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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可自动折叠的两摇三折护理床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设备技术领域的一种

可自动折叠的两摇三折护理床，包括主体，所述

主体的内壁开设有滑槽，所述滑槽的内壁滑动连

接有移动餐板，所述移动餐板包括滑块，所述滑

块的内壁转动连接有转轴，所述转轴的外壁固定

连接有旋转架，所述旋转架的外壁转动连接有板

体，所述板体的内壁开设有杯槽，所述板体的外

壁固定连接有第一卡接件。将板体绕着转轴开始

转动，使得板体垂直于床面的时候，再将板体绕

着旋转架转动，从而让板体上的第一卡接件和第

二卡接件可以卡在看护床两侧的护栏上，这样就

将板体固定，杯子放在杯槽上，可以防止杯子抖

落，用餐完毕之后，将之前的操作反向进行即可

将其收起，挡块在收起后与滑块贴合，防止板体

绕着转轴过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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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自动折叠的两摇三折护理床，包括主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1)的内壁

开设有滑槽(2)，所述滑槽(2)的内壁滑动连接有移动餐板(3)，所述移动餐板(3)包括滑块

(300)，所述滑块(300)的内壁转动连接有转轴(301)，所述转轴(301)的外壁固定连接有旋

转架(302)，所述旋转架(302)的外壁转动连接有板体(303)，所述板体(303)的内壁开设有

杯槽(304)，所述板体(303)的外壁固定连接有第一卡接件(305)，所述板体(303)的外壁固

定连接有第二卡接件(306)，所述旋转架(302)的外壁固定连接有挡块(30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自动折叠的两摇三折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

(1)的底部外壁固定连接有两个连接架(4)，两个所述连接架(4)的两端均固定连接有连接

板(5)，所述连接板(5)的底部外壁固定连接有液压杆(6)，所述液压杆(6)的外壁固定连接

有固定块(7)，所述固定块(7)的外壁转动连接有转块(8)，所述转块(8)的两侧内壁均设置

有轮毂(9)，所述液压杆(6)的一端转动连接有支撑板(10)，所述支撑板(10)的两侧外壁均

固定连接有接触杆(1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自动折叠的两摇三折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

(1)的内壁固定连接有臀板(12)。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可自动折叠的两摇三折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臀板

(12)的一侧外壁转动连接有背板(13)。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可自动折叠的两摇三折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臀板

(12)的另一侧外壁转动连接有大腿板(14)。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可自动折叠的两摇三折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大腿板

(14)的外壁转动连接有小腿板(1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自动折叠的两摇三折护理床，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

(1)的外壁固定连接有输液架(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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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自动折叠的两摇三折护理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可自动折叠的两摇三折护理

床。

背景技术

[0002] 护理床一般都是动力床，分为电动或手动护理床，是根据病人的卧床生活习性和

治疗需要，而设计的带有家属可以陪护，具有多项护理功能和操作按钮，使用绝缘安全的

床。可供生病的人、重度残疾人、老年人、健康人在住院或居家治疗康复休养时使用，大小形

式多样。护理床主要以实用简约为主。随着科技的发展，市场上又开发了语音操作和眼睛操

作的电动护理床。

[0003] 现有的医院两摇三折护理床上的病人在用餐时，需要另外配套一个简易餐桌，放

置在护栏上，当用餐结束后需要将餐桌撤走，放置于指定的位置，这需要医院提供更多的空

间来放置餐桌，并且需要来回搬运，效率非常低，同时容易损坏餐桌，存在不足，同时护理床

底部的万向轮与地面接触面积小，且轮子容易转动，护理床容易晃动，为此我们提出一种可

自动折叠的两摇三折护理床。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可自动折叠的两摇三折护理床，具有方便

用餐、底部稳定的优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可自动折叠的两摇三折护理床，包括主体，所述主体的内壁开设有滑槽，所述

滑槽的内壁滑动连接有移动餐板，所述移动餐板包括滑块，所述滑块的内壁转动连接有转

轴，所述转轴的外壁固定连接有旋转架，所述旋转架的外壁转动连接有板体，所述板体的内

壁开设有杯槽，所述板体的外壁固定连接有第一卡接件，所述板体的外壁固定连接有第二

卡接件，所述旋转架的外壁固定连接有挡块。

[0007] 上述技术方案的工作原理如下：

[0008] 当病人需要进餐的时候，将板体绕着转轴开始转动，使得板体垂直于床面的时候，

再将板体绕着旋转架转动，从而让板体上的第一卡接件和第二卡接件可以卡在看护床两侧

的护栏上，这样就将板体固定，之后就能将餐具摆放在板体的表面，杯子放在杯槽上，可以

防止杯子抖落，用餐完毕之后，将之前的操作反向进行即可将其收起，挡块在收起后与滑块

贴合，防止板体绕着转轴过转。

[0009] 在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中，所述主体的底部外壁固定连接有两个连接架，两个所述

连接架的两端均固定连接有连接板，所述连接板的底部外壁固定连接有液压杆，所述液压

杆的外壁固定连接有固定块，所述固定块的外壁转动连接有转块，所述转块的两侧内壁均

设置有轮毂，所述液压杆的一端转动连接有支撑板，所述支撑板的两侧外壁均固定连接有

接触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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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固定块与转块可以转动，这样轮毂就可以绕着液压杆进行旋转，从而形成了一个

万向轮结构，方便移动，当护理床需要进行固定的时候，使用开一液压杆，使得支撑板向地

面移动，直至支撑板与地面接触，这样就会增大底部的接触面积从而提高护理床的稳定性，

为了不影响轮毂的旋转，支撑板可以绕着液压杆转动，两侧的接触杆用来与两侧的轮毂接

触，使得支撑板可以及时转动，并且接触杆内置圆球，减小与两侧轮毂的摩擦力。

[0011] 在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中，所述主体的内壁固定连接有臀板。

[0012] 臀板是患者在躺下后臀部所接触的位置，不会转动，位置固定。

[0013] 在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中，所述臀板的一侧外壁转动连接有背板。

[0014] 背板是患者在躺下后背部接触的位置，可以转动，负责将人体背部撑起，使患者可

以形成坐起的姿势。

[0015] 在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中，所述臀板的另一侧外壁转动连接有大腿板。

[0016] 大腿板是患者躺下后大腿依靠的位置，可以旋转，能够将人体的大腿抬起。

[0017] 在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中，所述大腿板的外壁转动连接有小腿板。

[0018] 小腿板是患者躺下后小腿依靠的位置，能够旋转，可以将患者的小腿抬起。

[0019] 在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中，所述主体的外壁固定连接有输液架。

[0020] 输液架用来挂起患者的输液瓶，起到辅助输液的作用。

[002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22] 1、当病人需要进餐的时候，将板体绕着转轴开始转动，使得板体垂直于床面的时

候，再将板体绕着旋转架转动，从而让板体上的第一卡接件和第二卡接件可以卡在看护床

两侧的护栏上，这样就将板体固定，之后就能将餐具摆放在板体的表面，杯子放在杯槽上，

可以防止杯子抖落，用餐完毕之后，将之前的操作反向进行即可将其收起，挡块在收起后与

滑块贴合，防止板体绕着转轴过转；

[0023] 2、固定块与转块可以转动，这样轮毂就可以绕着液压杆进行旋转，从而形成了一

个万向轮结构，方便移动，当护理床需要进行固定的时候，使用开一液压杆，使得支撑板向

地面移动，直至支撑板与地面接触，这样就会增大底部的接触面积从而提高护理床的稳定

性，为了不影响轮毂的旋转，支撑板可以绕着液压杆转动，两侧的接触杆用来与两侧的轮毂

接触，使得支撑板可以及时转动，并且接触杆内置圆球，减小与两侧轮毂的摩擦力。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主体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实用新型移动餐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是本实用新型连接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是本实用新型液压杆处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是本实用新型固定块处的结构示意图。

[0029] 附图标记说明：

[0030] 1、主体；2、滑槽；3、移动餐板；4、连接架；5、连接板；6、液压杆；7、固定块；8、转块；

9、轮毂；10、支撑板；11、接触杆；12、臀板；13、背板；14、大腿板；15、小腿板；16、输液架；300、

滑块；301、转轴；302、旋转架；303、板体；304、杯槽；305、第一卡接件；306、第二卡接件；307、

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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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作进一步说明。

[0032] 实施例：

[0033] 如图1－图2所示，一种可自动折叠的两摇三折护理床，包括主体1，主体1的内壁开

设有滑槽2，滑槽2的内壁滑动连接有移动餐板3，移动餐板3包括滑块300，滑块300的内壁转

动连接有转轴301，转轴301的外壁固定连接有旋转架302，旋转架302的外壁转动连接有板

体303，板体303的内壁开设有杯槽304，板体303的外壁固定连接有第一卡接件305，板体303

的外壁固定连接有第二卡接件306，旋转架302的外壁固定连接有挡块307。

[0034] 上述技术方案的工作原理如下：

[0035] 当病人需要进餐的时候，将板体303绕着转轴301开始转动，使得板体303垂直于床

面的时候，再将板体303绕着旋转架302转动，从而让板体303上的第一卡接件305和第二卡

接件306可以卡在看护床两侧的护栏上，这样就将板体303固定，之后就能将餐具摆放在板

体303的表面，杯子放在杯槽304上，可以防止杯子抖落，用餐完毕之后，将之前的操作反向

进行即可将其收起，挡块307在收起后与滑块300贴合，防止板体303绕着转轴301过转。

[0036] 在另外一个实施例中，如图3‑5所示，主体1的底部外壁固定连接有两个连接架4，

两个连接架4的两端均固定连接有连接板5，连接板5的底部外壁固定连接有液压杆6，液压

杆6的外壁固定连接有固定块7，固定块7的外壁转动连接有转块8，转块8的两侧内壁均设置

有轮毂9，液压杆6的一端转动连接有支撑板10，支撑板10的两侧外壁均固定连接有接触杆

11。

[0037] 固定块7与转块8可以转动，这样轮毂9就可以绕着液压杆6进行旋转，从而形成了

一个万向轮结构，方便移动，当护理床需要进行固定的时候，使用开一液压杆6，使得支撑板

10向地面移动，直至支撑板10与地面接触，这样就会增大底部的接触面积从而提高护理床

的稳定性，为了不影响轮毂9的旋转，支撑板10可以绕着液压杆6转动，两侧的接触杆11用来

与两侧的轮毂9接触，使得支撑板10可以及时转动，并且接触杆11内置圆球，减小与两侧轮

毂9的摩擦力。

[0038] 在另外一个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主体1的内壁固定连接有臀板12。

[0039] 臀板12是患者在躺下后臀部所接触的位置，不会转动，位置固定。

[0040] 在另外一个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臀板12的一侧外壁转动连接有背板13。

[0041] 背板13是患者在躺下后背部接触的位置，可以转动，负责将人体背部撑起，使患者

可以形成坐起的姿势。

[0042] 在另外一个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臀板12的另一侧外壁转动连接有大腿板14。

[0043] 大腿板14是患者躺下后大腿依靠的位置，可以旋转，能够将人体的大腿抬起。

[0044] 在另外一个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大腿板14的外壁转动连接有小腿板15。

[0045] 小腿板15是患者躺下后小腿依靠的位置，能够旋转，可以将患者的小腿抬起。

[0046] 在另外一个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主体1的外壁固定连接有输液架16。

[0047] 输液架16用来挂起患者的输液瓶，起到辅助输液的作用。

[0048] 以上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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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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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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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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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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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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