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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械领域，具体公开了

一种移动病床，旨在解决现有的移动病床在转运

病人时不便于医疗设备放置的问题。移动病床包

括床体、推拉机构和可升降置物组件，可升降置

物组件包括升降机构和置物机构。该移动病床通

过在床体底部的推拉机构的推拉杆上设置可升

降置物组件，转运病人时，将可升降置物组件随

推拉杆拉出至床体侧方，再调节升降机构使置物

机构随升降机构上升至高于床体的位置，即可将

需要随病人一同带着的呼吸机、心电监护仪等医

疗设备放置于置物机构中，不仅不会占用病人空

间，而且放置稳固，转运过程中也不会轻易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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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移动病床，包括床体(100)，床体(100)的底部设置有床腿(110)，床腿(110)的底部设

置有滚轮(120)，滚轮(120)上设置有制动装置(121)；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具有推拉杆(210)

的推拉机构，推拉机构设置在床体(100)底部，推拉机构的推拉杆(210)上设置有可升降置

物组件，可升降置物组件能够随推拉杆(210)拉出至床体(100)侧方或者推入至床体(100)

下方；可升降置物组件包括升降机构和置物机构，升降机构设置在推拉杆(210)上，置物机

构设置在升降机构上；当可升降置物组件处于床体(100)侧方时，置物机构能够随升降机构

上升至高于床体(100)的位置或是下降至低于床体(100)的位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移动病床，其特征在于：床腿(110)为四条，四条床腿(110)呈矩

形分布床体(100)的底部；滚轮(120)为万向轮。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移动病床，其特征在于：至少一条床腿(110)中设置有伸缩输液

杆(130)，伸缩输液杆(130)上设置有挂钩(131)。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移动病床，其特征在于：推拉机构包括两个并排设置在床体

(100)底部的推拉部件，推拉部件包括固定在床体(100)底部的推拉杆筒(220)以及一部分

可滑动地设置在推拉杆筒(220)内的推拉杆(210)，推拉杆(210)与推拉杆筒(220)之间设置

有阻尼件。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移动病床，其特征在于：阻尼件为设置在推拉杆筒(220)端部的

橡胶圈，橡胶圈套在推拉杆(210)上并处于预紧状态。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移动病床，其特征在于：推拉杆筒(220)通过吊杆(230)固定在床

体(100)底部。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移动病床，其特征在于：升降机构包括两个并排设置的升降架

(310)及设置在升降架(310)下侧的用于驱使升降架(310)升降的驱动组件；驱动组件包括

固定座(321)、滑座(322)、丝杆(323)和摇把(324)；固定座(321)设置在推拉杆(210)上，滑

座(322)可滑动地设置在推拉杆(210)上并处于固定座(321)与推拉杆筒(220)之间，丝杆

(323)可转动地设置在固定座(321)上并与滑座(322)螺纹连接在一起，摇把(324)设置在丝

杆(323)的外端上。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移动病床，其特征在于：升降架(310)包括至少两个上下设置的X

形折叠架(311)，X形折叠架(311)由两根彼此中部铰接在一起的架杆构成；上下相邻的两个

X形折叠架(311)彼此对应的端部铰接在一起，且处于最下侧的X形折叠架(311)的下部外端

与固定座(321)铰接、下部内端与滑座(322)铰接。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移动病床，其特征在于：置物机构包括上置物盒(410)和下置物

盒(420)；上置物盒(410)设置在升降架(310)的上侧，且上置物盒(410)的底部可滑动地设

置有滑动块(411)，处于最上侧的X形折叠架(311)的上部外端与上置物盒(410)的底部铰

接、下部内端与滑动块(411)铰接；下置物盒(420)设置在两个升降架(310)之间，下置物盒

(420)上设有与升降架(310)铰接相连的外铰接部，下置物盒(420)上还设有与升降架(310)

可滑动连接在一起的内滑动连接部。

10.如权利要求1至9中任意一项所述的移动病床，其特征在于：床体(100)的床头端上

通过活动连接件安装有能够调节至床体(100)下方的氧气罐固定抱箍(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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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病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械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移动病床。

背景技术

[0002] 移动病床主要用于转运病人，其一般包括床体、设置在床体底部的床腿、设置在床

体底部的滚轮以及设置在滚轮上的制动装置。例如：授权公告号为CN203017229U的中国实

用新型专利，其公开了一种可移动病床，包括有床板、床头及床脚，所述的床脚螺丝连接有

滚动脚，所述滚动脚带有万向轮，万向轮上带有制动装置，左右两侧床脚间连有一支撑杆，

左右两侧滚动脚间连接有一支撑杆，两根支撑杆的分别与摇把的螺旋丝杆铰接。虽然上述

的可移动病床通过摇把控制支撑杆的运动，能够实现滚动脚和床脚的交替使用，方便移动

或固定，但是由于缺乏放置医疗设备的结构，而转运病人时通常又需要带着呼吸机、心电监

护仪等医疗设备一起，因此目前只能直接放在病床上，不仅占用病人空间，而且放置不稳，

转运过程中容易掉落。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移动病床，旨在解决现有的移动病床在转运病人时不便于

医疗设备放置的问题。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移动病床，包括床体，床体的底

部设置有床腿，床腿的底部设置有滚轮，滚轮上设置有制动装置；还包括具有推拉杆的推拉

机构，推拉机构设置在床体底部，推拉机构的推拉杆上设置有可升降置物组件，可升降置物

组件能够随推拉杆拉出至床体侧方或者推入至床体下方；可升降置物组件包括升降机构和

置物机构，升降机构设置在推拉杆上，置物机构设置在升降机构上；当可升降置物组件处于

床体侧方时，置物机构能够随升降机构上升至高于床体的位置或是下降至低于床体的位

置。

[0005] 进一步的是，床腿为四条，四条床腿呈矩形分布床体的底部；滚轮为万向轮。

[0006] 进一步的是，至少一条床腿中设置有伸缩输液杆，伸缩输液杆上设置有挂钩。

[0007] 进一步的是，推拉机构包括两个并排设置在床体底部的推拉部件，推拉部件包括

固定在床体底部的推拉杆筒以及一部分可滑动地设置在推拉杆筒内的推拉杆，推拉杆与推

拉杆筒之间设置有阻尼件。

[0008] 进一步的是，阻尼件为设置在推拉杆筒端部的橡胶圈，橡胶圈套在推拉杆上并处

于预紧状态。

[0009] 进一步的是，推拉杆筒通过吊杆固定在床体底部。

[0010] 进一步的是，升降机构包括两个并排设置的升降架及设置在升降架下侧的用于驱

使升降架升降的驱动组件；驱动组件包括固定座、滑座、丝杆和摇把；固定座设置在推拉杆

上，滑座可滑动地设置在推拉杆上并处于固定座与推拉杆筒之间，丝杆可转动地设置在固

定座上并与滑座螺纹连接在一起，摇把设置在丝杆的外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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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的是，升降架包括至少两个上下设置的X形折叠架，X形折叠架由两根彼此

中部铰接在一起的架杆构成；上下相邻的两个X形折叠架彼此对应的端部铰接在一起，且处

于最下侧的X形折叠架的下部外端与固定座铰接、下部内端与滑座铰接。

[0012] 进一步的是，置物机构包括上置物盒和下置物盒；上置物盒设置在升降架的上侧，

且上置物盒的底部可滑动地设置有滑动块，处于最上侧的X形折叠架的上部外端与上置物

盒的底部铰接、下部内端与滑动块铰接；下置物盒设置在两个升降架之间，下置物盒上设有

与升降架铰接相连的外铰接部，下置物盒上还设有与升降架可滑动连接在一起的内滑动连

接部。

[0013] 进一步的是，床体的床头端上通过活动连接件安装有能够调节至床体下方的氧气

罐固定抱箍。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1、该移动病床通过在床体底部的推拉机构的推拉杆上

设置可升降置物组件，转运病人时，将可升降置物组件随推拉杆拉出至床体侧方，再调节升

降机构使置物机构随升降机构上升至高于床体的位置，即可将需要随病人一同带着的呼吸

机、心电监护仪等医疗设备放置于置物机构中，不仅不会占用病人空间，而且放置稳固，转

运过程中也不会轻易掉落；当转运结束取走医疗设备后，调节升降机构使置物机构随升降

机构下降至低于床体的位置，再将可升降置物组件随推拉杆推入至床体下方即可，不会占

用床侧空间。

[0015] 2、医疗设备放置于置物机构中可避免与病人接触，从而避免了交叉感染，符合院

感要求。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处于使用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图2的俯视图；

[0019] 图中标记为：床体100、床腿110、滚轮120、制动装置121、伸缩输液杆130、挂钩131、

推拉杆210、推拉杆筒220、升降架310、X形折叠架311、固定座321、滑座322、丝杆323、摇把

324、上置物盒410、滑动块411、下置物盒420、条形孔421、氧气罐固定抱箍500。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1]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上”、“下”、“内”、“外”等指示的方位

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

指的装置或部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

用新型的限制。

[0022] 结合图1和图2所示，移动病床，包括床体100，床体100的底部设置有床腿110，床腿

110的底部设置有滚轮120，滚轮120上设置有制动装置121；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具有推拉杆

210的推拉机构，推拉机构设置在床体100底部，推拉机构的推拉杆210上设置有可升降置物

组件，可升降置物组件能够随推拉杆210拉出至床体100侧方或者推入至床体100下方；可升

降置物组件包括升降机构和置物机构，升降机构设置在推拉杆210上，置物机构设置在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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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上；当可升降置物组件处于床体100侧方时，置物机构能够随升降机构上升至高于床体

100的位置或是下降至低于床体100的位置。

[0023] 利于该移动病床转运病人时，先将可升降置物组件随推拉杆210拉出至床体100侧

方，再调节升降机构使置物机构随升降机构上升至高于床体100的位置，然后即可将需要随

病人一同带着的呼吸机、心电监护仪等医疗设备放置于置物机构中，此时关闭制动装置121

即可开始转运；当转运结束后，先打开制动装置121，取走医疗设备后，调节升降机构使置物

机构随升降机构下降至低于床体100的位置，再将可升降置物组件随推拉杆210推入至床体

100下方即可。

[0024] 其中，床体100为该移动病床的主体部件，主要用于病人躺卧；一般在床体100底部

设置有四条床腿110，优选使四条床腿110呈矩形分布床体100的底部；床腿110底部设置的

滚轮120主要用于方便病床移动，滚轮120可以为多种，为了便于病床转向，滚轮120优选为

万向轮；制动装置121主要用于病床制动，其可以为多种，例如：刹车片结构、刹车盘结构、制

动销结构等。

[0025] 为了便于悬挂输液瓶或输液袋，通常还在至少一条床腿110中设置有伸缩输液杆

130，伸缩输液杆130上设置有挂钩131。伸缩输液杆130一般由伸缩杆制成，不使用时通常收

缩入床腿110中，使用时再拉伸出来。

[0026] 推拉机构主要用于方便可升降置物组件拉出或推入床体100底部，其可以为多种，

例如：推拉轨道、推拉滑槽等；优选的，再如图1和图2所示，推拉机构包括两个并排设置在床

体100底部的推拉部件，推拉部件包括固定在床体100底部的推拉杆筒220以及一部分可滑

动地设置在推拉杆筒220内的推拉杆210，推拉杆210与推拉杆筒220之间设置有阻尼件。该

推拉机构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推拉杆210可拉出或推入推拉杆筒220内，为了方便推拉，优

选将推拉杆210沿床体100的宽度方向设置。推拉杆筒220在床体100底部的安装方式可以为

多种，为了方便其安装，通常使推拉杆筒220通过吊杆230固定在床体100底部。所设置的阻

尼件能够使推拉杆210移动过程中具有阻尼，避免可升降置物组件拉出或推入过猛，伤害使

用者，或损伤零部件；阻尼件可以为多种，优选为设置在推拉杆筒220端部的橡胶圈，橡胶圈

套在推拉杆210上并处于预紧状态。

[0027] 升降机构主要用于带动置物机构上升或下降，其可以为多种，例如：气缸、油缸、齿

轮齿条机构等；优选的，再结合图1和图2所示，升降机构包括两个并排设置的升降架310及

设置在升降架310下侧的用于驱使升降架310升降的驱动组件；驱动组件包括固定座321、滑

座322、丝杆323和摇把324；固定座321设置在推拉杆210上，滑座322可滑动地设置在推拉杆

210上并处于固定座321与推拉杆筒220之间，丝杆323可转动地设置在固定座321上并与滑

座322螺纹连接在一起，摇把324设置在丝杆323的外端上。该升降机构通过摇动摇把324使

滑座322相对固定座321靠近或远离即可使设置在其上的升降架310上升或下降，使用非常

方便。

[0028] 具体的，再如图2所述，升降架310包括至少两个上下设置的X形折叠架311，X形折

叠架311由两根彼此中部铰接在一起的架杆构成；上下相邻的两个X形折叠架311彼此对应

的端部铰接在一起，且处于最下侧的X形折叠架311的下部外端与固定座321铰接、下部内端

与滑座322铰接。滑座322相对固定座321靠近时，X形折叠架311的上下夹角变小，进而整个

升降架310上升；滑座322相对固定座321远离时，X形折叠架311的上下夹角变大，进而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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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架310下降。

[0029] 置物机构主要用于放置呼吸机、心电监护仪等医疗设备，其可以为多种，例如：盒

子、挂篓、平板等；优选的，再如图1和图2所示，置物机构包括上置物盒410和下置物盒420；

上置物盒410设置在升降架310的上侧，且上置物盒410的底部可滑动地设置有滑动块411，

处于最上侧的X形折叠架311的上部外端与上置物盒410的底部铰接、下部内端与滑动块411

铰接；下置物盒420设置在两个升降架310之间，下置物盒420上设有与升降架310铰接相连

的外铰接部，下置物盒420上还设有与升降架310可滑动连接在一起的内滑动连接部。下置

物盒420可以为一个或多个，但需要保证最下侧的下置物盒420能够随升降机构上升至高于

床体100的位置；下置物盒420上的外铰接部可以为多种，例如：铰接孔、铰轴等；下置物盒

420上的内滑动连接部也可以为多种，优选为条形孔421；下置物盒420一般安装在上下相邻

的两个X形折叠架311之间，其外铰接部与下侧的X形折叠架311的上部外端及上侧的X形折

叠架311的下部外端铰接，其内滑动连接部与下侧的X形折叠架311的上部内端及上侧的X形

折叠架311的下部内端可滑动连接。

[0030] 为了便于氧气罐的固定，如图3所示，在床体100的床头端上通过活动连接件安装

有能够调节至床体100下方的氧气罐固定抱箍500。活动连接件可以为多种，例如：合页、铰

轴、翻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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