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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护理康复吊架，包括支撑

架、轨道、滚动装置、升降驱动电机和可伸缩装

置，轨道设置在支撑架中部，滚动装置和轨道配

合，升降驱动电机的上端和滚动装置的下端连

接，升降驱动电机的下端和可伸缩装置上端连

接；可伸缩装置包括一级伸缩杆、二级伸缩杆和

丝杠，一级伸缩杆的上端和升降驱动电机连接，

二级伸缩杆位于一级伸缩杆内，二级伸缩杆和一

级伸缩杆滑动配合，丝杠位于一级伸缩杆内，丝

杠的一端和二级伸缩杆上端连接，丝杠的另一端

和升降驱动电机连接，把病人吊在可伸缩装置下

端，通过手动控制器使吊钩上病人上升或下移，

调整外置手动低位限位开关和外置手动高位限

位开关控制，可以调节吊钩的升降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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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护理康复吊架，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架(1)、轨道(2)、滚动装置、升降驱动电机

(3)和可伸缩装置，所述轨道(2)设置在支撑架(1)中部，所述滚动装置和轨道(2)配合，所述

升降驱动电机(3)的上端和滚动装置的下端连接，所述升降驱动电机(3)的下端和可伸缩装

置上端连接；

所述可伸缩装置包括一级伸缩杆(4)、二级伸缩杆(5)和丝杠(6)，所述一级伸缩杆(4)

的上端和升降驱动电机(3)连接，所述二级伸缩杆(5)位于一级伸缩杆(4)内，所述二级伸缩

杆(5)和一级伸缩杆(4)滑动配合，所述丝杠(6)位于一级伸缩杆(4)内，所述丝杠(6)的一端

和二级伸缩杆(5)上端连接，所述丝杠(6)的另一端和升降驱动电机(3)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护理康复吊架，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级伸缩杆(4)外周靠

近升降驱动电机(3)的位置设有内置高位限位开关(7)和外置手动高位限位开关(8)，所述

内置高位限位开关(7)位于外置手动高位限位开关(8)的上端，所述内置高位限位开关(7)

和外置手动高位限位开关(8)均通过电线和升降驱动电机(3)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护理康复吊架，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级伸缩杆(4)外周远

离升降驱动电机(3)的位置设有内置低位限位开关(9)和外置手动低位限位开关(10)，所述

内置低位限位开关(9)位于外置手动低位限位开关(10)的下端，所述内置低位限位开关(9)

和外置手动低位限位开关(10)均通过电线和升降驱动电机(3)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护理康复吊架，其特征在于：所述二级伸缩杆(5)的下端

和有吊钩(1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护理康复吊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滚动装置包括滚动滑轮

(12)和滑轮支架(13)，所述滚动滑轮(12)和轨道(2)配合，所述滚动滑轮(12)位于滑轮支架

(13)内侧，所述滚动滑轮(12)的两端均和滑轮支架(13)连接，所述滑轮支架(13)下端和升

降驱动电机(3)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护理康复吊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1)的下端设有

自锁万向轮(14)，所述自锁万向轮(14)的数量设有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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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护理康复吊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是指一种护理康复吊架。

背景技术

[0002] 在医院或在家照顾因病或行动不方便长期卧床的人员时，很多人都会遇到很多问

题，就是当病人大小便或者更换尿布时会很不方便，不仅会使病人不舒服，而且会使照顾病

人的人身心疲惫；另外就是病人在床上得不到锻炼不利于病人的康复，会使康复时间变长；

因此针对这种问题设计一种护理康复吊架。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上述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护理康复吊架。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护理康复吊架：包括支撑架、

轨道、滚动装置、升降驱动电机和可伸缩装置，所述轨道设置在支撑架中部，所述滚动装置

和轨道配合，所述升降驱动电机的上端和滚动装置的下端连接，所述升降驱动电机的下端

和可伸缩装置上端连接；

[0005] 所述可伸缩装置包括一级伸缩杆、二级伸缩杆和丝杠，所述一级伸缩杆的上端和

升降驱动电机连接，所述二级伸缩杆位于一级伸缩杆内，所述二级伸缩杆和一级伸缩杆滑

动配合，所述丝杠位于一级伸缩杆内，所述丝杠的一端和二级伸缩杆上端连接，所述丝杠的

另一端和升降驱动电机连接。

[0006] 作为改进，所述一级伸缩杆外周靠近升降驱动电机的位置设有内置高位限位开关

和外置手动高位限位开关，所述内置高位限位开关位于外置手动高位限位开关的上端，所

述内置高位限位开关和外置手动高位限位开关均通过电线和升降驱动电机连接。

[0007] 作为改进，所述一级伸缩杆外周远离升降驱动电机的位置设有内置低位限位开关

和外置手动低位限位开关，所述内置低位限位开关位于外置手动低位限位开关的下端，所

述内置低位限位开关和外置手动低位限位开关均通过电线和升降驱动电机连接。

[0008] 作为改进，所述二级伸缩杆的下端和有吊钩。

[0009] 作为改进，所述滚动装置包括滚动滑轮和滑轮支架，所述滚动滑轮和轨道配合，所

述滚动滑轮位于滑轮支架内侧，所述滚动滑轮的两端均和滑轮支架连接，所述滑轮支架下

端和升降驱动电机连接。

[0010] 作为改进，所述支撑架的下端设有自锁万向轮，所述自锁万向轮的数量设有四个。

[0011]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点在于：把病人吊在可伸缩装置下端，通过手动控制

器使吊钩上病人上升或下移，使病人方便移动和大小便，调整外置手动低位限位开关和外

置手动高位限位开关控制，可以调节吊钩的升降高度，转换手动、自动转换开关，可自由转

换，使病人进行四肢康复性活动锻炼，使照顾病人更加简单，采用运行轨道式安装，滚轮滑

动平稳，国家标准，人体安全电压设计，防止发生触电危险，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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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一种护理康复吊架的第一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是本发明一种护理康复吊架的第二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是本发明一种护理康复吊架的第三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是本发明一种护理康复吊架的第四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是本发明一种护理康复吊架的第五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是本发明一种护理康复吊架的第六结构示意图。

[0018] 图7是图6中A-A处的剖视图。

[0019] 图8是图1中B-B处的剖视图。

[0020] 图9是图2中C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1] 图10是图8中D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2] 图11是图7中E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3] 图12是图7中F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4] 如图所示：1、支撑架，2、轨道，3、升降驱动电机，4、一级伸缩杆，5、二级伸缩杆，6、

丝杠，7、内置高位限位开关，8、外置手动高位限位开关，9、内置低位限位开关，10、外置手动

低位限位开关，11、吊钩，12、滚动滑轮，13、滑轮支架，14、自锁万向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一种护理康复吊架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6] 结合附图1-12，一种护理康复吊架，包括支撑架1、轨道2、滚动装置、升降驱动电机

3和可伸缩装置，所述轨道2设置在支撑架1中部，所述滚动装置和轨道2配合，所述升降驱动

电机3的上端和滚动装置的下端连接，所述升降驱动电机3的下端和可伸缩装置上端连接；

[0027] 所述可伸缩装置包括一级伸缩杆4、二级伸缩杆5和丝杠6，所述一级伸缩杆4的上

端和升降驱动电机3连接，所述二级伸缩杆5位于一级伸缩杆4内，所述二级伸缩杆5和一级

伸缩杆4滑动配合，所述丝杠6位于一级伸缩杆4内，所述丝杠6的一端和二级伸缩杆5上端连

接，所述丝杠6的另一端和升降驱动电机3连接。

[0028] 所述一级伸缩杆4外周靠近升降驱动电机3的位置设有内置高位限位开关7和外置

手动高位限位开关8，所述内置高位限位开关7位于外置手动高位限位开关8的上端，所述内

置高位限位开关7和外置手动高位限位开关8均通过电线和升降驱动电机3连接。

[0029] 所述一级伸缩杆4外周远离升降驱动电机3的位置设有内置低位限位开关9和外置

手动低位限位开关10，所述内置低位限位开关9位于外置手动低位限位开关10的下端，所述

内置低位限位开关9和外置手动低位限位开关10均通过电线和升降驱动电机3连接。

[0030] 所述二级伸缩杆5的下端和有吊钩11。

[0031] 所述滚动装置包括滚动滑轮12和滑轮支架13，所述滚动滑轮12和轨道2配合，所述

滚动滑轮12位于滑轮支架13内侧，所述滚动滑轮12的两端均和滑轮支架13连接，所述滑轮

支架13下端和升降驱动电机3连接。

[0032] 所述支撑架1的下端设有自锁万向轮14，所述自锁万向轮14的数量设有四个。

[0033] 本发明在具体实施时，使用时，首先把康复吊架的四个支撑腿和床的四个腿对应，

然后推动康复吊架，使康复吊架摆放到适当的位置，使轨道2尽量位于床的中轴线，然后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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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自锁万向轮14锁住，然后通过手拉动可伸缩装置，这时滚动装置就会在轨道2上移动，

当可伸缩装置调到适当位置后，通过外置手动高位限位开关8和外置手动低位限位开关10

控制升降驱动电机3来调节可伸缩装置的长度，使吊钩11能挂住病人身上的丝杠，通过手动

控制器使吊钩上病人上升或下移，，通过转换手动、自动转换开关，可实现手动、自动转换，

通过外置手动高位限位开关8调节可伸缩装置上升高度，使吊钩11和病人上升，通过外置手

动低位限位开关10调节可伸缩装置下降高度，使吊钩11和病人下降，实现病人的进行移动；

当可伸缩装置下降和上升时，内置高位限位开关7和内置低位限位开关9可以在使二级伸缩

杆5在高低极限位置时升降驱动电机3自动停机，防止升降驱动电机3堵转烧毁。

[0034] 以上对本发明及其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这种描述没有限制性，附图中所示的也

只是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之一，实际的结构并不局限于此。总而言之如果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受其启示，在不脱离本发明创造宗旨的情况下，不经创造性的设计出与该技术方案相

似的结构方式及实施例，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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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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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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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12 页

8

CN 111407558 A

8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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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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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6/12 页

11

CN 111407558 A

11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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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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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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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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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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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说　明　书　附　图 12/12 页

17

CN 111407558 A

1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DRA00016
	DRA00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