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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公开了

一种妇科手术用护理床。本实用新型包括支撑

板，支撑板上设置有依次转动连接的第一床体、

第二床体和第三床体，第二床体通过弹性支撑机

构与支撑板相连接；第一床体通过第一高度调节

机构与支撑板相连接；第三床体通过第二高度调

节机构与支撑板相连接；第二床体的中部设置有

安装有臀部托盆。本实用新型可以使得整个床体

可以在床体结构和座椅结构之间相互调整，实用

性更强，便于患者调整姿势，也便于患者独立的

进行起卧；弹性支撑机构起到微弱的弹性缓冲效

果，可以床体的使用更加舒适，减少出血现象；患

者臀部置于臀部托盆对应的位置，流出的血液可

以直接流入臀部托盆内，避免了妇科手术完成后

血液污染床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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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妇科手术用护理床，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板(1)，支撑板(1)上设置有依次转动

连接的第一床体(2)、第二床体(3)和第三床体(4)，第二床体(3)通过弹性支撑机构与支撑

板(1)相连接；所述第一床体(2)通过第一高度调节机构与支撑板(1)相铰接，用以调节第一

床体(2)远离第二床体(3)一端的高度；所述第三床体(4)通过第二高度调节机构与支撑板

(1)相连接，用以调节第三床体(4)远离第二床体(3)一端的高度；所述第二床体(3)的中部

设置有安装有臀部托盆(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妇科手术用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床体(3)的中部设

置有阶梯孔，臀部托盆(5)安装于阶梯孔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妇科手术用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阶梯孔的上端设置有按

压封盖(6)，按压封盖(6)压合于臀部托盆(5)的上端；所述按压封盖(6)的中部设置有凹槽，

凹槽内设置有把手(601)，用以通过把手(601)抓取按压封盖(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妇科手术用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床体(3)靠近第一

床体(2)的一端设置有位于其两侧的两个第一安装块(301)，第一床体(2)转动连接于两个

第一安装块(301)之间；所述第二床体(3)靠近第三床体(4)的一端设置有位于其两侧的两

个第二安装块(302)，第三床体(4)转动连接于两个第二安装块(302)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妇科手术用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床体(2)的两侧均

安装有第三安装块(201)，第三安装块(201)与对应的第一安装块(301)之间通过第一连接

杆(202)相连接，且第一连接杆(202)与第三安装块(201)和第一安装块(301)均铰接；第三

床体(4)的两侧均安装有第四安装块(401)，第四安装块(401)与对应的第二安装块(302)之

间通过第二连接杆(402)相连接，且第二连接杆(402)与第四安装块(401)和第二安装块

(302)均铰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妇科手术用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床体(2)远离第二

床体(3)的一端设置有第一护栏(203)。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妇科手术用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床体(3)的两侧均

设置有第二护栏(303)；第二护栏(303)的外侧设置有网袋(7)。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妇科手术用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支撑机构包括支撑

套筒(8)、支撑杆(9)、第一弹簧(10)和第二弹簧(11)，支撑套筒(8)的下端固定于支撑板(1)

上，支撑杆(9)的上端固定于第二床体(3)上，支撑杆(9)的下部滑动连接于支撑套筒(8)内，

第一弹簧(10)设置于支撑杆(9)下端的支撑套筒(8)内；所述支撑杆(9)的上部为大直径结

构段，第二弹簧(11)套接于支撑杆(9)的中部，且第二弹簧(11)的两端分别与大直径结构段

与支撑套筒(8)相抵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妇科手术用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高度调节机构包括

第一吊耳(12)和第一伸缩电缸(13)，第一吊耳(12)安装于第一床体(2)的下端，第一伸缩电

缸(13)的缸体铰接于支撑板(1)上，第一伸缩电缸(13)的活塞杆与第一吊耳(12)转动连接；

所述第二高度调节机构包括第二吊耳(14)和第二伸缩电缸(15)，第二吊耳(14)安装于第三

床体(4)的下端，第二伸缩电缸(15)的缸体铰接于支撑板(1)上，第二伸缩电缸(15)的活塞

杆与第二吊耳(14)转动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妇科手术用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板(1)的下端安装

有多个带脚轮滚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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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妇科手术用护理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妇科手术用护理床。

背景技术

[0002] 医疗器械是指直接或者间接用于人体的仪器、设备、器具、体外诊断试剂及校准

物、材料以及其他类似或者相关的物品，包括所需要的计算机软件，效用主要通过物理等方

式获得，不是通过药理学、免疫学或者代谢的方式获得，或者虽然有这些方式参与但是只起

辅助作用，目的是疾病的诊断、预防、监护、治疗或者缓解，损伤的诊断、监护、治疗、缓解或

者功能补偿，生理结构或者生理过程的检验、替代、调节或者支持，生命的支持或者维持，妊

娠控制，通过对来自人体的样本进行检查，为医疗或者诊断目的提供信息。

[0003] 目前，临床上在给妇科患者进行手术完成后大多直接躺在护理床上进行护理，而

现有的护理床主要由床板和床腿构成，妇科手术后容易流出大量血液，很容易污染床褥，给

医院护理人员增加了工作难度。

[0004] 同时，对于妇产科分娩手术后的患者，剖腹产占绝大多数，在产后的2‑3天需要产

妇下床活动，而产妇很难自行起卧，需要在他人协助下方能完成，这样操作十分麻烦、费时

费力，给患者增加了极大的痛苦。

[0005] 因此，极有必要提供一种新型的多功能妇科护理床，以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

缺点。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妇科手术用护理床，用以解决现有的护理床使用不

方便的问题。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妇科手术用护理床，包括支撑板，支撑板上设置有依次转动连接的第一床体、

第二床体和第三床体，第二床体通过弹性支撑机构与支撑板相连接；所述第一床体通过第

一高度调节机构与支撑板相铰接，用以调节第一床体远离第二床体一端的高度；所述第三

床体通过第二高度调节机构与支撑板相连接，用以调节第三床体远离第二床体一端的高

度；所述第二床体的中部设置有安装有臀部托盆。

[0009] 进一步优选的是，所述第二床体的中部设置有阶梯孔，臀部托盆安装于阶梯孔内。

[0010] 更进一步优选的是，所述阶梯孔的上端设置有按压封盖，按压封盖压合于臀部托

盆的上端；所述按压封盖的中部设置有凹槽，凹槽内设置有把手，用以通过把手抓取按压封

盖。

[0011] 更进一步优选的是，所述第二床体靠近第一床体的一端设置有位于其两侧的两个

第一安装块，第一床体转动连接于两个第一安装块之间；所述第二床体靠近第三床体的一

端设置有位于其两侧的两个第二安装块，第三床体转动连接于两个第二安装块之间。

[0012] 更进一步优选的是，所述第一床体的两侧均安装有第三安装块，第三安装块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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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第一安装块之间通过第一连接杆相连接，且第一连接杆与第三安装块和第一安装块均

铰接；第三床体的两侧均安装有第四安装块，第四安装块与对应的第二安装块之间通过第

二连接杆相连接，且第二连接杆与第四安装块和第二安装块均铰接。

[0013] 更进一步优选的是，所述第一床体远离第二床体的一端设置有第一护栏。

[0014] 更进一步优选的是，所述第二床体的两侧均设置有第二护栏；第二护栏的外侧设

置有网袋。

[0015] 更进一步优选的是，所述弹性支撑机构包括支撑套筒、支撑杆、第一弹簧和第二弹

簧，支撑套筒的下端固定于支撑板上，支撑杆的上端固定于第二床体上，支撑杆的下部滑动

连接于支撑套筒内，第一弹簧设置于支撑杆下端的支撑套筒内；所述支撑杆的上部为大直

径结构段，第二弹簧套接于支撑杆的中部，且第二弹簧的两端分别与大直径结构段与支撑

套筒相抵接。

[0016] 更进一步优选的是，所述第一高度调节机构包括第一吊耳和第一伸缩电缸，第一

吊耳安装于第一床体的下端，第一伸缩电缸的缸体铰接于支撑板上，第一伸缩电缸的活塞

杆与第一吊耳转动连接；所述第二高度调节机构包括第二吊耳和第二伸缩电缸，第二吊耳

安装于第三床体的下端，第二伸缩电缸的缸体铰接于支撑板上，第二伸缩电缸的活塞杆与

第二吊耳转动连接。

[0017] 更进一步优选的是，所述支撑板的下端安装有多个带脚轮滚轮。

[0018] 有益效果：

[0019] 本实用新型通过依次转动连接的第一床体、第二床体和第三床体，可以使得整个

床体可以在床体结构和座椅结构之间相互调整，实用性更强，便于患者调整姿势，也便于患

者独立的进行起卧；第一高度调节机构方便实现第一床体的调节，第二高度调节机构方便

实现第三床体的调节，弹性支撑机构起到微弱的弹性缓冲效果，可以床体的使用更加舒适，

减少出血现象；利用臀部托盆，在给妇科患者进行手术完成后，患者臀部置于臀部托盆对应

的位置，流出的血液可以直接流入臀部托盆内，避免了妇科手术完成后血液污染床褥。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调试后的侧视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调试前的俯视图。

[0022] 附图标记：1‑支撑板；2‑第一床体；201‑第三安装块；202‑第一连接杆；203‑第一护

栏；3‑第二床体；301‑第一安装块；302‑第二安装块；303‑第二护栏；4‑第三床体；401‑第四

安装块；402‑第二连接杆；5‑臀部托盆；6‑按压封盖；601‑把手；7‑网袋；8‑支撑套筒；9‑支撑

杆；10‑第一弹簧；11‑第二弹簧；12‑第一吊耳；13‑第一伸缩电缸；14‑第二吊耳；15‑第二伸

缩电缸；16‑带脚轮滚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实施例

[0024]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妇科手术用护理床，包括支撑板1，支撑板1上设置有依次转

动连接的第一床体2、第二床体3和第三床体4，第二床体3通过弹性支撑机构与支撑板1相连

接，利用支撑板1作为基础支撑，弹性支撑机构起到微弱的弹性缓冲效果，可以床体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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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舒适，减少出血现象，第一床体2、第二床体3和第三床体4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床体，同

时第二床体3与第一床体2和第三床体4之间均转动连接，方便调节第一床体2和第三床体4

的角度，从而使得整个床体形成一个便于坐着的座椅机构；所述第一床体2通过第一高度调

节机构与支撑板1相铰接，用以调节第一床体2远离第二床体3一端的高度，也是调节第一床

体2与第二床体3之间形成的角度；所述第三床体4通过第二高度调节机构与支撑板1相连

接，用以调节第三床体4远离第二床体3一端的高度，也是调节第三床体4与第二床体3之间

形成的角度；所述第二床体3的中部设置有安装有臀部托盆5，在给妇科患者进行手术完成

后，患者臀部置于臀部托盆5对应的位置，流出的血液可以直接流入臀部托盆5内，避免了妇

科手术完成后血液污染床褥。需要说明的是，实际中，在第三床体4的一侧会设置有控制器，

通过控制器控制第一高度调节机构与第二高度调节机构，方便患者可以自行操控。

[0025] 本申请通过依次转动连接的第一床体2、第二床体3和第三床体4，可以使得整个床

体可以在床体结构和座椅结构之间相互调整，实用性更强，便于患者调整姿势，也便于患者

独立的进行起卧；第一高度调节机构方便实现第一床体2的调节，第二高度调节机构方便实

现第三床体4的调节，弹性支撑机构起到微弱的弹性缓冲效果，可以床体的使用更加舒适，

减少出血现象；利用臀部托盆5，在给妇科患者进行手术完成后，患者臀部置于臀部托盆5对

应的位置，流出的血液可以直接流入臀部托盆5内，避免了妇科手术完成后血液污染床褥。

[0026]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中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第二床体3的

中部设置有阶梯孔，臀部托盆5安装于阶梯孔内，便于通过阶梯孔对臀部托盆5实现限位。

[0027]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中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阶梯孔的上

端设置有按压封盖6，按压封盖6压合于臀部托盆5的上端，在不使用时可以加强臀部托盆5

的稳定性，同时也可以从上端遮挡住臀部托盆5；所述按压封盖6的中部设置有凹槽，凹槽内

设置有把手601，用以通过把手601抓取按压封盖6，使得按压封盖6的取放更加方便。

[0028]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中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第二床体3靠

近第一床体2的一端设置有位于其两侧的两个第一安装块301，第一床体2转动连接于两个

第一安装块301之间，实现第一床体2与第二床体3之间的相对转动；所述第二床体3靠近第

三床体4的一端设置有位于其两侧的两个第二安装块302，第三床体4转动连接于两个第二

安装块302之间，实现第三床体4与第二床体3之间的相对转动。

[0029]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中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第一床体2的

两侧均安装有第三安装块201，第三安装块201与对应的第一安装块301之间通过第一连接

杆202相连接，且第一连接杆202与第三安装块201和第一安装块301均铰接，以此加强第一

床体2与第二床体3之间的稳定连接；第三床体4的两侧均安装有第四安装块401，第四安装

块401与对应的第二安装块302之间通过第二连接杆402相连接，且第二连接杆402与第四安

装块401和第二安装块302均铰接，以此加强第三床体4与第二床体3之间的稳定连接。

[0030]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中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第一床体2远

离第二床体3的一端设置有第一护栏203，平时可以作为护栏，当本护理床调整为座椅状态

时，第一护栏203也可以作为脚蹬使用，使得使用更加舒适。

[0031]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中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第二床体3的

两侧均设置有第二护栏303；第二护栏303的外侧设置有网袋7，便于放置物品。需要说明的

是，每个网袋均分隔成了多个空间，便于存放不同的物品，即方便患者使用，也方便家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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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使用。

[0032]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中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弹性支撑机

构包括支撑套筒8、支撑杆9、第一弹簧10和第二弹簧11，支撑套筒8的下端固定于支撑板1

上，支撑杆9的上端固定于第二床体3上，支撑杆9的下部滑动连接于支撑套筒8内，第一弹簧

10设置于支撑杆9下端的支撑套筒8内，起到微弱的弹性缓冲效果，可以床体的使用更加舒

适，减少出血现象；所述支撑杆9的上部为大直径结构段，第二弹簧11套接于支撑杆9的中

部，且第二弹簧11的两端分别与大直径结构段与支撑套筒8相抵接，与第一弹簧10相配合，

进一步保证稳定的缓冲效果，同时也可以提高稳定性。

[0033]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中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第一高度调

节机构包括第一吊耳12和第一伸缩电缸13，第一吊耳12安装于第一床体2的下端，第一伸缩

电缸13的缸体铰接于支撑板1上，第一伸缩电缸13的活塞杆与第一吊耳12转动连接，通过第

一伸缩电缸13的动作带动第一床体2动作，实现第一床体2的调节；所述第二高度调节机构

包括第二吊耳14和第二伸缩电缸15，第二吊耳14安装于第三床体4的下端，第二伸缩电缸15

的缸体铰接于支撑板1上，第二伸缩电缸15的活塞杆与第二吊耳14转动连接，通过第二伸缩

电缸15的动作带动第三床体4动作，实现第三床体4的调节。

[0034]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中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支撑板1的下

端安装有多个带脚轮滚轮16，方便移动和止停，提高机动性。

[0035]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

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

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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