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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心内科用护理支架，包

括安装框，可调节踏板结构，座板，左侧螺栓轴，

右侧螺栓轴，主支架，限位滑槽，靠背调节架结

构，靠板，可调节推动架结构，安装底轮结构和防

滑垫，所述的可调节踏板结构分别在下端焊接在

安装框的左端，上端通过左侧螺栓轴连接在座板

的左侧。本实用新型万向底轮的设置，有利于方

便进行移动该支架；缠绕棘轮轴接在固定架的前

表面中下部，配合缠绕圆轮，钢丝绳，传动链和摇

把的设置，有利于能够实现小轮带动大轮的作

用，进而方便调节靠板的角度；一级支杆通过滑

杆滑动连接在调节滑槽内，配合快拆扣，有利于

方便调节一级支杆插接在一级支管内的长度，进

而方便进行调节垫板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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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心内科用护理支架，其特征在于，该心内科用护理支架，包括安装框(1)，可调节

踏板结构(2)，座板(3)，左侧螺栓轴(4)，右侧螺栓轴(5)，主支架(6)，限位滑槽(7)，靠背调

节架结构(8)，靠板(9)，可调节推动架结构(10)，安装底轮结构(11)和防滑垫(12)，所述的

可调节踏板结构(2)分别在下端焊接在安装框(1)的左端，上端通过左侧螺栓轴(4)连接在

座板(3)的左侧；所述的座板(3)焊接在主支架(6)的上部；所述的主支架(6)焊接在安装框

(1)的中上部；所述的限位滑槽(7)开设在安装框(1)的前后两侧的在中间位置；所述的靠背

调节架结构(8)焊接在座板(3)的中上部；所述的靠板(9)通过右侧螺栓轴(5)安装在座板

(3)的U右侧，并与靠背调节架结构(8)的右端连接；所述的可调节推动架结构(10)插接在安

装框(1)的右侧；所述的防滑垫(12)分别胶接在安装框(1)的左下部和可调节推动架结构

(10)的右下部；所述的靠背调节架结构(8)包括固定架(81)，缠绕圆轮(82)，钢丝绳(83)，固

定环(84)，缠绕棘轮(85)，传动链(86)，固定棘爪(87)和摇把(88)，所述的缠绕圆轮(82)轴

接在固定架(81)的上部；所述的钢丝绳(83)一端缠绕在缠绕圆轮(82)上，另一端与固定环

(84)连接；所述的固定环(84)螺栓安装在靠板(9)的右上部；所述的传动链(86)套接在缠绕

圆轮(82)与缠绕棘轮(85)的外侧；所述的固定棘爪(87)位于缠绕棘轮(85)的右上侧，并轴

接在固定架(81)上；所述的摇把(88)焊接在缠绕棘轮(85)的前部中间位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心内科用护理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可调节踏板结构(2)包

括垫板(21)，调节滑槽(22)，滑杆(23)，一级支杆(24)，一级支管(25)，一级快拆扣(26)和连

接孔(27)，所述的调节滑槽(22)横向开设在垫板(21)的中间位置；所述的滑杆(23)滑动连

接在调节滑槽(22)内；所述的一级支杆(24)下端插接在一级支管(25)的内侧上部，上端与

滑杆(23)连接；所述的一级快拆扣(26)安装在一级支管(25)与一级快拆扣(26)的连接处；

所述的连接孔(27)开设在垫板(21)的右端。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心内科用护理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可调节推动架结构(10)

包括插架(101)，限位架(102)，辅助支架(103)，二级支管(104)，二级支杆(105)，二级快拆

扣(106)和握把(107)，所述的限位架(102)焊接在插架(101)的左端前后两侧；所述的辅助

支架(103)纵向焊接在插架(101)的上部右侧；所述的二级支管(104)焊接在插架(101)的右

端；所述的二级支杆(105)插接在二级支管(104)的内侧上部；所述的握把(107)焊接在二级

支杆(105)的右上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心内科用护理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安装底轮结构(11)包括

U型框(111)，顶紧螺栓(112)，垫块(113)和万向底轮(114)，所述的顶紧螺栓(112)贯穿U型

框(111)与垫块(113)连接；所述的万向底轮(114)螺栓安装在U型框(111)的下部。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心内科用护理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万向底轮(114)通过U型

框(111)分别卡接在安装框(1)的前后两侧和可调节推动架结构(10)的下部前两侧。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心内科用护理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缠绕棘轮(85)轴接在固

定架(81)的前表面中下部。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心内科用护理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一级支杆(24)通过滑杆

(23)滑动连接在调节滑槽(22)内。

8.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心内科用护理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垫块(113)采用厚度为

八至十二毫米硅胶垫块。

9.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心内科用护理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插架(101)通过限位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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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滑动连接在限位滑槽(7)内。

10.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心内科用护理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二级快拆扣(106)安装

在二级支管(104)与二级支杆(105)的连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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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心内科用护理支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护理支架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心内科用护理支架。

背景技术

[0002] 患者长时间卧床后，若需起身，需要医护人员搀扶，否则很难起身，再者，若是医护

人员搀扶患者起床，要是用力过猛，很容易造成患者伤口部位撕裂，给患者造成二次创伤，

其次，患者起身后，由于床上没有支撑装置，很难坐稳，再者，有些患者起身后会有呕吐反

应，医护人员若是反应不及时，很容易使患者的呕吐于床铺上，若是传染病患者，很容易造

成交叉传染。

[0003] 中国专利申请号为201520860679.1，发明创造的名称为一种内科护理支架，包括

安装于床体两侧的两个水平横梁，其中一个水平横梁的上表面长度方向上安装有滑动槽，

另一个水平横梁的上表面中间部位固定有与其相垂直且可伸缩的支杆，滑动槽内设有能沿

其长度方向左右滑动的倒T型滑块，滑块的倒T型垂直臂上安装有与其为一体结构的垂直

杆，垂直杆的顶部安装有能以垂直杆为轴心转动的套筒，套筒的外壁上安装有中空水平臂，

水平臂内插设有连接杆，连接杆的一端设有通孔，通孔内插设有连接柱，连接柱的顶部安装

有盆状盛接装置，垂直支杆的顶部安装有与其为一体结构的水平握杆。

[0004] 但是现有的心内科用护理支架还存在着不方便进行移动该设备，不方便根据病人

的需求进行调节靠背的角度和不方便调节垫板的角度的问题。

[0005] 因此，发明一种心内科用护理支架显得非常必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心内科用护理支架，以解决现有的

心内科用护理支架不方便进行移动该设备，不方便根据病人的需求进行调节靠背的角度和

不方便调节垫板的角度的问题。一种心内科用护理支架，包括安装框，可调节踏板结构，座

板，左侧螺栓轴，右侧螺栓轴，主支架，限位滑槽，靠背调节架结构，靠板，可调节推动架结

构，安装底轮结构和防滑垫，所述的可调节踏板结构分别在下端焊接在安装框的左端，上端

通过左侧螺栓轴连接在座板的左侧；所述的座板焊接在主支架的上部；所述的主支架焊接

在安装框的中上部；所述的限位滑槽开设在安装框的前后两侧的在中间位置；所述的靠背

调节架结构焊接在座板的中上部；所述的靠板通过右侧螺栓轴安装在座板的U右侧，并与靠

背调节架结构的右端连接；所述的可调节推动架结构插接在安装框的右侧；所述的防滑垫

分别胶接在安装框的左下部和可调节推动架结构的右下部；所述的靠背调节架结构包括固

定架，缠绕圆轮，钢丝绳，固定环，缠绕棘轮，传动链，固定棘爪和摇把，所述的缠绕圆轮轴接

在固定架的上部；所述的钢丝绳一端缠绕在缠绕圆轮上，另一端与固定环连接；所述的固定

环螺栓安装在靠板的右上部；所述的传动链套接在缠绕圆轮与缠绕棘轮的外侧；所述的固

定棘爪位于缠绕棘轮的右上侧，并轴接在固定架上；所述的摇把焊接在缠绕棘轮的前部中

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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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优选的，所述的可调节踏板结构包括垫板，调节滑槽，滑杆，一级支杆，一级支管，

一级快拆扣和连接孔，所述的调节滑槽横向开设在垫板的中间位置；所述的滑杆滑动连接

在调节滑槽内；所述的一级支杆下端插接在一级支管的内侧上部，上端与滑杆连接；所述的

一级快拆扣安装在一级支管与一级快拆扣的连接处；所述的连接孔开设在垫板的右端。

[0008] 优选的，所述的可调节推动架结构包括插架，限位架，辅助支架，二级支管，二级支

杆，二级快拆扣和握把，所述的限位架焊接在插架的左端前后两侧；所述的辅助支架纵向焊

接在插架的上部右侧；所述的二级支管焊接在插架的右端；所述的二级支杆插接在二级支

管的内侧上部；所述的握把焊接在二级支杆的右上部。

[0009] 优选的，所述的安装底轮结构包括U型框，顶紧螺栓，垫块和万向底轮，所述的顶紧

螺栓贯穿U型框与垫块连接；所述的万向底轮螺栓安装在U型框的下部。

[0010] 优选的，所述的万向底轮通过U型框分别卡接在安装框的前后两侧和可调节推动

架结构的下部前两侧。

[0011] 优选的，所述的缠绕棘轮轴接在固定架的前表面中下部。

[0012] 优选的，所述的一级支杆通过滑杆滑动连接在调节滑槽内。

[0013] 优选的，所述的垫块采用厚度为八至十二毫米硅胶垫块。

[0014] 优选的，所述的插架通过限位架滑动连接在限位滑槽内。

[0015] 优选的，所述的二级快拆扣安装在二级支管与二级支杆的连接处。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7] 1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万向底轮通过U型框分别卡接在安装框的前后两侧和可

调节推动架结构的下部前两侧，有利于方便进行移动该支架。

[0018] 2.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缠绕棘轮轴接在固定架的前表面中下部，配合缠绕圆轮，

钢丝绳，传动链和摇把的设置，有利于方便利用摇把旋转缠绕机轮转动，使其利用缠绕棘轮

通过传动链带动缠绕圆轮旋转，进而方便将钢丝绳缠绕在缠绕圆轮上，以便实现小轮带动

大轮的作用，进而方便调节靠板的角度。

[0019] 3.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一级支杆通过滑杆滑动连接在调节滑槽内，配合快拆扣，

有利于方便调节一级支杆插接在一级支管内的长度，进而方便进行调节垫板的角度。

[0020] 4.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垫块采用厚度为八至十二毫米硅胶垫块，有利于能够防

止顶紧螺栓将安装框或插架顶坏，进而提高防护效果。

[0021] 5.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插架通过限位架滑动连接在限位滑槽内，有利于能够防

止插架从安装框内全部抽出，进而提高限位效果。

[0022] 6.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二级快拆扣安装在二级支管与二级支杆的连接处，有利

于方便根据使用需求进行调节握把的高度。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可调节踏板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靠背调节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可调节推动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安装底轮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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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中：

[0029] 1、安装框；2、可调节踏板结构；21、垫板；22、调节滑槽；23、滑杆；24、一级支杆；25、

一级支管；26、一级快拆扣；27、连接孔；3、座板；4、左侧螺栓轴；5、右侧螺栓轴；6、主支架；7、

限位滑槽；8、靠背调节架结构；81、固定架；82、缠绕圆轮；83、钢丝绳；84、固定环；85、缠绕棘

轮；86、传动链；87、固定棘爪；88、摇把；9、靠板；10、可调节推动架结构；101、插架；102、限位

架；103、辅助支架；104、二级支管；105、二级支杆；106、二级快拆扣；107、握把；11、安装底轮

结构；111、U型框；112、顶紧螺栓；113、垫块；114、万向底轮；12、防滑垫。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描述：

[0031] 实施例：

[0032] 如附图1至附图5所示

[0033]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心内科用护理支架，包括安装框1，可调节踏板结构2，座板3，

左侧螺栓轴4，右侧螺栓轴5，主支架6，限位滑槽7，靠背调节架结构8，靠板9，可调节推动架

结构10，安装底轮结构11和防滑垫12，所述的可调节踏板结构2分别在下端焊接在安装框1

的左端，上端通过左侧螺栓轴4连接在座板3的左侧；所述的座板3焊接在主支架6的上部；所

述的主支架6焊接在安装框1的中上部；所述的限位滑槽7开设在安装框1的前后两侧的在中

间位置；所述的靠背调节架结构8焊接在座板3的中上部；所述的靠板9通过右侧螺栓轴5安

装在座板3的U右侧，并与靠背调节架结构8的右端连接；所述的可调节推动架结构10插接在

安装框1的右侧；所述的防滑垫12分别胶接在安装框1的左下部和可调节推动架结构10的右

下部；所述的靠背调节架结构8包括固定架81，缠绕圆轮82，钢丝绳83，固定环84，缠绕棘轮

85，传动链86，固定棘爪87和摇把88，所述的缠绕圆轮82轴接在固定架81的上部；所述的钢

丝绳83一端缠绕在缠绕圆轮82上，另一端与固定环84连接；所述的固定环84螺栓安装在靠

板9的右上部；所述的传动链86套接在缠绕圆轮82与缠绕棘轮85的外侧；所述的固定棘爪87

位于缠绕棘轮85的右上侧，并轴接在固定架81上；所述的摇把88焊接在缠绕棘轮85的前部

中间位置。

[0034]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可调节踏板结构2包括垫板21，调节滑槽22，滑杆

23，一级支杆24，一级支管25，一级快拆扣26和连接孔27，所述的调节滑槽22横向开设在垫

板21的中间位置；所述的滑杆23滑动连接在调节滑槽22内；所述的一级支杆24下端插接在

一级支管25的内侧上部，上端与滑杆23连接；所述的一级快拆扣26安装在一级支管25与一

级快拆扣26的连接处；所述的连接孔27开设在垫板21的右端。

[0035]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可调节推动架结构10包括插架101，限位架102，辅

助支架103，二级支管104，二级支杆105，二级快拆扣106和握把107，所述的限位架102焊接

在插架101的左端前后两侧；所述的辅助支架103纵向焊接在插架101的上部右侧；所述的二

级支管104焊接在插架101的右端；所述的二级支杆105插接在二级支管104的内侧上部；所

述的握把107焊接在二级支杆105的右上部。

[0036]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安装底轮结构11包括U型框111，顶紧螺栓112，垫块

113和万向底轮114，所述的顶紧螺栓112贯穿U型框111与垫块113连接；所述的万向底轮114

螺栓安装在U型框111的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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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万向底轮114通过U型框111分别卡接在安装框1的

前后两侧和可调节推动架结构10的下部前两侧。

[0038]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缠绕棘轮85轴接在固定架81的前表面中下部。

[0039]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一级支杆24通过滑杆23滑动连接在调节滑槽22内。

[0040]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垫块113采用厚度为八至十二毫米硅胶垫块。

[0041]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插架101通过限位架102滑动连接在限位滑槽7内。

[0042]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二级快拆扣106安装在二级支管104与二级支杆105

的连接处。

[0043] 工作原理

[0044] 本实用新型在工作过程中，使用时，病人躺在座板3上然后根据病人所需利用摇把

88转动缠绕棘轮85，使其通过传动链86带动缠绕圆轮82，从而进行向缠绕圆轮82上缠绕钢

丝绳83，进而方便调节靠板9的角度，接着根据病人的需求将U型框111分别卡接在卡接在安

装框1的左部前后两侧和可调节推动架结构10的中部前两侧，以便护理人员推动握把107进

行移动该支架。

[0045] 利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

启发下，设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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