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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有应急治疗车的移动式储液车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带有应急治疗车的

移动式储液车，属于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包括车

身以及多条安装在车身上的用于支撑车身的车

腿，每条车腿上均安装有移动轮；所述车身内设

有储液室、治疗盘放置室以及应急物品室，其中

所述储液室内设有上层固定式放置架以及下层

抽拉式放置架，储液室内还安装有紫外线灯；所

述车身底部设有卡槽，卡槽上安装有可折叠治疗

车架。通过在移动式储液车的车身内设置储液

室、治疗盘放置室以及应急物品室，车身底部设

有可折叠治疗车架，治疗盘放置室内可放置治疗

盘，可折叠治疗车架与治疗盘配合使用，储液室

内设有放置架，放置架上可放置多个装有补液的

补液篮，减少护理人员在医院内对患者换液的劳

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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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有应急治疗车的移动式储液车，其特征在于，包括车身(1)以及多条安装在车

身(1)上的用于支撑车身(1)的车腿(2)，每条车腿(2)上均安装有移动轮(3)；

所述车身(1)划分多个功能区，车身(1)内设有储液室(4)、治疗盘放置室(5)以及应急

物品室(6)，其中所述储液室(4)内设有上层固定式放置架(41)以及下层抽拉式放置架

(41)，储液室(4)内还安装有紫外线灯(42)；

所述车身(1)底部设有卡槽(7)，卡槽(7)上安装有可折叠治疗车架(8)；

所述车腿(2)上安装有废弃物存放桶(9)；

所述储液室(4)前侧安装有上开式柜门(43)，应急物品室(6)内安装有可拆卸式抽屉

(6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应急治疗车的移动式储液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可折

叠治疗车架(8)包括安装板(81)以及用于支撑安装板(81)的折叠车架(82)，安装板(81)上

开设有固定槽，安装板(81)上固定有搭扣(81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应急治疗车的移动式储液车，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开

式柜门(43)、放置架(41)以及可拆卸式抽屉(61)上均安装有透明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应急治疗车的移动式储液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车身

(1)上设有用于开关上开式柜门(43)的门锁(1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应急治疗车的移动式储液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废弃

物存放桶(9)安装在车腿(2)上设有的可旋转的安装架(21)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应急治疗车的移动式储液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车身

(1)两侧均固定有推拉把手(1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应急治疗车的移动式储液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车身

(1)上还设有紫外线灯(42)的外接电源及控制面板(12)。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带有应急治疗车的移动式储液车，其特征在于，所述门锁

(13)采用指纹密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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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有应急治疗车的移动式储液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带有应急治疗车的移动式储液车，属于医疗器械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很多临床科室的治疗室位置布局受病区区域划分不合理的影响，导致部分

病房离治疗室位置较远，护士更换补液往返路程较远，不仅会增加护士的劳动强度，而且易

导致对患者补液不及时的情况。

[0003] 另外，新冠疫情期间，严格划分三区，为减少因治疗需要导致的医务人员频繁进出

三区造成二次污染，可以将事先配制的补液，放置在环境符合要求的移动储液车内。

[0004] 很多医院普通病房因治疗和管理的需要，后期设有自己本病区监护病房，多重耐

药隔离病房，但仍共用同一治疗室，护理人员频繁进出，不仅监护缺少了连贯性，还极可能

造成环境二次污染的风险。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带有应急治疗车的移动式储液

车，它解决了现有技术中护理人员给患者更换补液便捷性问题，以及因补液需要导致护理

人员频繁进出不同区域，可能造成环境的二次污染问题。

[0006]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采取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7] 一种带有应急治疗车的移动式储液车，包括车身以及多条安装在车身上的用于支

撑车身的车腿，每条车腿上均安装有移动轮；

[0008] 所述车身划分多个功能区，车身内设有储液室、治疗盘放置室以及应急物品室，其

中所述储液室内设有上层固定式放置架以及下层抽拉式放置架，储液室内还安装有紫外线

灯；

[0009] 所述车身底部设有卡槽，卡槽上安装有可折叠治疗车架；

[0010] 所述车腿上安装有废弃物存放桶；

[0011] 所述储液室前侧安装有上开式柜门，应急物品室内安装有可拆卸式抽屉。

[0012] 作为优选实例，所述可折叠治疗车架包括安装板以及用于支撑安装板的折叠车

架，安装板上开设有固定槽，安装板上固定有搭扣。

[0013] 作为优选实例，所述上开式柜门、放置架以及可拆卸式抽屉上均安装有透明板。

[0014] 作为优选实例，所述车身上设有用于开关上开式柜门的门锁。

[0015] 作为优选实例，所述废弃物存放桶安装在车腿上设有的可旋转的安装架上。

[0016] 作为优选实例，所述车身两侧均固定有推拉把手。

[0017] 作为优选实例，所述车身上还设有紫外线灯的外接电源及控制面板。

[0018] 作为优选实例，所述门锁采用指纹密码锁。

[0019]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20] (1)通过在移动式储液车的车身内设置储液室、治疗盘放置室以及应急物品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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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底部设有可折叠治疗车架，治疗盘放置室内可放置治疗盘，可折叠治疗车架与治疗盘配

合使用，储液室内设有放置架，放置架上可放置多个装有补液的补液篮，减少护理人员在医

院内对患者换液的劳动强度；

[0021] (2)通过在储液室前侧设有上开式柜门，应急物品室内安装有可拆卸式抽屉，保证

了腔室的密封性，减少换液过程中医疗用品的暴露，避免二次污染；

[0022] (3)通过在储液室内安装有紫外线灯，紫外线灯可通过外接电源工作以及控制面

板对其开关，能够定期对储液室进行消毒，减少污染；

[0023] (4)通过在车腿上固定可以旋转的安装架，废弃物存放桶固定在安装架内，每个废

弃物存放桶用于分类放置不同废弃物，方便护理人员使用；

[0024] (5)通过在上开式柜门、可拆卸式抽屉上均设有透明板，方便医护人员查看腔室内

补液以及应急物品的使用情况；

[0025] (6)通过在车身上安装用于开关上开式柜门的门锁，能够避免无关人员打开柜门，

确保输液安全管理；

[0026] (7)可折叠治疗车架包括安装板、折叠车架，安装板上开设有固定槽，治疗盘可安

装在固定槽内，安装板上固定有搭扣，搭扣可将治疗盘锁紧固定，避免治疗盘在移动时晃

动。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移动储液车正面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移动储液车装有补液与治疗盘的状态示意图；

[0029] 图3为本实用新型移动储液车侧面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为可折叠治疗车架以及治疗盘从移动储液车上取下后的示意图；

[0031] 图5为可折叠治疗车架的正面结构示意图；

[0032] 图6为可折叠治疗车架与治疗盘组装后的侧面结构示意图；

[0033]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中废弃物存放桶通过安装架旋转后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中：1、车身；11、推拉把手；12、控制面板；13、门锁；2、车腿；21、安装架；3、移动

轮；4、储液室；41、放置架；42、紫外线灯；43、上开式柜门；44、补液篮；45、补液；5、治疗盘放

置室；51、治疗盘；6、应急物品室；61、可拆卸式抽屉；7、卡槽；8、可折叠治疗车架；81、安装

板；811、搭扣；82、折叠车架；9、废弃物存放桶。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为了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图示，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

[0036] 如图1‑图7所示，一种带有应急治疗车的移动式储液车，包括车身1以及多条安装

在车身1上的用于支撑车身1的车腿2，每条车腿2上均安装有移动轮3；

[0037] 车身1划分多个功能区，车身1内设有储液室4、治疗盘放置室5以及应急物品室6，

其中储液室4内设有上层固定式放置架41以及下层抽拉式放置架41，储液室4内还安装有紫

外线灯42；

[0038] 车身1底部设有卡槽7，卡槽7上安装有可折叠治疗车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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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车腿2上安装有废弃物存放桶9；废弃物存放桶9包括废弃输液瓶(袋)存放桶、废弃

锐器存放桶、医疗垃圾桶以及生活垃圾桶共四个存放桶，分别安装在四条车腿2上。其中，废

弃输液瓶(袋)存放桶用于存放废弃的输液瓶或者输液袋，废弃锐器存放桶用于放置一次性

针头等锐器物，医疗垃圾桶用于放置输液后产生的医疗垃圾，如纱布、胶带等，生活垃圾桶

用于放置生活垃圾。

[0040] 储液室4前侧安装有上开式柜门43，应急物品室6内安装有可拆卸式抽屉61。

[0041] 通过在移动式储液车的车身1内设置储液室4、治疗盘放置室5以及应急物品室6，

车身1底部设有可折叠治疗车架8，治疗盘放置室5内可放置治疗盘51，可折叠治疗车架8与

治疗盘51配合使用，储液室4内设有放置架41，放置架41上可放置多个装有补液45的补液篮

44，减少护理人员在医院内对患者换液的劳动强度；通过在储液室4前侧设有上开式柜门

43，应急物品室6内安装有可拆卸式抽屉61，保证了腔室的密封性，减少换液过程中医疗用

品的暴露，避免二次污染。

[0042] 优选的，如图5‑图6所示，可折叠治疗车架8包括安装板81以及用于支撑安装板81

的折叠车架82，安装板81上开设有固定槽，安装板81上固定有搭扣811。

[0043] 优选的，上开式柜门43、放置架41以及可拆卸式抽屉61上均安装有透明板；方便医

护人员查看腔室内补液45以及应急物品的使用情况。

[0044] 优选的，车身1上设有用于开关上开式柜门43的门锁13；能够避免无关人员打开柜

门，确保输液安全管理。

[0045] 优选的，如图7所示，废弃物存放桶9安装在车腿2上设有的可旋转的安装架21上。

[0046] 优选的，车身1两侧均固定有推拉把手11。

[0047] 优选的，车身1上还设有紫外线灯42的外接电源及控制面板12；通过在储液室4内

安装有紫外线灯42，紫外线灯42可通过外接电源工作以及控制面板12对其开关，能够定期

对储液室4进行消毒，减少污染。

[0048] 优选的，门锁13采用指纹密码锁。

[0049] 工作原理：

[0050] 护理人员将本实用新型带有应急治疗车的移动式储液车从治疗室移动至病房，储

液车的储液室4内放置有不同患者的补液篮44，补液篮44内放置有对应患者经核对后的补

液45；

[0051] 当患者更换液时，相关资质责任护士解锁门锁13并将上开式柜门43打开，找到对

应患者所需要的补液45，然后可将车身1下方的可折叠治疗车架8从卡槽7内抽出并摆放好，

取出治疗盘放置室5内的治疗盘51，将治疗盘51安装在安装板81上并用搭扣811固定，然后

对患者进行输液或补液45；

[0052] 一些贴膜、敷料、留置针、输液器等用于静脉输液或穿刺的应急物品可从应急物品

室6中取出；

[0053] 更换补液45后产生的医疗废弃物可分别放入车腿2上不同分区的废弃物存放桶9

内；

[0054] 护理人员可定期打开紫外线灯42对储液室4进行消毒，放置架41以及可拆卸式抽

屉61均可定期取出清理消毒。

[0055]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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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了解，本实用新型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

本实用新型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本实用新型要求保护的范围

内。本实用新型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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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7

CN 213994063 U

7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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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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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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