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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医用折叠床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医用折叠床，包括床板

结构和支脚结构，该支脚结构转动后与该床板结

构相互重叠；床板结构包括第一支撑板、第二支

撑板、第三支撑板和第四支撑板，该第一支撑板

一端与所述第二支撑板一端连接且第一支撑板

可转动，第一支撑板转动后使第一支撑板的上表

面与第二支撑板的上表面相互重叠，第二支撑板

另一端与第三支撑板一端连接且第二支撑板可

转动，第二支撑板转动后使第二支撑板的下表面

与第三支撑板的下表面相互重叠，第四支撑板一

端与第三支撑板另一端连接且所述第四支撑板

可转动，第四支撑板转动后使第四支撑板的上表

面与第三支撑板的上表面相互重叠，第二支撑板

一端向上转动可调节第二支撑板与第三支撑板

间的夹角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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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医用折叠床，其特征在于，包括床板结构和支脚结构，所述支脚结构连接在所述

床板结构上且所述支脚结构可转动，所述支脚结构转动后与所述床板结构相互重叠；所述

床板结构包括依次延直线水平连接的第一支撑板、第二支撑板、第三支撑板和第四支撑板，

所述第一支撑板一端与所述第二支撑板一端连接且所述第一支撑板可转动，所述第一支撑

板转动后使所述第一支撑板的上表面与所述第二支撑板的上表面相互重叠，所述第二支撑

板另一端与所述第三支撑板一端连接且所述第二支撑板可转动，所述第二支撑板转动后使

所述第二支撑板的下表面与所述第三支撑板的下表面相互重叠，所述第四支撑板一端与所

述第三支撑板另一端连接且所述第四支撑板可转动，所述第四支撑板转动后使所述第四支

撑板的上表面与所述第三支撑板的上表面相互重叠，所述第二支撑板一端向上转动可调节

所述第二支撑板与所述第三支撑板间的夹角大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用折叠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支撑板、所述第二支撑板、

所述第三支撑板和所述第四支撑板上均包覆有聚氨酯发泡自结皮材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用折叠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医用折叠床上安装有与自动锁

体配合的连接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用折叠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支撑板在所述第二支撑板

上的垂直投影在所述第二支撑板内，所述第四支撑板在所述第三支撑板上的垂直投影在所

述第三支撑板内，所述第二支撑板在所述第三支撑板上的垂直投影在所述第三支撑板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用折叠床，其特征在于，所述支脚结构包括第一支脚、第二

支脚、第三支脚和第四支脚，所述第一支脚安装在所述第一支撑板两侧且所述第一支脚可

转动，所述第一支脚转动后与所述第一支撑板两侧表面重叠；所述第二支撑板下表面设置

有第一凹腔，所述第二支脚安装在所述第二支撑板下表面且所述第二支脚可转动，所述第

二支脚转动后收纳在所述第一凹腔中；所述第三支撑板下表面设置有第二凹腔，所述第三

支脚安装在所述第三支撑板下表面且所述第三支脚可转动，所述第三支脚转动后收纳在所

述第二凹腔中；所述第四支脚安装在所述第四支撑板两侧且所述第四支脚可转动，所述第

四支脚转动后与所述第四支撑板两侧表面重叠。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医用折叠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支撑板两侧连接有第一扶

手且所述第一扶手可转动，所述第一扶手转动后可收纳在所述第一凹腔内；所述第三支撑

板两侧连接有第二扶手且所述第二扶手可转动，所述第二扶手转动后可收纳在所述第二凹

腔内；所述第一扶手与所述第二扶手可分离式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用折叠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支撑板一侧和所述第四支

撑板一侧均安装有行走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用折叠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支撑板上安装有提手。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用折叠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支撑板另一端面为斜面，

所述第四支撑板另一端面为斜面，所述第一支撑板另一端与所述第四支撑板另一端可分离

式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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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医用折叠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护用品技术领域，尤其涉及的是一种医用折叠床。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医用折叠床是为陪护病人的家属而设计的，该折叠床多设置在病床

一侧的床头柜内，使用者水平拉拽柜门即可将折叠床变形后平躺使用。一些病房内家属需

要不间断的看护病人，所以需要在病房内另行设置座椅等，占用有限的病房空间，但医用折

叠床由于与床头柜相连，且仅具有水平打开成床体和折叠变形成可收纳的功能，若供人坐

立则需水平打开，占用病房空间，所以现有病房床头柜内的折叠床功能极其单一。另一方

面，病床旁多放痰盂等器皿，极易散发出各种异味，但现有床头柜内的折叠床打开后床板与

地面间距极低，人躺在上面很靠近于地面各种器皿，导致人难以忍受甚至被各种病菌所传

染。且现有病床受床头柜内空间限制，床板宽度和长度均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床板窄或短

导致折叠床的使用体验性极差。

[0003] 因此，提供一种新的技术方案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医用折叠床。

[0005] 本实用新型所设计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医用折叠床，其中，包括床板结构和支脚结构，所述支脚结构连接在所述床板

结构上且所述支脚结构可转动，所述支脚结构转动后与所述床板结构相互重叠；所述床板

结构包括依次延直线水平连接的第一支撑板、第二支撑板、第三支撑板和第四支撑板，所述

第一支撑板一端与所述第二支撑板一端连接且所述第一支撑板可转动，所述第一支撑板转

动后使所述第一支撑板的上表面与所述第二支撑板的上表面相互重叠，所述第二支撑板另

一端与所述第三支撑板一端连接且所述第二支撑板可转动，所述第二支撑板转动后使所述

第二支撑板的下表面与所述第三支撑板的下表面相互重叠，所述第四支撑板一端与所述第

三支撑板另一端连接且所述第四支撑板可转动，所述第四支撑板转动后使所述第四支撑板

的上表面与所述第三支撑板的上表面相互重叠，所述第二支撑板一端向上转动可调节所述

第二支撑板与所述第三支撑板间的夹角大小。

[0007] 所述的医用折叠床，其中，所述第一支撑板、所述第二支撑板、所述第三支撑板和

所述第四支撑板上均包覆有聚氨酯发泡自结皮材料。

[0008] 所述的医用折叠床，其中，所述医用折叠床上安装有与自动锁体配合的连接环。

[0009] 所述的医用折叠床，其中，所述第一支撑板在所述第二支撑板上的垂直投影在所

述第二支撑板内，所述第四支撑板在所述第三支撑板上的垂直投影在所述第三支撑板内，

所述第二支撑板在所述第三支撑板上的垂直投影在所述第三支撑板内。

[0010] 所述的医用折叠床，其中，所述支脚结构包括第一支脚、第二支脚、第三支脚和第

四支脚，所述第一支脚安装在所述第一支撑板两侧且所述第一支脚可转动，所述第一支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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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后与所述第一支撑板两侧表面重叠；所述第二支撑板下表面设置有第一凹腔，所述第

二支脚安装在所述第二支撑板下表面且所述第二支脚可转动，所述第二支脚转动后收纳在

所述第一凹腔中；所述第三支撑板下表面设置有第二凹腔，所述第三支脚安装在所述第三

支撑板下表面且所述第三支脚可转动，所述第三支脚转动后收纳在所述第二凹腔中；所述

第四支脚安装在所述第四支撑板两侧且所述第四支脚可转动，所述第四支脚转动后与所述

第四支撑板两侧表面重叠。

[0011] 所述的医用折叠床，其中，所述第二支撑板两侧连接有第一扶手且所述第一扶手

可转动，所述第一扶手转动后可收纳在所述第一凹腔内；所述第三支撑板两侧连接有第二

扶手且所述第二扶手可转动，所述第二扶手转动后可收纳在所述第二凹腔内；所述第一扶

手与所述第二扶手可分离式连接。

[0012] 所述的医用折叠床，其中，所述第一支撑板一侧和所述第四支撑板一侧均安装有

行走轮。

[0013] 所述的医用折叠床，其中，所述第二支撑板上安装有提手。

[0014] 所述的医用折叠床，其中，所述第一支撑板另一端面为斜面，所述第四支撑板另一

端面为斜面，所述第一支撑板另一端与所述第四支撑板另一端可分离式连接。

[0015] 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为独立式的折叠床结构，不受病房中床头柜内

空间的限制，可随意定制床板结构宽度、长度和支脚结构的高度。多个支撑板相对转动后可

折叠在一起，其中，当第一支撑架与第二支撑架重叠，且第二支撑架一端向上转动后可使原

折叠床结构变为折叠椅结构，同时，第四支撑板折叠在第三支撑板表面，使用者可坐在第三

支撑板上，背靠第一支撑板。当向下翻折转动第二支撑架一端后使第二支撑板下表面与第

三支撑板的下表面相互重叠，即可快速地将折叠床整体收纳起来呈箱体状。本折叠床变形

后可用于实现躺坐功能，且变形后的箱体可摆放在病床旁，可用于放置地面物体或生活用

品，使这些物品远离地面，且病人下床时可踩在箱体上，相当于在病床与地面间增加一个阶

梯结构，方便病人下床，外观整洁，便于在有限室内空间内与其他室内杂物进行存储，方便

使用者对室内空间进行规划。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折叠床变形座椅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呈完全收纳状态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中折叠床及其扶手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中折叠床收纳工作原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标号：1、第一支撑板；11、第一支脚；12、第三凹腔；2、第二支撑板；21、第一连

接轴；22、第二支脚；23、第一扶手；24、第二铰接座；3、第三支撑板；31、第二连接轴；32、第三

支脚；33、第一铰接座；34、第二扶手；35、第三铰接座；4、第四支撑板；41、第四支脚；51、转轴

座；52、第一转轴；6、聚氨酯发泡自结皮材料；7、行走轮；8、提手；9、第一连接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详细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所述实施方式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其中

自始至终相同或类似的标号表示相同或类似的元件或具有相同或类似功能的元件。下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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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参考附图描述的实施方式是示例性的，仅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

新型的限制。

[0022]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纵向”、“横向”、“长度”、“宽

度”、“厚度”、“上”、“下”、“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

“顺时针”、“逆时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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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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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术语“第一”、

“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

特征的数量。由此，限定有“第一”、“第二”的特征可以明示或者隐含地包括一个或者更多个

所述特征。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多个”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除非另有明确具体的

限定。

[0023]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

装”、“相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

连接；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或可以相互通讯；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

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或两个元件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于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含义。

[0024] 在本实用新型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之“上”或之

“下”可以包括第一和第二特征直接接触，也可以包括第一和第二特征不是直接接触而是通

过它们之间的另外的特征接触。而且，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之上”、“上方”和“上面”包括第

一特征在第二特征正上方和斜上方，或仅仅表示第一特征水平高度高于第二特征。第一特

征在第二特征“之下”、“下方”和“下面”包括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正下方和斜下方，或仅仅

表示第一特征水平高度小于第二特征。

[0025] 下文的公开提供了许多不同的实施方式或例子用来实现本实用新型的不同结构。

为了简化本实用新型的公开，下文中对特定例子的部件和设置进行描述。当然，它们仅仅为

示例，并且目的不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此外，本实用新型可以在不同例子中重复参考数字

和/或参考字母，这种重复是为了简化和清楚的目的，其本身不指示所讨论各种实施方式

和/或设置之间的关系。此外，本实用新型提供了的各种特定的工艺和材料的例子，但是本

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意识到其他工艺的应用和/或其他材料的使用。

[0026] 请参照图1、图2和图3，本实用新型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一种医用折叠床，包

括床板结构和支脚结构，该支脚结构连接在该床板结构上且该支脚结构可转动，该支脚结

构转动后与该床板结构相互重叠；该床板结构包括依次延直线水平连接的第一支撑板1、第

二支撑板2、第三支撑板3和第四支撑板4，该第一支撑板1一端与该第二支撑板2一端连接且

该第一支撑板1可转动，该第一支撑板1转动后使该第一支撑板1的上表面与该第二支撑板2

的上表面相互重叠，该第二支撑板2另一端与该第三支撑板3一端连接且该第二支撑板2可

转动，该第二支撑板2转动后使该第二支撑板2的下表面与该第三支撑板3的下表面相互重

叠，该第四支撑板4一端与该第三支撑板3另一端连接且该第四支撑板4可转动，该第四支撑

板4转动后使该第四支撑板4的上表面与该第三支撑板3的上表面相互重叠，该第二支撑板2

一端向上转动可调节该第二支撑板2与该第三支撑板3间的夹角大小。该第二支撑板2一端

向上转动可调节该第二支撑板2与该第三支撑板3间的夹角大小后，可用于将折叠床变为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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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椅结构，具体变形方法详见下文。

[0027] 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为独立式的折叠床结构，不受病房中床头柜内

空间的限制，可随意定制床板结构宽度、长度和支脚结构的高度，以提高折叠床使用舒适

性。多个支撑板相对转动后可折叠在一起，其中，当第一支撑架与第二支撑架重叠，且第二

支撑架一端向上转动后可使原折叠床结构变为折叠椅结构，同时，第四支撑板4折叠在第三

支撑板3表面，使用者可坐在第三支撑板3上，背靠第一支撑板1。当向下翻折转动第二支撑

架一端后使第二支撑板2下表面与第三支撑板3的下表面相互重叠，即可快速地将折叠床整

体收纳起来呈箱体状。本折叠床变形后可用于实现躺坐功能，且变形后的箱体可摆放在病

床旁，可用于放置地面物体或生活用品，使这些物品远离地面，且病人下床时可踩在箱体

上，相当于在病床与地面间增加一个阶梯结构，方便病人下床，外观整洁，便于在有限室内

空间内与其他室内杂物进行存储，方便使用者对室内空间进行规划。在医院的仓库中，亦需

要存放大量的折叠床，本实用新型中的折叠床结构收纳后整体可呈箱体状，其规整的外形

便于多个折叠床叠放在仓库中存储，或是并排放置，便于使用者对室内空间进行规划，从而

可存储更多的折叠床。完全折叠收纳后的折叠床可塞到床头柜与病床之间的缝隙中，实现

空间的有效利用。

[0028] 实际应用中，第一支撑板1一端与第二支撑板2一端通过第一铰链连接，第四支撑

板4一端与第三支撑板3另一端通过第二铰链连接，第二支撑板2另一端设置有第一连接轴

21，第一连接轴21两端突出设置在第二支撑板2两侧，第三支撑板3一端设置有第二连接轴

31，第二连接轴31两端突出设置在第三支撑板3两侧，第一连接轴21的一端与第二连接轴31

一端通过第一连接件9相连，第一连接轴21的另一端与第二连接轴31另一端通过第二连接

件（图中未标出）相连，第一连接件9和第二连接件表面均开设有两个第一连接孔（图中未标

出）用于分别连接两转轴的其中一端，当然，第一连接件9设置在第二支撑板2一侧。实际应

用中，第一连接轴21和第二连接轴31也可选用销轴等。第一铰链和第二铰链均包括转轴座

51和第一转轴52，上述各支撑板的两侧均对称安装有该转轴座51，且该转轴座51靠近各支

撑板的端部，第一铰链中的第一转轴52分别穿过第一支撑板1一侧的转轴座51、第二支撑板

2一侧的转轴座51、第一支撑板1另一侧的转轴座51和第二支撑板2另一侧的转轴座51，实现

第一支撑板1与第二支撑板2间的可转动连接，同理地，第三支撑板3与第四支撑板4的连接

方式与上述连接方式相同，本文不再赘述。

[0029] 本实施例中，第一支撑板1、该第二支撑板2、该第三支撑板3和该第四支撑板4上均

包覆有聚氨酯发泡自结皮材料6。对于医院病房这个环境来说，用聚氨酯发泡自结皮可以起

到抗菌防菌的作用，方便消毒，且聚氨酯发泡自结皮具有一定的弹性，软硬度适中，多应用

于自行车座表面等结构上。用于本实用新型材料替代布料，人造革等材料，结实耐用，使用

寿命长，至少5年以上。而布料或者人造革容易磨损，破裂，也容易滋生细菌，不易清理消毒。

聚氨酯发泡自结皮表面触感舒适，最大限度提供好的睡感坐感。实际应用中，可使聚氨酯发

泡自结皮材料6表面呈曲面，以增加聚氨酯发泡自结皮材料6与人体的接触面积和对人体的

支撑点，增加使用舒适感。各支撑架表面包覆聚氨酯发泡自结皮，使支撑架表面具有一定的

弹性，完全折叠收纳后折叠床整体厚度也较小，立起后可塞到床头柜与病床之间的缝隙中，

实现空间的有效利用。

[0030] 本实施例中，该第一支撑板1在该第二支撑板2上的垂直投影在该第二支撑板2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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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第四支撑板4在该第三支撑板3上的垂直投影在该第三支撑板3内，该第二支撑板2在该第

三支撑板3上的垂直投影在该第三支撑板3内。为了将折叠床收纳成箱体状，则使各支撑板

表面在折叠后相互重叠，且折叠后各支撑架边缘无外凸的情况为好。在其他优选实施例中，

可使第一支撑架上表面的表面积小于第二支撑架上表面的表面积，从而可在第二支撑架表

面形成一阶梯状结构，当折叠床变形为箱体且第一支撑架的下表面朝上时，可将该折叠床

置于病床下，病人下床时可先踩在箱体上，相当于在病床与地面间增加一个阶梯结构，使病

人在箱体上逐层的向下移动，方便病人下床。

[0031] 本实施例中，该支脚结构包括第一支脚11、第二支脚22、第三支脚32和第四支脚

41，该第一支脚11安装在该第一支撑板1两侧且该第一支脚11可转动，该第一支脚11转动后

与该第一支撑板1两侧表面重叠（例如人体两侧手臂伸直且与身体并拢时的状态）；该第二

支撑板2下表面设置有第一凹腔（图中未标出），该第二支脚22安装在该第二支撑板2下表面

且该第二支脚22可转动，该第二支脚22转动后收纳在该第一凹腔中；该第三支撑板3下表面

设置有第二凹腔（图中未标出），该第三支脚32安装在该第三支撑板3下表面且该第三支脚

32可转动，该第三支脚32转动后收纳在该第二凹腔中；该第四支脚41安装在该第四支撑板4

两侧且该第四支脚41可转动，该第四支脚41转动后与该第四支撑板4两侧表面重叠（例如人

体两侧手臂伸直且与身体并拢时的状态）。实际应用中，第一支脚11一端和第四支脚41一端

可均通过销轴（图中标未标出）安装在对应的支撑板两侧实现转动（该连接方式和结构为本

领域技术人员的公知常识和常用技术手段，本文不再赘述），第一支撑板1两侧面和第四支

撑板4两侧面均设置有第三凹腔12（如图3所示），使第一支脚11在转动后可收纳进第三凹腔

12内，从而减少第一支撑板1两侧面和第四支撑板4两侧面结构外凸的现象，增加箱体结构

的规整度。第二支脚22与第二支撑板2下表面通过第三铰链连接，第三支脚32与第三支撑板

3下表面通过第四铰链（图中未画出）连接，第三铰链安装在第一凹腔内，第四铰链安装在第

二凹腔内，第三铰链和第四铰链均包括第一铰接座33（如图4所示）和第一铰接轴（图中未标

出），第三支脚32和第四支脚41上均开设有第一铰接孔（图中未画出），第三支脚32通过第三

铰链中的第一铰接轴与第一凹腔内的第一铰接座33连接，第四支脚41通过第四铰链中的第

一铰接轴与第二凹腔内的第一铰接座33连接。第一铰接轴可为销轴。

[0032] 本实施例中，第二支撑板2两侧连接有第一扶手23且该第一扶手23可转动，该第一

扶手23转动后可收纳在该第一凹腔内；该第三支撑板3两侧连接有第二扶手34且该第二扶

手34可转动，该第二扶手34转动后可收纳在该第二凹腔内；该第一扶手23与该第二扶手34

可分离式连接。第二支撑板2两侧对称安装有第五铰链，第三支撑板3两侧对称安装有第六

铰链，第五铰链包括第二铰接座24和第二铰接轴（图中为标出），第六铰链包括第三铰接座

35和第三铰接轴（图中为标出，第二铰接座24一端突出于第二支撑板2的下表面，第三铰接

座35一端突出于第三支撑板3的下表面，第一扶手23一端通过的第二铰接轴与第二铰接座

24一端连接并可转动，第二扶手34一端通过的第三铰接轴与第三铰接座35一端连接并可转

动。第二扶手34上安装有卡合连接件（图中未画出），卡合连接件一端固定在第二扶手34上

（固定方式可为螺钉连接、黏结或焊接），卡合连接件另一端与第一扶手23卡合连接，用于实

现第一扶手23与该第二扶手34可分离式连接。具体的，实际应用中，第一扶手23和第二扶手

34多为钢管，卡合连接件多为塑料件，在卡合连接件另一端表面设置第一凹槽，该第一凹槽

贯穿该卡合连接件端面，且第一凹槽表底面为弧形，并使得第一凹槽的开口处宽度小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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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凹槽底部宽度，当本实用新型的折叠床变形为折叠椅子时，第二支撑板2两侧的第一扶手

23与第三支撑板3两侧的第二扶手34相靠近，为了防止第二支撑板2一端继续朝第三支撑板

3上表面方向转动，所以使第一扶手23与第二扶手34快速连接，即，使第一扶手23挤压第一

凹槽开口处至其塑料结构变形后可快速卡接到第一凹槽内，第一扶手23与第二扶手34相连

接也可防止第一支撑板1和第二支撑板2在水平方向受力后转动，以确保折叠椅的正常使

用。而当使用者需要将折叠椅变为箱体时，用力拉拽第二支撑板2即可将第一扶手23与第二

扶手34分离。

[0033] 本实施例中，该第一支撑板1一侧和该第四支撑板4一侧均安装有行走轮7。本实施

例中，该第二支撑板2上安装有提手8。实际应用中，该提手8可安装在第二支撑板2一侧，在

行走轮7的支撑下，可将呈收纳状态的折叠床立起后移动，提手8可方便使用者对箱体式折

叠床进行拉拽移动。

[0034] 本实施例中，第一支撑板1另一端面为斜面，该第四支撑板4另一端面为斜面，该第

一支撑板1另一端与该第四支撑板4另一端可分离式连接。当本实用新型的折叠床变形为折

叠椅子时，第二支撑板2一端向上翻折转动至预设位置，使第一支撑板1作为座椅靠背使用，

为了防止第二支撑板2一端继续朝第三支撑板3上表面方向转动，则使第一支撑板1另一端

与第四支撑板4另一端相互抵接，例如，第一支撑板1另一端与第四支撑板4另一端的斜面间

相接使两支撑板间夹角呈九十度，此时折叠椅具有较好的结构连接稳定性。当然，也可减少

第一支撑板1的上下两表面的表面积，亦可将折叠床变为折叠椅结构，并使上述两扶手间连

接以用于限制支撑板转动，减少第一支撑板1的表面积则形成了本文中上述的阶梯结构。另

一方面，仅改变端面形状而不改变支撑板上下表面的好处在于，相邻支撑板的上下表面被

支撑板所被覆盖，应用在医院多细菌的环境中时，可尽量减少细菌或其他杂物附着在支撑

板表面上的现象发生，以提高使用者使用环境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0035] 本实施例中，医用折叠床上安装有与自动锁体配合的连接环，使用者开锁后使自

动锁体与连接环断开连接即可使用医用折叠床。实际应用时，可优选地将连接环安装在第

二支撑板2上（图中未画出），还可在第二支撑板2上设置二维码（图中未画出），自动锁体可

为蓝牙锁、GPRS锁等可实现扫码开锁的自动锁体或其他现有的使用钥匙进行开锁的锁体，

该自动锁体可安装在医院走廊或病房内的墙壁上。例如，本实用新型中的折叠床在完全收

纳后置于医院通道中时，并将自动锁体通过架子固定在医院过道的墙壁上，使连接环同时

连接在第二支撑板2和自动锁体上，使用者通过手机相应APP对第二支撑板2上的二维码进

行扫码后，使自动锁体脱离与连接环的连接（例如共享单车或公共租借自行车结构的解锁

方式），使用者可移动折叠床进行使用，同时手机APP上进行折叠床使用计费和定位功能，实

现本实用新型的扫码共享使用功能。将连接环设置在第二支撑板2上，与医院墙壁上的自动

锁体连接，方便折叠床与自动锁体连接，可使折叠床的支撑架表面完全与墙壁靠近或紧贴。

实际应用中，在支撑板上行走轮7的支撑下，可将呈收纳状态的折叠床立起后移动，可在第

二支撑板2一侧安装有提手8，并将连接环安装在该提手8上，同时，二维码也可设置在第二

支撑板2一侧表面上，方便使用者扫码开锁。

[0036] 综上所述，虽然本实用新型已以优选实施例揭露如上，但上述优选实施例并非用

以限制本实用新型，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内，均可作

各种更动与润饰，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界定的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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