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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凳多用床旁椅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一凳多用床旁椅，包括

座椅、转运组件和脚踏组件，所述座椅包括靠背、

座椅面和座椅腿，所述座椅面的中部设置贯通的

如厕孔，所述如厕孔上盖设有盖板；所述转运组

件包括两条在所述座椅面上沿左右方向设置的

可延伸轨道和可拆卸、可滑动地连接于所述可延

伸轨道内的转运板；所述脚踏组件可前后滑动地

连接于所述座椅腿的下部，包括脚踏骨架和固定

于脚踏骨架顶面的脚踏板。本实用新型可灵活切

换多种功能，结构巧妙，实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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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一凳多用床旁椅，其特征在于：包括座椅(10)、转运组件(20)和脚踏组件(30)，

所述座椅(10)包括靠背(11)、座椅面(12)和座椅腿(14)，所述座椅面(12)的中部设置贯通

的如厕孔(121)，所述如厕孔(121)上盖设有盖板(122)；所述转运组件(20)包括两条在所述

座椅面(12)上沿左右方向设置的可延伸轨道(21)和可拆卸、可滑动地连接于所述可延伸轨

道(21)内的转运板(22)；所述脚踏组件(30)可前后滑动地连接于所述座椅腿(14)的下部，

包括脚踏骨架(31)和固定于脚踏骨架(31)顶面的脚踏板(3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凳多用床旁椅，其特征在于：所述座椅面(12)的前端面

开设凹口，所述盖板(122)前端的连接板可转动地连接于位于凹口内的横向转轴(123)处，

实现所述盖板(122)在平行于座椅面(12)和向下垂直于座椅面(12)不同状态的翻转切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一凳多用床旁椅，其特征在于：所述座椅面(12)上位于如

厕孔(121)的边缘口处及与所述盖板(122)的连接板上下对应处均相对座椅面(12)向下凹

陷形成用于容置两者的凹槽。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一种一凳多用床旁椅，其特征在于：所述可延伸轨道(21)

设于座椅面上位于所述如厕孔(121)的前后侧，其固定段(211)固定设于所述座椅面(12)上

的凹槽内，其延伸段(212)适配可伸缩地连接于所述固定段(211)上，且伸长后两者端部重

叠固定；所述转运板(22)的背面设有两排与可延伸轨道(21)适配的滑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一凳多用床旁椅，其特征在于：所述盖板(122)的连接板

与可延伸轨道(21)交叉重叠处设置凹槽，供转运板(22)的滑轮通过。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一凳多用床旁椅，其特征在于：所述可延伸轨道(21)位于

同侧的延伸段(212)的端部之间连接有拉手(213)。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一凳多用床旁椅，其特征在于：所述转运板(22)的四周设

有若干带状镂空(22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凳多用床旁椅，其特征在于：左右两侧所述座椅腿(14)

相对面的之间设有前后方向设置的滑槽，所述脚踏骨架(31)的左右两侧可滑动地连接于所

述滑槽内。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凳多用床旁椅，其特征在于：所述靠背(11)的两侧铰接

有扶手(13)；所述座椅腿(14)长度可伸缩，其底部设有带制动功能的滚轮。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凳多用床旁椅，其特征在于：所述座椅面(12)、盖板

(122)和脚踏板(32)上均设有若干镂空圆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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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凳多用床旁椅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用家具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提高行动不便患者自理能力

的一凳多用床旁椅。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病房使用的椅子多数为传统的圆凳或者是有靠背的四方凳，这种凳子多数提

供给陪护使用，如己具有部分自理能力的患者需如厕或者沐浴，则需另备坐便器甚至是沐

浴椅，而病房的空间狭小，多种用具放置于病房会阻碍行走通道；再者，目前病房使用的病

人床高低不一，有些床在加床垫后，床高离地距离增高，致使身高较矮的老年患者上下床不

便，为了方便上下床或坐床沿不会滑倒，患者家人往往会自带矮凳供患者踩踏。而对于偏瘫

或瘫痪在恢复期可以坐位的患者，从床上转移至轮椅时，有时患者会出现肌张力增高，致使

协助患者转移体位的护理人员要用很大的力才能转移成功或根本就无力转移患者至椅子，

特别是居家老人，家属往往因体力不够无法转移患者至椅子，干脆就让患者躺在床上，致患

者不能进行沐浴，又因长期卧床发生肌肉萎缩，关节僵硬，甚至发生肺部感染、压疮等并发

症。另有刚生产的产妇，因产道受损和/或环境改变，在床上很难自解大小便，需在坐厕下方

能实现，因刚生产身子虚弱，很多产妇在蹒跚步行到洗手间时发生晕倒。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一凳多用床旁椅，可灵活切换多种功

能，结构巧妙，实用性高。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一凳多用床旁椅，包括座椅、转运组

件和脚踏组件，所述座椅包括靠背、座椅面和座椅腿，所述座椅面的中部设置贯通的如厕

孔，所述如厕孔上盖设有盖板；所述转运组件包括两条在所述座椅面上沿左右方向设置的

可延伸轨道和可拆卸、可滑动地连接于所述可延伸轨道内的转运板；所述脚踏组件可前后

滑动地连接于所述座椅腿的下部，包括脚踏骨架和固定于脚踏骨架顶面的脚踏板。

[0005] 作为优选方式，所述座椅面的前端面开设凹口，所述盖板前端的连接板可转动地

连接于位于凹口内的横向转轴处，实现所述盖板在平行于座椅面和向下垂直于座椅面不同

状态的翻转切换。

[0006] 作为优选方式，所述座椅面上位于如厕孔的边缘口处及与所述盖板的连接板上下

对应处均相对座椅面向下凹陷形成的用于容置两者的凹槽。

[0007] 作为优选方式，所述可延伸轨道设于座椅面上位于所述如厕孔的前后侧，其固定

段固定设于所述座椅面上的凹槽内，其延伸段适配可伸缩地连接于所述固定段上，且伸长

后两者端部重叠固定；所述转运板的背面设有两排与可延伸轨道适配的滑轮。

[0008] 作为优选方式，所述盖板的连接板与可延伸轨道交叉重叠处设置凹槽，供转运板

的滑轮通过。

[0009] 作为优选方式，所述可延伸轨道位于同侧的延伸段的端部之间连接有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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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作为优选方式，所述转运板的四周设有若干带状镂空。

[0011] 作为优选方式，左右两侧所述座椅腿相对面的之间设有前后方向设置的滑槽，所

述脚踏骨架的左右两侧可滑动地连接于所述滑槽内。

[0012] 作为优选方式，所述靠背的两侧铰接有扶手；所述座椅腿长度可伸缩，其底部设有

带制动功能的滚轮。

[0013] 作为优选方式，所述座椅面、盖板和脚踏板上均设有若干镂空圆洞。

[0014]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一凳多用床旁椅，与现有设计相比，其优点在于：本实用新型

集日常座椅、如厕椅、冲凉椅、床上至椅子或椅子至床上转运椅、居家使用轮椅、可移动脚踏

板、临时挂衣或挂袋架等多种功能于一体，适应不同患者的不同需求，同时节省病房空间，

实用性高。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凳多用床旁椅的立体示意图一。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凳多用床旁椅的立体示意图二。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凳多用床旁椅的立体示意图三。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文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0019]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一凳多用床旁椅，如图1所示，包括座椅10和设于座椅10上的

转运组件20、脚踏组件30，所述座椅10包括靠背11、座椅面12和座椅腿14。

[0020] 所述座椅10的靠背11镂空凸形设计，适应人体腰背部生理曲线，使患者坐位更舒

适。靠背10由位于左右两侧的两条竖向凸形圆柱状侧杆111、位于中间的竖向凸形长条状靠

板112及连接于三者顶部的横向弧形圆柱状顶杆113构成，靠背11的底端垂直连接于所述座

椅10的座椅面12后侧边缘3cm 处。所述顶杆113向两侧悬挑延伸形成钩部，以供陪护探视病

人时，挂置书包或衣服使用。

[0021] 所述靠背两侧的侧杆111上安装有与其铰接的可转动且在水平或竖直方向固定的

扶手13，转椅患者时将扶手打起竖直，坐位时将扶手13水平放下。

[0022] 所述座椅面12的中间设置贯通座椅面的如厕孔121，用于如厕，如厕孔顶部盖设有

盖板122。在座椅面12的前端侧面开设自前向后延伸的凹口，凹口内设有横向的转轴123，盖

板122前端的长条状的连接板可转动地连接于所述转轴处。当不使用如厕孔121时，翻转盖

板122使其与座椅面平行，盖设于所述如厕孔121顶部，如图2所示；当使用如厕孔121时，翻

转盖板122  使其竖直向下放置，如图3所示。

[0023] 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方式，所述座椅面12的尺寸约为长40cm、宽38cm、厚4cm，所述

如厕孔121是直径约20cm的圆形镂空空，所述盖板122是直径约21.3cm的圆形盖板。

[0024] 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方式，座椅面12上位于如厕孔121的边缘口处及与盖板122的

连接板上下对应处相对座椅面12向下凹陷3mm形成一圈环宽为1.5cm的圆环形型凹槽及一

条长条状凹槽，用于放置圆形盖板及其连接板，使盖板及其连接板与座椅面相平齐。

[0025] 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方式，在盖板122上设有若干直径约3cm的镂空圆洞，便于打

开盖子，也用于冲凉时漏水。所述座椅面12上围绕如厕孔121 的位置也分散设有若干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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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5cm的镂空圆洞，便于冲凉时漏水。

[0026] 所述转运组件20包括两条左右方向设置的相平行的可延伸轨道21和可拆卸、可滑

动地设有所述可延伸轨道21上的转运板22。所述可延伸轨道21  下凹设置于座椅面上位于

所述如厕孔121的前后侧，可延伸轨道21的固定段211固定设于座椅面12上的凹槽内，其延

伸段212适配可拉伸地设于所述固定段211内，向患者右侧拉伸，且伸长后两者端部重叠固

定。转运板22 的背面设有两排与可延伸轨道21适配的滑轮。所述盖板122的连接板与可延

伸轨道21交叉重叠处设置凹槽，供转运板的滑轮通过。当需转运病人时，将转运板放置于可

延伸轨道的固定段，拉出可延伸轨道的延伸段，拉动转运板，即可实现患者的转运，如图2所

示。

[0027] 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方式，可延伸轨道21为金属轨道，确保其受力稳固性，位于同

侧的延伸段212的端部之间连接有拉手213。转运板22坐位面平整光滑，其四周均设有带状

镂空221，其中前后侧各有两条带状镂空，当病人坐位不稳时可供使用背袋束缚装置用，左

右侧各一条带状镂空，可供转移病人时手拉用。

[0028] 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方式，所述可延伸轨道21相对座椅面下凹2cm。所述转运板22

的尺寸约为长36cm、宽34cm、厚2cm。在靠背11后侧设置一挂钩，当转运板22不使用时，取下

挂于挂钩处。可延伸轨道21的延伸段长约40cm，可延伸至床面，便于转运病人。

[0029] 所述脚踏组件30可前后伸缩地设于所述座椅腿14的下部，包括由若干竖向支撑脚

311和将支撑脚311连接在一起的横梁312构成的立方体状的脚踏骨架31和固定于脚踏骨架

31顶面的脚踏板32。左右两侧座椅腿14相对面的之间设有前后方向设置的滑槽，所述脚踏

组件30的脚踏骨架31左右两侧通过导轨或滑轮可滑动地连接于滑槽内。在上床或坐床缘需

用脚踏板时，用脚尖勾拉脚踏板将其拉出即可，不用时再推回原位。

[0030] 所述脚踏板32中部设有一个直径约3cm的镂空圆洞，围绕此3cm的镂空圆洞分散设

有若干直径约1.5cm的镂空圆洞，用于漏水。

[0031] 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方式，脚踏板32的尺寸约为长36cm、宽30cm、厚2cm，脚踏板32

的踩踏面为粗糙面，防滑。所述滑槽设于座椅腿14高约  20cm处。

[0032] 所述座椅腿14长度可伸缩，包括空心圆杆状的外杆和可上下滑动地适配插置于外

杆内部的内杆，外杆底部设有带制动功能的滚轮。外杆的至少一面侧壁上开设有若干沿竖

向间距设置的定位插孔，内杆的与设有定位插孔相对应的侧壁设有可弹性复位的定位凸

柱，所述定位凸柱插置于其中一个定位插孔内，实现座椅腿不同长度的调节。座椅腿的外杆

和内杆长约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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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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