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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智能支撑点切换清洗床，

包括清洗床主体、智能护理装置、床头架和支撑

栏杆，清洗床主体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智能护理装

置，清洗床主体的两侧活动连接有支撑栏杆，支

撑栏杆的顶端贯穿连接有扶手，清洗床主体的一

端固定连接有床头架，清洗床主体的内部一侧活

动连接有支撑床面，清洗床主体的内部两端固定

连接有调节轴，调节轴体现了装置主体的稳定性

和安全性，提醒装置体现了装置的高效性，生理

监控装置的体现了智能性，温度传感器很好的体

现了智能性，升降杆很好的体现了灵活性，智能

护理装置更好的体现了智能护理装置的卫生性

和清洁便捷性，适用于医疗器械的使用，在未来

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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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支撑点切换清洗床，包括清洗床主体(1)、智能护理装置(2)床头架(3)和支

撑栏杆(6)，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床主体(1)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智能护理装置(2)，所述清

洗床主体(1)的两侧活动连接有支撑栏杆(6)，所述支撑栏杆(6)的顶端贯穿连接有扶手

(7)，所述清洗床主体(1)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床头架(3)，所述清洗床主体(1)的内部一侧活

动连接有支撑床面(101)，所述清洗床主体(1)的内部两端固定连接有调节轴(103)，所述清

洗床主体(1)的内部中间部位电性连接有电机(105)，所述电机(105)的一侧固定连接有隔

板(104)，所述隔板(104)的两端嵌入连接有连接口(102)，所述智能护理装置(2)的内部底

部固定连接有进水管(208)，所述进水管(208)的另一侧固定连接有水箱(205)，所述水箱

(205)的顶部嵌入连接有温度调节器(204)，所述温度调节器(204)的顶端固定连接有压力

传感器(203)，所述智能护理装置(203)的内部顶部嵌入连接有通孔(201)，所述通孔(201)

的另一侧贯穿连接有喷头(202)，所述智能护理装置(2)的内部中间部位固定连接有顶块

(207)，所述通孔(201)的底部嵌入连接有出水管(206)，所述通孔(2)的一端固定连接有烘

干装置(2010)，所述支撑栏杆(6)的内部活动连接有伸缩调节弹簧(601)，所述伸缩调节弹

簧(601)的底部紧密贴合有橡胶片(60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支撑点切换清洗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床头架(3)的

另一侧活动连接有提醒装置(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支撑点切换清洗床，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护理装置

(2)的正前方一侧固定连接有生理监控装置(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支撑点切换清洗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105)的

另一侧电性连接有湿度传感器(106)。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支撑点切换清洗床，其特征在于：所述顶块(207)的

底部活动连接有升降杆(209)。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支撑点切换清洗床，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轴(103)

呈平行排列，所述清洗床主体(1)是由支撑床面(101)、连接口(102)、调节轴(103)、隔板

(104)、电机(105)和湿度传感器(106)共同组合而成，同时支撑床面(101)、连接口(102)、电

机(105)和湿度传感器(106)从左到右依次排列。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支撑点切换清洗床，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护理装置

(2)是由顶端的通孔(201)，通孔(201)另一侧的喷头(202)，通孔(202)一端的烘干装置

(2010)，通孔(202)另一端的压力传感器(203)，压力传感器(203)底部的温度调节器(204)，

所述温度调节器(204)的底端水箱(205)，水箱(205)一侧的进水管(208)，进水管(208)顶部

的升降杆(209)，升降杆(209)顶部的顶块(207)，顶块(207)一侧的出水管(206)共同组合而

成，同时顶块(207)、升降杆(209)、压力传感器(203)、温度调节器(204)和水箱(205)呈平行

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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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支撑点切换清洗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涉及医疗护理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智能支撑点切换清洗床。

背景技术

[0002] 医疗护理床作为医院病房的一种重要的医疗辅助设备，不再简单作为病床来使

用,它在患者的治疗和护理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传统的医疗护理床只具备简单的护理

功能，对于患者的生活起居并没有太大帮助，特别是患者的大小便问题一直以来是困扰护

理人员和患者家属的一个难题，特别是部分行动不便或瘫痪病人的护理更显得棘手，给患

者家属和护理人员带来极大的负担，随着近几年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化技术的迅

猛发展，以微控制器为核心的具有一定智能化功能的护理床出现了，并逐步取代传统的医

疗护理床，由此可见，在不久的将来，医疗设备的智能化必将更为普遍。

[0003] 现有的护理床需要一定的人工辅助操作才能完大小便过程，智能化、人性化程度

低，并且操作相对繁琐，必需有护理人员在旁协助才能完成操作，且大多结构复杂、成本高，

且不具备冲洗烘干的功能，往往需要陪护人员亲力亲为，影响了工作效率，在支撑患者的过

程中容易发生危险，且让使用者没有良好的使用体验。

[0004] 所以，如何设计一种智能支撑点切换清洗床，成为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智能支撑点切换清洗床，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

的智能支撑点清洗床实用性不足、清洗情况差的问题。

[0006] 1.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智能支撑点切换清洗床，包括

清洗床主体、智能护理装置、床头架和支撑栏杆，所述清洗床主体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智能护

理装置，所述清洗床主体的两侧活动连接有支撑栏杆，所述支撑栏杆的顶端贯穿连接有扶

手，所述清洗床主体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床头架，所述清洗床主体的内部一侧活动连接有支

撑床面，所述清洗床主体的内部两端固定连接有调节轴，所述清洗床主体的内部中间部位

电性连接有电机，所述电机的一侧固定连接有隔板，所述隔板的两端嵌入连接有连接口，所

述智能护理装置的内部底部固定连接有进水管，所述进水管的另一侧固定连接有水箱，所

述水箱的顶部嵌入连接有温度调节器，所述温度调节器的顶端固定连接有压力传感器，所

述智能护理装置的内部顶部嵌入连接有通孔，所述通孔的另一侧贯穿连接有喷头，所述智

能护理装置的内部中间部位固定连接有顶块，所述通孔的底部嵌入连接有出水管，所述通

孔的一端固定连接有烘干装置，所述支撑栏杆的内部活动连接有伸缩调节弹簧，所述伸缩

调节弹簧的底部紧密贴合有橡胶片。

[0007] 优选的，所述床头架的另一侧活动连接有提醒装置。

[0008] 优选的，所述智能护理装置的正前方一侧固定连接有生理监控装置。

[0009] 优选的，所述电机的另一侧电性连接有湿度传感器。

[0010] 优选的，所述顶块的底部活动连接有升降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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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的，所述调节轴呈平行排列，所述清洗床主体是由支撑床面、连接口、调节轴、

隔板、电机和湿度传感器共同组合而成，同时支撑床面、连接口、电机和湿度传感器从左到

右依次排列。

[0012] 优选的，所述智能护理装置是由顶端的通孔，通孔另一侧的喷头，通孔一端的烘干

装置，通孔另一端的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底部的温度调节器，所述温度调节器的底端水

箱，水箱一侧的进水管，进水管顶部的升降杆，升降杆顶部的顶块，顶块一侧的出水管共同

组合而成，同时顶块、升降杆、压力传感器、温度调节器和水箱呈平行排列。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种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4] 1 .该种智能支撑点切换清洗床，通过设置调节轴可以改变支撑床面的高度，使得

患者可以从平躺改变成为坐姿，让患者能够更好的排便，当陪护人员有时离开一段时间时，

患者需要大小便，当湿度达到一定的量时，湿度传感器会通过提醒装置提醒其他的医护人

员帮忙照看下患者，当患者由平躺改变从坐姿时，患者是没有力气来支撑的，只有通过支撑

床面来给患者提供力，防止患者摔倒发生危险，体现了装置主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0015] 2.该种智能支撑点切换清洗床，通过智能护理装置，在患者上完厕所后，防止有异

味散发出，隔板会自动闭合，水箱内提前储备好的水量，通过温度调节器对水进行加温，控

制在患者最适合的温度，再通过压力传感器对水量进行大小的控制，从而使得水从喷头上

喷出，对患者私密部位进行冲洗，在冲洗完毕后，烘干装置会对患者进行烘干，防止身体还

有水分残留，导致患者在上完厕所后弄脏床体本身，更好的体现了智能护理装置的卫生性

和便捷性。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清洗床主体的剖面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智能护理装置的剖面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支撑栏杆的剖面示意图。

[0020] 图中：1、清洗床主体，101、支撑床面，102、连接口，103、调节轴，104、隔板，105、电

机，106、湿度传感器，2、智能护理装置，201、通孔，202、喷头，203、压力传感器，204、温度调

节器，205、水箱，206、出水管，207、顶块，208、进水管，209、升降杆，2010、烘干装置、3、床头

架，4、提醒装置，5、生理监控装置，6、支撑栏杆，601、伸缩调节弹簧，602、橡胶片，7、扶手。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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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 2.请参阅图1-4，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智能支撑点切换清洗床，包括清

洗床主体1、智能护理装置2、床头架3和支撑栏杆6，清洗床主体1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智能护

理装置2，清洗床主体1的两侧活动连接有支撑栏杆6，支撑栏杆6的顶端贯穿连接有扶手7，

清洗床主体1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床头架3，清洗床主体1的内部一侧活动连接有支撑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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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清洗床主体1的内部两端固定连接有调节轴103，清洗床主体1的内部中间部位电性连

接有电机105，电机105的一侧固定连接有隔板104，隔板104的两端嵌入连接有连接口102，

智能护理装置2的内部底部固定连接有进水管208，进水管208的另一侧固定连接有水箱

205，水箱205的顶部嵌入连接有温度调节器204，温度调节器204的顶端固定连接有压力传

感器203，智能护理装置2的内部顶部嵌入连接有通孔201，通孔201的另一侧贯穿连接有喷

头202，智能护理装置2的内部中间部位固定连接有顶块207，通孔201的底部嵌入连接有出

水管206，通孔2的一端固定连接有烘干装置2010，支撑栏杆6的内部活动连接有伸缩调节弹

簧601，伸缩调节弹簧601的底部紧密贴合有橡胶片602。

[0023] 优选的，床头架3的另一侧活动连接有提醒装置4，当老年人瘫痪在床不能自理时，

陪护人员不能更清楚的了解患者的情况，通过提醒装置4能够让医生或者陪护人员更迅速

的了解患者的第一情况，第一时间做出应急措施，防止在出现意外时，医生后者陪护人员能

够更快的了解问题，更快的做出处理措施，很好的体现了装置的高效性。

[0024] 优选的，智能护理装置2的正前方一侧固定连接有生理监控装置5，由于陪护人员

在处理过程中不能更好的确认瘫痪老人是否要大便或小便时，通过生理监控装置5可以对

瘫痪老人做出更正确的判断，避免瘫痪老人在不能沟通的情况下，造成排泄物排放到瘫痪

老人身上或床上，造成了陪护人员的不必要麻烦，从而体现出了生理监控装置5的智能性。

[0025] 优选的，电机105的另一侧电性连接有湿度传感器106，当瘫痪老人在排尿或者排

便时，对于瘫痪老人而言，他们无法与他人沟通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使得陪护人员无法确定

大小便的时间，只好当患者臀部下方的感应区内的湿度达到了一定湿度时，湿度传感器106

就会通过提醒装置4发出警报，提醒陪护人员患者正在排泄，及时的做出处理，防止患者在

时间过长后引起一系列的症状发生，更好的体现了温度传感器106的智能性。

[0026] 优选的，顶块207的底部活动连接有升降杆209，当瘫痪老人需要大小便时，支撑床

面101会把瘫痪老人上半身缓缓升起，使得患者腿部床板自动收起，形成类似座椅的形态，

且升降杆209通过顶块207把智能护理装置2拖起，使得便盆能够更好的与患者臀部接触，使

得患者能够更好的排便，体现了升降杆209的灵活性。

[0027] 优选的，调节轴103呈平行排列，清洗床主体1是由支撑床面101、连接口102、调节

轴103、隔板104、电机105和湿度传感器106共同组合而成，同时支撑床面101、连接口102、电

机105和湿度传感器106从左到右依次排列，在患者需要排便时，电机105可以给调节轴103

提供动力，通过调节轴103可以改变支撑床面101的高度，使得患者可以从平躺改变成为坐

姿，让患者能够更好的排便，当陪护人员有时离开一段时间时，患者需要大小便，当湿度达

到一定的量时，湿度传感器106会通过提醒装置4提醒其他的医护人员帮忙照看下患者，当

患者由平躺改变从坐姿时，患者是没有力气来支撑的，只有通过支撑床面101来给患者提供

力，防止患者摔倒发生危险，体现了装置主体1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0028] 优选的，智能护理装置2是由顶端的通孔201，通孔201另一侧的喷头202，通孔202

一端的烘干装置2010，通孔202另一端的压力传感器203，压力传感器203底部的温度调节器

204，温度调节器204的底端水箱205，水箱205一侧的进水管208，进水管208顶部的升降杆

209，升降杆209顶部的顶块207，顶块207一侧的出水管206共同组合而成，同时顶块207、升

降杆209、压力传感器203、温度调节器204和水箱205呈平行排列，当通孔201与连接口102连

接后，患者可以像常人一样进行大小便，在排泄过程中排泄物会落入暂存箱内，暂存箱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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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泄物会随着出水管206一起排出下水道，若没有陪护人员在场时，不能及时的进行处理，

隔板104会自动闭合，很好的提高了装置的密封性，使得在排泄完后没有异味散发出来，且

在患者上完厕所后，水箱205内提前储备好的水量，通过温度调节器204对水进行加温，控制

在患者最适合的温度，再通过压力传感器203对水量进行大小的控制，从而使得水从喷头

202上喷出，对患者私密部位进行冲洗，在冲洗完毕后，烘干装置2010会对患者进行烘干，防

止身体还有水分残留，导致患者在上完厕所后弄脏床体本身，更好的体现了智能护理装置2

的卫生性和清洁便捷性。

[0029] 工作原理：首先，通过设置提醒装置4，当老年人瘫痪在床不能自理时，陪护人员不

能更清楚的了解患者的情况，通过提醒装置4能够让医生或者陪护人员更迅速的了解患者

的第一情况，第一时间做出应急措施，防止在出现意外时，医生后者陪护人员能够更快的了

解问题，更快的做出处理措施，很好的体现了装置的高效性。

[0030] 然后，通过设置湿度传感器106，当瘫痪老人在排尿或者排便时，对于瘫痪老人而

言，他们无法与他人沟通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使得陪护人员无法确定大小便的时间，只好当

患者臀部下方的感应区内的湿度达到了一定湿度时，湿度传感器106就会通过提醒装置4发

出警报，提醒陪护人员患者正在排泄，及时的做出处理，防止患者在时间过长后引起一系列

的症状发生，更好的体现了温度传感器106的智能性。

[0031] 接着，通过设置生理监控装置5，由于陪护人员在处理过程中不能更好的确认瘫痪

老人是否要大便或小便时，通过生理监控装置5可以对瘫痪老人做出更正确的判断，避免瘫

痪老人在不能沟通的情况下，造成排泄物排放到瘫痪老人身上或床上，造成了陪护人员的

不必要麻烦，从而体现出了生理监控装置5的智能性。

[0032] 紧接着，通过设置调节轴103，在患者需要排便时，电机105可以给调节轴103提供

动力，通过调节轴103可以改变支撑床面101的高度，使得患者可以从平躺改变成为坐姿，让

患者能够更好的排便，当陪护人员有时离开一段时间时，患者需要大小便，当湿度达到一定

的量时，湿度传感器106会通过提醒装置4提醒其他的医护人员帮忙照看下患者，当患者由

平躺改变从坐姿时，患者是没有力气来支撑的，只有通过支撑床面101来给患者提供力，防

止患者摔倒发生危险，体现了装置主体1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且升降杆209通过顶块207把智

能护理装置2拖起，使得便盆能够更好的与患者臀部接触，使得患者能够更好的排便，体现

了升降杆209的灵活性。

[0033] 最后，通过设置智能护理装置2，当通孔201与连接口102连接后，患者可以像常人

一样进行大小便，在排泄过程中排泄物会落入暂存箱内，暂存箱内的排泄物会随着出水管

206一起排出下水道，若没有陪护人员在场时，不能及时的进行处理，隔板104会自动闭合，

很好的提高了装置的密封性，使得在排泄完后没有异味散发出来，且在患者上完厕所后，水

箱205内提前储备好的水量，通过温度调节器204对水进行加温，控制在患者最适合的温度，

再通过压力传感器203对水量进行大小的控制，从而使得水从喷头202上喷出，对患者私密

部位进行冲洗，在冲洗完毕后，烘干装置2010会对患者进行烘干，防止身体还有水分残留，

导致患者在上完厕所后弄脏床体本身，更好的体现了智能护理装置2的卫生性和清洁便捷

性，这就是该种检验科用痰液取样器的工作原理。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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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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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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