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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护理床。包括起背机

构、翻身机构、助便机构、曲腿机构、床头、床尾、

下部床架、上部床架，以及与上述机构铰接的起

背电动推杆、翻身电动推杆、助便电动推杆、曲腿

电动推杆。上部床架通过螺栓固接于下部床架

上，床头固接于上部床架头部，起背机构、翻身机

构、助便机构、曲腿机构依次安装在上部床架上，

床尾固接在曲腿机构上；起背电动推杆伸缩带动

起背机构支起与放下，翻身电动推杆伸缩带动翻

身机构左右支起，助便电动推杆伸缩带动助便机

构支起与放下，曲腿电动推杆伸缩带动曲腿机构

支起与放下。实现左右翻身、抬背、曲腿、便盖自

动启闭多项功能。舒适度高，避免了肌肉萎缩、褥

疮的发生，降低了护理人员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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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护理床，其特征在于：包括起背机构、翻身机构、助便机构、曲腿机构、床头、床

尾、下部床架、上部床架、起背电动推杆、翻身电动推杆、助便电动推杆、曲腿电动推杆；

所述起背机构由翻转架与背部支起架构成；翻转架为矩形框架结构，四个端点设有翻

转轮，中部设有横梁，上框中部设有翻转铰接座，下框中部设有转套，翻转架通过转套与转

轴安装于上部床架上，并且绕转轴左右翻转；背部支起架为矩形框架结构，上框两端设有背

部支起轮，下框中部设有背部支起铰接座，左右框两侧设有铰接轴，背部支起架通过铰接轴

铰接在翻转架的左右框上；所述起背电动推杆的推杆铰接在背部支起铰接座上，起背电动

推杆的底座铰接在横梁上；

所述翻身机构由头部翻身支架与尾部翻身支架铰接而成，所述头部翻身支架由左、右

头部翻身支架与头部中间翻身支架铰接而成，所述尾部翻身支架由左、右尾部翻身支架与

尾部中间翻身支架铰接而成；翻身电动推杆的推杆铰接在翻转架的翻转铰接座上，翻身电

动推杆的底座铰接在上部床架上；

所述助便机构由臀部支架与便盆放置架铰接而成，助便电动推杆的推杆铰接在臀部支

架上，助便电动推杆的底座铰接在上部床架上；

所述曲腿机构由曲腿架与床尾架铰接而成，曲腿电动推杆的推杆铰接在曲腿架上，曲

腿电动推杆的底座铰接在下部床架上；

上部床架通过螺栓固接于下部床架上，床头固接于上部床架头部，起背机构、翻身机

构、助便机构、曲腿机构依次安装在上部床架上，床尾固接在曲腿机构上；起背电动推杆伸

缩带动起背机构支起与放下，翻身电动推杆伸缩带动翻身机构左右支起，助便电动推杆伸

缩带动助便机构支起与放下，曲腿电动推杆伸缩带动曲腿机构支起与放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下部床架底部设有走行轮，所

述走行轮为静音聚氨酯万向可刹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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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护理床。

背景技术

[0002] 护理床是行动不方便的病人在住院或居家护理时使用的病床。其主要目的是便于

护理人员进行照顾，便于病人康复。我国老龄人口越来越多，而独生子女家庭又非常普遍，

照顾老人，病人的工作非常艰巨，现有的护理床功能单一，仅能将使用者背部支起；瘫痪病

人卧床时长时间只能处于同一体位，即平躺的状态，这样容易产生褥疮等病症，而且会引起

病人的身体功能退化，同时还给护理人员带来较大的工作量，劳动强度大；护理床无法帮助

解决使用者的大小便等生理问题；根据医学表明，如人体得不到有效的锻炼，保持同一个姿

势，容易造成身体机能紊乱，同时该部分身体会出现僵硬和麻木，对于腿部来说，集合着人

体所有的神经源，所以腿部舒适和锻炼是确保人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部分，目前

的护理床不具有曲腿功能。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护理床。基本满足使用者活

动要求，具有抬起背部，腿部屈伸，左右翻身，帮助排便功能。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护理床，包括起背机构、翻身机构、助便机构、曲腿机构、床头、床尾、下部床

架、上部床架、起背电动推杆、翻身电动推杆、助便电动推杆、曲腿电动推杆。

[0006] 所述起背机构由翻转架与背部支起架构成；翻转架为矩形框架结构，四个端点设

有翻转轮，中部设有横梁，上框中部设有翻转铰接座，下框中部设有转套，翻转架通过转套

与转轴安装于上部床架上，并且绕转轴左右翻转；背部支起架为矩形框架结构，上框两端设

有背部支起轮，下框中部设有背部支起铰接座，左右框两侧设有铰接轴，背部支起架通过铰

接轴铰接在翻转架的左右框上；所述起背电动推杆的推杆铰接在背部支起铰接座上，起背

电动推杆的底座铰接在横梁上。

[0007] 所述翻身机构由头部翻身支架与尾部翻身支架铰接而成，所述头部翻身支架由

左、右头部翻身支架与头部中间翻身支架铰接而成，所述尾部翻身支架由左、右尾部翻身支

架与尾部中间翻身支架铰接而成。

[0008] 所述翻身电动推杆的推杆铰接在翻转架的翻转铰接座上，所述翻身电动推杆的底

座铰接在上部床架上。

[0009] 所述助便机构由臀部支架与便盆放置架铰接而成，助便电动推杆的推杆铰接在臀

部支架上，助便电动推杆的底座铰接在上部床架上。

[0010] 所述曲腿机构由曲腿架与床尾架铰接而成，曲腿电动推杆的推杆铰接在曲腿架

上，曲腿电动推杆的底座铰接在下部床架上。

[0011] 上部床架通过螺栓固接于下部床架上，床头固接于上部床架头部，起背机构、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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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助便机构、曲腿机构依次安装在上部床架上，床尾固接在曲腿机构上；起背电动推杆

伸缩带动起背机构支起与放下，翻身电动推杆伸缩带动翻身机构左右支起，助便电动推杆

伸缩带动助便机构支起与放下，曲腿电动推杆伸缩带动曲腿机构支起与放下。

[0012] 所述下部床架底部设有走行轮，所述走行轮为静音聚氨酯万向可刹车轮。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4] 1)设有翻身机构，实现使用者左右翻身；

[0015] 2)设有助便机构，帮助使用者排便；

[0016] 3)设有曲腿机构，便于使用者进行腿部锻炼；

[0017] 4)通过电动推杆实现起背、翻身、助便、曲腿运动，可精确控制运动的力度，动作柔

和，使用者舒适度高，大大降低了服伺人员的工作强度。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起背状态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左翻身状态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右翻身状态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是本实用新型助便状态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是本实用新型抬腿状态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是本实用新型曲腿状态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是本实用新型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是本实用新型起背机构立体机构示意图；

[0026] 图9是本实用新型翻身机构立体机构示意图；

[0027] 图10是本实用新型助便机构立体机构示意图；

[0028] 图11是本实用新型曲腿机构立体机构示意图。

[0029] 图中：1-起背机构  2-翻身机构  3-助便机构  4-曲腿机构  5-起背电动推杆  6-翻

身电动推杆  7-助便电动推杆  8-曲腿电动推杆  9-床头  10–床尾  11-下部床架  12-上部床

架  13-翻转架  14-背部支起架  15-翻转轮  16-横梁  17-翻转架上框  18-翻转架下框  19-

转套  20-背部支起架上框  21-背部支起轮  22-背部支起架下框  23-背部支起铰接座  24-

背部支起铰接轴  25-头部翻身支架  26-尾部翻身支架  27-左头部翻身支架  28-右左头部

翻身支架  29-头部中间翻身支架  30-左尾部翻身支架  31-右尾部翻身支架  32-尾部中间

翻身支架  33-臀部支架  34-便盆放置架  35-曲腿架  36-床尾架  37-走行轮  38-翻转铰接

座  39-背部支起架左右框  40-翻转架左右框  41-转轴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

[0031] 如图1-7所示，一种护理床，包括起背机构1、翻身机构2、助便机构3、曲腿机构4、床

头9、床尾10、下部床架11、上部床架12、起背电动推杆5、翻身电动推杆6、助便电动推杆7、曲

腿电动推杆8。上部床架12通过螺栓固接于下部床架11上，床头9固接于上部床架12头部，起

背机构1、翻身机构2、助便机构3、曲腿机构4依次安装在上部床架12上，床尾10固接在曲腿

机构4上。下部床架底部设有走行轮37，走行轮37为静音聚氨酯万向可刹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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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如图1、8所示，起背机构1由翻转架13与背部支起架14构成。翻转架13为矩形框架

结构，四个端点设有翻转轮15，中部设有横梁16，翻转架上框17中部设有翻转铰接座  38，翻

转架下框18中部设有转套19，翻转架13通过转套19与转轴41安装于上部床架  12上，并且绕

转轴41左右翻转。背部支起架14为矩形框架结构，背部支起架上框20两端设有背部支起轮

21，背部支起架下框22中部设有背部支起铰接座23，背部支起架左右框39两侧设有背部支

起铰接轴24，背部支起架14通过背部支起铰接轴24铰接在翻转架左右框上40。

[0033] 如图2、3、9所示，翻身机构2由头部翻身支架25与尾部翻身支架26铰接而成，头部

翻身支架25由头部翻身支架27、右头部翻身支架28与头部中间翻身支架29铰接而成。尾部

翻身支架26由左尾部翻身支架30、右尾部翻身支架31与尾部中间翻身支架32铰接而成。

[0034] 如图1-9所示，起背电动推杆5的推杆铰接在背部支起铰接座23上，起背电动推杆5 

的底座铰接在横梁16上。翻身电动推杆6的推杆铰接在翻转架13的翻转铰接座38上，翻身电

动推杆6的底座铰接在上部床架12上。起背电动推杆5的推杆伸长带动背部支起架14绕背部

支起铰接轴24逆时针旋转，背部支起轮21沿翻转架13滚动，进而推动翻转架13支起；起背电

动推杆5的推杆缩短带动背部支起架14绕背部支起铰接轴24顺时针旋转，背部支起轮21沿

翻转架13滚动，进而将翻转架13放下，从而完成护理床的背部支起与背部放下运动。翻身电

动推杆6的推杆伸长带动翻转架13沿转轴逆时针旋转，翻转轮15沿头部翻身支架25与尾部

翻身支架26滚动，将左头部翻身支架27与左尾部翻身支架30支架支起，实现左翻身；翻身电

动推杆6的推杆缩短带动翻转架13沿转轴顺时针旋转，翻转轮15沿头部翻身支架25与尾部

翻身支架26滚动，将右头部翻身支架27与右尾部翻身支架30支架支起，实现右翻身。

[0035] 如图4、10所示，助便机构3由臀部支架33与便盆放置架34铰接而成，助便电动推杆

7的推杆铰接臀部支架33上，助便电动推杆7的底座铰接于上部床架12上。臀部支架  33用于

支撑臀部，便盆放置架34用于放置便盆，助便电动推杆7的推杆缩短带动臀部支架33旋转

90°放下，便盆放置架34上的便盆位于臀部的正下方，便可进行排便，排便后将便盆拿走，助

便电动推杆7的推杆伸长带动臀部支架33旋转90°支起，完成排便过程。助便机构3帮助使用

者排便，大大降低了服伺人员的工作强度。

[0036] 如图5、6、11所示，曲腿机构4由曲腿架35与床尾架36铰接而成，曲腿电动推杆8 的

推杆铰接在曲腿架35上，曲腿电动推杆8的底座铰接在下部床架11上，床尾10固接于床尾架

36上。曲腿电动推杆8的推杆伸长带动曲腿架35向上支起，实现使用者抬腿运动；曲腿电动

推杆8的推杆缩短带动曲腿架35向下放下，实现使用者曲腿运动。

[0037] 护理床的控制系统基于Atmega128单片机，通过按键控制器，并在LED显示器上显

示出选项。病人或者护理人员使用按键对各个电动推杆进行控制，实现左右翻身、抬背、曲

腿、便盖自动启闭等功能。不仅提高了病人的舒适度、减轻了病人长期卧床的病痛，而且还

大大降低了护理人员的负担。同时，通过患者体位的改变，避免了肌肉萎缩、褥疮等常见病

的发生。

[0038] 以上实施例在以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为前提下进行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

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不限于上述的实施例。上述实施例中所用方

法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常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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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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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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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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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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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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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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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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