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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医疗的护理床，尤其涉

及一种用于医疗的可翻转型护理床。要解决的技

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结构灵活、能够进行旋转、能

够减轻医护人员的负担、护理更加全面的用于医

疗的可翻转型护理床。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

种用于医疗的可翻转型护理床，包括有底座、第

一支撑板、第一轴承、第一旋转轴、第一凹形板、

第二轴承、第一丝杆、第一螺母、第一床板、第一

护板等；第一支撑板位于底座的上方，第一支撑

板的底部与底座顶部的右侧相连接。本发明所提

供的一种用于医疗的可翻转型护理床，结构灵

活，能够轻松的进行旋转，极大的减轻了医护人

员的负担，省时省力，干净卫生，方便对病人进行

更加全面的护理，护理效果好，使用方便，易于维

护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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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医疗的可翻转型护理床，其特征在于：包括有底座、第一支撑板、第一轴承、

第一旋转轴、第一凹形板、第二轴承、第一丝杆、第一螺母、第一床板、第一护板、第二床板、

第二螺母、第二丝杆、第三轴承、第一小旋转轮、第二护板、第三螺母、第三丝杆、第四轴承、

第二凹形板、第二小旋转轮、第四螺母、第四丝杆、第五轴承、第二旋转轴、第六轴承、第二支

撑板、大旋转轮和销杆，第一支撑板位于底座的上方，第一支撑板的底部与底座顶部的右侧

相连接，第一轴承嵌设在第一支撑板的上部，第一旋转轴与第一轴承设置为过盈连接，第一

凹形板位于第一旋转轴的左侧，第一凹形板的右侧壁与第一旋转轴的左端相连接，第二轴

承嵌设在第一凹形板的顶部，第一丝杆的上端与第二轴承设置为过盈连接，第一螺母设置

在第一丝杆上，第一螺母与第一丝杆设置螺纹连接，第一床板位于第二轴承的下方，第一螺

母嵌设在第一床板的右部，第一护板位于第一床板的后方，第一护板前侧壁的上部与第一

床板后侧壁相连接，第二床板位于第一床板的下方，第二螺母位于第一螺母的下方，第二螺

母嵌设在第二床板的右部，第二螺母设置在第二丝杆上，第二丝杆与第二螺母设置为螺纹

连接，第二丝杆位于第一丝杆的下方，第二丝杆的上端与第一丝杆的下端相连接，第三轴承

位于第二螺母的下方，第三轴承嵌设在第一凹形板的底部，第三轴承与第二丝杆的下端设

置为过盈连接，第一小旋转轮位于第三轴承的下方，第一小旋转轮与第二丝杆的下端相连

接，第二护板位于第二床板的前方，第二护板后侧壁的下部与第二床板的前侧壁相连接，第

三螺母嵌设在第二床板的左部，第三螺母设置在第三丝杆上，第三丝杆与第三螺母设置为

螺纹连接，第三丝杆的下端与第四轴承设置为过盈连接，第四轴承嵌设在第二凹形板的底

部，第二凹形板位于第二床板的左侧，第二小旋转轮位于第四轴承的下方，第二小旋转轮与

第三丝杆的下端相连接，第四螺母位于第三螺母的上方，第四螺母嵌设在第一床板的左部，

第四螺母设置在第四丝杆上，第四丝杆与第四螺母设置为螺纹连接，第四丝杆的下端与第

三丝杆的上端相连接，第五轴承嵌设在第二凹形板的顶部，第五轴承与第四丝杆的上端设

置为过盈连接，第二旋转轴位于第二凹形板的左侧，第二旋转轴的右端与第二凹形板的左

侧壁相连接，第二旋转轴与第六轴承设置为过盈连接，第六轴承嵌设在第二支撑板的上部，

第二支撑板位于第二凹形板的左侧，第二支撑板的底部与底座的顶部相连接，大旋转轮位

于第二支撑板的左侧，大旋转轮的右侧壁与第二旋转轴的左端相连接，销杆位于第二旋转

轴的下方，第二支撑板开有第二销孔，第二凹形板上下对称式开有第一销孔，销杆位于第二

销孔和第一销孔内，第二销孔与第一销孔相对应；还包括有大旋转盘、销轴、活动板、导向

杆、导向板、压板和缸体，大旋转盘位于第一支撑板的右侧，大旋转盘与第一旋转轴的右端

相连接，销轴位于大旋转盘的右侧，销轴与大旋转盘偏心位置相连接，活动板位于大旋转盘

的右侧，活动板为前后延伸式设置，活动板上开有左右贯穿的长滑槽，销轴位于长滑槽内，

导向杆位于活动板的下方，导向杆的上端与活动板的底部相连接，导向板位于大旋转盘的

下方，导向板开有上下贯穿的第一导向孔，导向杆位于第一导向孔内，导向板的左侧壁与第

一支撑板的右侧壁相连接，压板位于导向板的下方，导向杆的下端与压板顶部的左侧相连

接，缸体位于压板的下方，缸体的底部与底座的顶部相接触，压板与缸体相配合；还包括有

连接板、推块、接触轮、连接杆、盖板、滑板、T形导杆和弹簧，连接板位于活动板的上方，连接

板底部的左端与活动板的顶部相连接，推块位于连接板的右侧，推块与连接板的右侧壁相

连接，接触轮位于推块的下方，接触轮与推块相接触，连接杆位于接触轮的下方，连接杆与

接触轮设置为转动连接，盖板位于连接杆的下方，连接杆的底部与盖板顶部的右侧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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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板的底部与缸体的顶部相接触，滑板位于缸体的右侧，滑板的顶部与盖板的底部相连接，

T形导杆位于缸体的右侧，滑板开有左右贯穿的第二导向孔，T形导杆滑动式位于第二导向

孔内，T形导杆的左端与缸体的右侧壁相连接，弹簧套在T形导杆上，弹簧位于滑板的右侧。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医疗的可翻转型护理床，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第一皮

带轮、第二皮带轮、循环皮带和旋转电机，第一皮带轮位于第二支撑板与大旋转轮之间，第

一皮带轮设置在第二旋转轴上，第一皮带轮与第二旋转轴相连接，第二皮带轮位于第一皮

带轮的上方，第二皮带轮与第一皮带轮通过循环皮带相连接，旋转电机位于第二皮带轮的

右侧，旋转电机的输出轴与第二皮带轮相连接，旋转电机的底部与第二支撑板的顶部相连

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医疗的可翻转型护理床，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万向

轮、滚轮、摩擦板、长螺杆和固定块，底座的底部连接有万向轮与滚轮，万向轮与滚轮均为前

后对称式设置，滚轮位于万向轮的左侧，摩擦板位于滚轮的右侧，长螺杆位于摩擦板的右

侧，长螺杆与摩擦板相连接，固定块位于摩擦板的右侧，固定块的顶部与底座的底部相连

接，固定块与长螺杆设置为螺纹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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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医疗的可翻转型护理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医疗的护理床，尤其涉及一种用于医疗的可翻转型护理床。

背景技术

[0002] 1980年美国护理学会将护理定义为：“护理是诊断和处理人类对现存的或潜在的

健康问题的反应”，从这一定义引申出现代护理学是研究如何诊断和处理人类对存在的或

潜在的健康问题反应的一门科学。强调“人的行为反应”，表现在人们对一件事从生理、心

理、社会、文化和精神诸方面的行为反应，如心肌梗塞病人的行为反应可以表现为：生理的

疼痛、胸闷、气急；心理的害怕、恐惧；社会的亲属单位的关心；文化的对疾病知识的认识和

理解；精神的是否被护士和医生重视与尊重。主要特征包括有了解现象：护士进行诊断和治

疗时应了解人类对现存的或潜在的健康问题的反应；应用理论：护士运用护理理论对现象

做进一步观察和认识，并用它来解决这些问题；采用行动护士通过护理活动帮助个人、家庭

及社会团体保持生命、减少痛苦和促进健康；评价效果：护士通过护理活动，进行与人的健

康反应有关的效果评价，我国近代护理学是随西医的传入而起始的。

[0003] 现有的用于医疗的护理床通常采用传统的固定结构，无法进行旋转，都是医护人

员手工对病人进行翻转，费时费力，加重了医护人员的负担，因此亟需研发一种结构灵活、

能够进行旋转、能够减轻医护人员的负担、护理更加全面的用于医疗的可翻转型护理床。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的用于医疗的护理床通常采用传统的固定结构，无法进行旋转，都

是医护人员手工对病人进行翻转，费时费力，加重了医护人员的负担的缺点，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是：提供一种结构灵活、能够进行旋转、能够减轻医护人员的负担、护理更加全面的用

于医疗的可翻转型护理床。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用于医疗的可翻转型护理床，包括有底座、第一支撑

板、第一轴承、第一旋转轴、第一凹形板、第二轴承、第一丝杆、第一螺母、第一床板、第一护

板、第二床板、第二螺母、第二丝杆、第三轴承、第一小旋转轮、第二护板、第三螺母、第三丝

杆、第四轴承、第二凹形板、第二小旋转轮、第四螺母、第四丝杆、第五轴承、第二旋转轴、第

六轴承、第二支撑板、大旋转轮和销杆，第一支撑板位于底座的上方，第一支撑板的底部与

底座顶部的右侧相连接，第一轴承嵌设在第一支撑板的上部，第一旋转轴与第一轴承设置

为过盈连接，第一凹形板位于第一旋转轴的左侧，第一凹形板的右侧壁与第一旋转轴的左

端相连接，第二轴承嵌设在第一凹形板的顶部，第一丝杆的上端与第二轴承设置为过盈连

接，第一螺母设置在第一丝杆上，第一螺母与第一丝杆设置螺纹连接，第一床板位于第二轴

承的下方，第一螺母嵌设在第一床板的右部，第一护板位于第一床板的后方，第一护板前侧

壁的上部与第一床板后侧壁相连接，第二床板位于第一床板的下方，第二螺母位于第一螺

母的下方，第二螺母嵌设在第二床板的右部，第二螺母设置在第二丝杆上，第二丝杆与第二

螺母设置为螺纹连接，第二丝杆位于第一丝杆的下方，第二丝杆的上端与第一丝杆的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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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接，第三轴承位于第二螺母的下方，第三轴承嵌设在第一凹形板的底部，第三轴承与第

二丝杆的下端设置为过盈连接，第一小旋转轮位于第三轴承的下方，第一小旋转轮与第二

丝杆的下端相连接，第二护板位于第二床板的前方，第二护板后侧壁的下部与第二床板的

前侧壁相连接，第三螺母嵌设在第二床板的左部，第三螺母设置在第三丝杆上，第三丝杆与

第三螺母设置为螺纹连接，第三丝杆的下端与第四轴承设置为过盈连接，第四轴承嵌设在

第二凹形板的底部，第二凹形板位于第二床板的左侧，第二小旋转轮位于第四轴承的下方，

第二小旋转轮与第三丝杆的下端相连接，第四螺母位于第三螺母的上方，第四螺母嵌设在

第一床板的左部，第四螺母设置在第四丝杆上，第四丝杆与第四螺母设置为螺纹连接，第四

丝杆的下端与第三丝杆的上端相连接，第五轴承嵌设在第二凹形板的顶部，第五轴承与第

四丝杆的上端设置为过盈连接，第二旋转轴位于第二凹形板的左侧，第二旋转轴的右端与

第二凹形板的左侧壁相连接，第二旋转轴与第六轴承设置为过盈连接，第六轴承嵌设在第

二支撑板的上部，第二支撑板位于第二凹形板的左侧，第二支撑板的底部与底座的顶部相

连接，大旋转轮位于第二支撑板的左侧，大旋转轮的右侧壁与第二旋转轴的左端相连接，销

杆位于第二旋转轴的下方，第二支撑板开有第二销孔，第二凹形板上下对称式开有第一销

孔，销杆位于第二销孔和第一销孔内，第二销孔与第一销孔相对应。

[000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还包括有大旋转盘、销轴、活动板、导向杆、导向

板、压板和缸体，大旋转盘位于第一支撑板的右侧，大旋转盘与第一旋转轴的右端相连接，

销轴位于大旋转盘的右侧，销轴与大旋转盘偏心位置相连接，活动板位于大旋转盘的右侧，

活动板为前后延伸式设置，活动板上开有左右贯穿的长滑槽，销轴位于长滑槽内，导向杆位

于活动板的下方，导向杆的上端与活动板的底部相连接，导向板位于大旋转盘的下方，导向

板开有上下贯穿的第一导向孔，导向杆位于第一导向孔内，导向板的左侧壁与第一支撑板

的右侧壁相连接，压板位于导向板的下方，导向杆的下端与压板顶部的左侧相连接，缸体位

于压板的下方，缸体的底部与底座的顶部相接触，压板与缸体相配合。

[000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还包括有连接板、推块、接触轮、连接杆、盖板、

滑板、T形导杆和弹簧，连接板位于活动板的上方，连接板底部的左端与活动板的顶部相连

接，推块位于连接板的右侧，推块与连接板的右侧壁相连接，接触轮位于推块的下方，接触

轮与推块相接触，连接杆位于接触轮的下方，连接杆与接触轮设置为转动连接，盖板位于连

接杆的下方，连接杆的底部与盖板顶部的右侧相连接，盖板的底部与缸体的顶部相接触，滑

板位于缸体的右侧，滑板的顶部与盖板的底部相连接，T形导杆位于缸体的右侧，滑板开有

左右贯穿的第二导向孔，T形导杆滑动式位于第二导向孔内，T形导杆的左端与缸体的右侧

壁相连接，弹簧套在T形导杆上，弹簧位于滑板的右侧。

[000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还包括有第一皮带轮、第二皮带轮、循环皮带和

旋转电机，第一皮带轮位于第二支撑板与大旋转轮之间，第一皮带轮设置在第二旋转轴上，

第一皮带轮与第二旋转轴相连接，第二皮带轮位于第一皮带轮的上方，第二皮带轮与第一

皮带轮通过循环皮带相连接，旋转电机位于第二皮带轮的右侧，旋转电机的输出轴与第二

皮带轮相连接，旋转电机的底部与第二支撑板的顶部相连接。

[000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还包括有万向轮、滚轮、摩擦板、长螺杆和固定

块，底座的底部连接有万向轮与滚轮，万向轮与滚轮均为前后对称式设置，滚轮位于万向轮

的左侧，摩擦板位于滚轮的右侧，长螺杆位于摩擦板的右侧，长螺杆与摩擦板相连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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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位于摩擦板的右侧，固定块的顶部与底座的底部相连接，固定块与长螺杆设置为螺纹连

接。

[0010] 因为本发明包括有底座、第一支撑板、第一轴承、第一旋转轴、第一凹形板、第二轴

承、第一丝杆、第一螺母、第一床板、第一护板、第二床板、第二螺母、第二丝杆、第三轴承、第

一小旋转轮、第二护板、第三螺母、第三丝杆、第四轴承、第二凹形板、第二小旋转轮、第四螺

母、第四丝杆、第五轴承、第二旋转轴、第六轴承、第二支撑板、大旋转轮和销杆，所以当医护

人员需要对病人进行护理时，可以先让病人躺在第二床板上，对病人的正面进行护理，当对

病人的正面护理完毕后，需要对病人的背部进行护理时，医护人员同时对第一小旋转轮和

第二小旋转轮进行转动，第一小旋转轮带动第二丝杆和第一丝杆进行转动，由于第二丝杆

与第一丝杆的螺纹为反向设置，第二丝杆通过第二螺母带动第二床板向上进行运动，第一

丝杆通过第一螺母带动第一床板向下进行运动，第二小旋转轮能够同时带动第三丝杆和第

四丝杆进行转动，由于第三丝杆与第四丝杆的螺纹为反向设置，第三丝杆通过第三螺母带

动第二床板向上进行运动，第四丝杆通过第四螺母带动第一床板向下进行运动，从而带动

第一床板和第二床板进行相向运动，并将病人夹住，同时第一床板和第二床板能够带动第

一护板和第二护板进行相向运动，从而将病人的两侧护住，然后医护人员将销杆向左拔出，

对大旋转轮进行转动，大旋转轮通过第二旋转轴带动第二凹形板进行旋转，第二凹形板通

过第四丝杆和第三丝杆带动第一床板和第二床板进行转动，并带动第一丝杆和第二丝杆一

起转动，第一丝杆和第二丝杆带动第一凹形板和第一旋转轴进行转动，从而将第一床板和

第二床板内的病人进行180度翻转，此时病人趴在第一床板上，然后将销杆插入，进行固定，

再反向转动第二小旋转轮和第一小旋转轮，从而将第一床板和第二床板分离，当运动到设

定位置后，停止对第二小旋转轮和第一小旋转轮的转动，医护人员即可对病人背部进行护

理，护理更加全面，护理效果好。

[0011] 因为还包括有大旋转盘、销轴、活动板、导向杆、导向板、压板和缸体，所以当对病

人正面护理完毕后，可以将垃圾清理到缸体内，然后对本发明进行翻转，从而第一旋转轴带

动大旋转盘进行转动，大旋转盘带动销轴向下进行运动，销轴通过活动板带动导向杆向下

进行运动，导向杆带动压板向下进入到缸体内，对缸体内的垃圾进行压缩，干净卫生。

[0012] 因为还包括有连接板、推块、接触轮、连接杆、盖板、滑板、T形导杆和弹簧，所以活

动板能够带动连接板向下进行运动，连接板带动推块向下进行运动，推块通过接触轮推动

连接杆向右进行运动，连接杆带动盖板向右进行运动，盖板从缸体上移出，方便医护人员将

垃圾丢入到缸体内，并通压板进行压缩，当对推块向上运动时，在弹簧的弹力作用下，通过

滑板带动盖板复位，T形导杆为滑板的左右运动提供导向辅助，操作更加简单方便，更加干

净卫生。

[0013] 因为还包括有第一皮带轮、第二皮带轮、循环皮带和旋转电机，所以医护人员可以

启动旋转电机进行运转，旋转电机带动第二皮带轮进行转动，第二皮带轮通过循环皮带带

动第一皮带轮进行转动，第一皮带轮从而带动第二旋转轴进行转动，利用旋转电机代替人

工手动操作，操作更加方便快捷，省时省力。

[0014] 因为还包括有万向轮、滚轮、摩擦板、长螺杆和固定块，所以医护人员可以通过万

向轮和滚轮对本发明进行移动，万向轮能够进行灵活的转向，移动更加方便，当移动到需要

的位置时，医护人员对长螺杆进行转动，长螺杆带动摩擦板向左进行运动，使摩擦板与滚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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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接触，会阻止滚轮的转动，从而将本发明固定住，防止本发明左右晃动。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用于医疗的可翻转型护理床，结构灵活，

能够轻松的进行旋转，极大的减轻了医护人员的负担，省时省力，干净卫生，方便对病人进

行更加全面的护理，护理效果好，使用方便，易于维护维修，维护维修成本低，容易生产制

造，易于推广应用，应用范围广。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主视图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的缸体的主视剖视图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的推块的主视图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的旋转电机的主视图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的固定块的主视图结构示意图。

[0021] 其中：1…底座，2…第一支撑板，3…第一轴承，4…第一旋转轴，5…第一凹形板，

6…第二轴承，7…第一丝杆，8…第一螺母，9…第一床板，10…第一护板，11…第二床板，

12…第二螺母，13…第二丝杆，14…第三轴承，15…第一小旋转轮，16…第二护板，17…第三

螺母，18…第三丝杆，19…第四轴承，20…第二凹形板，21…第二小旋转轮，22…第四螺母，

23…第四丝杆，24…第五轴承，25…第二旋转轴，26…第六轴承，27…第二支撑板，28…大旋

转轮，29…销杆，31…大旋转盘，32…销轴，33…活动板，34…导向杆，35…导向板，36…压

板，37…缸体，41…连接板，42…推块，43…接触轮，44…连接杆，45…盖板，46…滑板，47…T

形导杆，48…弹簧，51…第一皮带轮，52…第二皮带轮，53…循环皮带，54…旋转电机，61…

万向轮，62…滚轮，63…摩擦板，64…长螺杆，65…固定块，201…第一销孔，271…第二销孔，

331…长滑槽，351…第一导向孔，461…第二导向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具体描述。

[0023] 实施例1

[0024] 一种用于医疗的可翻转型护理床，如图1-5所示，包括有底座1、第一支撑板2、第一

轴承3、第一旋转轴4、第一凹形板5、第二轴承6、第一丝杆7、第一螺母8、第一床板9、第一护

板10、第二床板11、第二螺母12、第二丝杆13、第三轴承14、第一小旋转轮15、第二护板16、第

三螺母17、第三丝杆18、第四轴承19、第二凹形板20、第二小旋转轮21、第四螺母22、第四丝

杆23、第五轴承24、第二旋转轴25、第六轴承26、第二支撑板27、大旋转轮28和销杆29，第一

支撑板2位于底座1的上方，第一支撑板2的底部与底座1顶部的右侧相连接，第一轴承3嵌设

在第一支撑板2的上部，第一旋转轴4与第一轴承3设置为过盈连接，第一凹形板5位于第一

旋转轴4的左侧，第一凹形板5的右侧壁与第一旋转轴4的左端相连接，第二轴承6嵌设在第

一凹形板5的顶部，第一丝杆7的上端与第二轴承6设置为过盈连接，第一螺母8设置在第一

丝杆7上，第一螺母8与第一丝杆7设置螺纹连接，第一床板9位于第二轴承6的下方，第一螺

母8嵌设在第一床板9的右部，第一护板10位于第一床板9的后方，第一护板10前侧壁的上部

与第一床板9后侧壁相连接，第二床板11位于第一床板9的下方，第二螺母12位于第一螺母8

的下方，第二螺母12嵌设在第二床板11的右部，第二螺母12设置在第二丝杆13上，第二丝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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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与第二螺母12设置为螺纹连接，第二丝杆13位于第一丝杆7的下方，第二丝杆13的上端与

第一丝杆7的下端相连接，第三轴承14位于第二螺母12的下方，第三轴承14嵌设在第一凹形

板5的底部，第三轴承14与第二丝杆13的下端设置为过盈连接，第一小旋转轮15位于第三轴

承14的下方，第一小旋转轮15与第二丝杆13的下端相连接，第二护板16位于第二床板11的

前方，第二护板16后侧壁的下部与第二床板11的前侧壁相连接，第三螺母17嵌设在第二床

板11的左部，第三螺母17设置在第三丝杆18上，第三丝杆18与第三螺母17设置为螺纹连接，

第三丝杆18的下端与第四轴承19设置为过盈连接，第四轴承19嵌设在第二凹形板20的底

部，第二凹形板20位于第二床板11的左侧，第二小旋转轮21位于第四轴承19的下方，第二小

旋转轮21与第三丝杆18的下端相连接，第四螺母22位于第三螺母17的上方，第四螺母22嵌

设在第一床板9的左部，第四螺母22设置在第四丝杆23上，第四丝杆23与第四螺母22设置为

螺纹连接，第四丝杆23的下端与第三丝杆18的上端相连接，第五轴承24嵌设在第二凹形板

20的顶部，第五轴承24与第四丝杆23的上端设置为过盈连接，第二旋转轴25位于第二凹形

板20的左侧，第二旋转轴25的右端与第二凹形板20的左侧壁相连接，第二旋转轴25与第六

轴承26设置为过盈连接，第六轴承26嵌设在第二支撑板27的上部，第二支撑板27位于第二

凹形板20的左侧，第二支撑板27的底部与底座1的顶部相连接，大旋转轮28位于第二支撑板

27的左侧，大旋转轮28的右侧壁与第二旋转轴25的左端相连接，销杆29位于第二旋转轴25

的下方，第二支撑板27开有第二销孔271，第二凹形板20上下对称式开有第一销孔201，销杆

29位于第二销孔271和第一销孔201内，第二销孔271与第一销孔201相对应。

[0025] 实施例2

[0026] 一种用于医疗的可翻转型护理床，如图1-5所示，包括有底座1、第一支撑板2、第一

轴承3、第一旋转轴4、第一凹形板5、第二轴承6、第一丝杆7、第一螺母8、第一床板9、第一护

板10、第二床板11、第二螺母12、第二丝杆13、第三轴承14、第一小旋转轮15、第二护板16、第

三螺母17、第三丝杆18、第四轴承19、第二凹形板20、第二小旋转轮21、第四螺母22、第四丝

杆23、第五轴承24、第二旋转轴25、第六轴承26、第二支撑板27、大旋转轮28和销杆29，第一

支撑板2位于底座1的上方，第一支撑板2的底部与底座1顶部的右侧相连接，第一轴承3嵌设

在第一支撑板2的上部，第一旋转轴4与第一轴承3设置为过盈连接，第一凹形板5位于第一

旋转轴4的左侧，第一凹形板5的右侧壁与第一旋转轴4的左端相连接，第二轴承6嵌设在第

一凹形板5的顶部，第一丝杆7的上端与第二轴承6设置为过盈连接，第一螺母8设置在第一

丝杆7上，第一螺母8与第一丝杆7设置螺纹连接，第一床板9位于第二轴承6的下方，第一螺

母8嵌设在第一床板9的右部，第一护板10位于第一床板9的后方，第一护板10前侧壁的上部

与第一床板9后侧壁相连接，第二床板11位于第一床板9的下方，第二螺母12位于第一螺母8

的下方，第二螺母12嵌设在第二床板11的右部，第二螺母12设置在第二丝杆13上，第二丝杆

13与第二螺母12设置为螺纹连接，第二丝杆13位于第一丝杆7的下方，第二丝杆13的上端与

第一丝杆7的下端相连接，第三轴承14位于第二螺母12的下方，第三轴承14嵌设在第一凹形

板5的底部，第三轴承14与第二丝杆13的下端设置为过盈连接，第一小旋转轮15位于第三轴

承14的下方，第一小旋转轮15与第二丝杆13的下端相连接，第二护板16位于第二床板11的

前方，第二护板16后侧壁的下部与第二床板11的前侧壁相连接，第三螺母17嵌设在第二床

板11的左部，第三螺母17设置在第三丝杆18上，第三丝杆18与第三螺母17设置为螺纹连接，

第三丝杆18的下端与第四轴承19设置为过盈连接，第四轴承19嵌设在第二凹形板20的底

说　明　书 5/10 页

8

CN 109009765 B

8



部，第二凹形板20位于第二床板11的左侧，第二小旋转轮21位于第四轴承19的下方，第二小

旋转轮21与第三丝杆18的下端相连接，第四螺母22位于第三螺母17的上方，第四螺母22嵌

设在第一床板9的左部，第四螺母22设置在第四丝杆23上，第四丝杆23与第四螺母22设置为

螺纹连接，第四丝杆23的下端与第三丝杆18的上端相连接，第五轴承24嵌设在第二凹形板

20的顶部，第五轴承24与第四丝杆23的上端设置为过盈连接，第二旋转轴25位于第二凹形

板20的左侧，第二旋转轴25的右端与第二凹形板20的左侧壁相连接，第二旋转轴25与第六

轴承26设置为过盈连接，第六轴承26嵌设在第二支撑板27的上部，第二支撑板27位于第二

凹形板20的左侧，第二支撑板27的底部与底座1的顶部相连接，大旋转轮28位于第二支撑板

27的左侧，大旋转轮28的右侧壁与第二旋转轴25的左端相连接，销杆29位于第二旋转轴25

的下方，第二支撑板27开有第二销孔271，第二凹形板20上下对称式开有第一销孔201，销杆

29位于第二销孔271和第一销孔201内，第二销孔271与第一销孔201相对应。

[0027] 还包括有大旋转盘31、销轴32、活动板33、导向杆34、导向板35、压板36和缸体37，

大旋转盘31位于第一支撑板2的右侧，大旋转盘31与第一旋转轴4的右端相连接，销轴32位

于大旋转盘31的右侧，销轴32与大旋转盘31偏心位置相连接，活动板33位于大旋转盘31的

右侧，活动板33为前后延伸式设置，活动板33上开有左右贯穿的长滑槽331，销轴32位于长

滑槽331内，导向杆34位于活动板33的下方，导向杆34的上端与活动板33的底部相连接，导

向板35位于大旋转盘31的下方，导向板35开有上下贯穿的第一导向孔351，导向杆34位于第

一导向孔351内，导向板35的左侧壁与第一支撑板2的右侧壁相连接，压板36位于导向板35

的下方，导向杆34的下端与压板36顶部的左侧相连接，缸体37位于压板36的下方，缸体37的

底部与底座1的顶部相接触，压板36与缸体37相配合。

[0028] 实施例3

[0029] 一种用于医疗的可翻转型护理床，如图1-5所示，包括有底座1、第一支撑板2、第一

轴承3、第一旋转轴4、第一凹形板5、第二轴承6、第一丝杆7、第一螺母8、第一床板9、第一护

板10、第二床板11、第二螺母12、第二丝杆13、第三轴承14、第一小旋转轮15、第二护板16、第

三螺母17、第三丝杆18、第四轴承19、第二凹形板20、第二小旋转轮21、第四螺母22、第四丝

杆23、第五轴承24、第二旋转轴25、第六轴承26、第二支撑板27、大旋转轮28和销杆29，第一

支撑板2位于底座1的上方，第一支撑板2的底部与底座1顶部的右侧相连接，第一轴承3嵌设

在第一支撑板2的上部，第一旋转轴4与第一轴承3设置为过盈连接，第一凹形板5位于第一

旋转轴4的左侧，第一凹形板5的右侧壁与第一旋转轴4的左端相连接，第二轴承6嵌设在第

一凹形板5的顶部，第一丝杆7的上端与第二轴承6设置为过盈连接，第一螺母8设置在第一

丝杆7上，第一螺母8与第一丝杆7设置螺纹连接，第一床板9位于第二轴承6的下方，第一螺

母8嵌设在第一床板9的右部，第一护板10位于第一床板9的后方，第一护板10前侧壁的上部

与第一床板9后侧壁相连接，第二床板11位于第一床板9的下方，第二螺母12位于第一螺母8

的下方，第二螺母12嵌设在第二床板11的右部，第二螺母12设置在第二丝杆13上，第二丝杆

13与第二螺母12设置为螺纹连接，第二丝杆13位于第一丝杆7的下方，第二丝杆13的上端与

第一丝杆7的下端相连接，第三轴承14位于第二螺母12的下方，第三轴承14嵌设在第一凹形

板5的底部，第三轴承14与第二丝杆13的下端设置为过盈连接，第一小旋转轮15位于第三轴

承14的下方，第一小旋转轮15与第二丝杆13的下端相连接，第二护板16位于第二床板11的

前方，第二护板16后侧壁的下部与第二床板11的前侧壁相连接，第三螺母17嵌设在第二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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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11的左部，第三螺母17设置在第三丝杆18上，第三丝杆18与第三螺母17设置为螺纹连接，

第三丝杆18的下端与第四轴承19设置为过盈连接，第四轴承19嵌设在第二凹形板20的底

部，第二凹形板20位于第二床板11的左侧，第二小旋转轮21位于第四轴承19的下方，第二小

旋转轮21与第三丝杆18的下端相连接，第四螺母22位于第三螺母17的上方，第四螺母22嵌

设在第一床板9的左部，第四螺母22设置在第四丝杆23上，第四丝杆23与第四螺母22设置为

螺纹连接，第四丝杆23的下端与第三丝杆18的上端相连接，第五轴承24嵌设在第二凹形板

20的顶部，第五轴承24与第四丝杆23的上端设置为过盈连接，第二旋转轴25位于第二凹形

板20的左侧，第二旋转轴25的右端与第二凹形板20的左侧壁相连接，第二旋转轴25与第六

轴承26设置为过盈连接，第六轴承26嵌设在第二支撑板27的上部，第二支撑板27位于第二

凹形板20的左侧，第二支撑板27的底部与底座1的顶部相连接，大旋转轮28位于第二支撑板

27的左侧，大旋转轮28的右侧壁与第二旋转轴25的左端相连接，销杆29位于第二旋转轴25

的下方，第二支撑板27开有第二销孔271，第二凹形板20上下对称式开有第一销孔201，销杆

29位于第二销孔271和第一销孔201内，第二销孔271与第一销孔201相对应。

[0030] 还包括有大旋转盘31、销轴32、活动板33、导向杆34、导向板35、压板36和缸体37，

大旋转盘31位于第一支撑板2的右侧，大旋转盘31与第一旋转轴4的右端相连接，销轴32位

于大旋转盘31的右侧，销轴32与大旋转盘31偏心位置相连接，活动板33位于大旋转盘31的

右侧，活动板33为前后延伸式设置，活动板33上开有左右贯穿的长滑槽331，销轴32位于长

滑槽331内，导向杆34位于活动板33的下方，导向杆34的上端与活动板33的底部相连接，导

向板35位于大旋转盘31的下方，导向板35开有上下贯穿的第一导向孔351，导向杆34位于第

一导向孔351内，导向板35的左侧壁与第一支撑板2的右侧壁相连接，压板36位于导向板35

的下方，导向杆34的下端与压板36顶部的左侧相连接，缸体37位于压板36的下方，缸体37的

底部与底座1的顶部相接触，压板36与缸体37相配合。

[0031] 还包括有连接板41、推块42、接触轮43、连接杆44、盖板45、滑板46、T形导杆47和弹

簧48，连接板41位于活动板33的上方，连接板41底部的左端与活动板33的顶部相连接，推块

42位于连接板41的右侧，推块42与连接板41的右侧壁相连接，接触轮43位于推块42的下方，

接触轮43与推块42相接触，连接杆44位于接触轮43的下方，连接杆44与接触轮43设置为转

动连接，盖板45位于连接杆44的下方，连接杆44的底部与盖板45顶部的右侧相连接，盖板45

的底部与缸体37的顶部相接触，滑板46位于缸体37的右侧，滑板46的顶部与盖板45的底部

相连接，T形导杆47位于缸体37的右侧，滑板46开有左右贯穿的第二导向孔461，T形导杆47

滑动式位于第二导向孔461内，T形导杆47的左端与缸体37的右侧壁相连接，弹簧48套在T形

导杆47上，弹簧48位于滑板46的右侧。

[0032] 实施例4

[0033] 一种用于医疗的可翻转型护理床，如图1-5所示，包括有底座1、第一支撑板2、第一

轴承3、第一旋转轴4、第一凹形板5、第二轴承6、第一丝杆7、第一螺母8、第一床板9、第一护

板10、第二床板11、第二螺母12、第二丝杆13、第三轴承14、第一小旋转轮15、第二护板16、第

三螺母17、第三丝杆18、第四轴承19、第二凹形板20、第二小旋转轮21、第四螺母22、第四丝

杆23、第五轴承24、第二旋转轴25、第六轴承26、第二支撑板27、大旋转轮28和销杆29，第一

支撑板2位于底座1的上方，第一支撑板2的底部与底座1顶部的右侧相连接，第一轴承3嵌设

在第一支撑板2的上部，第一旋转轴4与第一轴承3设置为过盈连接，第一凹形板5位于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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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轴4的左侧，第一凹形板5的右侧壁与第一旋转轴4的左端相连接，第二轴承6嵌设在第

一凹形板5的顶部，第一丝杆7的上端与第二轴承6设置为过盈连接，第一螺母8设置在第一

丝杆7上，第一螺母8与第一丝杆7设置螺纹连接，第一床板9位于第二轴承6的下方，第一螺

母8嵌设在第一床板9的右部，第一护板10位于第一床板9的后方，第一护板10前侧壁的上部

与第一床板9后侧壁相连接，第二床板11位于第一床板9的下方，第二螺母12位于第一螺母8

的下方，第二螺母12嵌设在第二床板11的右部，第二螺母12设置在第二丝杆13上，第二丝杆

13与第二螺母12设置为螺纹连接，第二丝杆13位于第一丝杆7的下方，第二丝杆13的上端与

第一丝杆7的下端相连接，第三轴承14位于第二螺母12的下方，第三轴承14嵌设在第一凹形

板5的底部，第三轴承14与第二丝杆13的下端设置为过盈连接，第一小旋转轮15位于第三轴

承14的下方，第一小旋转轮15与第二丝杆13的下端相连接，第二护板16位于第二床板11的

前方，第二护板16后侧壁的下部与第二床板11的前侧壁相连接，第三螺母17嵌设在第二床

板11的左部，第三螺母17设置在第三丝杆18上，第三丝杆18与第三螺母17设置为螺纹连接，

第三丝杆18的下端与第四轴承19设置为过盈连接，第四轴承19嵌设在第二凹形板20的底

部，第二凹形板20位于第二床板11的左侧，第二小旋转轮21位于第四轴承19的下方，第二小

旋转轮21与第三丝杆18的下端相连接，第四螺母22位于第三螺母17的上方，第四螺母22嵌

设在第一床板9的左部，第四螺母22设置在第四丝杆23上，第四丝杆23与第四螺母22设置为

螺纹连接，第四丝杆23的下端与第三丝杆18的上端相连接，第五轴承24嵌设在第二凹形板

20的顶部，第五轴承24与第四丝杆23的上端设置为过盈连接，第二旋转轴25位于第二凹形

板20的左侧，第二旋转轴25的右端与第二凹形板20的左侧壁相连接，第二旋转轴25与第六

轴承26设置为过盈连接，第六轴承26嵌设在第二支撑板27的上部，第二支撑板27位于第二

凹形板20的左侧，第二支撑板27的底部与底座1的顶部相连接，大旋转轮28位于第二支撑板

27的左侧，大旋转轮28的右侧壁与第二旋转轴25的左端相连接，销杆29位于第二旋转轴25

的下方，第二支撑板27开有第二销孔271，第二凹形板20上下对称式开有第一销孔201，销杆

29位于第二销孔271和第一销孔201内，第二销孔271与第一销孔201相对应。

[0034] 还包括有大旋转盘31、销轴32、活动板33、导向杆34、导向板35、压板36和缸体37，

大旋转盘31位于第一支撑板2的右侧，大旋转盘31与第一旋转轴4的右端相连接，销轴32位

于大旋转盘31的右侧，销轴32与大旋转盘31偏心位置相连接，活动板33位于大旋转盘31的

右侧，活动板33为前后延伸式设置，活动板33上开有左右贯穿的长滑槽331，销轴32位于长

滑槽331内，导向杆34位于活动板33的下方，导向杆34的上端与活动板33的底部相连接，导

向板35位于大旋转盘31的下方，导向板35开有上下贯穿的第一导向孔351，导向杆34位于第

一导向孔351内，导向板35的左侧壁与第一支撑板2的右侧壁相连接，压板36位于导向板35

的下方，导向杆34的下端与压板36顶部的左侧相连接，缸体37位于压板36的下方，缸体37的

底部与底座1的顶部相接触，压板36与缸体37相配合。

[0035] 还包括有连接板41、推块42、接触轮43、连接杆44、盖板45、滑板46、T形导杆47和弹

簧48，连接板41位于活动板33的上方，连接板41底部的左端与活动板33的顶部相连接，推块

42位于连接板41的右侧，推块42与连接板41的右侧壁相连接，接触轮43位于推块42的下方，

接触轮43与推块42相接触，连接杆44位于接触轮43的下方，连接杆44与接触轮43设置为转

动连接，盖板45位于连接杆44的下方，连接杆44的底部与盖板45顶部的右侧相连接，盖板45

的底部与缸体37的顶部相接触，滑板46位于缸体37的右侧，滑板46的顶部与盖板45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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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接，T形导杆47位于缸体37的右侧，滑板46开有左右贯穿的第二导向孔461，T形导杆47

滑动式位于第二导向孔461内，T形导杆47的左端与缸体37的右侧壁相连接，弹簧48套在T形

导杆47上，弹簧48位于滑板46的右侧。

[0036] 还包括有第一皮带轮51、第二皮带轮52、循环皮带53和旋转电机54，第一皮带轮51

位于第二支撑板27与大旋转轮28之间，第一皮带轮51设置在第二旋转轴25上，第一皮带轮

51与第二旋转轴25相连接，第二皮带轮52位于第一皮带轮51的上方，第二皮带轮52与第一

皮带轮51通过循环皮带53相连接，旋转电机54位于第二皮带轮52的右侧，旋转电机54的输

出轴与第二皮带轮52相连接，旋转电机54的底部与第二支撑板27的顶部相连接。

[0037] 还包括有万向轮61、滚轮62、摩擦板63、长螺杆64和固定块65，底座1的底部连接有

万向轮61与滚轮62，万向轮61与滚轮62均为前后对称式设置，滚轮62位于万向轮61的左侧，

摩擦板63位于滚轮62的右侧，长螺杆64位于摩擦板63的右侧，长螺杆64与摩擦板63相连接，

固定块65位于摩擦板63的右侧，固定块65的顶部与底座1的底部相连接，固定块65与长螺杆

64设置为螺纹连接。

[0038] 因为本发明包括有底座1、第一支撑板2、第一轴承3、第一旋转轴4、第一凹形板5、

第二轴承6、第一丝杆7、第一螺母8、第一床板9、第一护板10、第二床板11、第二螺母12、第二

丝杆13、第三轴承14、第一小旋转轮15、第二护板16、第三螺母17、第三丝杆18、第四轴承19、

第二凹形板20、第二小旋转轮21、第四螺母22、第四丝杆23、第五轴承24、第二旋转轴25、第

六轴承26、第二支撑板27、大旋转轮28和销杆29，所以当医护人员需要对病人进行护理时，

可以先让病人躺在第二床板11上，对病人的正面进行护理，当对病人的正面护理完毕后，需

要对病人的背部进行护理时，医护人员同时对第一小旋转轮15和第二小旋转轮21进行转

动，第一小旋转轮15带动第二丝杆13和第一丝杆7进行转动，由于第二丝杆13与第一丝杆7

的螺纹为反向设置，第二丝杆13通过第二螺母12带动第二床板11向上进行运动，第一丝杆7

通过第一螺母8带动第一床板9向下进行运动，第二小旋转轮21能够同时带动第三丝杆18和

第四丝杆23进行转动，由于第三丝杆18与第四丝杆23的螺纹为反向设置，第三丝杆18通过

第三螺母17带动第二床板11向上进行运动，第四丝杆23通过第四螺母22带动第一床板9向

下进行运动，从而带动第一床板9和第二床板11进行相向运动，并将病人夹住，同时第一床

板9和第二床板11能够带动第一护板10和第二护板16进行相向运动，从而将病人的两侧护

住，然后医护人员将销杆29向左拔出，对大旋转轮28进行转动，大旋转轮28通过第二旋转轴

25带动第二凹形板20进行旋转，第二凹形板20通过第四丝杆23和第三丝杆18带动第一床板

9和第二床板11进行转动，并带动第一丝杆7和第二丝杆13一起转动，第一丝杆7和第二丝杆

13带动第一凹形板5和第一旋转轴4进行转动，从而将第一床板9和第二床板11内的病人进

行180度翻转，此时病人趴在第一床板9上，然后将销杆29插入，进行固定，再反向转动第二

小旋转轮21和第一小旋转轮15，从而将第一床板9和第二床板11分离，当运动到设定位置

后，停止对第二小旋转轮21和第一小旋转轮15的转动，医护人员即可对病人背部进行护理，

护理更加全面，护理效果好。

[0039] 因为还包括有大旋转盘31、销轴32、活动板33、导向杆34、导向板35、压板36和缸体

37，所以当对病人正面护理完毕后，可以将垃圾清理到缸体37内，然后对本发明进行翻转，

从而第一旋转轴4带动大旋转盘31进行转动，大旋转盘31带动销轴32向下进行运动，销轴32

通过活动板33带动导向杆34向下进行运动，导向杆34带动压板36向下进入到缸体37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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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体37内的垃圾进行压缩，干净卫生。

[0040] 因为还包括有连接板41、推块42、接触轮43、连接杆44、盖板45、滑板46、T形导杆47

和弹簧48，所以活动板33能够带动连接板41向下进行运动，连接板41带动推块42向下进行

运动，推块42通过接触轮43推动连接杆44向右进行运动，连接杆44带动盖板45向右进行运

动，盖板45从缸体37上移出，方便医护人员将垃圾丢入到缸体37内，并通压板36进行压缩，

当对推块42向上运动时，在弹簧48的弹力作用下，通过滑板46带动盖板45复位，T形导杆47

为滑板46的左右运动提供导向辅助，操作更加简单方便，更加干净卫生。

[0041] 因为还包括有第一皮带轮51、第二皮带轮52、循环皮带53和旋转电机54，所以医护

人员可以启动旋转电机54进行运转，旋转电机54带动第二皮带轮52进行转动，第二皮带轮

52通过循环皮带53带动第一皮带轮51进行转动，第一皮带轮51从而带动第二旋转轴25进行

转动，利用旋转电机54代替人工手动操作，操作更加方便快捷，省时省力。

[0042] 因为还包括有万向轮61、滚轮62、摩擦板63、长螺杆64和固定块65，所以医护人员

可以通过万向轮61和滚轮62对本发明进行移动，万向轮61能够进行灵活的转向，移动更加

方便，当移动到需要的位置时，医护人员对长螺杆64进行转动，长螺杆64带动摩擦板63向左

进行运动，使摩擦板63与滚轮62相接触，会阻止滚轮62的转动，从而将本发明固定住，防止

本发明左右晃动。

[0043] 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上述实施例不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发明，凡采用等同

替换或等效变换的方式所获得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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