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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姿态自适应智能床

(57)摘要

一种姿态自适应智能床装置，包括智能床

垫、床板、起身装置、蜷腿装置、起落装置、起伏装

置、支架和控制系统，所述智能床垫，由包覆层、

传感器层、棉垫、连接层组成。床垫直接接触人

体，能感测人体的体温、压力，并能将数据进行上

传至控制系统；床板承载人体重量，并固定支撑

电机及部分结构；所述起身装置，可以实现人体

上半身的起坐功能；所述蜷腿装置，可以实现人

体下半身的弯曲功能；所述起落装置，可以实现

装置整体的上升下降功能；所述起伏装置，可以

实现人体位姿小幅度的上下起落功能；所述控制

系统，实现装置的数据采集、大数据分析、控制反

馈的功能。智能床装置方便长期卧床不起的病人

进行自我康复，解放了人力，有益于病人的身体

康复，是一种比较智能的康复设备，同时也可作

为娱乐设施带来一定的娱乐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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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姿态自适应智能床，其特征在于：包括床板(2)、支架(7)和智能床垫(1)，所述床

板(2)上端设置有起伏电机(4)，所述起伏电机(4)的输出端插接有托板(14)，所述托板(14)

上端搭接有所述智能床垫(1)，所述智能床垫(1)包括设置在顶层的包覆层(8)、卡压在所述

包覆层(8)下端的传感器层(9)、卡压在所述传感器层(9)下端棉垫(10)以及卡压在所述传

感器层(9)的连接层(11)，所述床板(2)底端搭接有所述支架(7)，所述支架(7)底端一侧通

过螺栓连接有起身装置(3)，所述起身装置(3)包括固定在所述支架(7)上的起身电机(13)

以及固定在所述起身电机(13)输出端的连杆机构(12)，所述起身装置(3)一侧设置有蜷腿

装置(5)，所述蜷腿装置(5)与所述起身装置(3)采用相同结构，所述支架(7)内两侧设置有

起落电机(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姿态自适应智能床，其特征在于：所述起伏电机(4)与所

述床板(2)通过螺栓连接，所述起伏电机(4)呈矩阵式排布。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姿态自适应智能床，其特征在于：所述起身电机(13)与所

述支架(7)通过螺栓连接，所述连杆机构(12)与所述床板(2)铰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姿态自适应智能床，其特征在于：所述起落电机(6)与所

述支架(7)通过螺栓连接，所述起落电机(6)与所述床板(2)通过卡槽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姿态自适应智能床，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7)上自带有

把手、前后护栏、固定电机架以及脚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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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姿态自适应智能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养老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姿态自适应智能床。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越来越快，养老问题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当老人长期卧床不

起，身体不能自理的时候，病人的医疗护理问题日益突出。

[0003] 目前市面上的护理床只能实现简单的起身，蜷腿动作，但不能实现全身的起伏按

摩运动，造成病人身体其实还是处于一种静止状态，不能有效的起到康复作用，增加病人痛

苦以及家庭负担，因此需要一种智能化的姿态自适应装置来解决这一问题，以达到更大效

果的康复作用，让病人及早痊愈。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不足，现提出一种姿态自适应智能床，解决了现有的护理床只

能实现简单的起身、蜷腿动作，不能实现全身的起伏按摩运动，造成病人身体其实长时间处

于一种静止状态，不能有效的起到康复作用，增加病人痛苦以及家庭负担的问题。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本实用新型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姿态自适应智能床，

包括床板、支架和智能床垫，所述床板上端设置有起伏电机，所述起伏电机的输出端插接有

托板，所述托板上端搭接有所述智能床垫，所述智能床垫包括设置在顶层的包覆层、卡压在

所述包覆层下端的传感器层、卡压在所述传感器层下端棉垫以及卡压在所述传感器层的连

接层，所述床板底端搭接有所述支架，所述支架底端一侧通过螺栓连接有起身装置，所述起

身装置包括固定在所述支架上的起身电机以及固定在所述起身电机输出端的连杆机构，所

述起身装置一侧设置有蜷腿装置，所述蜷腿装置与所述起身装置采用相同结构，所述支架

内两侧设置有起落电机。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述起身装置、所述蜷腿装置、所述起伏电机以及所述起

落电机的设计，不仅实现了病人起身、蜷腿的基本动作，还可以实现全身体的上下动作及各

部位的上下动作，最大程度的实现病人全身肌肉的放松、动作和按摩，帮助病人及早康复，

减轻病人痛苦和家庭负担。

[0009] 进一步的，所述起伏电机与所述床板通过螺栓连接，所述起伏电机呈矩阵式排布。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述起伏电机为实现床板起伏的主要部件。

[0011] 进一步的，所述起身电机与所述支架通过螺栓连接，所述连杆机构与所述床板铰

接。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述起身电机能够带动所述连杆机构动作，进而实现起

身操作。

[0013] 进一步的，所述起落电机与所述支架通过螺栓连接，所述起落电机与所述床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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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卡槽连接。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述起落电机与现有技术中的推杆电机结构相同，能够

实现所述床板在竖直方向上的升降。

[0015] 进一步的，所述支架上自带有把手、前后护栏、固定电机架以及脚轮。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能够防止人体的掉落，并便于所述床体的便捷移动。

[0017] (三)有益效果

[0018] 本实用新型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9] 为解决现有的护理床只能实现简单的起身、蜷腿动作，不能实现全身的起伏按摩

运动，造成病人身体其实长时间处于一种静止状态，不能有效的起到康复作用，增加病人痛

苦以及家庭负担的问题，本实用新型通过起身装置、蜷腿装置、起伏电机以及起落电机的设

计，不仅实现了病人起身、蜷腿的基本动作，还可以实现全身体的上下动作及各部位的上下

动作，最大程度的实现病人全身肌肉的放松、动作和按摩，帮助病人及早康复，减轻病人痛

苦和家庭负担。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姿态自适应智能床在使用状态下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姿态自适应智能床中智能床垫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姿态自适应智能床中智能床垫的爆炸图；

[0023] 图4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姿态自适应智能床中起身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姿态自适应智能床中起伏电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姿态自适应智能床中起落电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6] 附图标记说明如下：

[0027] 1、智能床垫；2、床板轮；3、起身装置；4、起伏电机；5、蜷腿装置；6、起落电机；7、支

架；8、包覆层；9、传感器层；10、棉垫；11、连接层；12、连杆机构；13、起身电机；14、托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

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9] 如图1-图6所示，本实施例中的一种姿态自适应智能床，包括床板2、支架7和智能

床垫1，床板2上端设置有起伏电机4，起伏电机4的输出端插接有托板14，托板14上端搭接有

智能床垫1，智能床垫1包括设置在顶层的包覆层  8、卡压在包覆层8下端的传感器层9、卡压

在传感器层9下端棉垫10以及卡压在传感器层9的连接层11，床板2底端搭接有支架7，支架7

底端一侧通过螺栓连接有起身装置3，起身装置3包括固定在支架7上的起身电机13以及固

定在起身电机13输出端的连杆机构12，起身装置3一侧设置有蜷腿装置5，蜷腿装置5与起身

装置3采用相同结构，支架7内两侧设置有起落电机6，起身装置  3、蜷腿装置5、起伏电机4以

及起落电机6的设计，不仅实现了病人起身、蜷腿的基本动作，还可以实现全身体的上下动

作及各部位的上下动作，最大程度的实现病人全身肌肉的放松、动作和按摩，帮助病人及早

康复，减轻病人痛苦和家庭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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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如图1和图3所示，本实施例中，起伏电机4与床板2通过螺栓连接，起伏电机4呈矩

阵式排布，起伏电机4为实现床板2起伏的主要部件，起身电机  13与支架7通过螺栓连接，连

杆机构12与床板2铰接，起身电机13能够带动连杆机构12动作，进而实现起身操作，起落电

机6与支架7通过螺栓连接，起落电机6与床板2通过卡槽连接，起落电机6与现有技术中的推

杆电机结构相同，能够实现床板2在竖直方向上的升降，支架7上自带有把手、前后护栏、固

定电机架以及脚轮，能够防止人体的掉落，并便于床体的便捷移动。

[0031] 本实施例的具体实施过程如下：使用时首先将装置与外部电源以及控制系统相

连，并使人躺在智能床垫1上，智能床垫1能够通过其内设置的传感器层9  来感应人体的压

力、体温等数据信息，并可将数据信息发送给外部控制系统，外部控制系统将信息处理后可

根据实际需要驱动起身装置3、蜷腿装置5、起伏电机4以及起落电机6工作，起身装置3在工

作过程中主要通过起身电机13来带动连杆机构12动作，进而实现人体上身处床板2角度的

调节，以实现起身操作，蜷腿装置5在工作过程中可通过自带的驱动电机以及连杆来实现人

体腿部处床板2角度的调节，以实现蜷腿操作，起伏电机4工作后可带动托板14做小幅度的

上下运动，进而实现智能床垫1以及人体的上下运动，以便对人体进行按摩，起落电机6工作

后可实现床板2的升降，通过起身装置3、蜷腿装置5、起伏电机4以及起落电机6的设计，不仅

实现了病人起身、蜷腿的基本动作，还可以实现全身体的上下动作及各部位的上下动作，最

大程度的实现病人全身肌肉的放松、动作和按摩，帮助病人及早康复，减轻病人痛苦和家庭

负担。

[0032] 上面所述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实用

新型的构思和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设计构思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人员对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做出的各种变型和改进，均应落入到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本实

用新型请求保护的技术内容，已经全部记载在权利要求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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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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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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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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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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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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