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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医疗病床，包括矩形

中空床架、床头栏与床尾栏和床板组，床架底部

焊接有矩形基板，基板沿四角处均设置有可伸缩

的床柱，基板远离连接床架的底面中部开设有凹

槽，凹槽内靠近床架一侧长边的边沿处并排连接

有多个L形支架的短边端头，支架的长边朝向床

架另一侧长边垂直设置，多个支架的长边顶面通

过抽屉滑轨连接有第一架置板，第一架置板两端

均铰接有第二架置板，两个第二架置板远离连接

第一架置板的一端端头处设置有若干橡胶球，两

个第二架置板靠近设置橡胶球的一端底面上均

铰接有多个并排设置的伸缩杆，第二架置板设置

橡胶球的一端与床柱贴合地面的一端平齐，使病

床具有坐、卧等综合功能，方便陪护和患者在非

睡觉时休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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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医疗病床，包括矩形中空床架、设置于所述床架短边两侧边沿处的床头栏与床

尾栏和设置于所述床架内的床板组，其特征在于，所述床架底部焊接有矩形基板，所述基板

沿四角处均设置有可伸缩的床柱，所述基板远离连接床架的底面中部开设有凹槽，所述凹

槽内靠近所述床架一侧长边的边沿处并排连接有多个L形支架的短边端头，所述支架的长

边朝向所述床架另一侧长边垂直设置，多个所述支架的长边顶面通过抽屉滑轨连接有第一

架置板，所述第一架置板两端均铰接有第二架置板，两个所述第二架置板远离连接第一架

置板的一端端头处设置有若干橡胶球，两个所述第二架置板靠近设置橡胶球的一端底面上

均铰接有多个并排设置的伸缩杆，所述第二架置板设置橡胶球的一端与所述床柱贴合地面

的一端平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医疗病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床板组包括与所述床架中部

固定连接的第一床板，所述第一床板朝向所述床头栏和床尾栏的两端分别铰接有第二床板

和第三床板，所述第三床板远离连接第一床板的一端铰接有第四床板，所述床架的床尾部

设置有与升降装置连接的摇把，所述第二床板底面与所述升降装置进行连接，所述基板相

对于设置所述第四床板的位置开设有缺口，沿所述缺口靠近所述床架两侧长边的壁面上开

设有滑槽，两个所述滑槽内通过滑块连接有放置框，所述放置框内设置有与所述第四床板

铰接的伸缩气缸，所述床尾栏顶部设置有用于控制伸缩气缸的控制面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医疗病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床架的两侧长边床沿顶部设

置有长条状滑槽，两个所述滑槽通过滑动连接的支杆连接有一餐桌。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医疗病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床架两侧长边的床沿远离连

接床板组的壁面上均铰接有扶手，所述扶手靠近所述床头栏一端设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医疗病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床头栏顶面设置有可伸缩的

吊针挂置杆。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医疗病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床柱底部设置有自锁万向

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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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医疗病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医疗病床。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使用的病床简单，无独特风格和特点，除了供患者睡觉休息，没有其它功能，

同时病房空间有限，床、床头桌、陪伴椅不是一体，全部放后病房空间更狭窄、拥挤。

[0003] 目前使用的陪伴椅打开和收起的过程麻烦，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稍不注意会把

患者或者家属的手夹伤，经常收起的时候很多次椅子的卡槽没卡好，造成貌似椅子已经收

好的假象，实际上椅子处于活动状态，患者或者家属一坐上去陪伴椅就自动又打开了，导致

患者及家属摔倒，严重可发生骨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基于此，针对现有的病床功能单一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医疗病床，具有

多项功能一体性，减少了占用病房的空间的优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医疗病床，包括矩形中空床架、设置于所述床架短边两侧边沿处的床头栏与

床尾栏和设置于所述床架内的床板组，所述床架底部焊接有矩形基板，所述基板沿四角处

均设置有可伸缩的床柱，所述基板远离连接床架的底面中部开设有凹槽，所述凹槽内靠近

所述床架一侧长边的边沿处并排连接有多个L形支架的短边端头，所述支架的长边朝向所

述床架另一侧长边垂直设置，多个所述支架的长边顶面通过抽屉滑轨连接有第一架置板，

所述第一架置板两端均铰接有第二架置板，两个所述第二架置板远离连接第一架置板的一

端端头处设置有若干橡胶球，两个所述第二架置板靠近设置橡胶球的一端底面上均铰接有

多个并排设置的伸缩杆，所述第二架置板设置橡胶球的一端与所述床柱贴合地面的一端平

齐，使病床具有坐、卧等综合功能，方便陪护和患者在非睡觉时休息使用。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床板组包括与所述床架中部固定连接的第一床板，所述第一床板

朝向所述床头栏和床尾栏的两端分别铰接有第二床板和第三床板，所述第三床板远离连接

第一床板的一端铰接有第四床板，所述床架的床尾部设置有与升降装置连接的摇把，所述

第二床板底面与所述升降装置进行连接，所述基板相对于设置所述第四床板的位置开设有

缺口，沿所述缺口靠近所述床架两侧长边的壁面上开设有滑槽，两个所述滑槽内通过滑块

连接有放置框，所述放置框内设置有与所述第四床板铰接的伸缩气缸，所述床尾栏顶部设

置有用于控制伸缩气缸的控制面板，多结构的床板组合为不同形式患者提供了舒适且易于

治疗的环境。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床架的两侧长边床沿顶部设置有长条状滑槽，两个所述滑槽通过

滑动连接的支杆连接有一餐桌，餐桌可在支杆的带动下从在滑槽内前后滑动，通过调节位

置能够适用于各种高度的患者在餐桌上就餐。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床架两侧长边的床沿远离连接床板组的壁面上均铰接有扶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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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扶手靠近所述床头栏一端设置，扶手可向床尾一侧倾倒放下，方便患者上下床或倚做在

床边。

[0010] 优选的，所述床头栏顶面设置有可伸缩的吊针挂置杆，能够进一步节省占地空间。

[0011] 优选的，所述床柱底部设置有自锁万向轮，方便医护人员转移患者。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3] 1、床下自带的陪伴床椅形成一体，节约了占有空间整个病房也更加整洁，本病床

有效降低了购买医疗物资的费用，具有较低的制造成本。

[0014] 2、多结构的床板组合为不同形式患者提供了舒适且易于治疗的环境，大大提高了

实用价值。

[0015] 3、通过调节餐桌位置能够适用于各种高度的患者在餐桌上就餐。

[0016] 4、方便患者上下床或倚做在床边，同时升起的扶手能够保证患者不会从床板上掉

落，使用方便。

[0017] 5、一体化的吊针挂置杆能够有效节省室内空间。

[0018] 6、设置万向轮方便医护人员推行重症患者转科和检查使用。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病床结构图；

[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病床俯视结构图；

[0021]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基板结构图；

[0022]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支架结构图；

[0023] 图5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放置框结构图；

[0024] 附图标记说明：

[0025] 1、床架；101、床头栏；1011、吊针挂置杆；102、床尾栏；1021、控制面板；103、第一床

板；104、第二床板；105、第三床板；106、第四床板；107、滑槽；1071、餐桌；1072、扶手；2、基

板；201、床柱；2011、万向轮；202、凹槽；203、支架；2031、抽屉滑轨；204、第一架置板；205、第

二架置板；2051、伸缩杆；2052、橡胶球；206、缺口；2061、滑块；2062、放置框；2063、伸缩气

缸；3、摇把；4、升降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

[0027] 实施例1：

[0028] 如图1至图5所示，一种医疗病床，包括矩形中空床架1、设置于床架1短边两侧边沿

处的床头栏101与床尾栏102和设置于床架1内的床板组，床架1底部焊接有矩形基板2，基板

2面积与床架1面积相吻合，基板2沿四角处均设置有可伸缩的床柱201，可使整个病床抬高，

高度都可以随意调节，这样方便了手术患者由平车推入病房后可以与病床一个高度，方便

搬运患者，基板2远离连接床架1的底面中部开设有矩形凹槽202，凹槽202内靠近床架1右侧

长边的床沿处并排连接有五个L形支架203的短边端头，支架203的长边一端朝向床架1左侧

长边并与其位置相对垂直设置，五个支架203的长边杆的顶面通过抽屉滑轨2031连接有第

一架置板204，第一架置板204可通过抽屉滑轨2031从病床左侧拉出，第一架置板204两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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铰接有第二架置板205，两个第二架置板205远离连接第一架置板204的一端端头处设置有

若干橡胶球2052，设置橡胶球2052使架置板在抽出时防止地面对其端头处造成磨损，也保

证了架置板抽出时的顺滑性，两个第二架置板205靠近设置橡胶球2052的一端底面上均铰

接有两个并排设置的伸缩杆2051，第二架置板205设置橡胶球2052的一端与床柱201贴合地

面的一端平齐，在使用时可通过将第一架置板204向外侧拉出，将两个第二架置板205翻折

打开，并将伸缩杆2051与地面相抵触形成陪护床，同时可通过调节伸缩杆2051的高度使陪

护人员卧睡更加舒适，也可进行单个第二架置板205的向上翻折，另一个第二架置板205端

头与地面抵触形成座椅的形式，大大节省了普通陪护床和座椅占用的空间，且操作方便，不

用夜班护士特意收床和摆放更加省力省时。

[0029] 实施例2：

[0030] 如图1至图5所示，床板组包括与床架1中部螺栓固定连接的第一床板103，第一床

板103朝向床头栏101和床尾栏102的两端分别铰接有第二床板104和第三床板105，第二床

板104和第三床板105均可向上抬起翻折，第三床板105远离连接第一床板103的一端铰接有

第四床板106，第四床板106可向下进行弯折，床架1的床尾部设置有与升降装置4连接的摇

把3，第二床板104底面与升降装置4进行连接，通过转动摇把3带动升降装置4使第二床板

104向上抬起形成卧位模式，可为呼吸疾病或者不能平躺患者使用，基板2内相对于设置第

四床板106的位置开设有矩形缺口206，沿缺口206靠近床架1两侧长边的壁面上开设有滑槽

107，两个滑槽107内通过滑块2061连接有放置框2062，放置框2062可在通过滑块2061在滑

槽107内前后滑动，放置框2062内设置有与第四床板106铰接的伸缩气缸2063，通过伸缩气

缸2063抬升第四床板106适用于下肢手术，抬高患肢作用，同时抬高第二床板104和第四床

板106的高度可成为中凹卧位，供休克患者使用，床尾栏102顶部设置有用于控制伸缩气缸

2063的控制面板1021，多结构的床板组合为不同形式患者提供了舒适且易于治疗的环境，

大大提高了实用价值。

[0031] 实施例3：

[0032] 如图1和图2所示，床架1的两侧长边床沿顶部设置有长条状滑槽107，两个所述滑

槽107通过滑动连接的支杆连接有一餐桌1071，餐桌1071可在支杆的带动下从在滑槽107内

前后滑动，通过调节位置能够适用于各种高度的患者在餐桌1071上就餐。

[0033] 实施例4：

[0034] 如图1和图2所示，床架1两侧长边的床沿远离连接床板组的壁面上均铰接有扶手

1072，扶手1072靠近所述床头栏101一端设置，扶手1072可向床尾一侧倾倒放下，方便患者

上下床或倚做在床边，同时升起的扶手1072能够保证患者不会从床板上掉落，使用方便。

[0035] 实施例5：

[0036] 如图1和图2所示，床头栏101顶面设置有可伸缩的吊针挂置杆1011，一体化的吊针

挂置杆1011能够进一步节省室内空间。

[0037] 实施例6：

[0038] 如图1所示，床柱201底部设置有自锁万向轮2011，方便医护人员推行重症患者转

科和检查使用。

[0039]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

但并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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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

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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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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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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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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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0

CN 211863164 U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