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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可按摩的多功能康复理

疗床及其使用方法，包括床体、床边浴室、康复翻

折床垫及控制系统；在所述床体上设有两块活动

床垫及一块康复翻折床垫；在所述活动床垫上设

有按摩枕，左侧铰接有清洁椅；所述活动床垫及

康复翻折床垫可通过滚轮及轨道的活动机构自

动翻折；所述床体上设有加被轨道，侧面设置床

边浴室；所述床边浴室主要包括马桶、搓澡球、花

洒及排气扇；所述床体的底部设有小腿按摩套、

水箱、小型鼓风机及康复行走带；所述小腿按摩

套内设有按摩转轮、热气管及冷气管；所述水箱

连接热气管及花洒；所述小型鼓风机通入活动床

垫及康复翻折床垫，并连接所述冷气管。本发明

具备多项按摩及康复辅助功能，非常适合瘫痪在

床的病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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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按摩的多功能康复理疗床，包括床体（1），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床边浴室（2）、

康复翻折床垫（3）及控制系统；在所述床体（1）上水平排铺有两块活动床垫（4）；在所述活动

床垫（4）上设有按摩枕（77）；所述康复翻折床垫（3）并排设置在活动床垫（4）的右边；所述康

复翻折床垫（3）及活动床垫（4）的两端中间部位均设有活动轨道杆（5）及床垫活动装置（6）；

所述康复翻折床垫（3）及活动床垫（4）均通过床垫活动装置（6）套接在活动轨道杆（5）上；所

述康复翻折床垫（3）为四块铰接在一起的床垫，内部设有弹簧滑轮（12）；在所述弹簧滑轮

（12）上设有动力电机Ⅰ及连接康复翻折床垫（3）的弹簧（76）；所述床体（1）的侧面设有水平

滑道（14）；在所述床体（1）的床头侧部与康复翻折床垫（3）对应的部位上设有竖直滑道

（15）；所述竖直滑道（15）的前端分出一条圆弧支道，所述圆弧支道与水平滑道（14）圆弧平

滑连接；所述竖直滑道（15）的底端设有滚轮（16）；所述滚轮（16）上设有步进电机；所述竖直

滑道（15）的底端通过滚轮（16）与水平滑道（14）垂直连接；所述弹簧滑轮（12）套接在水平滑

道（14）内；所述水平滑道（14）上设有滑轮下放口（20）；设置在中间位置的一块所述康复翻

折床垫（3）上设有圆弧升降扶手（17）及安全固定带（21）；所述圆弧升降扶手（17）朝内的一

面设有凸齿（18）；在所述床体（1）的底部设有活动齿轮（19）；所述活动齿轮（19）上设有动力

电机Ⅱ；所述活动齿轮（19）与圆弧升降扶手（17）上的凸齿（18）啮合；在所述床体（1）底部的

地面上设有康复行走带（22）；所述康复行走带（22）的两端套接有由电机带动的滚筒（23），

内部设有支撑滚筒（24）及支撑柱（25），底部设有支撑平台（26）；在所述床体（1）的底面上设

有小腿按摩套（27）；所述床体（1）的床头及床尾均分别设有连接床体（1）两个侧面的加被轨

道（13）；在所述加被轨道（13）内设有翻被轮（74）；所述翻被轮（74）上设有动力电机Ⅲ；所述

床体（1）的右侧设有藏被柜（75）；所述加被轨道（13）与藏被柜（75）连接；在所述藏被柜（75）

内放置有被褥（73）；所述翻被轮（74）通过加粗的棉线与被褥（73）连接；所述加被轨道（13）

的侧面及藏被柜（75）的顶部均开有通槽；所述活动床垫（4）的左侧铰接有清洁椅（7）；所述

床边浴室（2）设置在床体（1）的左侧；所述清洁椅（7）设有坐便孔（35），并伸入所述床边浴室

（2）内；所述床边浴室（2）的底部设有马桶（8），内壁设有搓澡球（9），顶部设有花洒（11）；在

所述床体（1）底部的地面上设有水箱（70）；所述水箱（70）通过带有小型水泵的管道与花洒

（11）连接；在所述水箱（70）上设有小型鼓风机（48）；所述控制系统基于单片机建立；装置内

的电器元件和机构均连接控制系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按摩的多功能康复理疗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小腿按摩

套（27）主要包括机械臂（37）、按摩套（39）、热气管（46）及冷气管（53）；所述机械臂（37）固定

在床体（1）的底面上，中间设有弯折活动节Ⅰ（38）及弯折电机，端部连接所述按摩套（39）；所

述按摩套（39）分为两块相同的套壳，两块所述套壳之间设有合页（40）；所述按摩套（39）的

中间凹陷，形成按摩腔（71）；在所述按摩腔（39）的一侧设有电机腔（41）；在所述电机腔（41）

内设有按摩电机（42）；所述按摩电机（42）的转子伸入并贯通按摩套（39）；在所述按摩电机

（42）的转子上排布有若干组按摩转轮（43）；每个所述按摩转轮（43）均伸入按摩腔（71）内，

并根据所述按摩腔（71）的侧壁弧度从中间向两边依次增加直径；所述按摩转轮（43）上镶嵌

有不规则是橡胶凸起（44）；所述按摩腔（71）的侧壁上设有通气口（45）；所述热气管（46）及

冷气管（53）的一端均通入按摩套（39）内，另一端分别连接水箱（70）及小型鼓风机（48）；所

述热气管（46）及冷气管（53）上均设有电磁阀（47）。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按摩的多功能康复理疗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床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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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部还设有底部轨道（49）；在所述底部轨道（49）内套接有底部活动轮（50）；在所述底部

活动轮（50）上向下连出一根连杆（51）；所述连杆（51）的中部设有弯折活动节Ⅱ（52），端部

连接所述活动齿轮（19）。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按摩的多功能康复理疗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床边浴室

（2）还包括卷帘门（29）、排气扇（30）排气通道（31）及废水槽（32）；所述卷帘门（29）设置在床

边浴室（2）的开口处顶部，中间连接有卷帘电机（28）；所述排气通道（31）竖直设置在床边浴

室（2）的侧面；所述排气扇（30）设置在排气通道（31）顶部的的入口处；所述废水槽（32）设置

在床边浴室（2）的底部，并设有排污口（33）；所述排气通道（31）向下通入废水槽（32）内；所

述排污口（33）通过管道连入房屋的卫生间内；所述床边浴室（2）的下部侧面设有侧开门

（34）；在所述床边浴室（2）的内壁上还设有搓澡轨道（10）；所述搓澡球（9）的底部设有由电

机及滚轮组成的动力机构，所述动力机构活动套接在所述搓澡轨道（10）内；在所述动力机

构与搓澡球（9）之间设有液压杆（72）；所述水箱（70）内设有电加热棒（36）；所述花洒（11）还

连接自来水管道；所述床边浴室（2）的边沿设有防滑套及冷、热水调节开关；所述清洁椅（7）

上设有翻折感应装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按摩的多功能康复理疗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康复翻折

床垫（3）及活动床垫（4）分为两部分，上部分为软质海绵垫（54），下部分为硬质支撑垫（55）；

在所述康复翻折床垫（3）及活动床垫（4）中设有贯穿海绵垫（54）及支撑垫（55）的通气孔

（56）；所述通气孔（56）的下部连接有通气管道（57）；在所述通气管道（57）的前端部位设有

电加热丝（58）；所述通气管道（57）连接小型鼓风机（48）。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按摩的多功能康复理疗床，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床体

（1）前部的侧面上设有立杆（59）；所述立杆（59）的上部套接有活动调节套（60）及呼叫装置

（65）；所述活动调节套（60）横向连出一根活动支撑杆（61）；所述活动支撑杆（61）的前端设

有万向节（62），末端连有板桌（63）；在所述板桌（63）的边沿铰接有一块平板电脑（64）；所述

平板电脑（64）连接无线网络。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可按摩的多功能康复理疗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床垫活动

装置（6）内设有动力电机Ⅳ；所述滑轮下放口（20）内设有伸缩开关；所述加被轨道（13）的端

部设有限位柱及滚珠（66）；所述活动轨道杆（5）、加被轨道（13）、搓澡轨道（10）及竖直滑道

（15）内均设有爬升凸齿Ⅰ；所述床垫活动装置（6）、翻被轮（74）、搓澡球（9）底部的滚轮及弹

簧滑轮（12）上均设有爬升齿Ⅱ；所述爬升凸齿Ⅰ与爬升齿Ⅱ啮合；所述床体（1）的下部设有

相互交叉的稳定支架（67），右侧地面上设有穿鞋踏板（68），床头侧面设有简易储物柜（69）

及温度感应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按摩的多功能康复理疗床，其特征在于：所述按摩枕

（77）由上到下分为按摩部（78）及平枕部（79）；在所述按摩部（78）及平枕部（79）中间设有支

撑层（80）；在所述支撑层（80）的一边设有蓄电池（81）及充电接口（82）；所述按摩部（78）的

中间凹陷，形成按摩枕位（83）；在所述按摩枕（77）内设有按摩凸轮Ⅰ（84）；所述按摩凸轮Ⅰ

（84）内连有枕头电机（85）；所述按摩枕（77）的两个侧面分别设有侧位按摩架（86）；所述侧

位按摩架（86）为“U”型，一端与所述按摩枕（77）连接，另一端设有按摩凸轮Ⅱ（88）；所述侧

位按摩架（86）与按摩枕（77）的连接处设有旋转轴（87）；所述按摩凸轮Ⅱ（88）的结构与按摩

凸轮Ⅰ（84）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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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可按摩的多功能康复理疗床的使用方法，其特

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辅助翻身：半瘫病人躺在本康复理疗床上，康复翻折床垫（3）及任意一块活动床垫

（4）在床垫活动装置（6）的带动下可沿活动轨道杆（5）任意抬高，并一边向左右倾斜，辅助病

人翻身或到达床边；

2）康复训练：无法直立起身的重病患者在使用本康复理疗床时先在活动床垫（4）的辅

助下移动到康复翻折床垫（3）上；此时康复翻折床垫（3）中最靠近床头的一块床垫在弹簧滑

轮（12）的带动下沿竖直滑道（15）向上倾斜上升；另外三块床垫通过弹簧滑轮（12）的带动在

水平滑道（14）上向床头方向移动，到达合适位置时滑轮下放口（20）上的伸缩开关打开，使

靠近床尾的两块床垫上的弹簧滑轮（12）可通过滑轮下放口（20）；活动齿轮（19）带动圆弧升

降扶手（17）逆时针缓慢转动，使靠近床尾的两块床垫向下翻折，最末一块床垫再水平翻折，

形成反置的“L”形；中间的一块床垫保持水平；此时圆弧升降扶手（17）向上翻出，形成弧形

扶手状；半瘫病人可以倚靠的坐姿使用小腿按摩套（27）协助摆动双腿，并进行小腿的按

摩，；如病人的病情不重，可以直立，则可将安全固定带（21）系在腰间，康复翻折床垫（3）直

立翻起，使病人直立，并踏在康复行走带（22）上；病人可手扶床沿，沿着康复行走带（22）向

前走，到达康复行走带（22）的边沿后再由康复行走带（22）反向滚动，将病人带回；在此过程

中滚轮（16）随人运动的牵扯而启动，带动竖直滑道（15）及康复翻折床垫（3）在水平滑道

（14）上移动协助病人前进；如病人患病较轻，则在行走时康复行走带（22）根据病人的行走

速度沿行走反方向转动，使病人持续练习行走动作；

3）如厕及洗澡：半瘫病人在活动床垫（4）的辅助下移动到床体的最左侧，并坐在清洁椅

（7）上，手抓住床边浴室（2）边沿的防滑套，马桶（8）上的盖子打开，此时病人就可以通过坐

便孔（35）如厕；当病人坐在清洁椅（7）上时，可通过冷、热水调节开关控制花洒（11）出水，搓

澡球（9）在液压杆（72）的带动下前后伸缩，在上下移动动力机构的带动下上下移动，为病人

擦拭身体；水箱（70）内的电加热棒（36）加热水；洗澡产生的蒸汽由排气扇（30）吸入排气通

道（31）中；洗澡水及蒸汽进入废水槽（32）后从排污口（33）排出；不用床边浴室（2）时，卷帘

门（29）放下，遮住床边浴室（2）的开口

4）小腿按摩及冷热敷：病人将小腿按摩套（27）套在小腿上，按摩电机（42）带动按摩转

轮（43）转动，利用橡胶凸起（44）挤压按摩小腿；打开热气管（46）上的电磁阀（47），水箱（70）

内的热蒸汽将进入按摩腔（71）内，实现蒸汽热敷；同时打开冷气管（53）上的电磁阀（47），小

型鼓风机（48）将冷风吹入按摩腔（71）内，调节热敷温度；如完全关闭热气管（46）上的电磁

阀（47），仅保留冷风，则可迅速带走热敷后的热量，实现冷敷；

5）床垫通风：小型鼓风机（48）启动，将冷风抽入通气管道（57）内，并通过通气孔（56）散

发，起到床垫通风，驱暑散热的作用；若天气较冷，此时启动电加热丝（58），则进入通气孔

（56）的风为暖风，为床垫通风的同时提升温度；

6）增减被褥：当室温变化或病人需要增加被褥时，设置在床头及床尾的两组翻被轮

（74）沿着两条相对的加被轨道（13）运动，将被褥（73）从藏被柜（75）内带出；当翻被轮（74）

从床体（1）的右边移动到左边时，被褥将盖在病人身上；如要减少被褥，则翻被轮（74）从床

体（1）的左边运动到右边，被褥（73）收回到藏被柜（75）内；

7）多媒体娱乐：将活动调节套（60）调到适合高度，并将活动支撑杆（61）翻出，使板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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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水平，并将平板电脑（64）向上翻出，此时就可以使用板桌（63）及平板电脑了；如病人需

要帮助，可按下呼叫装置（65），呼叫自动发送给看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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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按摩的多功能康复理疗床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医疗康复器械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可按摩的多功能康复理疗床及其使

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半瘫在床的病人或老年人无法自由下床行走，长期卧病在床不仅给病人自身带来

了生活起居上的困扰，也加重了亲戚朋友的负担。由于长期卧床，人体血脉不通，腿部肌肉

及神经缺乏锻炼，使得患者难以康复，而进行康复行走训练又必须有人陪同扶持，如病人身

材高大，更是加重了护理人员的负担，同时外出行走训练还会增加患者摔倒的几率。对于患

病较重的半瘫病人或老年人来说，独自翻身、洗澡清洁及如厕等都是很大的难题，并且长期

受发汗及被褥的影响，人体很容易长褥疮。病人独自躺在床上，不仅要忍受病痛的折磨，心

理上的寂寞更是让病人备受煎熬，每天渴望能够多与亲戚朋友交流，有的病人还有上网的

需求，而在需要帮助时也需要紧急呼叫的装置。传统的康复病床结构比较简单，只是提供了

翻身和起坐的功能，而目前出现的一些新式康复床功虽然增加了康复行走及大小便等功

能，但还不够完善，同时进行康复行走的机构和方法也不够实用安全，需要进行改进，以满

足无人看护时半瘫病人能够进行日常自理，并独自进行安全有效的康复训练。

[0003] 公开专利申请号为CN201520071986.1的中国实用新型公布了一种多功能健身康

复床，包括框架式床架，床架底部的四个角部设置有行走轮，床架上端面设置有座板，座板

的左端铰接有辅助支板，座板的右端铰接有靠板，座板下端面的左右两端均设置有定位板。

该实用新型中的辅助支板和靠板可配合形成轮椅或行走支架的形式，让病人实现康复训

练；但该实用新型功能较为单一，并且在辅助病人康复行走时需带动整张床一起移动，同时

在无人帮忙的情况下难以实现床体机构的变形，无法实现病人单独操作，也不具备通讯和

娱乐功能，实用性不足。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可按摩的多功能康复理疗床及其使用方法。

通过活动床垫的运动变化，辅助了病人翻身；通过康复翻折床垫、小腿按摩套及康复行走带

的相互配合，可针对患病程度不同的病人实时不同的康复训练；还通过床边浴室实现了病

人的独自洗澡及如厕；本发明装置同时具备自动增减被褥及床垫通风的功能，更配备了多

媒体娱乐装置，能够更好的帮助半瘫病人身体恢复，缓解长期卧病在床而导致的心理寂寞

及烦躁的问题。本发明功能齐全，实用性强，卧病在床的病人也能独自使用。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可按摩的多功能康复理疗床，包括床体，还包括床边浴室、康复翻折床垫及控制系

统；在所述床体上水平排铺有两块活动床垫；在所述活动床垫上设有按摩枕；所述康复翻折

床垫并排设置在活动床垫的右边；所述康复翻折床垫及活动床垫的两端中间部位均设有活

动轨道杆及床垫活动装置；所述康复翻折床垫及活动床垫均通过床垫活动装置套接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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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杆上；所述康复翻折床垫为四块铰接在一起的床垫，内部设有弹簧滑轮；在所述弹簧滑

轮上设有动力电机Ⅰ及连接康复翻折床垫的弹簧；所述床体的侧面设有水平滑道；在所述床

体的床头侧部与康复翻折床垫对应的部位上设有竖直滑道；所述竖直滑道的前端分出一条

圆弧支道，所述圆弧支道与水平滑道圆弧平滑连接；所述竖直滑道的底端设有滚轮；所述滚

轮上设有步进电机；所述竖直滑道的底端通过滚轮与水平滑道垂直连接；所述弹簧滑轮套

接在水平滑道内；所述水平滑道上设有滑轮下放口；设置在中间位置的一块所述康复翻折

床垫上设有圆弧升降扶手及安全固定带；所述圆弧升降扶手朝内的一面设有凸齿；在所述

床体的底部设有活动齿轮；所述活动齿轮上设有动力电机Ⅱ；所述活动齿轮与圆弧升降扶

手上的凸齿啮合；在所述床体底部的地面上设有康复行走带；所述康复行走带的两端套接

有由电机带动的滚筒，内部设有支撑滚筒及支撑柱，底部设有支撑平台；在所述床体的底面

上设有小腿按摩套；所述床体的床头及床尾均分别设有连接床体两个侧面的加被轨道；在

所述加被轨道内设有翻被轮；所述翻被轮上设有动力电机Ⅲ；所述床体的右侧设有藏被柜；

所述加被轨道与藏被柜连接；在所述藏被柜内放置有被褥；所述翻被轮通过加粗的棉线与

被褥连接；所述加被轨道的侧面及藏被柜的顶部均开有通槽；所述活动床垫的左侧铰接有

清洁椅；所述床边浴室设置在床体的左侧；所述清洁椅设有坐便孔，并伸入所述床边浴室

内；所述床边浴室的底部设有马桶，内壁设有搓澡球，顶部设有花洒；在所述床体底部的地

面上设有水箱；所述水箱通过带有小型水泵的管道与花洒连接；在所述水箱上设有小型鼓

风机；所述控制系统基于单片机建立；装置内的电器元件和机构均连接控制系统。病人一般

躺在中间的两块所述活动床垫上；需要进行康复训练时由康复翻折床垫协助进行；需要洗

澡或如厕时使用清洁椅；所述弹簧导轮支持康复翻折床垫在水平滑道上平稳移动，并任意

翻折向上进入所述圆弧支道及竖直滑道内；所述动力电机Ⅰ给弹簧滑轮提供动力；所述滚轮

在步进电机的带动下辅助竖直滑道随人体在水平滑道上移动；所述弹簧导轮可在滑轮下放

口处落下，使所述康复翻折床垫脱离水平滑道；所述圆弧升降扶手及安全固定带为病人使

用康复翻折床垫提供安全保障；所述活动齿轮转动，带动所述圆弧升降扶手上翻形成扶手，

下翻收入床底；病人通过所述康复行走带进行康复行走训练；所述支撑滚筒及支撑柱起到

支撑康复行走带的作用；所述小腿按摩套用以按摩病人小腿；所述被褥在翻被轮的带动下

可从藏被柜内被带出，并沿着所述加被轨道覆盖在床上；病人坐在所述清洁椅上，通过所述

坐便孔及马桶如厕；搓澡球自动为使用者清洁身体；所述花洒洒水；所述水箱提供水源。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小腿按摩套主要包括机械臂、按摩套、热气管及冷气管；所述机械

臂固定在床体的底面上，中间设有弯折活动节Ⅰ及弯折电机，端部连接所述按摩套；所述按

摩套分为两块相同的套壳，两块所述套壳之间设有合页；所述按摩套的中间凹陷，形成按摩

腔；在所述按摩腔的一侧设有电机腔；在所述电机腔内设有按摩电机；所述按摩电机的转子

伸入并贯通按摩套；在所述按摩电机的转子上排布有若干组按摩转轮；每个所述按摩转轮

均伸入按摩腔内，并根据所述按摩腔的侧壁弧度从中间向两边依次增加直径；所述按摩转

轮上镶嵌有不规则是橡胶凸起；所述按摩腔的侧壁上设有通气口；所述热气管及冷气管的

一端均通入按摩套内，另一端分别连接水箱及小型鼓风机；所述热气管及冷气管上均设有

电磁阀。病人通过所述康复翻折床垫坐起，将所述按摩套套在小腿上，小腿穿过所述按摩

腔，通过所述合页关闭按摩套；所述按摩电机带动按摩转轮转动，所述橡胶凸起对人的小腿

进行按摩；所述小型鼓风机抽取冷风通过冷气管进入按摩腔内，对小腿进行冷敷；所述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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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热蒸汽通过热气管进入按摩腔内，对小腿进行热敷；所述电磁阀控制冷气及热蒸汽的

出量。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床体的底部还设有底部轨道；在所述底部轨道内套接有底部活动

轮；在所述底部活动轮上向下连出一根连杆；所述连杆的中部设有弯折活动节Ⅱ，端部连接

所述活动齿轮。当所述康复翻折床垫变形或移动时，所述底部活动轮通过连杆带动活动齿

轮跟随康复翻折床垫在底部轨道上移动；所述弯折活动节Ⅱ可任意弯折，收放所述活动齿

轮。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床边浴室还包括卷帘门、排气扇排气通道及废水槽；所述卷帘门设

置在床边浴室的开口处顶部，中间连接有卷帘电机；所述排气通道竖直设置在床边浴室的

侧面；所述排气扇设置在排气通道顶部的的入口处；所述废水槽设置在床边浴室的底部，并

设有排污口；所述排气通道向下通入废水槽内；所述排污口通过管道连入房屋的卫生间内；

所述床边浴室的下部侧面设有侧开门；在所述床边浴室的内壁上还设有搓澡轨道；所述搓

澡球的底部设有由电机及滚轮组成的动力机构，所述动力机构活动套接在所述搓澡轨道

内；在所述动力机构与搓澡球之间设有液压杆；所述水箱内设有电加热棒；所述花洒还连接

自来水管道；所述床边浴室的边沿设有防滑套及冷、热水调节开关；所述清洁椅上设有翻折

感应装置。所述卷帘电机转动，带动所述卷帘门收起或放下，打开或遮挡住所述床边浴室；

所述排气扇转动，可将所述床边浴室内的蒸汽机水雾等通过排气通道抽出，最后进入所述

废水槽内；所述侧开门打开，便于清洁所述床边浴室；所述动力机构带动搓澡球在搓澡轨道

上移动，擦拭人体；所述液压缸带动搓澡球伸缩，便于更好为人体进行清洁；所述电加热棒

加热水箱内的水；所述防滑套供使用者抓扶；所述冷、热水调节开关用以调节水温；所述翻

折感应装置感应清洁椅是否已翻出使用。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康复翻折床垫及活动床垫分为两部分，上部分为软质海绵垫，下部

分为硬质支撑垫；在所述康复翻折床垫及活动床垫中设有贯穿海绵垫及撑垫的通气孔；所

述通气孔的下部连接有通气管道；在所述通气管道的前端部位设有电加热丝；所述通气管

道连接小型鼓风机。所述软质海绵垫能够为病人提供更舒适的感受；所述支撑垫支撑起整

个康复翻折床垫及活动床垫；所述小型鼓风机将空气从通气管道抽入康复翻折床垫及活动

床垫的通气孔中，进行通风；如天气较冷，还可以启动所述电加热丝进行加热。

[0010] 进一步的，在所述床体前部的侧面上设有立杆；所述立杆的上部套接有活动调节

套及呼叫装置；所述活动调节套横向连出一根活动支撑杆；所述活动支撑杆的前端设有万

向节，末端连有板桌；在所述板桌的边沿铰接有一块平板电脑；所述平板电脑连接无线网

络。所述调节套可调节板桌的高度；病人在需要帮助的情况下可通过所述呼叫装置求助；所

述平板电脑能够给病人提供娱乐。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床垫活动装置内设有动力电机Ⅳ；所述滑轮下放口内设有伸缩开

关；所述加被轨道的端部设有限位柱及滚珠；所述活动轨道杆、加被轨道、搓澡轨道及竖直

滑道内均设有爬升凸齿Ⅰ；所述床垫活动装置、翻被轮、搓澡球底部的滚轮及弹簧滑轮上均

设有爬升齿Ⅱ；所述爬升凸齿Ⅰ与爬升齿Ⅱ啮合；所述床体的下部设有相互交叉的稳定支

架，右侧地面上设有穿鞋踏板，床头侧面设有简易储物柜及温度感应器。所述动力电机Ⅳ为

床垫活动装置提供动力；所述伸缩开关打开，则所述弹簧滑轮可从滑轮下放口中落下；所述

限位柱防止被褥完全被拉出；所述滚珠能使被褥更顺畅的被翻被轮带出；所述爬升凸齿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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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升凸齿Ⅱ能够更好地帮助各机构升降；所述稳定支架确保整个康复理疗床稳固；所述穿

鞋踏板帮助病人穿鞋；所述简易储物柜可用于储存药物等物品，并方便取用；所述温度感应

器感应当前室温，并反馈给控制系统。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按摩枕由上到下分为按摩部及平枕部；在所述按摩部及平枕部中

间设有支撑层；在所述支撑层的一边设有蓄电池及充电接口；所述按摩部的中间凹陷，形成

按摩枕位；在所述按摩枕内设有按摩凸轮Ⅰ；所述按摩凸轮Ⅰ内连有枕头电机；所述按摩枕的

两个侧面分别设有侧位按摩架；所述侧位按摩架为“U”型，一端与所述按摩枕连接，另一端

设有按摩凸轮Ⅱ；所述侧位按摩架与按摩枕的连接处设有旋转轴；所述按摩凸轮Ⅱ的结构

与按摩凸轮Ⅰ相同。病人的头部枕在所述按摩枕上，并陷入所述按摩枕位内；所述按摩凸轮Ⅰ

在枕头电机的带动下转动，为病人的头部进行按摩；通过所述旋转轴调节侧位按摩架的位

置，将所述按摩凸轮Ⅱ摆至需要按摩的部位，如太阳穴及额头处；所述按摩凸轮Ⅱ转动，为

病人进行按摩；所述平枕部平坦，病人不需要按摩时使用所述平枕部可提供平整柔软的体

感；所述支撑层为韧性较好的材料，起到支撑人体头部的作用；所述蓄电池为枕头电机提供

动力；所述充电接口为蓄电池充电。

[0013] 本发明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辅助翻身：半瘫病人躺在本康复理疗床上，康复翻折床垫及任意一块活动床垫在床

垫活动装置的带动下可沿活动轨道杆任意抬高，并一边向左右倾斜，辅助病人翻身或到达

床边；

2）康复训练：无法直立起身的重病患者在使用本康复理疗床时先在活动床垫的辅助下

移动到康复翻折床垫上；此时康复翻折床垫中最靠近床头的一块床垫在弹簧滑轮的带动下

沿竖直滑道向上倾斜上升；另外三块床垫通过弹簧滑轮的带动在水平滑道上向床头方向移

动，到达合适位置时滑轮下放口上的伸缩开关打开，使靠近床尾的两块床垫上的弹簧滑轮

可通过滑轮下放口；活动齿轮带动圆弧升降扶手逆时针缓慢转动，使靠近床尾的两块床垫

向下翻折，最末一块床垫再水平翻折，形成反置的“L”形；中间的一块床垫保持水平；此时圆

弧升降扶手向上翻出，形成弧形扶手状；半瘫病人可以倚靠的坐姿使用小腿按摩套协助摆

动双腿，并进行小腿的按摩，；如病人的病情不重，可以直立，则可将安全固定带系在腰间，

康复翻折床垫直立翻起，使病人直立，并踏在康复行走带上；病人可手扶床沿，沿着康复行

走带向前走，到达康复行走带的边沿后再由康复行走带反向滚动，将病人带回；在此过程中

滚轮随人运动的牵扯而启动，带动竖直滑道及康复翻折床垫在水平滑道上移动协助病人前

进；如病人患病较轻，则在行走时康复行走带根据病人的行走速度沿行走反方向转动，使病

人持续练习行走动作；

3）如厕及洗澡：半瘫病人在活动床垫的辅助下移动到床体的最左侧，并坐在清洁椅上，

手抓住床边浴室边沿的防滑套，马桶上的盖子打开，此时病人就可以通过坐便孔如厕；当病

人坐在清洁椅上时，可通过冷、热水调节开关控制花洒出水，搓澡球在液压杆的带动下前后

伸缩，在上下移动动力机构的带动下上下移动，为病人擦拭身体；水箱内的电加热棒加热

水；洗澡产生的蒸汽由排气扇吸入排气通道中；洗澡水及蒸汽进入废水槽后从排污口排出；

不用床边浴室时，卷帘门放下，遮住床边浴室的开口

4）小腿按摩及冷热敷：病人将小腿按摩套套在小腿上，按摩电机带动按摩转轮转动，利

用橡胶凸起挤压按摩小腿；打开热气管上的电磁阀，水箱内的热蒸汽将进入按摩腔内，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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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热敷；同时打开冷气管上的电磁阀，小型鼓风机将冷风吹入按摩腔内，调节热敷温度；

如完全关闭热气管上的电磁阀，仅保留冷风，则可迅速带走热敷后的热量，实现冷敷；

5）床垫通风：小型鼓风机启动，将冷风抽入通气管道内，并通过通气孔散发，起到床垫

通风，驱暑散热的作用；若天气较冷，此时启动电加热丝，则进入通气孔的风为暖风，为床垫

通风的同时提升温度；

6）增减被褥：当室温变化或病人需要增加被褥时，设置在床头及床尾的两组翻被轮沿

着两条相对的加被轨道运动，将被褥从藏被柜内带出；当翻被轮从床体的右边移动到左边

时，被褥将盖在病人身上；如要减少被褥，则翻被轮从床体的左边运动到右边，被褥收回到

藏被柜内；

7）多媒体娱乐：将活动调节套调到适合高度，并将活动支撑杆翻出，使板桌水平，并将

平板电脑向上翻出，此时就可以使用板桌及平板电脑了；如病人需要帮助，可按下呼叫装

置，呼叫信息自动发送给看护人员。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

1.本发明通过活动床垫的高低变化及翻转动作，帮助半瘫病人实现翻身，并通过康复

翻折床垫、小腿按摩套及康复行走带分别对患病较重无法直立、可直立但行走不便及可缓

慢行走的病人提供不同的康复训练，能帮助不同患病程度的病人更快更好的康复。

[0015] 2.本发明通过小腿按摩套可对半瘫病人的小腿进行按摩，并在按摩的同时增加冷

敷及热敷功能，加速病人小腿血液畅通，避免长期得不到运动而造成的肌肉萎缩等问题出

现。

[0016] 3.本发明通过床边浴室可让病人无需下床就能自己进行如厕及洗澡，解决了半瘫

病人卧床时的卫生问题，且配合花洒及搓澡球能够将身体清洗得更干净，洗澡产生的水蒸

汽及时抽出，在不使用时床边浴室还能够关闭开口，阻隔水汽及异味。

[0017] 4.本发明通过加被轨道及翻被轮的配合能够自动为卧病的病人增减被褥，免去了

病人因增减被褥不及时而导致的发汗或受凉问题。

[0018] 5.本发明通过通气孔及小型鼓风机的配合，能实现床垫通风，实现透气降温或加

热的功能，减少病人长期卧床而出现的褥疮等问题。

[0019] 6.本发明通过可折叠的板桌及平板电脑为半瘫病人提供了多媒体娱乐功能，可使

用平板电脑进行网上冲浪及视频聊天等，极大缓解了长期卧病病人的心理寂寞。

[0020] 7.本发明通过按摩枕的设计，可为病人的脑后、太阳穴、头顶及额头等提供按摩，

舒缓头部神经，促进头部血液流通。

[0021] 8.本发明通过活动床垫的运动变化，辅助了病人翻身；通过康复翻折床垫、小腿按

摩套及康复行走带的相互配合，可针对患病程度不同的病人实时不同的康复训练；还通过

床边浴室实现了病人的独自洗澡及如厕；本发明装置同时具备自动增减被褥及床垫通风的

功能，更配备了多媒体娱乐装置，能够更好的帮助半瘫病人身体恢复，缓解长期卧病在床而

导致的心理寂寞及烦躁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康复理疗床整体示意图。

[0023] 图2是康复理疗床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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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3是小腿按摩套示意图。

[0025] 图4是活动齿轮及底部轨道示意图。

[0026] 图5是通气管道及通气孔示意图。

[0027] 图6是立杆及板桌示意图。

[0028] 图7是按摩枕示意图。

[0029] 图中零部件名称及序号：

床体1、床边浴室2、康复翻折床垫3、活动床垫4、活动轨道杆5、床垫活动装置6、清洁椅

7、马桶8、搓澡球9、搓澡轨道10、花洒11、弹簧滑轮12、加被轨道13、水平滑道14、竖直滑道

15、滚轮16、圆弧升降扶手17、凸齿18、活动齿轮19、滑轮下放口20、安全固定带21、康复行走

带22、滚筒23、支撑滚筒24、支撑柱25、支撑平台26、小腿按摩套27、卷帘电机28、卷帘电机

29、排气扇30、排气通道31、废水槽32、排污口33、侧开门34、坐便孔35、电加热棒36、机械臂

37、弯折活动节Ⅰ38、按摩套Ⅰ39、合页40、电机腔41、按摩电机42、按摩转轮43、橡胶凸起44、

通气口45、热气管46、电磁阀47、小型鼓风机48、底部轨道49、底部活动轮50、连杆51、弯折活

动节Ⅱ52、冷气管53、海绵垫54、支撑垫55、通气孔56、通气管道57、电加热丝58、立杆59、活

动调节套60、支撑杆61、万向节62、板桌63、平板电脑64、呼叫装置65、滚珠66、稳定支架67、

穿鞋踏板68、简易储物柜、水箱70、按摩腔71、液压杆72、被褥73、翻被轮74、藏被柜75、弹簧

76、按摩枕77、按摩部78、平枕部79、支撑层80、蓄电池81、充电接口82、按摩枕位83、按摩凸

轮Ⅰ84、枕头电机85、侧位按摩架86、旋转轴87、按摩凸轮Ⅱ88。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31] 实施例1：

如说明书附图所示，一种可按摩的多功能康复理疗床，包括床体1，还包括床边浴室2、

康复翻折床垫3及控制系统；在所述床体1上水平排铺有两块活动床垫4；在所述活动床垫4

上设有按摩枕77；所述康复翻折床垫3并排设置在活动床垫4的右边；所述康复翻折床垫3及

活动床垫4的两端中间部位均设有活动轨道杆5及床垫活动装置6；所述康复翻折床垫3及活

动床垫4均通过床垫活动装置6套接在活动轨道杆5上；所述康复翻折床垫3为四块铰接在一

起的床垫，内部设有弹簧滑轮12；在所述弹簧滑轮12上设有动力电机Ⅰ及连接康复翻折床垫

3的弹簧76；所述床体1的侧面设有水平滑道14；在所述床体1的床头侧部与康复翻折床垫3

对应的部位上设有竖直滑道15；所述竖直滑道15的前端分出一条圆弧支道，所述圆弧支道

与水平滑道14圆弧平滑连接；所述竖直滑道15的底端设有滚轮16；所述滚轮16上设有步进

电机；所述竖直滑道15的底端通过滚轮16与水平滑道14垂直连接；所述弹簧滑轮12套接在

水平滑道14内；所述水平滑道14上设有滑轮下放口20；设置在中间位置的一块所述康复翻

折床垫3上设有圆弧升降扶手17及安全固定带21；所述圆弧升降扶手17朝内的一面设有凸

齿18；在所述床体1的底部设有活动齿轮19；所述活动齿轮19上设有动力电机Ⅱ；所述活动

齿轮19与圆弧升降扶手17上的凸齿18啮合；在所述床体1底部的地面上设有康复行走带22；

所述康复行走带22的两端套接有由电机带动的滚筒23，内部设有支撑滚筒24及支撑柱25，

底部设有支撑平台26；在所述床体1的底面上设有小腿按摩套27；所述床体1的床头及床尾

均分别设有连接床体1两个侧面的加被轨道13；在所述加被轨道13内设有翻被轮74；所述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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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轮74上设有动力电机Ⅲ；所述床体1的右侧设有藏被柜75；所述加被轨道13与藏被柜75连

接；在所述藏被柜75内放置有被褥73；所述翻被轮74通过加粗的棉线与被褥73连接；所述加

被轨道13的侧面及藏被柜75的顶部均开有通槽；所述活动床垫4的左侧铰接有清洁椅7；所

述床边浴室2设置在床体1的左侧；所述清洁椅7设有坐便孔35，并伸入所述床边浴室2内；所

述床边浴室2的底部设有马桶8，内壁设有搓澡球9，顶部设有花洒11；在所述床体1底部的地

面上设有水箱70；所述水箱70通过带有小型水泵的管道与花洒11连接；在所述水箱70上设

有小型鼓风机48；所述控制系统基于单片机建立；装置内的电器元件和机构均连接控制系

统。

[0032] 所述小腿按摩套27主要包括机械臂37、按摩套39、热气管46及冷气管53；所述机械

臂37固定在床体1的底面上，中间设有弯折活动节Ⅰ38及弯折电机，端部连接所述按摩套39；

所述按摩套39分为两块相同的套壳，两块所述套壳之间设有合页40；所述按摩套39的中间

凹陷，形成按摩腔71；在所述按摩腔39的一侧设有按摩电机42；所述按摩电机42的转子伸入

并贯通按摩套39；在所述按摩电机42的转子上排布有若干组按摩转轮43；每个所述按摩转

轮43均伸入按摩腔71内，并根据所述按摩腔71的侧壁弧度从中间向两边依次增加直径；所

述按摩转轮43上镶嵌有不规则是橡胶凸起44；所述按摩腔71的侧壁上设有通气口45；所述

热气管46及冷气管53的一端均通入按摩套39内，另一端分别连接水箱70及小型鼓风机48；

所述热气管46及冷气管53上均设有电磁阀47。

[0033] 所述床体1的底部还设有底部轨道49；在所述底部轨道49内套接有底部活动轮50；

在所述底部活动轮50上向下连出一根连杆51；所述连杆51的中部设有弯折活动节Ⅱ52，端

部连接所述活动齿轮19。

[0034] 所述床边浴室2还包括卷帘门29、排气扇30排气通道31及废水槽32；所述卷帘门29

设置在床边浴室2的开口处顶部，中间连接有卷帘电机28；所述排气通道31竖直设置在床边

浴室2的侧面；所述排气扇30设置在排气通道31顶部的的入口处；所述废水槽32设置在床边

浴室2的底部，并设有排污口33；所述排气通道31向下通入废水槽32内；所述排污口33通过

管道连入房屋的卫生间内；所述床边浴室2的下部侧面设有侧开门34；在所述床边浴室2的

内壁上还设有搓澡轨道10；所述搓澡球9的底部设有由电机及滚轮组成的动力机构，所述动

力机构活动套接在所述搓澡轨道10内；在所述动力机构与搓澡球9之间设有液压杆72；所述

水箱70内设有电加热棒36；所述花洒11还连接自来水管道；所述床边浴室2的边沿设有防滑

套及冷、热水调节开关；所述清洁椅7上设有翻折感应装置。

[0035] 所述康复翻折床垫3及活动床垫4分为两部分，上部分为软质海绵垫54，下部分为

硬质支撑垫55；在所述康复翻折床垫3及活动床垫4中设有贯穿海绵垫54及支撑垫55的通气

孔56；所述通气孔56的下部连接有通气管道57；在所述通气管道57的前端部位设有电加热

丝58；所述通气管道57连接小型鼓风机48。

[0036] 在所述床体1前部的侧面上设有立杆59；所述立杆59的上部套接有活动调节套60

及呼叫装置65；所述活动调节套60横向连出一根活动支撑杆61；所述活动支撑杆61的前端

设有万向节62，末端连有板桌63；在所述板桌63的边沿铰接有一块平板电脑64；所述平板电

脑64连接无线网络。

[0037] 所述床垫活动装置6内设有动力电机Ⅳ；所述滑轮下放口20内设有伸缩开关；所述

活动轨道杆5、加被轨道13、搓澡轨道10及竖直滑道15内均设有爬升凸齿Ⅰ；所述床垫活动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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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6、翻被轮74、搓澡球9底部的滚轮及弹簧滑轮12上均设有爬升齿Ⅱ；所述爬升凸齿Ⅰ与爬

升齿Ⅱ啮合；所述床体1的下部设有相互交叉的稳定支架67，右侧地面上设有穿鞋踏板68，

床头侧面设有简易储物柜69及温度感应器。

[0038] 所述按摩枕77由上到下分为按摩部78及平枕部79；在所述按摩部78及平枕部79中

间设有支撑层80；在所述支撑层80的一边设有蓄电池81及充电接口82；所述按摩部78的中

间凹陷，形成按摩枕位83；在所述按摩枕77内设有按摩凸轮Ⅰ84；所述按摩凸轮Ⅰ84内连有枕

头电机85；所述按摩枕77的两个侧面分别设有侧位按摩架86；所述侧位按摩架86为“U”型，

一端与所述按摩枕77连接，另一端设有按摩凸轮Ⅱ88；所述侧位按摩架86与按摩枕77的连

接处设有旋转轴87；所述按摩凸轮Ⅱ88的结构与按摩凸轮Ⅰ84相同。

[0039] 本发明的使用方法如下：

辅助翻身：半瘫病人躺在本康复理疗床上，康复翻折床垫3及任意一块活动床垫4在床

垫活动装置6的带动下可沿活动轨道杆5任意抬高，并一边向左右倾斜，辅助病人翻身或到

达床边；康复训练：无法直立起身的重病患者在使用本康复理疗床时先在活动床垫4的辅助

下移动到康复翻折床垫3上；此时康复翻折床垫3中最靠近床头的一块床垫在弹簧滑轮12的

带动下沿竖直滑道15向上倾斜上升；另外三块床垫通过弹簧滑轮12的带动在水平滑道14上

向床头方向移动，到达合适位置时滑轮下放口20上的伸缩开关打开，使靠近床尾的两块床

垫上的弹簧滑轮12可通过滑轮下放口20；活动齿轮19带动圆弧升降扶手17逆时针缓慢转

动，使靠近床尾的两块床垫向下翻折，最末一块床垫再水平翻折，形成反置的“L”形；中间的

一块床垫保持水平；此时圆弧升降扶手17向上翻出，形成弧形扶手状；半瘫病人可以倚靠的

坐姿使用小腿按摩套27协助摆动双腿，并进行小腿的按摩，；如病人的病情不重，可以直立，

则可将安全固定带21系在腰间，康复翻折床垫3直立翻起，使病人直立，并踏在康复行走带

22上；病人可手扶床沿，沿着康复行走带22向前走，到达康复行走带22的边沿后再由康复行

走带22反向滚动，将病人带回；在此过程中滚轮16随人运动的牵扯而启动，带动竖直滑道15

及康复翻折床垫3在水平滑道14上移动协助病人前进；如病人患病较轻，则在行走时康复行

走带22根据病人的行走速度沿行走反方向转动，使病人持续练习行走动作；如厕及洗澡：半

瘫病人在活动床垫4的辅助下移动到床体的最左侧，并坐在清洁椅7上，手抓住床边浴室2边

沿的防滑套，马桶8上的盖子打开，此时病人就可以通过坐便孔35如厕；当病人坐在清洁椅7

上时，可通过冷、热水调节开关控制花洒11出水，搓澡球9在液压杆72的带动下前后伸缩，在

上下移动动力机构的带动下上下移动，为病人擦拭身体；水箱70内的电加热棒36加热水；洗

澡产生的蒸汽由排气扇30吸入排气通道31中；洗澡水及蒸汽进入废水槽32后从排污口33排

出；不用床边浴室2时，卷帘门29放下，遮住床边浴室2的开口；小腿按摩及冷热敷：病人将小

腿按摩套27套在小腿上，按摩电机42带动按摩转轮43转动，利用橡胶凸起44挤压按摩小腿；

打开热气管46上的电磁阀47，水箱70内的热蒸汽将进入按摩腔71内，实现蒸汽热敷；同时打

开冷气管53上的电磁阀47，小型鼓风机48将冷风吹入按摩腔71内，调节热敷温度；如完全关

闭热气管46上的电磁阀47，仅保留冷风，则可迅速带走热敷后的热量，实现冷敷；床垫通风：

小型鼓风机48启动，将冷风抽入通气管道57内，并通过通气孔56散发，起到床垫通风，驱暑

散热的作用；若天气较冷，此时启动电加热丝58，则进入通气孔56的风为暖风，为床垫通风

的同时提升温度；增减被褥：当室温变化或病人需要增加被褥时，设置在床头及床尾的两组

翻被轮74沿着两条相对的加被轨道13运动，将被褥73从藏被柜75内带出；当翻被轮74从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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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1的右边移动到左边时，被褥将盖在病人身上；如要减少被褥，则翻被轮74从床体1的左边

运动到右边，被褥73收回到藏被柜75内；多媒体娱乐：将活动调节套60调到适合高度，并将

活动支撑杆61翻出，使板桌63水平，并将平板电脑64向上翻出，此时就可以使用板桌63及平

板电脑了；如病人需要帮助，可按下呼叫装置65，呼叫自动发送给看护人员。

[0040] 实施例2：

本实施例2同实施例1结构及原理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在所述按摩腔39的一侧设有电机

腔41；在所述电机腔41内设有按摩电机42。所述电机腔41的作用是放置按摩电机42。

[0041] 实施例3：

本实施例3同实施例1结构及原理基本相同，不同的是所述加被轨道13的端部设有限位

柱及滚珠66。所述限位柱防止被褥73完全被拉出；所述滚珠66能使被褥73更顺畅的被翻被

轮74带出。

[0042] 实施例4：

本实施例4同实施例1结构及原理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在所述按摩腔39的一侧设有电机

腔41；在所述电机腔41内设有按摩电机42；所述加被轨道13的端部设有限位柱及滚珠66。所

述电机腔41的作用是放置按摩电机42；所述滚珠66能使被褥73更顺畅的被翻被轮74带出。

[0043]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

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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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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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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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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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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