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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病床床头柜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病床床头柜，包括柜

体，柜体具有由下至上依序排布第一储物格、第

二储物格、第三储物格；第一储物格具有第一入

口，第一入口处封盖柜门，柜门与柜体铰接；第二

储物格具有第二入口，第二储物格中水平设置第

一滑轨，第一滑轨上固连可由第二入口插入至第

二储物格中的第一抽屉；第三储物格具有彼此垂

直的第三入口、第四入口，第三储物格的底面上

水平设置与第三入口垂直的第二滑轨，第二滑轨

上固设活动板，活动板的上表面设置与第四入口

垂直的第三滑轨，所述第三滑轨上固设第二抽

屉。通过上述结构，病人无需下床即可取出所需

物品，极大的方便了病人。同时，还降低了病人久

卧起床后大脑缺氧晕眩而摔倒的意外情况的发

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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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病床床头柜，其特征在于：包括柜体，柜体具有由下至上依序排布第一储物格、

第二储物格、第三储物格；第一储物格具有第一入口，第一入口处封盖柜门，柜门与柜体铰

接；第二储物格具有第二入口，第二储物格中水平设置第一滑轨，第一滑轨上固连可由第二

入口插入至第二储物格中的第一抽屉；第三储物格具有彼此垂直的第三入口、第四入口，第

三储物格的底面上水平设置与第三入口垂直的第二滑轨，第二滑轨上固设活动板，活动板

的上表面设置与第四入口垂直的第三滑轨，所述第三滑轨上固设第二抽屉。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病床床头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储物格的侧立面上分别

设置第一磁性块，所述第二抽屉正对第一磁性块的侧立面上设置于第一磁性块相吸引的第

二磁性块。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病床床头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储物格的侧壁上设

置至少一组架空凸条，所述架空凸条的上方架设分隔板。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病床床头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分隔板的一角设置弧形缺

口。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病床床头柜，其特征在于：沿所述柜体的顶部边缘设置向上

凸起的阻挡条。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病床床头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柜体远离第四入口的一侧设

置毛巾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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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病床床头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领域，特别是一种病床床头柜。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住院部的病床床头柜结构老式，只能从正面拉开。该种抽屉打开方式对于卧

床病人的物品拿取极为不便。当病人需要拿取抽屉中的物品，特别是药品时需要先下床走

动至抽屉正前方后才能够拉出抽屉进行拿取。而卧床病人在下床时极易出现脑部供血不足

的情况，当脑部供血不足时病人容易因为脑部缺氧而头晕发生摔倒，进而造成不必要的医

疗事故。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鉴于上述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病床床头柜，能够实现床头柜的

侧向打开，使得卧床病人能够不下床即可将抽屉中的物品取出，从而降低医疗事故的发生

概率。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病床床头柜，包括柜体，柜体具有由下至上依序排布第一储物格、第二储物

格、第三储物格；第一储物格具有第一入口，第一入口处封盖柜门，柜门与柜体铰接；第二储

物格具有第二入口，第二储物格中水平设置第一滑轨，第一滑轨上固连可由第二入口插入

至第二储物格中的第一抽屉；第三储物格具有彼此垂直的第三入口、第四入口，第三储物格

的底面上水平设置与第三入口垂直的第二滑轨，第二滑轨上固设活动板，活动板的上表面

设置与第四入口垂直的第三滑轨，所述第三滑轨上固设第二抽屉。

[0006] 进一步地，所述第三储物格的侧立面上分别设置第一磁性块，所述第二抽屉正对

第一磁性块的侧立面上设置于第一磁性块相吸引的第二磁性块。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储物格的侧壁上设置至少一组架空凸条，所述架空凸条的上

方架设分隔板。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分隔板的一角设置弧形缺口。

[0009] 进一步地，沿所述柜体的顶部边缘设置向上凸起的阻挡条。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柜体远离第四入口的一侧设置毛巾架。

[0011] 工作原理：当病人住院时，将病人需要服用的药物或者一些必须的物品放置于第

二抽屉中。当病人需要服用药物或者拿取物品时，病人可坐于病床上，然后将第二抽屉朝向

病床一侧抽出，随即取出第二抽屉中的物品或者药物即可。

[0012] 有益效果：通过上述结构，病人无需下床即可取出所需物品，极大的方便了病人。

同时，还降低了病人久卧起床后大脑缺氧晕眩而摔倒的意外情况的发生概率。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实用新型柜门打开后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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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图2是本实用新型第一抽屉抽出时的状态图；

[0015] 图3是本实用新型第二抽屉由第三入口抽出时的状态图；

[0016] 图4是本实用新型第二抽屉由第四入口抽出时的状态图；

[0017]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爆炸图；

[0018] 图6是本实用新型A‑A向的剖视图；

[0019] 图7是本实用新型B‑B向的剖视图。

[0020] 附图标记：100.柜体110.第一储物格111.第一入口112.架空凸条  120.第二储物

格121.第二入口130.第三储物格131.第三入口132.

[0021] 第四入口133.第一磁性块140.阻挡条150.毛巾架200.柜门300.

[0022] 第一滑轨400.第一抽屉500.第二滑轨600.活动板700.第三滑轨  800 .第二抽屉

810.第二磁性块900.分隔板910.弧形缺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实施例中柜

体摆放时靠墙的一侧为背面，远离墙面的一侧为正面。

[0024] 如图1～7所示的一种病床床头柜，包括柜体100，柜体内部中空而形成由下至上依

序排布的第一储物格110、第二储物格120以及第三储物格130。

[0025] 具体的，第一储物格具有第一入口111，该第一入口开设于柜体的正面。在第一入

口上封盖有一扇柜门200。柜门与柜体之间为铰接，以方便取放物品时柜门的打开与关闭。

第二储物格的正面设置有第二入口121。并且，在第二储物格中水平的设置有第一滑轨300。

具体的，该第一滑轨垂直于第二入口设置。在第一滑轨上固定连接有一个插接在第二储物

格中的第一抽屉400，该第一抽屉随第一滑轨的伸缩而在第二储物格中进出。另外，第三处

储物上则开设有第三入口  131以及第四入口132。其中第三入口位于柜体的正面，而第四入

口则位于柜体靠近病床一侧的侧面。在第三储物格的底面上水平的设置有与第三入口垂直

的第二滑轨500，在第二滑轨上设置有一块活动板600，随着第二滑轨的伸缩，活动板可由第

三入口进出第三储物格。于此同时，在活动板的上表面则设置有与第四入口垂直的第三滑

轨700，该第三滑轨上固定连接有第二抽屉800。通过第三滑轨的伸缩，第二抽屉可由第四入

口进出第三储物格。需要说明的是，当活动板由第三入口进出第三储物格时，第二抽屉随活

动板同步运动。

[0026] 作为上述实施方式的进一步改进，为了使第二抽屉能够方便的由两侧拉出，不会

因为抽拉不到位而卡住。在第三储物格130的侧立面上分别设置有一块第一磁性块133。与

之相对的，在第二抽屉正对第一磁性块的侧立面上则设置有第二磁性块810。需要说明的

是，第一磁性块、第二磁性块可采用具有磁性能力的磁石制成。并且，第一磁性块、第二磁性

块二者能够在靠近后互相吸引，以保证第二抽屉在进入至第三储物格一定深度后能够自行

归位。

[0027] 作为上述实施方式的进一步改进，为了能够对第一储物格中的空间进行有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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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第一储物格的侧壁上对称的设置有至少一组架空凸条112。架空凸条的上方架设有一

片分隔板900。

[0028] 作为上述实施方式的进一步改进，分隔板的一角设置弧形缺口910。通过设置该弧

形缺口，使得病床边的热水壶能够安全的放置于第一储物格中，减少热水壶翻到烫伤人的

情况发生。

[0029] 作为上述实施方式的进一步改进，为了防止柜体的顶部放置的物品掉落，在柜体

的顶部向上凸起的设置有阻挡条140。具体的，该阻挡条沿着柜体的顶部边缘设置。

[0030] 作为上述实施方式的进一步改进，为了方便病人生活用品的防止，在柜体远离第

四入口的一侧设置有毛巾架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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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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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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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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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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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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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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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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