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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儿科急诊就诊装置，包括水平设有的就诊

板，均匀设在就诊板下方的若干个带有自锁功能

的万向轮，以及连接就诊板与万向轮的支撑杆，

所述的就诊板的一侧设有辅助板，辅助板与就诊

板之间设有铰接板，辅助板的一端与就诊板的一

端通过铰接板相铰接，就诊板的下方设有带有自

锁功能的调节轮，调节轮与辅助板之间竖直设有

调节伸缩杆组，调节轮与辅助板通过调节伸缩杆

组相铰接，调节伸缩杆组与相邻的支撑杆之间水

平设有支撑伸缩杆组。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便于

移动，便于患者进行就诊，便于调节患者靠背的

高度以及两侧防护围栏的位置，方便收纳物品，

安全稳定的儿科急诊就诊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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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儿科急诊就诊装置，包括水平设有的就诊板（1），均匀设在就诊板（1）下方的若

干个带有自锁功能的万向轮（2），以及连接就诊板（1）与万向轮（2）的支撑杆（3），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就诊板（1）的一侧设有辅助板（4），辅助板（4）与就诊板（1）之间设有铰接板（5），

辅助板（4）的一端与就诊板（1）的一端通过铰接板（5）相铰接，就诊板（1）的下方设有带有自

锁功能的调节轮（6），调节轮（6）与辅助板（4）之间竖直设有调节伸缩杆组（7），调节轮（6）与

辅助板（4）通过调节伸缩杆组（7）相铰接，调节伸缩杆组（7）与相邻的支撑杆（3）之间水平设

有支撑伸缩杆组（8），支撑伸缩杆组（8）的两端分别粘接在调节伸缩杆组（7）和支撑杆（3）

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科急诊就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辅助板（4）上设有两

个折叠杆（9），两个折叠杆（9）对称设在辅助板（4）的两侧，折叠杆（9）的一端通过螺钉铰接

在辅助板（4）的侧壁中部，折叠杆（9）的另一端通过设有限位杆（10），限位杆（10）的一端铰

接通过螺钉铰接在折叠杆（9）的另一端上，限位杆（10）的另一端通过螺钉铰接在就诊板（1）

的侧壁中部，限位杆（10）的长度不大于折叠杆（9）的长度，折叠杆（9）与限位杆（10）的长度

之和不小于限位杆（10）的另一端至折叠杆（9）一端的距离。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儿科急诊就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折叠杆（9）的上方设

有防护板（11），防护板（11）采用向外弯曲的圆弧形板状结构，防护板（11）的底面粘接在折

叠杆（9）的侧壁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科急诊就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撑杆（3）的两端分

别粘接在就诊板（1）的底面以及万向轮（2）的顶面上，所述的铰接板（5）的数量采用两个，两

个铰接板（5）对称设在辅助板（4）两侧的侧壁上，铰接板（5）的一侧粘接固定在辅助板（4）的

一端上，铰接板（5）的另一侧通过螺钉铰接固定在就诊板（1）的一端上，所述的调节伸缩杆

组（7）与辅助板（4）之间设有连接板（12），辅助板（4）的顶端粘接在辅助板（4）的底面上，调

节伸缩杆组（7）的顶端通过螺钉铰接在连接板（12）上，调节伸缩杆组（7）的底端粘接固定在

调节轮（6）的顶面上，调节轮（6）、调节伸缩杆组（7）以及连接板（12）的数量分别采用两个，

两个调节轮（6）、调节伸缩杆组（7）以及连接板（12）对称设有辅助板（4）的两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科急诊就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就诊板（1）的外侧设

有缓冲板（13），缓冲板（13）采用向下弯曲的圆弧形板状结构，缓冲板（13）的顶端与就诊板

（1）的侧壁相接触，缓冲板（13）与就诊板（1）为一体成型。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科急诊就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就诊板（1）与万向轮

（2）之间水平设有置物板（14），置物板（14）相应支撑杆（3）开设有套孔，该套孔套装在支撑

杆（3）上，该套孔的孔径与支撑杆（3）的直径相吻合，置物板（14）粘接固定在支撑杆（3）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儿科急诊就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置物板（14）的下方设

有两个调节杆（15），两个调节杆（15）对称设在置物板（14）的底面两侧，调节杆（15）的中部

套装有限位管（16），限位管（16）的内径与调节杆（15）的直径相吻合，限位管（16）的顶端粘

接在置物板（14）的底面上，限位管（16）的外侧设有支撑垫（17），支撑垫（17）的两侧分别粘

接在两个调节杆（15）的一端上，调节杆（15）的内侧设有限制杆（18），限位杆（10）的两端分

别粘接在两个调节杆（15）的另一端上，所述的置物板（14）的外侧面与限位管（16）之间的水

平距离不小于支撑垫（17）的宽度。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科急诊就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辅助板（4）的外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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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操作槽（19），操作槽（19）沿着辅助板（4）的顶面开设至辅助板（4）的底面上。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科急诊就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调节伸缩杆组（7）或

支撑伸缩杆组（8）包括伸缩杆和伸缩管，该伸缩杆的底部套装在该伸缩管上，该伸缩管的顶

部设有夹紧螺栓，该伸缩管的侧壁相应该夹紧螺栓开设有螺栓孔，该夹紧螺栓套装在该螺

栓孔内，该夹紧螺栓与该伸缩管螺纹连接，该夹紧螺栓的直径与该螺栓孔的孔径相配合，该

伸缩杆通过夹紧螺栓夹紧固定在该伸缩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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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儿科急诊就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儿科急诊就诊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儿科急诊中，由于患者往往是学龄前的幼童，即患者身高较矮，导致患者难以

自行坐在医院的就诊椅或就诊床上，往往需要医疗人员或陪护人家将儿童抱到就诊椅或就

诊床上，然而移动儿童过程中，容易让孩子有过大的心理负担，从而引起儿童的哭闹现象，

加大医疗人员的工作负担；而且为了防止儿童从就诊椅或就诊床摔下，往往会在就诊椅或

就诊床的两侧安装防护围栏，但是两侧的防护围栏往往会影响医疗人员进行就诊工作，从

而加重治疗人员诊查的难度；而且有些诊检需要患者保持一定角度的坐姿，但就诊椅或就

诊床难以调节靠板的角度，治疗人员诊查时，往往使用一边扶着患者，另一边进行诊查，从

而进一步加大治疗人员的负担，为了便于治疗人员进行诊查，往往使用折叠的被子或枕头

等物品垫到儿童的背部，从而满足诊查的需要，然而被子或枕头等物品难以进行消毒且难

以准确的调节调节患者靠背的角度，导致被子或枕头等物品难以满足使用的需求。

[0003] 因此，生产一种便于移动，便于患者进行就诊，便于调节患者靠背的高度以及两侧

防护围栏的位置，方便收纳物品，安全稳定的儿科急诊就诊装置，具有广泛的市场前景。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便于移动，便于患者进行就诊，便于调

节患者靠背的高度以及两侧防护围栏的位置，方便收纳物品，安全稳定的儿科急诊就诊装

置，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缺陷。

[0005]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儿科急诊就诊装置，包括水平设有的就诊板，

均匀设在就诊板下方的若干个带有自锁功能的万向轮，以及连接就诊板与万向轮的支撑

杆，所述的就诊板的一侧设有辅助板，辅助板与就诊板之间设有铰接板，辅助板的一端与就

诊板的一端通过铰接板相铰接，就诊板的下方设有带有自锁功能的调节轮，调节轮与辅助

板之间竖直设有调节伸缩杆组，调节轮与辅助板通过调节伸缩杆组相铰接，调节伸缩杆组

与相邻的支撑杆之间水平设有支撑伸缩杆组，支撑伸缩杆组的两端分别粘接在调节伸缩杆

组和支撑杆上。

[0006] 所述的辅助板上设有两个折叠杆，两个折叠杆对称设在辅助板的两侧，折叠杆的

一端通过螺钉铰接在辅助板的侧壁中部，折叠杆的另一端通过设有限位杆，限位杆的一端

铰接通过螺钉铰接在折叠杆的另一端上，限位杆的另一端通过螺钉铰接在就诊板的侧壁中

部，限位杆的长度不大于折叠杆的长度，折叠杆与限位杆的长度之和不小于限位杆的另一

端至折叠杆一端的距离。

[0007] 所述的折叠杆的上方设有防护板，防护板采用向外弯曲的圆弧形板状结构，防护

板的底面粘接在折叠杆的侧壁上。

[0008] 所述的支撑杆的两端分别粘接在就诊板的底面以及万向轮的顶面上，所述的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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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数量采用两个，两个铰接板对称设在辅助板两侧的侧壁上，铰接板的一侧粘接固定在

辅助板的一端上，铰接板的另一侧通过螺钉铰接固定在就诊板的一端上，所述的调节伸缩

杆组与辅助板之间设有连接板，辅助板的顶端粘接在辅助板的底面上，调节伸缩杆组的顶

端通过螺钉铰接在连接板上，调节伸缩杆组的底端粘接固定在调节轮的顶面上，调节轮、调

节伸缩杆组以及连接板的数量分别采用两个，两个调节轮、调节伸缩杆组以及连接板对称

设有辅助板的两侧。

[0009] 所述的就诊板的外侧设有缓冲板，缓冲板采用向下弯曲的圆弧形板状结构，缓冲

板的顶端与就诊板的侧壁相接触，缓冲板与就诊板为一体成型。

[0010] 所述的就诊板与万向轮之间水平设有置物板，置物板相应支撑杆开设有套孔，该

套孔套装在支撑杆上，该套孔的孔径与支撑杆的直径相吻合，置物板粘接固定在支撑杆上。

[0011] 所述的置物板的下方设有两个调节杆，两个调节杆对称设在置物板的底面两侧，

调节杆的中部套装有限位管，限位管的内径与调节杆的直径相吻合，限位管的顶端粘接在

置物板的底面上，限位管的外侧设有支撑垫，支撑垫的两侧分别粘接在两个调节杆的一端

上，调节杆的内侧设有限制杆，限位杆的两端分别粘接在两个调节杆的另一端上，所述的置

物板的外侧面与限位管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小于支撑垫的宽度。

[0012] 所述的辅助板的外侧开设有操作槽，操作槽沿着辅助板的顶面开设至辅助板的底

面上。

[0013] 所述的调节伸缩杆组或支撑伸缩杆组包括伸缩杆和伸缩管，该伸缩杆的底部套装

在该伸缩管上，该伸缩管的顶部设有夹紧螺栓，该伸缩管的侧壁相应该夹紧螺栓开设有螺

栓孔，该夹紧螺栓套装在该螺栓孔内，该夹紧螺栓与该伸缩管螺纹连接，该夹紧螺栓的直径

与该螺栓孔的孔径相配合，该伸缩杆通过夹紧螺栓夹紧固定在该伸缩管上。

[0014] 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是：首先，本实用新型包括水平设有的就诊板，均匀设在就诊

板下方的若干个带有自锁功能的万向轮，以及连接就诊板与万向轮的支撑杆，所述的就诊

板的一侧设有辅助板，辅助板与就诊板之间设有铰接板，辅助板的一端与就诊板的一端通

过铰接板相铰接，就诊板的下方设有带有自锁功能的调节轮，调节轮与辅助板之间竖直设

有调节伸缩杆组，调节轮与辅助板通过调节伸缩杆组相铰接，调节伸缩杆组与相邻的支撑

杆之间水平设有支撑伸缩杆组，支撑伸缩杆组的两端分别粘接在调节伸缩杆组和支撑杆

上，本实用新型通过设有的万向轮以及调节轮，便于本实用新型进行移动，并通过控制的调

节伸缩杆组和支撑伸缩杆组的伸长量，便于控制辅助板的旋转角度；其次，本实用新型通过

设有的折叠杆以及限位杆，对就诊的患者进行防护，通过控制辅助板的倾斜角度，带动折叠

杆和限位杆进行移动，从而便于调节两侧防护围栏的位置，即便于医疗人员进行诊查，并且

本实用新型通过设有的防护板，进一步对就诊的患者进行防护，从而提高患者的舒适度；再

次，本实用新型通过设有两个铰接板、调节轮、调节伸缩杆组以及连接板，使得就诊板与辅

助板之间便于进行限位，同时增强了本实用新型的稳定性，并且本实用新型通过设有的缓

冲板，防止患者被就诊板的边缘处拉伤，使得患儿能够安全进行就诊；另外，本实用新型通

过设有的置物板、支撑垫，便于进行收纳物品以及便于自行上下本实用新型，并通过设有的

操作槽，便于握住辅助板的顶部，使得操作人员便于拉拽辅助板，使得本实用新型具有很好

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是易于推广使用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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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如图1所示，一种儿科急诊就诊装置，包括水平设有的就诊板1，均匀设在就诊板1

下方的若干个带有自锁功能的万向轮2，以及连接就诊板1与万向轮2的支撑杆3，所述的就

诊板1的一侧设有辅助板4，辅助板4与就诊板1之间设有铰接板5，辅助板4的一端与就诊板1

的一端通过铰接板5相铰接，就诊板1的下方设有带有自锁功能的调节轮6，调节轮6与辅助

板4之间竖直设有调节伸缩杆组7，调节轮6与辅助板4通过调节伸缩杆组7相铰接，调节伸缩

杆组7与相邻的支撑杆3之间水平设有支撑伸缩杆组8，支撑伸缩杆组8的两端分别粘接在调

节伸缩杆组7和支撑杆3上。

[0017] 所述的辅助板4上设有两个折叠杆9，两个折叠杆9对称设在辅助板4的两侧，折叠

杆9的一端通过螺钉铰接在辅助板4的侧壁中部，折叠杆9的另一端通过设有限位杆10，限位

杆10的一端铰接通过螺钉铰接在折叠杆9的另一端上，限位杆10的另一端通过螺钉铰接在

就诊板1的侧壁中部，限位杆10的长度不大于折叠杆9的长度，折叠杆9与限位杆10的长度之

和不小于限位杆10的另一端至折叠杆9一端的距离，从而对就诊的患者进行防护，并通过控

制辅助板4的倾斜角度，带动折叠杆9和限位杆10进行移动，从而便于调节两侧防护围栏的

位置，即便于医疗人员进行诊查；所述的折叠杆9的上方设有防护板11，防护板11采用向外

弯曲的圆弧形板状结构，防护板11的底面粘接在折叠杆9的侧壁上，从而进一步对就诊的患

者进行防护；所述的支撑杆3的两端分别粘接在就诊板1的底面以及万向轮2的顶面上，从而

便于支撑就诊板1，以及便于本实用新型进行移动，所述的铰接板5的数量采用两个，两个铰

接板5对称设在辅助板4两侧的侧壁上，铰接板5的一侧粘接固定在辅助板4的一端上，铰接

板5的另一侧通过螺钉铰接固定在就诊板1的一端上，使得就诊板1与辅助板4之间通过铰接

进行固定，所述的调节伸缩杆组7与辅助板4之间设有连接板12，辅助板4的顶端粘接在辅助

板4的底面上，调节伸缩杆组7的顶端通过螺钉铰接在连接板12上，调节伸缩杆组7的底端粘

接固定在调节轮6的顶面上，从而便于调节辅助板4的旋转角度，调节轮6、调节伸缩杆组7以

及连接板12的数量分别采用两个，两个调节轮6、调节伸缩杆组7以及连接板12对称设有辅

助板4的两侧，从而提高本实用新型的稳定性；所述的就诊板1的外侧设有缓冲板13，缓冲板

13采用向下弯曲的圆弧形板状结构，缓冲板13的顶端与就诊板1的侧壁相接触，缓冲板13与

就诊板1为一体成型，从而防止就诊板1的边缘处拉伤患者。

[0018] 所述的就诊板1与万向轮2之间水平设有置物板14，置物板14相应支撑杆3开设有

套孔，该套孔套装在支撑杆3上，该套孔的孔径与支撑杆3的直径相吻合，置物板14粘接固定

在支撑杆3上，使得本实用新型便于收纳物品；所述的置物板14的下方设有两个调节杆15，

两个调节杆15对称设在置物板14的底面两侧，调节杆15的中部套装有限位管16，限位管16

的内径与调节杆15的直径相吻合，限位管16的顶端粘接在置物板14的底面上，限位管16的

外侧设有支撑垫17，支撑垫17的两侧分别粘接在两个调节杆15的一端上，调节杆15的内侧

设有限制杆18，限位杆10的两端分别粘接在两个调节杆15的另一端上，所述的置物板14的

外侧面与限位管16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小于支撑垫17的宽度，从而便于患者通过踩踏支撑垫

17，使得患儿便于自行上下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辅助板4的外侧开设有操作槽19，操作槽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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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辅助板4的顶面开设至辅助板4的底面上，从而便于握住辅助板4的顶部，使得操作人员

便于拉拽辅助板4；所述的调节伸缩杆组7或支撑伸缩杆组8包括伸缩杆和伸缩管，该伸缩杆

的底部套装在该伸缩管上，该伸缩管的顶部设有夹紧螺栓，该伸缩管的侧壁相应该夹紧螺

栓开设有螺栓孔，该夹紧螺栓套装在该螺栓孔内，该夹紧螺栓与该伸缩管螺纹连接，该夹紧

螺栓的直径与该螺栓孔的孔径相配合，该伸缩杆通过夹紧螺栓夹紧固定在该伸缩管上，从

而便于控制调节伸缩杆组7或支撑伸缩杆组8的伸长量。

[0019] 本产品使用方法如下：如图1所示，首先，根据就诊的需要，通过操作槽19握住辅助

板4的顶部，调节辅助板4的旋转角度以及折叠杆9和限位杆10的所在位置，并相应的拧紧伸

缩杆组7和支撑伸缩杆组8的夹紧螺栓，从而便于患者就诊使用本产品；然后，将本产品移动

到就诊区域，将万向轮2和调节轮6进行自锁，使得本产品固定在就诊区域内，通过拉拽支撑

垫17，使得支撑垫17位于置物板14的外侧，从而便于患者踩踏支撑垫17；再然后，将患者的

随身物品放置在置物板14上，并引导患者自行通过踩踏支撑垫17，为了防止患者乱晃，陪护

人员或诊查人员通过按压就诊板1或防护板11，进一步确保本实用新型的稳定性，从而便于

患者自行坐在就诊板1，从而便于对患者进行治疗。

[0020] 本实用新型通过提供一种便于移动，便于患者进行就诊，便于调节患者靠背的高

度以及两侧防护围栏的位置，方便收纳物品，安全稳定的儿科急诊就诊装置，使得本实用新

型具有广泛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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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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