椅活

动不便甚至坐不下，尤其现在临床上超重的患者越来越多了；但如果专门配备加宽的轮椅，

则又不适合体型正常和偏瘦的患者使用，因为这样的患者在宽大的轮椅上固定不方便，有

可能从轮椅上滑落。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可调式新型轮椅，

其结构巧妙，设计合理，患者使用轮椅时无须再有“跨过脚踏板”的动作，避免不必要的磕

伤，减轻家属或医护人员的劳动程度，而且轮椅不使用时也可以大大节约存放空间。

[0005] 按照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可调式新型轮椅，包括轮椅架，所述轮椅架上安

装有坐板和靠背，轮椅架两侧的下部安装有车轮和辅助轮，轮椅架两侧安装有扶手；轮椅架

前侧安装有脚踏板支撑架，在脚踏板支撑架的下端安装有脚踏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轮椅架

内安装有电源，所述扶手上安装有控制盒，所述控制盒设有第一控制开关和第二控制开关，

所述第一控制开关、第二控制开关分别与电源电性连接；所述轮椅架前侧的两个支腿上安

装有套筒架，所述脚踏板支撑架上端设有转轴，所述转轴下端通过轴承组件安装套筒架内，

所述套筒架下部安装有可正反转的第一减速电机，所述第一减速电机的输出轴向上与转轴

下端同轴固定连接，第一减速电机与所述第一控制开关电连接；所述脚踏板支撑架下端设

有空心轴，所述脚踏板尾端开设有与空心轴匹配的安装孔，所述空心轴穿设在脚踏板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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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孔内，空心轴末端安装有定位脚踏板的限位帽；所述空心轴中部的侧壁上挖设有扇形

槽口，所述脚踏板的内部设有钢骨架，所述钢骨架的末端经所述扇形槽口伸入到空心轴的

内孔中且与一小轴固定连接；所述空心轴内安装有可正反转的第二减速电机，所述第二减

速电机的输出轴与小轴一端固定连接，所述小轴另一端通过轴承支撑在空心轴内，第一减

速电机与所述第二控制开关电连接；所述扶手与轮椅架之间活动连接，扶手下端的内侧设

有插杆，所述轮椅架上设有插筒，所述插杆插设在插筒内且能够水平抽拉移动，所述坐板的

两侧分别铰连有两个加宽板，所述扶手下部设有托杆，加宽板放平之后通过托杆支托固定。

[000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钢骨架的末端呈L形，所述扇形槽口对应的圆

心角呈90度，扇形槽口的一个侧边位于空心轴的正底部，扇形槽口的另一个侧边位于空心

轴的正内侧。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加宽板底部靠近外侧边的部位设有与托杆形

状适配的卡槽，加宽板放平在托杆上之后，卡槽能够对应卡接在所述托杆上。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轮椅架两侧还分别设置有撑杆，所述撑杆一

端转动连接在轮椅架两侧的中横杆上，撑杆另一端设有弧形卡扣，所述弧形卡扣能够与扶

手上的下连接杆连接和与轮椅架两侧的下横杆连接。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轴承组件包括推力球轴承和深沟球轴承，所

述套筒架内壁上设有支撑台阶，所述推力球轴承安装在支撑台阶上方；所述转轴下端设有

轴头，所述轴头的外径小于转轴外径，轴头与转轴之间构成定位台阶，所述轴头插设在推力

球轴承内，推力球轴承的上座圈与定位台阶相抵，下座圈与支撑台阶相抵；所述深沟球轴承

的内圈套在转轴上，外圈固定在套筒架内。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转轴中部还安装有带座轴承，所述带座轴承

固定在轮椅架上。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脚踏板支撑架为伸缩式结构。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第一控制开关和第二控制开关采用遥控开

关，第一控制开关和第二控制开关的遥控端按钮集成安装在控制盒内，第一控制开关和第

二控制开关的接收端线路板设置在电源处且分别与电源电连接，所述第一减速电机与第一

控制开关的接收端线路板电连接，第二减速电机与第二控制开关的接收端线路板电连接。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电源采用可充电的蓄电池。

[0014]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0015] 1)、本实用新型结构巧妙，设计合理，脚踏板能够向上折叠呈竖立状态，脚踏板支

撑架能够向内折收在轮椅的坐板下方，患者可以方便地坐到轮椅上，这样就减少了使用普

通轮椅的“跨过脚踏板”的动作，避免不必要的磕伤，减轻家属或医护人员的劳动程度，更为

省力方便；轮椅不使用时也可以大大节约存放空间。

[0016] 2)、本实用新型中的轮椅坐板配有加宽板，当患者体型比较肥胖导致坐板狭小时，

可以将扶手向两侧拉开，再将加宽板放平并固定挂在托杆上，这样就增加了增加座椅面积，

适于身材肥胖的的患者使用。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结构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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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结构侧视图。

[0019] 图3为图2中的A‑A向放大剖视图。

[0020] 图4为图2中的B‑B向放大剖视图。

[0021] 图5为图4中的C‑C向放大剖视图。

[0022]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电控原理框图。

[0023] 附图标记说明：1‑轮椅架、2‑坐板、3‑靠背、4‑车轮、5‑辅助轮、6‑扶手、7‑脚踏板支

撑架、8‑脚踏板、9‑电源、10‑控制盒、11‑第一控制开关、12‑第二控制开关、13‑套筒架、13a‑

支撑台阶、14‑转轴、15‑第一减速电机、16‑空心轴、  17‑限位帽、18‑钢骨架、19‑小轴、20‑第

二减速电机、21‑插杆、22‑插筒、23‑加宽板、24‑托杆、25‑卡槽、26‑撑杆、27‑中横杆、28‑弧

形卡扣、29‑下连接杆、30‑下横杆、31‑推力球轴承、32‑深沟球轴承、33‑带座轴承。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具体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5] 如图1～图6所示，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可调式新型轮椅，包括轮椅架1，所述轮椅架1

上安装有坐板2和靠背3，轮椅架1两侧的下部安装有车轮4和辅助轮5，轮椅架1两侧安装有

扶手6；轮椅架1前侧安装有脚踏板支撑架7，在脚踏板支撑架7的下端安装有脚踏板8；所述

轮椅架1内安装有电源9，所述扶手  6上安装有控制盒10，所述控制盒10设有第一控制开关

11和第二控制开关12，所述第一控制开关11、第二控制开关12分别与电源9电性连接；所述

轮椅架1  前侧的两个支腿上安装有套筒架13，所述脚踏板支撑架7上端设有转轴14，所述转

轴14下端通过轴承组件安装套筒架13内，所述套筒架13下部安装有可正反转的第一减速电

机15，所述第一减速电机15的输出轴向上与转轴14下端同轴固定连接，第一减速电机15与

所述第一控制开关11电连接；所述脚踏板支撑架7下端设有空心轴16，所述脚踏板8尾端开

设有与空心轴16匹配的安装孔，所述空心轴16穿设在脚踏板8上的安装孔内，空心轴16末端

安装有定位脚踏板8的限位帽17；所述空心轴16中部的侧壁上挖设有扇形槽口16a，所述脚

踏板8的内部设有钢骨架18，所述钢骨架18的末端经所述扇形槽口16a伸入到空心轴16的内

孔中且与一小轴19固定连接；所述空心轴16内安装有可正反转的第二减速电机20，所述第

二减速电机20的输出轴与小轴19一端固定连接，所述小轴19另一端通过轴承支撑在空心轴

16内，第一减速电机15与所述第二控制开关12电连接；所述扶手6与轮椅架1之间活动连接，

扶手6下端的内侧设有插杆21，所述轮椅架1上设有插筒22，所述插杆21插设在插筒22内且

能够水平抽拉移动，所述坐板2的两侧分别铰连有两个加宽板23，所述扶手6下部设有托杆

24，加宽板23放平之后通过托杆24支托固定。

[0026] 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应用情况如下：

[0027] 轮椅不使用时，脚踏板8向上折叠呈竖立状态，脚踏板支撑架7向内折收在轮椅的

坐板2下方。当患者需要使用轮椅时，先打开控制盒10上的第一控制开关11，使第一减速电

机15得电启动，第一减速电机15带动转轴14转动，使脚踏板支撑架7从坐板2下方旋转至座

椅前方，此时脚踏板8仍然向上折叠呈竖立状态，患者可以方便地坐到轮椅上，这样就减少

了使用普通轮椅的“跨过脚踏板8”的动作，避免不必要的磕伤，减轻家属或医护人员的劳动

程度，更为省力方便。当患者坐到轮椅上之后，再打开第二控制开关12，使第二减速电机20

得电启动，第二减速电机20带动小轴19转动，从而使脚踏板890度展开呈水平状态，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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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就可以舒服地放在脚踏板8上。患者下轮椅时，先将脚从脚踏板8上移下，然后通过操作第

二控制开关12将脚踏板8折叠至竖立状态，患者下轮椅也就不需要再有“跨过脚踏板8”的动

作；轮椅不使用时，再通过操作第一控制开关11将脚踏板支撑架7折收至轮椅的坐板2下方，

可以大大节约存放空间。另外，当患者体型比较肥胖导致坐板2狭小时，可以将扶手6向两侧

拉开，再将加宽板23放平并固定挂在托杆24上，这样就增加了增加座椅面积，适于身材肥胖

的的患者使用。

[0028]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钢骨架18的末端呈L形，所述扇形槽口16a  对应的圆

心角呈90度，扇形槽口16a的一个侧边位于空心轴16的正底部，扇形槽口16a的另一个侧边

位于空心轴16的正内侧。如此设置，使得钢骨架18  只能在扇形槽口16a内90度来回摆动(水

平展开或竖立折收)，且当脚踏板8  水平展开时，钢骨架18的外侧边恰好与扇形槽口16a的

位于空心轴16正底部的侧边抵接，这样就起到了定位脚踏板8的作用。

[0029]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加宽板23底部靠近外侧边的部位设有与托杆24形状

适配的卡槽25，加宽板23放平在托杆24上之后，卡槽25能够对应卡接在所述托杆24上。如此

设置，加宽板23通过卡槽25与托杆24卡接配合，一方面加宽板23可以定位扶手6，使扶手6不

会向内或向外意外移动，另一方面托杆24又固定住了加宽板23，使加宽板23不会向上翘起，

这样就同时实现了加宽板23和扶手6的定位。

[0030]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轮椅架1两侧还分别设置有撑杆26，所述撑杆26一端

转动连接在轮椅架1两侧的中横杆27上，撑杆26另一端设有弧形卡扣28，所述弧形卡扣28能

够与扶手6上的下连接杆29连接和与轮椅架1两侧的下横杆30连接。如此设置，当不需要加

宽坐垫时，撑杆26不使用，撑杆  26另一端的弧形卡扣28连接在轮椅架1两侧的下横杆30上；

当需要加宽坐垫时，扶手6向两侧拉开，将撑杆26另一端的弧形卡扣28从下横杆30上取下，

然后向上转动并连接在扶手6上的下连接杆29上，这样就起到稳固扶手6的作用。

[0031] 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轴承组件包括推力球轴承31和深沟球轴承  32，所述

套筒架13内壁上设有支撑台阶13a，所述推力球轴承31安装在支撑台阶13a上方；所述转轴

14下端设有轴头14a，所述轴头14a的外径小于转轴14  外径，轴头14a与转轴14之间构成定

位台阶，所述轴头14a插设在推力球轴承31内，推力球轴承31的上座圈与定位台阶相抵，下

座圈与支撑台阶13a相抵；所述深沟球轴承32的内圈套在转轴14上，外圈固定在套筒架13

内。如此设置，使得脚踏板支撑架7既能够承载足够的重量，又能够自如顺畅转动。另外，所

述转轴14中部还安装有带座轴承33，所述带座轴承33固定在轮椅架1上，这样进一步提升了

脚踏板支撑架7的安全可靠性。

[0032] 如图1、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脚踏板支撑架7为伸缩式结构。如此设置，脚踏

板8的高度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升降调节，以满足不同身高的患者使用。

[0033]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第一控制开关11和第二控制开关12优选采用遥控开关，第一

控制开关11和第二控制开关12的遥控端按钮集成安装在控制盒10内，第一控制开关11和第

二控制开关12的接收端线路板设置在电源9处且分别与电源9电连接，所述第一减速电机15

与第一控制开关11的接收端线路板电连接，第二减速电机20与第二控制开关12的接收端线

路板电连接。此处的遥控开关可以选用现有技术中的常规产品，如盛纪科技的SJXX10‑12‑1

型遥控开关。

[0034] 本实用新型中的电源9优选采用可充电的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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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本实用新型的轮椅既可以是普通轮椅，也可以是电动轮椅，如果是电动轮椅，则电

源9可以直接利用电动轮椅的电源9。

[0036] 以上所描述的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上述具体实施例不是对本实用新型

的限制。在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思想范畴内，可以出现各种变形及修改，凡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根据以上描述所做的润饰、修改或等同替换，均属于本实用新型所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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