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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神经内科临床诊疗装置，涉

及医疗诊断技术领域。该神经内科临床诊疗装

置，包括支撑部件，所述支撑部件的下方设置有

雾化部件，所述支撑部件的前表面设置有背部按

摩部件，所述支撑部件的下方且位于雾化部件的

右侧设置有坐起部件，所述支撑部件的上表面设

置有脚部按摩部件，所述支撑部件的下方且位于

坐起部件的右侧设置有工具箱。通过雾化部件、

背部按摩部件与腿部按摩部件可以对患者进行

很好的治疗效果，帮助患者进行恢复，而且较为

全面，使用较为便利，通过坐起部件可以帮助患

者进行起身，较为方便，而且设置有工具箱，便于

医生随时对患者的恢复情况进行初步检查，便于

确定后续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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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神经内科临床诊疗装置，包括支撑部件（1），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部件（1）的下

方设置有雾化部件（2），所述支撑部件（1）的前表面设置有背部按摩部件（3），所述支撑部件

（1）的下方且位于雾化部件（2）的右侧设置有坐起部件（4），所述支撑部件（1）的上表面设置

有脚部按摩部件（5），所述支撑部件（1）的下方且位于坐起部件（4）的右侧设置有工具箱

（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神经内科临床诊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部件（1）

包括支撑脚（101），所述支撑脚（101）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一支撑板（102），所述第一支撑

板（102）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滑槽（108），所述第一支撑板（102）的左侧通过活动销（103）活

动连接有第二支撑板（104），所述第二支撑板（104）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支撑架（105），所述

支撑脚（101）的左侧面固定连接有连接板（106），所述连接板（106）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支

撑柱（107）。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神经内科临床诊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部件（2）

包括雾化箱（201），所述雾化箱（201）内部设置有超声雾化仪（202），所述雾化箱（201）的内

部且位于超声雾化仪（202）的左侧固定连接有隔板（203），所述隔板（203）的内部设置有通

孔（204），所述雾化箱（201）的内部且位于隔板（203）的左侧设置有加温灯（205），所述雾化

箱（201）的内部且位于加温灯（205）的下方设置有温度传感器（206），所述雾化箱（201）的左

侧面固定连接有泵体（207），所述泵体（207）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有传输管（208），所述传输管

（208）远离泵体（207）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雾化罩（209），所述雾化箱（201）的位置位于连接板

（106）的上表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神经内科临床诊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背部按摩部件

（3）包括第一电机（301），所述第一电机（301）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有第一转动轴（302），所述

第一转动轴（302）的侧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一带轮（303），所述第一转动轴（302）的侧表面且

位于第一带轮（303）的后方固定连接有第一按摩辊（304），所述第一按摩辊（304）的侧表面

设置有第一按摩齿（305），所述第一按摩辊（304）的数量具有多个，多个所述第一按摩辊

（304）通过皮带传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神经内科临床诊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坐起部件（4）

包括固定座（401），所述固定座（401）的内部活动连接有气缸（402），所述气缸（402）的输出

端固定连接有传动杆（403），所述传动杆（403）远离气缸（402）的一端与第二支撑板（104）固

定连接，所述固定座（401）与连接板（106）的上表面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神经内科临床诊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脚部按摩部件

（5）包括支撑座（501），所述支撑座（501）的前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二电机（502），所述第二电

机（502）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有第二转动轴（503），所述第二转动轴（503）的侧表面固定连接

有第二带轮（504），所述第二转动轴（503）的侧表面且位于第二带轮（504）的后方固定连接

有第二按摩辊（505），所述第二按摩辊（505）的侧表面设置有第二按摩齿（506），所述第二按

摩辊（505）的数量具有多个，多个所述第二按摩辊（505）通过皮带传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神经内科临床诊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工具箱（6）包

括箱体（601），所述箱体（601）的前表面设置有把手（602），所述箱体（601）的内部设置有放

置槽（603），所述箱体（601）的上表面与第一支撑板（102）固定连接，所述放置槽（603）的内

部设置有叩诊锤、瞳孔笔、叩诊锤、触觉针、测量尺、听诊器等常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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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神经内科临床诊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105）

的上表面与传输管（208）固定连接，所述滑槽（108）的内部与支撑座（501）活动连接，所述第

二支撑板（104）的内部与第一按摩辊（304）活动连接，所述支撑柱（107）远离连接板（106）的

一端与第一支撑板（102）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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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神经内科临床诊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诊断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神经内科临床诊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神经内科是关于神经方面的二级学科。不属于内科概念。主要收治脑血管疾病、偏

头痛、脑部炎症性疾病、脊髓炎、癫痫、痴呆、代谢病和遗传倾向疾病、三叉神经痛、坐骨神经

病、周围神经病及重症肌无力等。主要检查手段包括头颈部MRI，CT，ECT，PETCT，脑电图，经

颅多普勒超声，肌电图，诱发电位及血流变学检查、基因诊断等。同时与心理科交叉进行神

经衰弱、失眠等功能性疾患的诊治。

[0003] 现有神经内科临床诊疗装置功能较为单一，不能很好的对患者进行诊疗，在临床

上，多为有偏瘫症状的病人，不能够很好的配合检查，而且需要对其进行按摩，保证其身体

内部的血液流通，促进身体的恢复。

发明内容

[0004]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神经内科临床诊疗装置，解决了功能较为单

一，不能较好的进行诊疗问题。

[0005] （二）技术方案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神经内科临床诊疗装置，包

括支撑部件，所述支撑部件的下方设置有雾化部件，所述支撑部件的前表面设置有背部按

摩部件，所述支撑部件的下方且位于雾化部件的右侧设置有坐起部件，所述支撑部件的上

表面设置有脚部按摩部件，所述支撑部件的下方且位于坐起部件的右侧设置有工具箱。

[0006] 优选的，所述支撑部件包括支撑脚，所述支撑脚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一支撑板，

所述第一支撑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滑槽，所述第一支撑板的左侧通过活动销活动连接有

第二支撑板，所述第二支撑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支撑架，所述支撑脚的左侧面固定连接

有连接板，所述连接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支撑柱。

[0007] 优选的，所述雾化部件包括雾化箱，所述雾化箱内部设置有超声雾化仪，所述雾化

箱的内部且位于超声雾化仪的左侧固定连接有隔板，所述隔板的内部设置有通孔，所述雾

化箱的内部且位于隔板的左侧设置有加温灯，所述雾化箱的内部且位于加温灯的下方设置

有温度传感器，所述雾化箱的左侧面固定连接有泵体，所述泵体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有传输

管，所述传输管远离泵体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雾化罩，所述雾化箱的位置位于连接板的上表

面。

[0008] 优选的，所述背部按摩部件包括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有第

一转动轴，所述第一转动轴的侧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一带轮，所述第一转动轴的侧表面且位

于第一带轮的后方固定连接有第一按摩辊，所述第一按摩辊的侧表面设置有第一按摩齿，

所述第一按摩辊的数量具有多个，多个所述第一按摩辊通过皮带传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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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的，所述坐起部件包括固定座，所述固定座的内部活动连接有气缸，所述气缸

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有传动杆，所述传动杆远离气缸的一端与第二支撑板固定连接，所述固

定座与连接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脚部按摩部件包括支撑座，所述支撑座的前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二电

机，所述第二电机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有第二转动轴，所述第二转动轴的侧表面固定连接有

第二带轮，所述第二转动轴的侧表面且位于第二带轮的后方固定连接有第二按摩辊，所述

第二按摩辊的侧表面设置有第二按摩齿，所述第二按摩辊的数量具有多个，多个所述第二

按摩辊通过皮带传动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工具箱包括箱体，所述箱体的前表面设置有把手，所述箱体的内部设

置有放置槽，所述箱体的上表面与第一支撑板固定连接，所述放置槽的内部设置有叩诊锤、

瞳孔笔、叩诊锤、触觉针、测量尺、听诊器等常用工具。

[0012] 优选的，所述支撑架的上表面与传输管固定连接，所述滑槽的内部与支撑座活动

连接，所述第二支撑板的内部与第一按摩辊活动连接，所述支撑柱远离连接板的一端与第

一支撑板固定连接。

[0013] 工作原理：患者躺在第一支撑板102与第二支撑板104的上面，通过雾化罩209与患

者的嘴部相连接，对患者进行雾化药物治疗，加温灯205与温度传感器206可以对雾化的温

度进行控制，使患者更加舒适，通过第一按摩辊304与第二按摩辊505的转动，对患者进行按

摩，帮助患者进行恢复，气缸402启动，帮助患者进行起身，方便进行检查，工具箱6中的叩诊

锤、触觉针、听诊器等，帮助医生对患者进行初步诊断。

[0014] （三）有益效果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神经内科临床诊疗装置。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1、该神经内科临床诊疗装置，通过雾化部件、背部按摩部件与腿部按摩部件可以对患

者进行很好的治疗效果，帮助患者进行恢复，而且较为全面，使用较为便利。

[0015] 2、该神经内科临床诊疗装置，通过坐起部件可以帮助患者进行起身，较为方便，而

且设置有工具箱，便于医生随时对患者的恢复情况进行初步检查，便于确定后续的治疗。

[0016] 3、该神经内科临床诊疗装置，通过设置有多个部件，功能较多，可以对患者进行初

步诊断、辅助恢复的按摩与雾化治疗效果，使得在临床上可以对患者进行很好的诊疗。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内部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整体结构俯视图；

图4为本发明图1中A处结构放大图；

图5为本发明图3中B处结构放大图；

图6为本发明工具箱内部结构图。

[0018] 其中，1、支撑部件；101、支撑脚；102、第一支撑板；103、活动销；104、第二支撑板；

105、支撑架；106、连接板；107、支撑柱；108、滑槽；2、雾化部件；201、雾化箱；202、超声雾化

仪；203、隔板；204、通孔；205、加温灯；206、温度传感器；207、泵体；208、传输管；209、雾化

罩；3、背部按摩部件；301、第一电机；302、第一转动轴；303、第一带轮；304、第一按摩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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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第一按摩齿；4、坐起部件；401、固定座；402、气缸；403、传动杆；5、脚部按摩部件；501、

支撑座；502、第二电机；503、第二转动轴；504、第二带轮；505、第二按摩辊；506、第二按摩

齿；6、工具箱；601、箱体；602、把手；603、放置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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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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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0] 实施例：

如图1-6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神经内科临床诊疗装置，包括支撑部件1，支撑装

置其他部件，支撑部件1的下方设置有雾化部件2，对患者进行雾化治疗，支撑部件1的前表

面设置有背部按摩部件3，对患者的背部进行按摩，支撑部件1的下方且位于雾化部件2的右

侧设置有坐起部件4，帮助患者坐起，方便进食与检查，支撑部件1的上表面设置有脚部按摩

部件5，对患者的腿部进行检查，支撑部件1的下方且位于坐起部件4的右侧设置有工具箱6，

放置诊断工具，便于对患者进行诊断。

[0021] 支撑部件1包括支撑脚101，支撑第一支撑板102与第二支撑板104，支撑脚101的上

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一支撑板102，第一支撑板102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滑槽108，便于脚部按

摩部件5进行移动，第一支撑板102的左侧通过活动销103活动连接有第二支撑板104，使第

二支撑板104可进行移动，第二支撑板104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支撑架105，支撑传输管208，

使其定位，支撑脚101的左侧面固定连接有连接板106，支撑雾化部件2与坐起部件4，连接板

106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支撑柱107，使第一支撑板102位置固定。

[0022] 雾化部件2包括雾化箱201，进行雾化，雾化箱201内部设置有超声雾化仪202，使药

液雾化，雾化箱201的内部且位于超声雾化仪202的左侧固定连接有隔板203，隔板203的内

部设置有通孔204，使雾气可以进行流通，雾化箱201的内部且位于隔板203的左侧设置有加

温灯205，对雾气进行加温，雾化箱201的内部且位于加温灯205的下方设置有温度传感器

206，检测雾气的温度，雾化箱201的左侧面固定连接有泵体207，传输处雾气，泵体207的输

出端固定连接有传输管208，传输雾气，传输管208远离泵体207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雾化罩

209，便于患者吸入雾气，雾化箱201的位置位于连接板106的上表面。

[0023] 背部按摩部件3包括第一电机301，提供第一按摩辊304的动力，第一电机301的输

出端固定连接有第一转动轴302，第一转动轴302的侧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一带轮303，传递动

力，第一转动轴302的侧表面且位于第一带轮303的后方固定连接有第一按摩辊304，转动，

使第一按摩齿305进行转动，第一按摩辊304的侧表面设置有第一按摩齿305，对患者的背部

进行按摩，第一按摩辊304的数量具有多个，多个第一按摩辊304通过皮带传动连接，可以对

患者整个背部进行按摩。

[0024] 坐起部件4包括固定座401，固定气缸402的位置，固定座401的内部活动连接有气

缸402，气缸402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有传动杆403，传递动力，传动杆403远离气缸402的一端

与第二支撑板104固定连接，使第二支撑板104抬起，固定座401与连接板106的上表面固定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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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脚部按摩部件5包括支撑座501，支撑座501的前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二电机502，提

供第二按摩辊505转动的动力，第二电机502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有第二转动轴503，第二转动

轴503的侧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二带轮504，传递动力，第二转动轴503的侧表面且位于第二带

轮504的后方固定连接有第二按摩辊505，对患者的脚部进行按摩，第二按摩辊505的侧表面

设置有第二按摩齿506，第二按摩辊505的数量具有多个，多个第二按摩辊505通过皮带传动

连接。

[0026] 工具箱6包括箱体601，箱体601的前表面设置有把手602，方便抽出箱体601，箱体

601的内部设置有放置槽603，放置物品，箱体601的上表面与第一支撑板102固定连接，放置

槽603的内部设置有叩诊锤、瞳孔笔、叩诊锤、触觉针、测量尺、听诊器等常用工具，方便对患

者进行诊断。

[0027] 支撑架105的上表面与传输管208固定连接，滑槽108的内部与支撑座501活动连

接，使脚部按摩部件5可以进行调节，第二支撑板104的内部与第一按摩辊304活动连接，支

撑柱107远离连接板106的一端与第一支撑板102固定连接。

[0028]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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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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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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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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