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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胎儿臀位纠正床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多功能胎儿臀位纠

正床，包括床体、网格支架及硬板支架；所述网格

支架及硬板支架均设有两组支撑架；在所述床体

的前端设有滑动柱；所述支撑架套接在滑动柱

上；所述支撑架的下部倾斜向下；在所述支撑架

上设有轨道；所述轨道内设有支撑杆；所述网格

支架设有弹性软网；所述硬板支架设有硬板；所

述网格支架及硬板支架的底部均设有底垫；所述

床体的一侧设有弯折的电缸连杆；所述电缸连杆

的一端连接床体边沿，另一端弯折至所述床体上

方并连有电缸；所述电缸推杆的端部连有支撑

板。本实用新型装置可以辅助孕妇摆出胎儿臀位

纠正时所需的各种体位姿势，并能针对不同体型

的孕妇做出调整，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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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胎儿臀位纠正床，其特征在于：包括床体（1）、网格支架及硬板支架；所述

网格支架及硬板支架均设有两组支撑架（2）；在所述床体（1）的前端设有滑动柱（3）；所述支

撑架（2）的上部设有套环（9）；所述支撑架（2）通过套环（9）可拆卸的套接在滑动柱（3）上；所

述支撑架（2）的下部倾斜向下，直至地面；在所述支撑架（2）上设有轨道（4）；所述轨道（4）内

活动设有支撑杆（5）；在所述网格支架中，两组所述支撑架（2）之间设有弹性软网（6）；在所

述硬板支架中，两组所述支撑架（2）之间设有硬板（7）；所述网格支架及硬板支架的底部均

设有底垫（8）；所述床体（1）的一侧设有弯折的电缸连杆（12）；所述电缸连杆（12）的一端连

接床体（1）边沿，另一端弯折至所述床体（1）上方并连有电缸（13）；所述电缸（13）推杆的端

部连有支撑板（14）；

所述支撑杆（5）的一端插入轨道（4）中，另一端伸出所述轨道（4）并设有弯曲的扶把；在

所述支撑架（2）的侧面分布设有固定孔（18）；所述支撑杆（5）上设有匹配固定孔（18）的固定

螺栓（19）；

所述支撑杆（5）的侧面还分布设有绑带（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胎儿臀位纠正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硬板支架的下部设

有凹陷的臀位槽（16）；所述硬板支架底部的底垫（8）上设有头枕（17）。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胎儿臀位纠正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床体（1）的长度为

185‑200cm，的宽度为90‑100cm，高度为40‑50cm；所述支撑架（2）的宽度为60‑70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胎儿臀位纠正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床体（1）底部的床

脚为可调高度的液压缸（1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胎儿臀位纠正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床体（1）的两侧设

有可调高度的护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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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胎儿臀位纠正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械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多功能胎儿臀位纠正床。

背景技术

[0002] 胎儿臀位异常是导致难产的常见的原因之一，占足月分娩总数的3%~4%。臀位异常

分娩对胎儿危险性较大，易发生脐带脱垂、胎臂上举、后出头困难等，臀位处理不当时易造

成死产、新生儿窒息、颅内出血、产伤等。临床上通常通过胎儿臀位纠正术对胎儿臀位进行

纠正，这需要孕妇摆出三种体位：第一是倾斜俯卧位，既要求孕妇双腿跪在具有一定适合高

度的病床或垫子上，俯身下探，双臂弯曲撑住地面，臀部抬起；第二种体位是倾斜仰卧位，既

要求孕妇臀部位于具有一定适合高度的病床或垫子上，身子仰躺，倾斜向下，头部枕在地

面；第三种体位为侧卧位，要求孕妇侧卧，位于上方的腿向侧面倾斜，使双腿交叉。目前并没

有合适的装置来帮助孕妇实现上述三种体位，临床长经常通过垫枕头、被单等形式来帮助

体位的调整，孕妇挺着大肚子摆出相应体位往往比较困难，还存在摔倒等风险；不同身材的

孕妇所需的辅助物品也不相同，医护人员在准备枕头、被单等辅助物品以及协助孕妇调整

姿态时往往比较费劲。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出一种多功能胎儿臀位纠正床，

该装置可以辅助孕妇摆出胎儿臀位纠正时所需的各种体位姿势，并能针对不同体型的孕妇

做出调整，安全可靠。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多功能胎儿臀位纠正床，包括床体、网格支架及硬板支架；所述网格支架及硬

板支架均设有两组支撑架；在所述床体的前端设有滑动柱；所述支撑架的上部设有套环；所

述支撑架通过套环可拆卸的套接在滑动柱上；所述支撑架的下部倾斜向下，直至地面；在所

述支撑架上设有轨道；所述轨道内活动设有支撑杆；在所述网格支架中，两组所述支撑架之

间设有弹性软网；在所述硬板支架中，两组所述支撑架之间设有硬板；所述网格支架及硬板

支架的底部均设有底垫；所述床体的一侧设有弯折的电缸连杆；所述电缸连杆的一端连接

床体边沿，另一端弯折至所述床体上方并连有电缸；所述电缸推杆的端部连有支撑板。

[0006] 在孕妇采用倾斜的俯卧位时选用所述网格支架，所述网格支架中部的弹性软网可

以兜住并保护孕妇的肚子；在孕妇采用倾斜的仰卧位时选用所述硬板支架，所述硬板支架

中部的硬板对孕妇的背部起到支撑的作用；所述滑动柱与床体通过螺栓连接，扭出螺栓后

即可将所述滑动柱取出，实现上述网格支架或硬板支架的更换；所述支撑杆供孕妇在摆体

位时抓握，帮助身体平衡；所述支撑杆可以沿着轨道移动；所述底垫支撑孕妇上半身；所述

电缸可将支撑板推出，在孕妇采用侧卧位时所述支撑板顶住孕妇背部，帮助孕妇保持体位

姿势。

[0007]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改进所述硬板支架的下部设有凹陷的臀位槽；所述硬板支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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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底垫上设有头枕。所述臀位槽用于支撑孕妇的臀部；所述头枕用于垫住孕妇的头部。

[0008]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改进所述支撑杆的一端插入轨道中，另一端伸出所述轨道并设

有弯曲的扶把；在所述支撑架的侧面分布设有固定孔；所述支撑杆上设有匹配固定孔的固

定螺栓。所述支撑杆的底部也设有用于固定的孔；所述固定螺栓从固定孔插入，同时插入所

述支撑杆的孔中，实现所述支撑杆的固定。

[0009]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改进所述支撑杆的侧面还分布设有绑带。如孕妇力气较小，无

法支撑身体，则可以通过所述绑带绑住双臂，实现辅助的支撑。

[0010]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改进所述床体的长度为185‑200cm，的宽度为90‑100cm，高度为

40‑50cm；所述支撑架的宽度为60‑70cm。

[0011]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改进所述床体底部的床脚为可调高度的液压缸。所述液压缸用

于调整床体的高度，使所述床体适合不同身材的孕妇；所述床体上还设有控制器，用于控制

液压缸及电缸；所述电缸通过插座插电的形式供电。

[0012]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改进所述床体的两侧设有可调高度的护栏。

[0013] 以上所述的多功能胎儿臀位纠正床的使用方法：

[0014] 孕妇采用倾斜向下的俯卧位时，选用网格支架安装在床体上进行支撑；根据孕妇

情况，调节好床体高度，并通过轨道调整好支撑杆的位置；孕妇上半身倾斜向下趴在弹性软

网上，下半身半屈膝位于床体上，头部和双臂一起通过底垫进行支撑；在孕妇上半身下探的

过程中，双手可握住支撑杆，加以支撑；

[0015] 孕妇检查采用倾斜向下的仰卧位时，选用硬板支架安装在床体上进行支撑；调节

调节好床体高度，并通过轨道调整好支撑杆的位置；孕妇上半身向下倾斜，仰躺在硬板上，

下半身位于床体上，头部通过底垫进行支撑；在孕妇上半身下探的过程中，双手可握住支撑

杆，加以支撑，摆出体位后双手也可以握住支撑杆保持姿势；

[0016] 孕妇采用侧卧位，且双腿交叉时，孕妇侧卧于床体边；手扶护栏，双腿交叉，电缸推

动支撑板伸出，顶住孕妇的背部及臀部，起到支撑作用。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具备的有益效果：

[0018] 1.本实用新型通过床体、网格支架及硬板支架可以帮助孕妇在进行胎儿臀位纠正

时摆出各种所需的姿势，节省力气，保护安全。

[0019] 2.本实用新型床体的高度、支撑杆的位置等可以调节，适合不同体型的孕妇使用。

[0020] 3.本实用新型装置通过支撑杆及绑带，可以辅助支撑，进一步加强孕妇使用本装

置时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硬板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支撑架与支撑杆的连接关系示意图。

[0024] 附图标记：1‑床体，2‑支撑架，3‑滑动柱，4‑轨道，5‑支撑杆，6‑弹性软网，7‑硬板，

8‑底垫，9‑套环，10‑绑带，11‑护栏，12‑电缸连杆，13‑电缸，14‑支撑板，15‑液压缸，16‑臀位

槽，17‑头枕，18‑固定孔，19‑固定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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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26] 实施例1：

[0027] 如图1‑3所示，一种多功能胎儿臀位纠正床，包括床体1、网格支架及硬板支架；所

述网格支架及硬板支架均设有两组支撑架2；在所述床体1的前端设有滑动柱3；所述支撑架

2的上部设有套环9；所述支撑架2通过套环9可拆卸的套接在滑动柱3上；所述支撑架2的下

部倾斜向下，直至地面；在所述支撑架2上设有轨道4；所述轨道4内活动设有支撑杆5；在所

述网格支架中，两组所述支撑架2之间设有弹性软网6；在所述硬板支架中，两组所述支撑架

2之间设有硬板7；所述网格支架及硬板支架的底部均设有底垫8；所述床体1的一侧设有弯

折的电缸连杆12；所述电缸连杆12的一端连接床体1边沿，另一端弯折至所述床体1上方并

连有电缸13；所述电缸13推杆的端部连有支撑板14。

[0028] 所述硬板支架的下部设有凹陷的臀位槽16；所述硬板支架底部的底垫8上设有头

枕17。

[0029] 所述支撑杆5的一端插入轨道4中，另一端伸出所述轨道4并设有弯曲的扶把；在所

述支撑架2的侧面分布设有固定孔18；所述支撑杆5上设有匹配固定孔18的固定螺栓19。

[0030] 所述支撑杆5的侧面还分布设有绑带10。

[0031] 所述床体1底部的床脚为可调高度的液压缸15。

[0032] 本实用新型的使用方法如下：

[0033] 孕妇采用倾斜向下的俯卧位时，选用网格支架安装在床体1上进行支撑；根据孕妇

情况，调节好床体1高度，并通过轨道4调整好支撑杆5的位置；孕妇上半身倾斜向下趴在弹

性软网6上，下半身半屈膝位于床体1上，头部和双臂一起通过底垫8进行支撑；在孕妇上半

身下探的过程中，双手可握住支撑杆5，加以支撑；

[0034] 孕妇检查采用倾斜向下的仰卧位时，选用硬板支架安装在床体1上进行支撑；调节

好床体1高度，并通过轨道4调整好支撑杆5的位置；孕妇上半身向下倾斜，仰躺在硬板7上，

下半身位于床体1上，头部通过底垫8进行支撑；在孕妇上半身下探的过程中，双手可握住支

撑杆5，加以支撑，摆出体位后双手也可以握住支撑杆5保持姿势；

[0035] 孕妇采用侧卧位，且双腿交叉时，孕妇侧卧于床体1边；手扶护栏11，双腿交叉，电

缸13推动支撑板14伸出，顶住孕妇的背部及臀部，起到支撑作用。

[0036] 实施例2：

[0037]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所述床体1的长度为185‑200cm，的宽度为90‑

100cm，高度为40‑50cm；所述支撑架2的宽度为60‑70cm。

[0038] 本实施例的使用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

[0039] 实施例3：

[0040]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2的区别在于：所述床体1的两侧设有可调高度的护栏11。

[0041] 本实施例的使用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

[0042] 实施例4：

[0043]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3的区别在于：所述床体1的长度为185‑200cm，的宽度为90‑

100cm，高度为40‑50cm；所述支撑架2的宽度为60‑70cm。所述床体1的两侧设有可调高度的

护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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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实用新型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

的方式替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7118821 U

6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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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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