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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多功能婴幼儿陪护

床，包括床板，所述床板由母板和子板拼合而成，

所述子板包括上层和下层，所述上层能整体拉起

并收纳于下层与母板之间。本实用新型的多功能

婴幼儿陪护床具有防止压伤幼儿、功能丰富多样

并且占用空间较小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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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包括床板（1），其特征在于：所述床板（1）由母板（11）和子

板（12）拼合而成，所述子板（12）包括上层（121）和下层（122），所述上层（121）能整体拉起并

收纳于下层（122）与母板（11）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层（122）的长侧边

与母板（11）之间有一宽度不小于上层（121）的厚度的容置缝（123），所述上层（121）能整体

拉起后收纳于容置缝（123）中并固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层（121）的宽侧边

设有滑撑滑槽（1211），所述上层（121）的宽侧边和相邻母板（11）的侧边通过双连杆（124）连

接，所述双连杆（124）之间为铰接，双连杆（124）的一端与母板（11）的侧边铰接，另一端通过

滑撑滑块（1241）与滑撑滑槽（1211）之间可动连接，所述滑撑滑块（1241）上装设有用于固定

滑撑滑块（1241）在滑撑滑槽（1211）中位置的固定旋钮（1242）。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功能婴

幼儿陪护床还包括一能沿长度方向上在两床腿之间移动的输液架（3）。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其特征在于：所述输液架（3）上设有活

动的挂钩（31），所述挂钩（31）的内部设有空腔，空腔内设有加温装置和温度显示器。

6.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安装在

床板（1）上并能整体折叠收于床板（1）两侧的护栏（4），所述护栏（4）包括扶杆（42）和用于连

接扶杆（42）与床板（1）的栏杆（41），所述栏杆（41）与床板（1）和扶杆（42）之间均为铰接。

7.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功能婴

幼儿陪护床还包括一能整体折叠并收于床下的幼儿床边椅（5）。

8.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功能婴

幼儿陪护床还包括设置于床板（1）下方的抽屉（6），所述抽屉（6）的数量不少于一个。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其特征在于：所述母板（11）包括起背板

（111）和固定板（112），所述起背板（111）的位于床板（1）中部的横向侧边与固定板（112）铰

接，并可绕该侧边抬起，子板（12）和母板（11）上分别设有与之面积相对应的子垫（71）和母

垫（72），所述母垫（72）分为与起背板（111）和固定板（112）相对应的各部分。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功能婴幼儿陪护

床还包括一嵌设于床头上的星空投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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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婴幼儿陪护床。

背景技术

[0002] 婴幼儿由于抵抗力与身体素质远不及成人，因此患病率较高，而现有的医院里很

少单设婴幼儿病床，并且婴幼儿还需要家长一同陪护。现有的做法通常是让幼儿与家长睡

在同一张病床上，但如此一来会有家长在熟睡时压到甚至压伤幼儿的情况出现；若增加陪

护病床，不仅需要额外的陪护病床租借费用，而且会占用较大的病房空间，使医护人员难以

进入病房对患者进行检查；并且现有的病床结构单一，无法收纳住院患者需要的生活用品。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多功能、可防

止压伤幼儿并且占用空间较小的婴幼儿陪护床。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出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

包括床板，所述床板由母板和子板拼合而成，所述子板包括上层和下层，所述上层能整体拉

起并收纳于下层与母板之间。

[0005]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下层的长侧边与母板之间有一宽度不小于

上层的厚度的容置缝，所述上层能整体拉起后收纳于容置缝中并固定。

[0006] 进一步的，所述上层的宽侧边设有滑撑滑槽，所述上层的宽侧边和相邻母板的侧

边通过双连杆连接，所述双连杆之间为铰接，双连杆的一端与母板的侧边铰接，另一端通过

滑撑滑块与滑撑滑槽之间可动连接，所述滑撑滑块上装设有用于固定滑撑滑块在滑撑滑槽

中位置的固定旋钮。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还包括一能在沿长度方向上的两床腿之间移

动的输液架。

[0008] 进一步的，所述输液架上设有活动的挂钩，所述挂钩内部设有空腔，空腔内设有加

温装置和温度显示器。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还包括安装在床板上并能整体折叠收于床板

两侧的护栏，所述护栏包括扶杆和用于连接扶杆与床板的栏杆，所述栏杆与床板和扶杆之

间均为铰接。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还包括一能整体折叠并收于床下的幼儿床边

椅。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还包括设置于床板下方的抽屉，所述抽屉的

数量不少于一个。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母板包括起背板和固定板，所述起背板的位于床板中部的横向侧

边与固定板铰接，并可绕该侧边抬起，子板和母板上分别设有与之面积相对应的子垫和母

垫，所述母垫分为与起背板和固定板相对应的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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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进一步的，所述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还包括一嵌设于床头上的星空投射灯。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0015] 本实用新型在一张床的范围内将床板分为两部分，并且本实用新型的床板的子板

分为上下两层，可将上层整体拉起并竖立于下层与母板之间，在下层与母板之间形成一道

护栏，使儿童和家长可以睡在同一张床上，避免因为家长熟睡而压伤儿童的问题，不仅方便

家长照顾儿童，而且在家长与儿童均有各自空间的情况下不扩大占用空间，解决了病房空

间有限而病床需求多的问题；当其他成年患者需要病床时，只需放下子板的上层使床板平

整即可使用本实用新型的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是本

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

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的结构主视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的结构俯视图；

[0019]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的结构侧视图；

[0020]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将上层立起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将中卡扣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子母床垫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例说明：1、床板；11、母板；111、起背板；112、固定板；12、子板；121、上层；1211、

滑撑滑槽；122、下层；123、容置缝；124、双连杆；1241、滑撑滑块；1242、固定旋钮；2、输液架

轨道；3、输液架；31、挂钩；311、卡扣；4、护栏；41、栏杆；42、扶杆；5、幼儿床边椅；6、抽屉；71、

子垫；72、母垫。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便于理解本实用新型，下文将结合说明书附图和较佳的实施例对本文实用新

型做更全面、细致地描述，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限于以下具体实施例。

[0025] 实施例：

[0026]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本实施例的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包括床板1，床板1由母板

11和子板12拼合而成，子板12包括上层121和下层122，上层121能整体拉起并收纳于下层

122与母板11之间，本实用新型在一张床的范围内将床板1分为两部分，可将上层121竖立于

下层122与母板11之间，在下层122与母板11之间形成一道护栏，使儿童和家长可以睡在同

一张床上，避免因为家长熟睡而压伤儿童的问题，不仅方便家长照顾儿童，而且在家长与儿

童均有各自空间的情况下不扩大占用空间，解决了病房空间有限而病床需求多的问题；当

其他成年患者需要病床时，只需放下子板12的上层121使床板1平整即可使用本实用新型的

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

[0027] 本实施例中，如图3和图4所示，下层122的长侧边与母板11之间有一宽度不小于上

层121的厚度的容置缝123，上层121整体拉起后能收纳于容置缝123中并固定，上层121的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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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边设有滑撑滑槽1211，上层121的宽侧边和相邻母板11的侧边通过双连杆124连接，双连

杆124之间为铰接，双连杆124的一端与母板11的侧边铰接，另一端通过滑撑滑块1241与滑

撑滑槽1211之间可动连接，滑撑滑块1241上装设有固定旋钮1242，通过滑撑滑槽1211可调

节上层121作为护栏部分的高度，并由该固定旋钮1242固定，结构简单，操作简便。

[0028] 本实施例中，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还包括连接于两床腿之间的输液架轨道2和在

该输液架轨道2内可横向移动的输液架3，输液架3上设有可上下移动的挂钩31，挂钩31下端

设有如图5所示的卡扣311，挂钩31通过卡扣311固定其轴向位置，挂钩31内部为空腔，空腔

内设有加温装置及温度显示器。

[0029] 本实施例中，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还包括安装在床板1上并能整体折叠收于床板1

两侧的护栏4，护栏4包括若干根栏杆41和包覆有海绵的扶杆42，各栏杆41与床板1和扶杆42

之间均为铰接。扶杆42与最边侧的栏杆41之间设有一按钮，当需要叠起护栏4时，按住按钮

即可将护栏4折叠并收于床板1两侧，防止患者上下床时因行动不便而受到护栏4的阻挡，当

需要立起护栏4时，直接拉起即可放开护栏4。本实施例中的护栏4的结构为现有设计。

[0030] 本实施例中，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还包括一能整体折叠并收于床下的幼儿床边椅

5。该幼儿床边椅5属于现有技术。使用时，将幼儿床边椅5从床下拉出并展开，该幼儿床边椅

5设有小桌板，可以安置幼儿进行吃饭、看书和写字等活动，使用完可以直接将幼儿床边椅5

折叠后收纳于床下，操作简单，占用空间小。

[0031] 本实施例中，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还包括设置于床板1下方的三个抽屉6，方便物

品收纳，节省病房空间，使患者所处环境更加整洁。

[0032] 本实施例中，如图2和图6所示，母板11包括起背板111和固定板112，起背板111的

位于床板1中部的横向侧边与固定板112铰接，并可绕该侧边抬起，子板12和母板11上分别

设有与之面积相对应的子垫71和母垫72，母垫72分为与起背板111和固定板112相对应的各

部分。该子垫71和母垫72与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配合使用，不会因床板1中竖立有作为护栏

的上层121或者起背功能而无法铺平。

[0033] 本实施例中，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还包括一嵌设于床头上的星空投射灯，开启后

能够有效安抚幼儿情绪。

[0034] 本实施例中，多功能婴幼儿陪护床的各床腿下均设有可卡止的滚轮，方便移动病

床和推送病人。

[0035]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

上述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构思前提下所得到

的改进和变换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212038007 U

5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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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7

CN 212038007 U

7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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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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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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