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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防压疮护理床，有效的解决了医护人员

对患者进行防压疮护理不便的问题；包括两个前

后相对且左右方向的挡板，两个挡板相对端铰接

连接，两个挡板上分别开设有多个上下方向的通

孔，两个挡板右侧分别开设有开口向上的放置

槽，两个放置槽内分别设有可上下摆动的靠背，

两个挡板相背侧分别设有位于其下端且前后对

称的抬高装置，抬高装置包括传动箱，传动箱上

端转动连接有上下轴向的套筒，套筒内螺纹连接

有螺杆，螺杆上端伸出套筒且设有开口向上的U

形杆，两个U形杆左右两端均与其对应侧的挡板

铰接连接，抬高装置前后两方分别设有上下方向

的支撑板，两个支撑板上端面均可与两个挡板下

端面接触；此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构思新颖，实

用性强。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3页

CN 212631093 U

2021.03.02

CN
 2
12
63
10
93
 U



1.一种防压疮护理床，包括两个前后相对且左右方向的挡板(1)，其特征在于，两个挡

板(1)相对端铰接连接，两个挡板(1)上分别开设有多个上下方向的通孔(2)，两个挡板(1)

右侧分别开设有开口向上的放置槽，两个放置槽内分别设有可上下摆动的靠背(3)，两个挡

板(1)相背侧分别设有位于其下端且前后对称的抬高装置，抬高装置包括传动箱(4)，传动

箱(4)上端转动连接有上下轴向的套筒(5)，套筒(5)内螺纹连接有螺杆(6)，螺杆(6)上端伸

出套筒(5)且设有开口向上的U形杆(7)，两个U形杆(7)左右两端均与其对应侧的挡板(1)铰

接连接，抬高装置前后两方分别设有上下方向的支撑板(8)，两个支撑板(8)上端面均可与

两个挡板(1)下端面接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压疮护理床，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的放置槽左端分别

转动连接有前后轴向且与其对应侧的靠背(3)固定连接的转轴(9)，两个转轴(9)相背端分

别贯穿其对应侧的挡板(1)且同轴设有转柄(1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压疮护理床，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的挡板(1)相背侧

分别开设有矩形槽(11)，两个转轴(9)分别插入其对应侧的矩形槽(11)内且同轴设有第一

棘轮(12)，第一棘轮(12)齿向为顺时针，两个矩形槽(11)内分别设有可与第一棘轮(12)啮

合的第一棘爪(13)，两个矩形槽(11)内分别设有与第一棘爪(13)上表面接触的弹簧片，两

个挡板(1)相背侧分别转动连接有与其对应侧的第一棘爪(13)固定的销轴(14)，两个销轴

(14)相背端分别贯穿其对应侧的挡板(1)且设有摇柄(1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压疮护理床，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的支撑板(8)之间

设有两个前后相对的支撑杆(16)，两个支撑杆(16)左右两端分别与其对应侧支撑板固定连

接，两个传动箱(4)分别与其对应侧的支撑杆(16)上端面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压疮护理床，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的套筒(5)外缘面

上分别同轴设有转环(17)，两个套筒(5)下端分别同轴设有从动锥齿轮(18)，两个传动箱

(4)内均经前后轴向的传动轴(19)转动连接有与从动锥齿轮(18)啮合的主动锥齿轮(20)，

两个传动轴(19)相背端均贯穿其对应侧的传动箱(4)且同轴设有按压装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防压疮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按压装置包括与传动

轴(19)同轴转动连接的转动盘(21)，转动盘(21)内设有与传动轴(19)同轴固定的第二棘轮

(22)，转动盘(21)上铰接有可与第二棘轮(22)啮合的第二棘爪(23)，转动盘(21)内固定有

与第二棘爪(23)上表面接触的压片，转动盘(21)左侧外缘面上设有压柄(24)。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防压疮护理床，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的支撑杆(16)上表

面均经弹性片(25)与其对应侧的压柄(24)下表面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压疮护理床，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的挡板(1)左右两

端面上均开设有前后方向的燕尾槽(26)，前侧的两个燕尾槽(26)分别与其后侧的燕尾槽

(26)连通，两个后侧的燕尾槽(26)内均滑动连接有可插入其前侧的燕尾槽(26)内的限位杆

(27)，两个限位杆(27)相背端均设有伸出其对应侧的燕尾槽(26)内的推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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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压疮护理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护理辅助器械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防压疮护理床。

背景技术

[0002] 在对一些长期卧床或手术后的患者进行护理治疗时，由于其恢复期间移动不便，

大部分时间是躺在护理床上，这种情况容易导致患者血流不畅，并使长期受到挤压的部位

产生压疮，增加了患者的痛苦，为了促进血液循环、防止压疮发生，病人需要在他人协助下

进行向左或向右的侧身，使其身体保持一定侧卧斜度，以交替变换身体与床面接触的受压

部位，防止患者压疮的产生，但传统翻身方法需要多个医护人员共同操作，劳动量较大，增

加了医护人员的护理难度，同时现有的护理床不能调解医护人员护理时的高度，不便于医

护人员对患者的护理。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情况，为克服现有技术之缺陷，本实用新型之目的就是提供一种防压疮

护理床，有效的解决了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防压疮护理不便的问题。

[0004] 其解决的技术方案是，本实用新型包括两个前后相对且左右方向的挡板，两个挡

板相对端铰接连接，两个挡板上分别开设有多个上下方向的通孔，两个挡板右侧分别开设

有开口向上的放置槽，两个放置槽内分别设有可上下摆动的靠背，两个挡板相背侧分别设

有位于其下端且前后对称的抬高装置，抬高装置包括传动箱，传动箱上端转动连接有上下

轴向的套筒，套筒内螺纹连接有螺杆，螺杆上端伸出套筒且设有开口向上的U形杆，两个U形

杆左右两端均与其对应侧的挡板铰接连接，抬高装置前后两方分别设有上下方向的支撑

板，两个支撑板上端面均可与两个挡板下端面接触。

[000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结构合理，使用方便，设置抬高装置、

挡板、与通孔，便于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体位的变换，避免了患者因长期卧床，导致受挤压

的部位产生压疮，减少了患者的痛苦，同时设有转环与按压装置，便于医护人员的使用，减

少了医护人员的劳动量，调高了医护人员的护理效率，设有转柄、转轴与靠背，使本装置可

对患者的背部进行抬高，增加了本装置的实用性，此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构思新颖，实用性

强。

附图说明

[000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轴测图。

[0007]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局部剖切左视轴测图。

[0008]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局部剖切俯视轴测图。

[0009] 图4是本实用新型图2中A的放大图。

[0010]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3中B的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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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1]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2] 由图1至图5给出，包括两个前后相对且左右方向的挡板1，两个挡板1  相对端铰接

连接，两个挡板1上分别开设有多个上下方向的通孔2，两个挡板  1右侧分别开设有开口向

上的放置槽，两个放置槽内分别设有可上下摆动的靠背3，两个挡板1相背侧分别设有位于

其下端且前后对称的抬高装置，抬高装置包括传动箱4，传动箱4上端转动连接有上下轴向

的套筒5，套筒5内螺纹连接有螺杆6，螺杆6上端伸出套筒5且设有开口向上的U形杆7，两个U

形杆7左右两端均与其对应侧的挡板1铰接连接，抬高装置前后两方分别设有上下方向的支

撑板8，两个支撑板8上端面均可与两个挡板1下端面接触。

[0013] 为了使靠背3上下摆动，所述的两个放置槽左端分别转动连接有前后轴向且与其

对应侧的靠背3固定连接的转轴9，两个转轴9相背端分别贯穿其对应侧的挡板1且同轴设有

转柄10。

[0014] 为了限制靠背3的角度，所述的两个挡板1相背侧分别开设有矩形槽11，两个转轴9

分别插入其对应侧的矩形槽11内且同轴设有第一棘轮12，第一棘轮12齿向为顺时针，两个

矩形槽11内分别设有可与第一棘轮12啮合的第一棘爪13，两个矩形槽11内分别设有与第一

棘爪13上表面接触的弹簧片，两个挡板1相背侧分别转动连接有与其对应侧的第一棘爪13

固定的销轴14，两个销轴14相背端分别贯穿其对应侧的挡板1且设有摇柄15。

[0015] 为了便于传动箱4的放置，所述的两个支撑板8之间设有两个前后相对的支撑杆

16，两个支撑杆16左右两端分别与其对应侧支撑板固定连接，两个传动箱4分别与其对应侧

的支撑杆16上端面固定连接。

[0016] 为了使套筒5转动，所述的两个套筒5外缘面上分别同轴设有转环17，两个套筒5下

端分别同轴设有从动锥齿轮18，两个传动箱4内均经前后轴向的传动轴19转动连接有与从

动锥齿轮18啮合的主动锥齿轮20，两个传动轴  19相背端均贯穿其对应侧的传动箱4且同轴

设有按压装置。

[0017] 为了便于传动轴19的转动，所述的按压装置包括与传动轴19同轴转动连接的转动

盘21，转动盘21内设有与传动轴19同轴固定的第二棘轮22，转动盘21上铰接有可与第二棘

轮22啮合的第二棘爪23，转动盘21内固定有与第二棘爪23上表面接触的压片，转动盘21左

侧外缘面上设有压柄24。

[0018] 为了便于压柄24的摆动，所述的两个支撑杆16上表面均经弹性片25与其对应侧的

压柄24下表面连接。

[0019] 为了使两个挡板1可向上抬高，所述的两个挡板1左右两端面上均开设有前后方向

的燕尾槽26，前侧的两个燕尾槽26分别与其后侧的燕尾槽26连通，两个后侧的燕尾槽26内

均滑动连接有可插入其前侧的燕尾槽26内的限位杆27，两个限位杆27相背端均设有伸出其

对应侧的燕尾槽26内的推块。

[0020]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设置通孔2的位置为患者肩膀处、屁股处与尾巴骨处，使患

者平躺在挡板1上，使通孔2与患者的部位对应，准备阶段结束，若需要使患者处于右侧卧

位，使两个限位杆27处于后侧的燕尾槽26内，此时向下踩动右侧的压柄24，右侧的压柄24向

下移动并挤压其对应侧的弹性片  25，右侧的压柄24带动其对应侧的转动盘21逆时针转动，

转动盘21经第二棘爪23带动第二棘轮22逆时针转动，第二棘爪23经传动轴19带动主动锥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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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20逆时针转动，主动锥齿轮20经从动锥齿轮18带动套筒5逆时针转动，套筒5带动螺杆6向

上移动，螺杆6经U形杆7带动前侧的挡板1向上摆动；

[0021] 随着前侧的挡板1的移动，当前侧的压柄24移动到极限位置时，松开压柄24，此时

在弹性片25的作用下压柄24向上移动并带动其对应侧的转动盘  21顺时针转动，前侧的转

动盘21带动其对应侧的第二棘爪23顺时针转动，此时由于螺纹连接的自锁性，第二棘轮22

的位置不会发生变化，当压柄24  恢复到初始位置后，继续向下挤压前侧的压柄24，重复上

述过程，右侧的挡板1向上移动并对患者进行支撑，使患者处于右侧卧位；

[0022] 若需要使患者处于左侧卧位，向下踩动左侧的压柄24，左侧的压柄24向下移动并

挤压其对应侧的弹性片25，同时左侧的压柄24带动其对应侧的转动盘21逆时针转动，转动

盘21经第二棘爪23带动第二棘轮22逆时针转动，第二棘爪23经传动轴19带动主动锥齿轮20

逆时针转动，主动锥齿轮20经从动锥齿轮18带动套筒5顺时针转动，套筒5带动螺杆6向上移

动，螺杆6 经U形杆7带动后侧的挡板1向上摆动；

[0023] 随着后侧的挡板1的移动，当后侧的压柄24移动到极限位置时，松开压柄24，此时

在弹性片25的作用下后侧的压柄24向上移动并带动其对应侧的转动盘21顺时针转动，后侧

的转动盘21带动其对应侧的第二棘爪23顺时针转动，此时由于螺纹连接的自锁性，后侧的

第二棘轮22的位置不会发生变化，当后侧的压柄24恢复到初始位置后，继续向下挤压后侧

的压柄24，重复上述过程，左侧的挡板1向上移动并对患者进行支撑，使患者处于左侧卧位；

[0024] 若需要抬高患者的身体，推动两个推块使两个限位杆27均插入其对应侧的前侧的

燕尾槽26内，此时两个挡板1之间的位置被限制，通过上述过程反复挤压两个压柄24，两个

压柄24分别带动其对应侧的挡板1向上移动，使患者的身体抬高；

[0025] 若需要解除患者的抬高，顺时针转动两个转环17，两个转环17带动其对应侧的套

筒5顺时针转动，两个套筒5带动其对应侧的螺杆6向下移动，两个螺杆6带动其对应侧的挡

板1向下移动，当两个挡1板均与支撑板8接触时，停止转动转环17，此时两个挡板1恢复到初

始位置；

[0026] 若需要调节靠背3的角度，逆时针转动转柄10，转柄10分别经转轴9带动靠背3向上

摆动，同时转轴9带动第一棘轮12逆时针转动，随着第一棘轮12的转动，第一棘轮12推动第

一棘爪13从第一棘轮12的棘齿槽内移出并挤压弹簧片，当靠背3移动到合适的位置后，停止

移动转柄10，此时在弹簧片的作用下第一棘爪13插入第一棘轮12的棘齿槽内，并限制第一

棘轮12的位置，此时转轴9的位置被固定，靠背3的位置被固定，若需要解除靠背3的限制，向

下摆动摇柄15，两个摇柄15经销轴14带动第一棘爪13从第一棘轮  12的棘齿槽内移出，解除

对第一棘轮12的限制，此时向下摆动靠背3，使靠背3恢复到初始位置。

[0027] 本实用新型的两个挡板1相背侧分别设有护栏，增加患者的安全性，便于患者的使

用。

[002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结构合理，使用方便，设置抬高装置、

挡板、与通孔，便于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体位的变换，避免了患者因长期卧床，导致受挤压

的部位产生压疮，减少了患者的痛苦，同时设有转环与按压装置，便于医护人员的使用，减

少了医护人员的劳动量，调高了医护人员的护理效率，设有转柄、转轴与靠背，使本装置可

对患者的背部进行抬高，增加了本装置的实用性，此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构思新颖，实用性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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