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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诊查床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用诊查床技术领域，是一

种多功能诊查床，其包括床体、床架和床腿，床体

安装在床架上部，床腿固定在床架下端，床体包

括床首部、床身部和床尾部，床身部位于床架的

中部，床首部的右端铰接在床架左部并与床身部

的左端对齐，床尾部的左端铰接在床架右部并与

床身部的右端对齐。本实用新型结构合理而紧

凑，使用方便，其可折叠式的手托架板、足托架板

不但利于患者肢体放置还便于药品、器具、工具

放置，可满足妇产科、肛肠科及其他大部分科室

诊查治疗的姿势需要，排污导孔便于及时处理污

物及污水，垃圾桶环便于放置垃圾，大大提高了

护理质量及患者满意度，具有结构简单、容易实

施、灵活方便、应用范围广、使用效果理想的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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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诊查床，其特征在于：包括床体、床架和床腿，床体安装在床架上部，床腿

固定在床架下端，床体包括床首部、床身部和床尾部，床身部位于床架的中部，床首部的右

端铰接在床架左部并与床身部的左端对齐，床尾部的左端铰接在床架右部并与床身部的右

端对齐，床身部的右边中部设有排污导孔，床架的左前部设有手托铰轴并铰接有能够逆时

针翻转收起的手托架板，手托架板的后部右端向右延伸并形成手托置物台，手托架板的前

部下端设有手托支腿，床架的右后部设有足托铰轴并铰接有能够顺时针翻转收起的足托架

板，足托架板的前部右端向右延伸并形成足托置物台，足托架板的后部下端设有足托支腿。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诊查床，其特征在于：床身部的右部前后两边分别设有撑

腿架，撑腿架包括腿架座、腿架接套、腿架托杆、弧板轴座、弧板轴杆和架腿弧板，腿架座固

定在床架侧部，腿架接套通过接套螺栓固定安装在腿架座上，接套螺栓的外端设有接套锁

栓手柄，腿架接套右部设有沿竖直方向的接套孔，腿架托杆下部通过托杆螺栓固定安装在

接套孔内，托杆螺栓的外端设有托杆锁栓手柄，腿架托杆上端向右上方延伸并固定有弧板

轴座，弧板轴座上端设有沿竖直方向的轴座孔，弧板轴杆下端通过轴杆螺栓固定安装在轴

座孔内，轴杆螺栓的外端设有轴杆锁栓手柄，架腿弧板的中部下端与弧板轴杆的上端相固

定。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多功能诊查床，其特征在于：床架左部与床首部之间安装有

床首升降装置，床首升降装置包括床首摇杆、滑槽、滑轮、连杆、曲柄装置、蜗轮蜗杆驱动装

置和驱动摇柄，床首摇杆中部通过摇杆铰轴铰接安装在对应床首部左部位置的床架上，床

首部的架框上设有滑槽，床首摇杆左端设有滑轮并安装在滑槽内，床首摇杆右端铰接安装

有连杆，曲柄装置通过曲柄铰轴铰接安装在摇杆铰轴右方的床架上，连杆的右端铰接在曲

柄装置的外端，对应曲柄铰轴右方的床架上安装有蜗轮蜗杆驱动装置，蜗杆的左端与曲柄

装置的中部相铰接，蜗轮蜗杆驱动装置的蜗轮轴前端安装有驱动摇柄。

4.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多功能诊查床，其特征在于：床架右部与床尾部之间安装有

多级沙发铰链，多级沙发铰链的带齿端的连接片固定在床尾部，多级沙发铰链的无齿端的

连接片固定在床架右部的架框上。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功能诊查床，其特征在于：床架右部与床尾部之间安装有多级

沙发铰链，多级沙发铰链的带齿端的连接片固定在床尾部，多级沙发铰链的无齿端的连接

片固定在床架右部的架框上。

6.如权利要求1或2或5所述的多功能诊查床，其特征在于：对应排污导孔位置的床架上

设有挡板导槽并安装有排污孔挡板，排污孔挡板的左部下端固定有挡板把手；或/和，对应

床首部的左部前侧位置的床架上设有床首铰座，床首铰座上通过床首铰轴安装有垃圾桶

环，所述垃圾桶环能够旋转至床架下方。

7.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功能诊查床，其特征在于：对应排污导孔位置的床架上设有挡

板导槽并安装有排污孔挡板，排污孔挡板的左部下端固定有挡板把手；或/和，对应床首部

的左部前侧位置的床架上设有床首铰座，床首铰座上通过床首铰轴安装有垃圾桶环，所述

垃圾桶环能够旋转至床架下方。

8.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多功能诊查床，其特征在于：对应排污导孔位置的床架上设有挡

板导槽并安装有排污孔挡板，排污孔挡板的左部下端固定有挡板把手；或/和，对应床首部

的左部前侧位置的床架上设有床首铰座，床首铰座上通过床首铰轴安装有垃圾桶环，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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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桶环能够旋转至床架下方。

9.如权利要求1或2或5或7或8所述的多功能诊查床，其特征在于：手托支腿、足托支腿

的下端分别安装有脚轮，所述脚轮为带有刹车装置的万向脚轮。

10.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多功能诊查床，其特征在于：手托支腿、足托支腿的下端分别安

装有脚轮，所述脚轮为带有刹车装置的万向脚轮。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211658645 U

3



多功能诊查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用诊查床技术领域，是一种多功能诊查床。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各医疗机构使用的病床种类繁多、样式各异，但现有使用的妇科诊查床功能

较为单一，而普通病床仅能够实现靠背的升起，无法适用于妇科检查、肛肠科诊查、手术操

作及日常护理换药，不能满足医护人员及患者的需要：一方面，无法满足妇产科、肛肠科的

诊查治疗的姿势需要，如肛门、直肠、前列腺等检查和治疗时，根据病情不同，有时需患者侧

卧于诊查床上，有时需患者屈膝俯卧、仰卧于诊查床上，有时还需患者采用蹲位、弯腰扶椅

等体位检查和治疗，还有时需要患者张开手臂或腿部，患者手臂或腿部需要悬空较长时间，

由于患者疼痛或体位不舒适，在检查治疗过程中患者身体经常变动、体位无法固定，医生必

须采用蹲或俯身方式进行检查，患者和医生都会感到非常不适，严重的影响检查和治疗效

果，在日常护理换药时也增加了医护人员的工作难度；另一方面，无法满足医护人员放置药

品、器具、工具及垃圾的需要，诊查及护理时需要准备小车、垃圾桶等器物并需要来回走动

完成取物或丢物，严重影响工作效率；再一方面，无法处理患者排出或冲洗产生的污物及污

水，经常把患者衣物、床单弄湿，而在患者身下垫治疗巾或者塑料袋，舒适性较差、不雅观、

给患者带来不便，还增加了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导致诊查及护理费时费力、工作效率较低、

易发生交叉感染、存在安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了一种多功能诊查床，克服了上述现有技术之不足，

其能有效解决现有诊查床及普通病床存在功能单一、无法适用于妇科及肛肠科诊查、手术

及换药需求的问题。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多功能诊查床，包括床体、床架和床腿，床

体安装在床架上部，床腿固定在床架下端，床体包括床首部、床身部和床尾部，床身部位于

床架的中部，床首部的右端铰接在床架左部并与床身部的左端对齐，床尾部的左端铰接在

床架右部并与床身部的右端对齐，床身部的右边中部设有排污导孔，床架的左前部设有手

托铰轴并铰接有能够逆时针翻转收起的手托架板，手托架板的后部右端向右延伸并形成手

托置物台，手托架板的前部下端设有手托支腿，床架的右后部设有足托铰轴并铰接有能够

顺时针翻转收起的足托架板，足托架板的前部右端向右延伸并形成足托置物台，足托架板

的后部下端设有足托支腿。

[0005] 进一步的，床身部的右部前后两边分别设有撑腿架，撑腿架包括腿架座、腿架接

套、腿架托杆、弧板轴座、弧板轴杆和架腿弧板，腿架座固定在床架侧部，腿架接套通过接套

螺栓固定安装在腿架座上，接套螺栓的外端设有接套锁栓手柄，腿架接套右部设有沿竖直

方向的接套孔，腿架托杆下部通过托杆螺栓固定安装在接套孔内，托杆螺栓的外端设有托

杆锁栓手柄，腿架托杆上端向右上方延伸并固定有弧板轴座，弧板轴座上端设有沿竖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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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轴座孔，弧板轴杆下端通过轴杆螺栓固定安装在轴座孔内，轴杆螺栓的外端设有轴杆

锁栓手柄，架腿弧板的中部下端与弧板轴杆的上端相固定。

[0006] 进一步的，床架左部与床首部之间安装有床首升降装置，床首升降装置包括床首

摇杆、滑槽、滑轮、连杆、曲柄装置、蜗轮蜗杆驱动装置和驱动摇柄，床首摇杆中部通过摇杆

铰轴铰接安装在对应床首部左部位置的床架上，床首部的架框上设有滑槽，床首摇杆左端

设有滑轮并安装在滑槽内，床首摇杆右端铰接安装有连杆，曲柄装置通过曲柄铰轴铰接安

装在摇杆铰轴右方的床架上，连杆的右端铰接在曲柄装置的外端，对应曲柄铰轴右方的床

架上安装有蜗轮蜗杆驱动装置，蜗杆的左端与曲柄装置的中部相铰接，蜗轮蜗杆驱动装置

的蜗轮轴前端安装有驱动摇柄。

[0007] 进一步的，床架右部与床尾部之间安装有多级沙发铰链，多级沙发铰链的带齿端

的连接片固定在床尾部，多级沙发铰链的无齿端的连接片固定在床架右部的架框上。

[0008] 进一步的，对应排污导孔位置的床架上设有挡板导槽并安装有排污孔挡板，排污

孔挡板的左部下端固定有挡板把手。

[0009] 进一步的，对应床首部的左部前侧位置的床架上设有床首铰座，床首铰座上通过

床首铰轴安装有垃圾桶环，所述垃圾桶环能够旋转至床架下方。

[0010] 进一步的，手托支腿、足托支腿的下端分别安装有脚轮，所述脚轮为带有刹车装置

的万向脚轮。

[0011] 本实用新型结构合理而紧凑，使用方便，其可折叠式的手托架板、足托架板不但利

于患者肢体放置还便于药品、器具、工具放置，可满足妇产科、肛肠科及其他大部分科室诊

查治疗的姿势需要，排污导孔便于及时处理污物及污水，垃圾桶环便于放置垃圾，大大提高

了护理质量及患者满意度，具有结构简单、容易实施、灵活方便、应用范围广、使用效果理想

的特点。

附图说明

[0012] 本实用新型的具体结构由以下的附图和实施例给出：

[0013] 图1是本实用新型最佳实施例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是图1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5] 图例：1、床架，2、床腿，3、床首部，4、床身部，5、床尾部，6、排污导孔，7、手托铰轴，

8、手托架板，9、手托置物台，10、手托支腿，11、足托铰轴，12、足托架板，13、足托置物台，14、

足托支腿，15、腿架座，16、腿架接套，17、腿架托杆，18、弧板轴座，19、弧板轴杆，20、架腿弧

板，21、接套锁栓手柄，22、托杆锁栓手柄，23、轴杆锁栓手柄，24、床首摇杆，25、滑槽，26、滑

轮，27、连杆，28、曲柄装置，29、蜗轮蜗杆驱动装置，30、驱动摇柄，31、摇杆铰轴，32、曲柄铰

轴，33、多级沙发铰链，34、挡板导槽，35、排污孔挡板，36、挡板把手，37、床首铰座，38、垃圾

桶环，39、脚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本实用新型不受下述实施例的限制，可根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与实际情况来

确定具体的实施方式。

[0017] 实施例：如图1—2所示，该多功能诊查床包括床体、床架1和床腿2，床体安装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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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1上部，床腿2固定在床架1下端，床体包括床首部3、床身部4和床尾部5，床身部4位于床架

1的中部，床首部3的右端铰接在床架1左部并与床身部4的左端对齐，床尾部5的左端铰接在

床架1右部并与床身部4的右端对齐，床身部4的右边中部设有排污导孔6，床架1的左前部设

有手托铰轴7并铰接有能够逆时针翻转收起的手托架板8，手托架板8的后部右端向右延伸

并形成手托置物台9，手托架板8的前部下端设有手托支腿10，床架1的右后部设有足托铰轴

11并铰接有能够顺时针翻转收起的足托架板12，足托架板12的前部右端向右延伸并形成足

托置物台13，足托架板12的后部下端设有足托支腿14。实际制造时，床首部3、床身部4和床

尾部5都由床板、海绵、皮革组成，床板上部固定有海绵，海绵上端固定有皮革，排污导孔6内

壁处的皮革延伸至排污导孔6下端处的床板底端，将PVC软质透明塑胶台布放置在皮革的上

端，对应排污导孔6位置的PVC软质透明塑胶台布上有排污孔洞，在排污导孔6内套装有下端

伸至排污导孔6下端口下方的塑料薄膜套，将塑料薄膜套的上端口向外翻转并用胶带固定，

将污物桶放置在排污导孔6下方，  PVC软质透明塑胶台布能够防止污物弄脏床体，具有表面

较光滑、抗静电、防水防污、舒适易清洁、耐热、抗光照、使用寿命长等特点，实际使用时，塑

料薄膜套用后需立即更换，PVC软质透明塑胶台布可使用84消毒片浸泡擦拭后重复使用。通

过与床体拼接的手托架板8、足托架板12，患者可以将手臂放置在手托架板8上，或者将腿部

放置在足托架板12上，接受检查或换药较为舒适方便，给医护人员及患者带来了便利，提高

了工作效率、节约时间，手托架板8、足托架板12在不需要时还能够折叠收起，节约运输及收

纳空间。经实际测试，本实用新型适合于妇科及肛肠科的诊查、手术操作及大部分科室的日

常护理换药，能够满足妇产科、肛肠科及其他大部分科室的诊查治疗的姿势需要，便于医护

人员诊疗护理操作时放置药品、器具、工具及垃圾，便于及时处理患者排出或产生的污物及

污水，便于医护人员进行换药及多种治疗操作，大大提高了护理质量及患者的满意度，具有

结构简单、成本低、容易实施，使用灵活方便，应用范围广，使用效果理想的特点。

[0018] 如图1—2所示，床身部4的右部前后两边分别设有撑腿架，撑腿架包括腿架座15、

腿架接套16、腿架托杆17、弧板轴座18、弧板轴杆19和架腿弧板20，腿架座15固定在床架1侧

部，腿架接套16通过接套螺栓固定安装在腿架座15上，接套螺栓的外端设有接套锁栓手柄

21，腿架接套16右部设有沿竖直方向的接套孔，腿架托杆17下部通过托杆螺栓固定安装在

接套孔内，托杆螺栓的外端设有托杆锁栓手柄22，腿架托杆17上端向右上方延伸并固定有

弧板轴座18，弧板轴座18上端设有沿竖直方向的轴座孔，弧板轴杆19下端通过轴杆螺栓固

定安装在轴座孔内，轴杆螺栓的外端设有轴杆锁栓手柄23，架腿弧板20的中部下端与弧板

轴杆19的上端相固定。使用时，根据检查项目的具体要求，利用接套锁栓手柄21调节接套螺

栓，可以分别调节和固定前后两个腿架托杆17在床端的宽度以及与床面的角度，利用托杆

锁栓手柄22可以分别调节和固定两个腿架托杆17的总体高度，利用轴杆锁栓手柄23可以分

别调节和固定两个架腿弧板20的角度，调节时灵活方便，可使患者处于最舒适的体位状态，

极大的方便了医生和护理人员对各种妇科及肛肠科患者进行检查、治疗和护理。检查治疗

以后，可以通过旋松接套锁栓手柄21将两个腿架接套16及腿架托杆17落下，当做普通诊查

床使用。

[0019] 如图1—2所示，床架1左部与床首部3之间安装有床首升降装置，床首升降装置包

括床首摇杆24、滑槽25、滑轮26、连杆27、曲柄装置28、蜗轮蜗杆驱动装置29和驱动摇柄30，

床首摇杆24中部通过摇杆铰轴31铰接安装在对应床首部3左部位置的床架1上，床首部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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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框上设有滑槽25，床首摇杆24左端设有滑轮26并安装在滑槽25内，床首摇杆24右端铰接

安装有连杆27，曲柄装置28通过曲柄铰轴32铰接安装在摇杆铰轴31右方的床架1上，连杆27

的右端铰接在曲柄装置28的外端，对应曲柄铰轴32右方的床架1上安装有蜗轮蜗杆驱动装

置29，蜗杆的左端与曲柄装置28的中部相铰接，蜗轮蜗杆驱动装置29的蜗轮轴前端安装有

驱动摇柄30。床首升降装置还可以为现有公知公用的其他种类的病床靠背升降装置，通过

驱动摇柄30能够带动床首摇杆24转动，最终控制床首部3左端升起或落下。

[0020] 如图1—2所示，床架1右部与床尾部5之间安装有多级沙发铰链33，多级沙发铰链

33的带齿端的连接片固定在床尾部5，多级沙发铰链33的无齿端的连接片固定在床架1右部

的架框上。多级沙发铰链33为现有公知公用的沙发五金，例如佛山市南海区金沙东联至川

五金厂生产的至川牌ZC8-001型多级沙发铰链33。此外，还可以使用现有儿童书桌上公知公

用的多级铰桌面倾斜升降器，用来调节床尾部5右端的升起或落下。

[0021] 如图1—2所示，对应排污导孔6位置的床架1上设有挡板导槽34并安装有排污孔挡

板35，排污孔挡板35的左部下端固定有挡板把手36。通过挡板把手36能够方便地推动排污

孔挡板35沿挡板导槽34左右移动，当需要使用排污导孔6时，向左推动挡板把手36使排污导

孔6开启，当需要关闭排污导孔6时，向右推动挡板把手36使排污导孔6关闭。

[0022] 如图1—2所示，对应床首部3的左部前侧位置的床架1上设有床首铰座37，床首铰

座37上通过床首铰轴安装有垃圾桶环38，所述垃圾桶环38能够旋转至床架1下方。通过垃圾

桶环38能够方便地安放各种常见型号的垃圾桶，实现医疗废弃物的丢弃，不用时，还可将垃

圾桶环38旋转至床架1下方，使用更加方便。

[0023] 如图1—2所示，手托支腿10、足托支腿14的下端分别安装有脚轮39，所述脚轮39为

带有刹车装置的万向脚轮。

[0024] 上述说明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所作的举例，而并非是对本实用新型的

实施方式的限定。凡是属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所引申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动仍处

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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