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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多功能护理轮椅，其包括滚轮、支架、座

板、背板和电动伸缩杆，所述支架包括底部框架、

竖直支架、座板支架和背板支架，滚轮设于底部

框架上，竖直支架设有两组，其平行间隔设置并

呈竖直设置，竖直支架的底端与底部框架固定连

接，座板支架设有两组，其平行间隔设置，其一端

分别与竖直支架的顶端转动连接，其另一端分别

与背板支架的中下部转动连接，座板连接于座板

支架之间，背板连接于背板支架之间，电动伸缩

杆的一端与底部框架固定连接，该电动伸缩杆的

另一端与座板固定连接，使用时，可转动座板支

架而调整其使用状态，当座板支架与竖直支架垂

直时，座板与竖直支架、背板垂直而可用作座椅；

当朝上转动座板支架时，座板、背板收合而可用

作站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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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护理轮椅，其特征在于，其包括滚轮(1)、支架(5)、座板(2)、背板(3)和电

动伸缩杆(4)，所述支架(5)包括底部框架(51)、竖直支架(52)、座板支架(53)和背板支架

(54)，所述滚轮(1)设于所述底部框架(51)上，所述竖直支架(52)设有两组，其平行间隔设

置并呈竖直设置，所述竖直支架(52)的底端与所述底部框架(51)固定连接，所述座板支架

(53)设有两组，其平行间隔设置，其一端分别与所述竖直支架(52)的顶端转动连接，其另一

端分别与所述背板支架(54)的中下部转动连接，所述座板(2)连接于所述座板支架(53)之

间，所述背板(3)连接于所述背板支架(54)之间，所述电动伸缩杆(4)的一端与所述底部框

架(51)固定连接，该电动伸缩杆(4)的另一端与所述座板(2)固定连接，使用时，可转动所述

座板支架(53)而调整其使用状态，当所述座板支架(53)与所述竖直支架(52)垂直时，所述

座板(2)与所述竖直支架(52)、背板(3)垂直而可用作座椅；当朝上转动所述座板支架(53)

时，所述座板(2)、背板(3)收合而可用作站椅。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护理轮椅，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5)还包括连接支架

(55)，所述连接支架(55)设有两组，其与所述座板支架(53)平行间隔，其一端分别与所述竖

直支架(52)的中部转动连接，其另一端分别与所述背板支架(54)的底端转动连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功能护理轮椅，其特征在于，在所述背板支架(54)的中上部分

别设有扶手(6)，所述扶手(6)垂直于所述背板支架(54)，其一端与所述背板支架(54)固定

连接，其另一端呈自由端，所述扶手(6)位于所述座板(2)的上方并位于所述座板(2)的两

侧。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功能护理轮椅，其特征在于，每组竖直支架(52)分别包括平行

间隔设置的第一竖杆(521)和第二竖杆(522)，在所述第一竖杆(521)和第二竖杆(522)之间

分别设有第一转轴(523)和第二转轴(524)，所述第一转轴(523)设于所述竖直支架(52)的

顶端，所述第二转轴(524)设于所述竖直支架(52)的中部，所述背板支架(54)和连接支架

(55)的一端上分别设有转轴孔，其分别套设于所述第一转轴(523)和第二转轴(524)上而可

绕第一转轴(523)、第二转轴(524)进行转动。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多功能护理轮椅，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动伸缩杆(4)为止停型电

动伸缩杆(4)，其可止停于当前停止的位置。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多功能护理轮椅，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座板支架(53)上设有控制

按钮，所述控制按钮与所述电动伸缩杆(4)电连接，通过所述控制按钮可控制所述电动伸缩

杆(4)的升降而调节轮椅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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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护理轮椅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轮椅，特别涉及一种可用作座椅和站椅的多功能护理轮椅。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针对腿脚不便人士使用的轮椅多种多样。为了更好的满足腿脚不便

人士生活自理的需要，多数轮椅在普通轮椅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多种功能，如有的轮椅增加

了大小便自理的功能，有的轮椅增加了电动驱动功能，有的轮椅增加升降功能，这些改进极

大的满足了腿脚不便人士，尤其是残疾人除行走外多项生活自理的需要。但多数轮椅设置

的升降功能仅仅能够将座板2或轮椅进行升降。由于残疾人坐的时间一长，身体会变得非常

僵硬，对于一些因腿部残疾如因小儿麻痹症引起的腿部疾病导致的不能站立的残疾人或者

腿脚不便的人，适时的站立和腿部锻炼对腿部和身心健康都很重要，这些活动往往要靠护

理人的帮助才能实现，目前还没有能够帮助残疾人士或腿脚不便人士进行站立或进行行走

训练的轮椅，而且多数功能较多的轮椅结构复杂，操作不方便。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旨在解决上述问题，而提供一种使用方便，能够辅助进行站立训练或

行走的多功能护理轮椅。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多功能护理轮椅，其特征在于，其包括滚

轮、支架、座板、背板和电动伸缩杆，所述支架包括底部框架、竖直支架、座板支架和背板支

架，所述滚轮设于所述底部框架上，所述竖直支架设有两组，其平行间隔设置并呈竖直设

置，所述竖直支架的底端与所述底部框架固定连接，所述座板支架设有两组，其平行间隔设

置，其一端分别与所述竖直支架的顶端转动连接，其另一端分别与所述背板支架的中下部

转动连接，所述座板连接于所述座板支架之间，所述背板连接于所述背板支架之间，所述电

动伸缩杆的一端与所述底部框架固定连接，该电动伸缩杆的另一端与所述座板固定连接，

使用时，可转动所述座板支架而调整其使用状态，当所述座板支架与所述竖直支架垂直时，

所述座板与所述竖直支架、背板垂直而可用作座椅；当朝上转动所述座板支架时，所述座

板、背板收合而可用作站椅。

[0005] 所述支架还包括连接支架，所述连接支架设有两组，其与所述座板支架平行间隔，

其一端分别与所述竖直支架的中部转动连接，其另一端分别与所述背板支架的底端转动连

接。

[0006] 在所述背板支架的中上部分别设有扶手，所述扶手垂直于所述背板支架，其一端

与所述背板支架固定连接，其另一端呈自由端，所述扶手位于所述座板的上方并位于所述

座板的两侧。

[0007] 每组竖直支架分别包括平行间隔设置的第一竖杆和第二竖杆，在所述第一竖杆和

第二竖杆之间分别设有第一转轴和第二转轴，所述第一转轴设于所述竖直支架的顶端，所

述第二转轴设于所述竖直支架的中部，所述背板支架和连接支架的一端上分别设有转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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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其分别套设于所述第一转轴和第二转轴上而可绕第一转轴、第二转轴进行转动。

[0008] 所述电动伸缩杆为止停型电动伸缩杆，其可止停于当前停止的位置。

[0009] 在所述座板支架上设有控制按钮，所述控制按钮与所述电动伸缩杆电连接，通过

所述控制按钮可控制所述电动伸缩杆的升降而调节轮椅的状态。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贡献在于，其有效解决了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的多功能护理

轮椅，其设有电动支撑杆，并且设有可变形调节的支架，其可在座椅和站椅两种状态中进行

转换，从而不仅可用作座椅以用作代步工具，而且可用作站椅辅助进行站立训练或行走训

练，进而提高残疾人士或腿脚不便人士的生活自理能力，而无需护理人员提供过多的帮助。

本实用新型的多功能护理轮椅，其具有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功能实用的特点，其具有很强

的实用性，宜大力推广。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实用新型用作座椅时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是图1的侧视图。

[0013] 图3是本实用新型用作站椅时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4是图3的侧视图。

[0015] 其中，滚轮1、座板2、背板3、电动伸缩杆4、支架5、底部框架51、竖直支架52、第一竖

杆521、第二竖杆522、第一转轴523、第二转轴524、座板支架53、背板支架54、连接支架55、扶

手6。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列实施例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解释和补充，对本实用新型不构成任何限

制。

[0017] 如图1～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的多功能护理轮椅包括滚轮1、支架5、座板2、背板3

和电动伸缩杆4。

[0018] 所述支架5为该轮椅的主体框架，其用于安装滚轮1、座板2、背板3和电动伸缩杆4。

所述支架5包括底部框架51、竖直支架52、座板支架53、背板支架54和连接支架55。

[0019] 所述底部框架51用于安装滚轮1，其具体形状可根据需要而设置，本实施例中，所

述底部框架51为矩形框架，在其中部连接有横杆，用以安装电动伸缩杆4。

[0020] 所述竖直支架52共设有两组，其分别设置在底部框架51的两侧，其呈竖直设置，其

平行间隔，其底端分别与所述底部框架51固定连接。本实施例中，每组竖直支架52分别包括

平行间隔设置的第一竖杆521和第二竖杆522。所述第一竖杆521和第二竖杆522为长杆状的

金属杆。所述第一竖杆521和第二竖杆522的底端分别与底部框架51固定连接。在所述第一

竖杆521和第二竖杆522的顶端之间连接有横向设置的第一转轴523，在所述第一竖杆521和

第二竖杆522的中部之间连接有横向设置的第二转轴524。所述第一转轴523和第二转轴524

平行间隔，其分别与所述底部框架51平行，并与所述竖直支架52垂直。所述第一转轴523用

于连接所述背板支架54，所述第二转轴524用于连接所述连接支架55。

[0021] 所述座板支架53设有两组，每组分别包括一根长杆状的金属杆。在所述座板支架

53的一端设有转轴孔，该转轴孔的大小与所述第一转轴523的直径相匹配，其可套设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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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转轴523上而绕第一转轴523转动。所述座板支架53通过其端部的转轴孔而套设于所述

第一转轴523上，并可绕第一转轴523转动，从而与所述竖直支架52形成转动连接。

[0022] 所述座板支架53的另一端则与所述背板支架54的中下部转动连接。所述座板支架

53与所述背板支架54之间的转动连接，可参考公知技术，本实施例中，在所述座板支架53和

背板支架54相应的部位设有销轴孔，其通过销轴连接在一起并形成转动连接。

[0023] 所述背板支架54设有两组，每组分别包括一根长杆状的金属杆。所述背板支架54

的中下部与所述座板支架53的一端转动连接，所述背板支架54的底端则与所述连接支架55

的一端转动连接。

[0024] 所述连接支架55设有两组，每组分别包括一根长杆状的金属杆。所述连接支架55

与所述座板支架53平行间隔，其一端与所述背板支架54的底端转动连接，其另一端则套设

于所述第二转轴524上而与竖直支架52转动连接。

[0025] 所述背板支架54与座板支架53、连接支架55之间的转动连接，可参考公知技术，本

实施例中，在其相应的部位处分别设有销轴孔，其通过销轴连接在一起而形成转动连接。

[0026] 每组竖直支架52、座板支架53、背板支架54和连接支架55之间便形成了平行四边

形的框架结构，且其连接处均为转动连接，因而其可以进行变形，以使得座板支架53既可以

与竖直支架52呈垂直状态，也可以使座板支架53与竖直支架52几乎平行。

[0027] 所述背板3连接于所述背板支架54之间，并位于座板支架53的连接处之上。所述座

板2连接于所述座板支架53之间。所述座板2与背板3可选用公知的材料制成，例如塑胶材

料。

[0028] 为加强座板支架53的稳定性，可在所述座板2之间连接横杆，利用横杆的强度来支

撑座板支架53。

[0029] 所述滚轮1通过公知的方式连接于所述底部框架51上，其可带动轮椅移动。所述滚

轮1可选用公知的止刹滚轮1。

[0030] 所述电动伸缩杆4的一端与所述底部框架51固定连接，其另一端与所述座板2固定

连接，具体的，本实施例中，所述电动伸缩杆4的一端与底部框架51的横杆固定连接，其另一

端与座板2背部的横杆固定连接。所述电动伸缩杆4可选用公知的电动伸缩杆4，其为止停型

伸缩杆，其可止停于当前停止的位置。

[0031] 为控制电动伸缩杆4的伸缩，在所述座板支架53上设有控制按钮(图中未示出)，所

述控制按钮与所述电动伸缩杆4电连接，通过所述控制按钮可控制所述电动伸缩杆4的升降

而调节轮椅的状态。所述电动伸缩杆4与控制按钮之间的连接线缆，可通过支架5内部进行

走线，即可以将某些支架5设置成中空金属杆，连接线缆从中空金属杆的内部进行走线。

[0032] 此外，为方便使用，在所述背板支架54的中上部设有扶手6。所述扶手6垂直于所述

背板支架54，其一端与所述背板支架54固定连接，其另一端呈自由端。所述扶手6位于所述

座板2的上方被位于所述座板2的两侧，其不仅可限制乘坐空间，而且还可以在轮椅用作站

椅使用时进行把持。

[0033] 如图1、图2所示，电动伸缩杆4在默认状态时，其处于最短状态，此时座板2与竖直

支架52垂直，此时轮椅用作座椅，使用人员可乘坐在座板2上而将该轮椅用作代步工具。当

使用人员需要站立或者进行行走训练时，通过控制按钮控制所述电动伸缩杆4进行伸缩，此

时，座板支架53绕第一转轴523进行转动，座板支架53的转动便会带动背板支架54、连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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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55同步进行转动，以使得座板2可转动至几乎与竖直支架52平行，以使得座板2与背板3叠

合在一起，从而呈站立状态而可用作站椅(如图3、图4所示)，此时，使用人员可双手握着扶

手6，借助该站椅的支撑力进行站立或进行行走训练。

[0034] 尽管通过以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揭示，但是本实用新型的范围并不局限

于此，在不偏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条件下，以上各构件可用所属技术领域人员了解的相似

或等同元件来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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