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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护理设备技术领域，具

体地涉及一种加宽加重型护理床。包括底架和设

置在底架上的若干床板，所述底架前端设置有床

头，底架后端设置有床尾，所述床头、床尾均通过

升降机构与底架连接，所述底架包括床板架、床

头架和床尾架，所述床头架和床尾架上设有若干

个用于支撑底架的支撑装置，所述支撑装置包括

上支撑管、下支撑管、固定在上支撑管下端的下

橡胶套和固定在下支撑管的上端的上橡胶套，所

述下支撑管插入上支撑管内，且下橡胶套的内壁

与下支撑管外壁为紧密的滑动连接，上橡胶套的

外壁与上支撑管的内壁同样为紧密的滑动连接。

解决了现有技术中护理床尺寸小的问题，且本实

用新型支撑性强、稳定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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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加宽加重型护理床，包括底架和设置在底架上的若干床板，所述底架前端设置

有床头，底架后端设置有床尾，所述床头、床尾均通过升降机构与底架连接，其特征在于：所

述底架包括床板架、床头架和床尾架，所述床头架和床尾架上设有若干个用于支撑底架的

支撑装置，所述支撑装置包括上支撑管、下支撑管、固定在上支撑管下端的下橡胶套和固定

在下支撑管的上端的上橡胶套，所述下支撑管插入上支撑管内，且下橡胶套的内壁与下支

撑管外壁为紧密的滑动连接，上橡胶套的外壁与上支撑管的内壁同样为紧密的滑动连接，

所述床板架的四个角分别固定在床头架和床尾架的上支撑管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宽加重型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床板共四个，由床

头至床尾依次为第一床板、第二床板、第三床板、第四床板，第一床板与第二床板铰接，第三

床板与第四床板铰接，第二床板与底架固定连接，第三床板与底架铰接，第四床板通过铰接

板与底架铰接；所述底架内安装有两个床板升降结构，两个床板升降结构分别与第一床板

和第三床板固定连接，所述床板升降结构由固定安装在底架上的马达驱动，带动对应床板

升降，且上述床板与相邻床板做相对摆动和/或带动相邻床板一起升降。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加宽加重型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床板包括方形外框架，

外框架内设置有若干纵架和若干横架，所述纵架和横架交叉连接后分别与外框架固定连

接，相邻两纵架之间还横向排列有若干扁平片，所述扁平片两端分别与外框架固定连接；所

述扁平片上表面成圆弧状。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加宽加重型护理床，其特征在于：两个床板升降结构为电动推

杆，两个电动推杆一端均固定在床板架上，另一端分别与第一床板和三床板的纵架固定连

接。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加宽加重型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床板底部四角分别

设置有支撑块，支撑块上端与第二床板固定连接，下端与底架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加宽加重型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床板、第三床板、第

四床板底部四角分别固定连接有支撑片或支撑架，支撑片支撑在底架上，支撑架架在底架

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宽加重型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宽加重型护理床还包

括护栏，所述护栏通过安装结构固定在靠近床头的床板上，所述安装结构包括直角固定板、

固定在直角固定板上面的V型支撑板、固定在直角固定板侧面的异形立板和锁紧装置，所述

支撑板的下端面一体化设有钩体向上的上钩，上端面一体化设有内倾斜面，所述异形立板

上开设有腰孔，所述腰孔延伸至内倾斜面，相应的，所述护栏靠近安装结构的一侧固定有横

板，所述横板上开设有纵向腰孔，所述锁紧装置依次穿过异形立板上的腰孔和横板上的纵

向腰孔后，其端部固定有定位柄头，所述定位柄头与横板之间还固定有支撑套。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宽加重型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床头、床尾边缘处均为

设有注塑包边结构，所述注塑包边结构包括顶端的横向包边以及位于两侧的纵向包边，所

述横向包边的两端与纵向包边卡接，所述纵向包边的上下两端通过紧固件固定在床头架和

床尾架上。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宽加重型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支撑管下面安装有脚

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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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宽加重型护理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护理设备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加宽加重型护理床。

背景技术

[0002] 护理床一般都是动力床，分为电动或手动护理床，是根据病人的卧床生活习性和

治疗需要，而设计的带有家属可以陪护，具有多项护理功能和操作按钮，使用绝缘安全的

床。如体重监测、起背就餐、定时翻身报警、预防褥疮、负压吸尿尿床报警、移动运输、休息、

康复(被动运动、站立)、输液给药、相关提示等功能，能够预防病员坠床。康复护理床可单独

使用，也可与治疗或康复设备配套使用。翻身护理床一般不超过90cm宽，单人单层床，方便

医护观察巡视和家属人员的操作和使用。可供生病的人、重度残疾人、老年人、健康人在住

院或居家治疗康复休养时使用，大小形式多样。标准的电动护理床规格为2200×900×500/

700㎜。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护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重视，舒适、宽大的护理床必然会

带来的更好的康复体验，且对于体型较大的被护理人员来说，常规规格的护理床由于尺寸

偏小，故被护理人员躺卧在床上时，会产生一种挤迫感，不利于康复的顺利进行。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旨在提供一种支撑性强、稳定性好的加

宽加重型护理床。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加宽加重型护理床，包括底架和设置在底架

上的若干床板，所述底架前端设置有床头，底架后端设置有床尾，所述床头、床尾均通过升

降机构与底架连接，所述底架包括床板架、床头架和床尾架，所述床头架和床尾架上设有若

干个用于支撑底架的支撑装置，所述支撑装置包括上支撑管、下支撑管、固定在上支撑管下

端的下橡胶套和固定在下支撑管的上端的上橡胶套，所述下支撑管插入上支撑管内，且下

橡胶套的内壁与下支撑管外壁为紧密的滑动连接，上橡胶套的外壁与上支撑管的内壁同样

为紧密的滑动连接，所述床板架的四个角分别固定在床头架和床尾架的上支撑管上。

[0005] 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优化和改进：所述床板共四个，由床头至床尾依次为第一床

板、第二床板、第三床板、第四床板，第一床板与第二床板铰接，第三床板与第四床板铰接，

第二床板与底架固定连接，第三床板与底架铰接，第四床板通过铰接板与底架铰接；所述底

架内安装有两个床板升降结构，两个床板升降结构分别与第一床板和第三床板固定连接，

所述床板升降结构由固定安装在底架上的马达驱动，带动对应床板升降，且上述床板与相

邻床板做相对摆动和/或带动相邻床板一起升降。

[0006] 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优化和改进：所述床板包括方形外框架，外框架内设置有若

干纵架和若干横架，所述纵架和横架交叉连接后分别与外框架固定连接，相邻两纵架之间

还横向排列有若干扁平片，所述扁平片两端分别与外框架固定连接；所述扁平片上表面成

圆弧状。

[0007] 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优化和改进：两个床板升降结构为电动推杆，两个电动推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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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均固定在床板架上，另一端分别与第一床板和三床板的纵架固定连接。

[0008] 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优化和改进：所述第二床板底部四角分别设置有支撑块，支

撑块上端与第二床板固定连接，下端与底架固定连接。

[0009] 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优化和改进：所述第一床板、第三床板、第四床板底部四角分

别固定连接有支撑片或支撑架，支撑片支撑在底架上，支撑架架在底架上。

[0010] 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优化和改进：所述加宽加重型护理床还包括护栏，所述护栏

通过安装结构固定在靠近床头的床板上，所述安装结构包括直角固定板、固定在直角固定

板上面的V型支撑板、固定在直角固定板侧面的异形立板和锁紧装置，所述支撑板的下端面

一体化设有钩体向上的上钩，上端面一体化设有内倾斜面，所述异形立板上开设有腰孔，所

述腰孔延伸至内倾斜面，相应的，所述护栏靠近安装结构的一侧固定有横板，所述横板上开

设有纵向腰孔，所述锁紧装置依次穿过异形立板上的腰孔和横板上的纵向腰孔后，其端部

固定有定位柄头，所述定位柄头与横板之间还固定有支撑套。

[0011] 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优化和改进：所述床头、床尾边缘处均为设有注塑包边结构，

所述注塑包边结构包括顶端的横向包边以及位于两侧的纵向包边，所述横向包边的两端与

纵向包边卡接，所述纵向包边的上下两端通过紧固件固定在床头架和床尾架上。

[0012] 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优化和改进：所述下支撑管下面安装有脚轮。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带来的有益效果为：

[0014] 1、本实用新型的尺寸大于常规规格护理床，为加宽加重型护理床，被护理人员躺

卧时更加的舒适，有利于康复的顺利进行，尤其对于体型较大或体重较重的被护理人人员

而言，避免了床体尺寸给其带来的困扰。

[0015] 2、通过设置支撑装置，提高了床体结构的稳定性，当被护理人员躺卧时，避免了重

心偏移而造成的床板倾斜，所述支撑装置在升降机构的作用下，可随升降结构上下移动，以

调节床体的高度，以适应不同身高的被护理人员，故支撑装置集支撑和高度调节功能于一

体，整体上简化了设备的结构，避免了过多的冗余结构。

[0016] 3、 以往床面用的是由很多个铁丝弹簧安装组成的床面，显然这种形式的床面对

躺在上面的病人的整体支撑不足，且铁丝弹簧类零部件端面较尖锐，若床垫包裹不合理或

是生产有瑕疵就很可能对使用时或装配时周边的人或物产生伤害；安装繁琐，不易维修；本

司病床床面采用新型钢片焊接成4个部分的整体，安全牢靠，支撑强度足；且安装简易，使用

方便。

[0017] 4、护栏可快速拆卸，节约了安装时间，提高了安装效率。

[0018] 5、以往床头尾板包边是利用U型档管向外侧开的槽来拖住并卡紧床头尾板，再用U

型包边来固定并限制住两侧及上方，该种方式易划伤床头尾板，且U型档管无法用包边覆盖

住，美观度不高。本实用新型的床头尾包边则全方位的用注塑件包边覆盖住，边缘处圆滑无

棱角，且床头尾板不易划伤。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机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床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支撑装置的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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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4为图3中A处放大图。

[0023] 图5为安装结构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通过下面的实施例可以详细的解释本实用新型，公开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旨在保护

本实用新型范围内的一切技术改进，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下面的实施例。

[0025] 如图1至图5所示，一种加宽加重型护理床，包括底架1和设置在底架上的若干床板

2，所述底架1前端设置有床头3，底架1后端设置有床尾4，所述床头3、床尾4均通过升降机构

5与底架1连接，所述底架1包括床板架101、床头架102和床尾架103，所述床头架102和床尾

架103上设有若干个用于支撑底架的支撑装置6，所述支撑装置6包括上支撑管61、下支撑管

62、固定在上支撑管下端的下橡胶套63和固定在下支撑管的上端的上橡胶套64，所述下支

撑管插62入上支撑管61内，且下橡胶套63的内壁与下支撑管62外壁为紧密的滑动连接，上

橡胶套64的外壁与上支撑管61的内壁同样为紧密的滑动连接，所述床板架101的四个角分

别固定在床头架102和床尾架103的上支撑管61上。所述下支撑管62下面安装有脚轮19。

[0026] 所述床板2共四个，由床头3至床尾4依次为第一床板21、第二床板22、第三床板23

和第四床板24，第一床板与第二床板铰接，第三床板与第四床板铰接，第二床板与底架固定

连接，第三床板与底架铰接，第四床板通过铰接板与底架铰接，所述第二床板底部四角分别

设置有支撑块，支撑块上端与第二床板固定连接，下端与底架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床板、第

三床板、第四床板底部四角分别固定连接有支撑片或支撑架，支撑片支撑在底架上，支撑架

架在底架上；所述床板2包括方形外框架7，外框架7内设置有若干纵架71和若干横架72，所

述纵架71和横架72交叉连接后分别与外框架7固定连接，相邻两纵架之间还横向排列有若

干扁平片73，所述扁平片73两端分别与外框架7固定连接；所述扁平片上表面成圆弧状。

[0027] 所述底架内安装有两个床板升降结构8，两个床板升降结构8分别与第一床板21和

第三床板23固定连接，两个床板升降结构8为均电动推杆，两个电动推杆一端均固定在床板

架上，另一端分别与第一床板21和三床板23的纵架71固定连接，所述床板升降结构由固定

安装在底架上的马达驱动，带动对应床板升降，且上述床板与相邻床板做相对摆动和/或带

动相邻床板一起升降。具体的，第一床板21相对第二床板22摆动，第三床板23和第四床板24

一起做升降运动。

[0028] 所述加宽加重型护理床还包括护栏9，所述护栏9通过安装结构10固定在靠近床头

3的床板上，即第一床板的外框架上，所述安装结构10包括直角固定板11、固定在直角固定

板11上面的V型支撑板12、固定在直角固定板11侧面的异形立板13和锁紧装置14，所述支撑

板12的下端面一体化设有钩体向上的上钩，上端面一体化设有内倾斜面，所述异形立板13

上开设有腰孔，所述腰孔延伸至内倾斜面，相应的，所述护栏9靠近安装结构的一侧固定有

横板91，所述横板上开设有纵向腰孔，所述锁紧装置14依次穿过异形立板13上的腰孔和横

板上的纵向腰孔后，其端部固定有定位柄15头，所述定位柄头15与横板之间还固定有支撑

套16。

[0029] 所述床头3、床尾4边缘处均为设有注塑包边结构18，所述注塑包边结构18包括顶

端的横向包边181以及位于两侧的纵向包边182，所述横向包边181的两端与纵向包边182卡

接，所述纵向包边的上下两端通过紧固件固定在床头架和床尾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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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实用

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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