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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手部输液用固定型安

全保护装置，所述的固定型安全保护装置包括保

护罩、固定板、软枕套、软枕内芯、固定带：所述的

软枕内芯套接在软枕套内：所述的软枕套固定在

固定板的一端：所述的固定带的两端固定在固定

板的两端：所述的保护罩盖卡扣连接在固定板

上：所述的保护罩整体呈半圆弧形结构：所述的

保护罩的两侧设置有第一镂空卡口：所述的固定

板上设置有绒面魔术贴：所述固定板的两侧设置

有第一凸起卡扣：所述的第一凸起卡扣与保护罩

上的第一镂空卡口相配合。其优点表现在：便于

对患者的输液肢体进行固定，舒适度好，有效防

止输液外渗以及输液针头滑出，能够成为一种新

型的医疗器械，在临床推广使用具有广泛的应用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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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手部输液用固定型安全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固定型安全保护装置包

括保护罩、固定板、软枕套、软枕内芯、固定带：所述的软枕内芯套接在软枕套内：所述的软

枕套固定在固定板的一端：所述的固定带的两端固定在固定板的两端：所述的保护罩盖卡

扣连接在固定板上：所述的保护罩整体呈半圆弧形结构：所述的保护罩的两侧设置有第一

镂空卡口：所述的固定板上设置有绒面魔术贴：所述固定板的两侧设置有第一凸起卡扣：所

述的第一凸起卡扣与保护罩上的第一镂空卡口相配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安全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保护罩的顶部设置有镂空

透气窗：所述的保护罩整体采用透明材质制造而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安全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固定板的一端还设置有输

液管固定卡扣。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安全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输液管固定卡扣包括卡扣

底板、卡扣环、卡扣凹槽以及卡扣凸起：所述的卡扣环一端固定在卡扣底板上，且卡扣环的

另一端设置卡扣凸起：所述的卡扣凹槽设置卡扣底板上：所述的卡扣凹槽与卡扣凸起相配

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安全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软枕套的端面上设置有抓

面魔术带，该抓面魔术带与固定板上的绒面魔术贴相贴合。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安全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软枕套的侧面设置有拉链：

所述拉链的一侧设置有拉链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安全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软枕内芯呈蜂窝状结构且

采用乳胶材质制造而成。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安全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固定带两侧设置抓面固定

部，该抓面固定部与固定板上的绒面魔术贴相贴合。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安全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固定板为亚克力透明材质

制造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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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手部输液用固定型安全保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手部输液用固定型安全保护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静脉输液治疗是一种高度专业技术，其治疗层面涵盖肠道外输液、营养支持、用药

与输液的治疗，静脉输液治疗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较为广泛，能够帮助人们治疗各种疾病，静

脉输液过程中对于输液管的固定尤为重要。

[0003] 在输液过程中，出现如下情况可能导致患者重新输液：1、患者无意识活动输液肢

体，特别是穿刺部位在手部关节处时(如指关节、腕关节)，易发生输液外渗；2、患者无意牵

拉输液管道，易发生输液针头滑出血管；3、在输液局部加盖被褥保暖时，因被褥直接与输液

部位接触的重力作用，如患者血管脆性大，易导致输液外渗。而重新输液，会增加患者痛苦，

导致患者及家属不满情绪，具有发生医疗纠纷的潜在隐患。同时，也会增加输液的耗材成本

及护理工作量。

[0004] 中国专利文献CN201921722748.7，申请日20191015，专利名称为：一种儿童静脉输

液固定托。公开了一种儿童静脉输液固定托，包括托板，所述托板的上方设有垫板，所述托

板的下方设有第一固定带，所述第一固定带的后侧设有第二固定带；该儿童静脉输液固定

托通过设有的托板和弹力带等，同时实现了手部输液固定和头部输液固定的两种功能，即

通过设有的弹力带和连接带，便于将托板与人体进行固定，防止了针头因儿童活动而脱出

的状况，同时设有的呈透明状的观察带便于观察输液部位的状况；此外通过设有的可沿固

定板弯折的活动板，便于对手部和肘部固定，从而便于手部输液，防止了针头脱出的状况。

[0005] 上述专利文献的一种儿童静脉输液固定托，解决了临床中儿童输液中易发生针头

脱出的状况的问题。但是关于防止输液外渗，保证输液安全的技术方案的则未见公开。

[0006] 综上所述，亟需一种防止输液外渗，保证输液安全的手部输液用固定型安全保护

装置。而关于这种固定型安全保护装置目前还未见报道。

发明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防止输液外渗，保证输液安全的手部输液用固定

型安全保护装置。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9] 一种手部输液用固定型安全保护装置，所述的固定型安全保护装置包括保护罩、

固定板、软枕套、软枕内芯、固定带：所述的软枕内芯套接在软枕套内：所述的软枕套固定在

固定板的一端：所述的固定带的两端固定在固定板的两端：所述的保护罩盖卡扣连接在固

定板上：所述的保护罩整体呈半圆弧形结构：所述的保护罩的两侧设置有第一镂空卡口：所

述的固定板上设置有绒面魔术贴：所述固定板的两侧设置有第一凸起卡扣：所述的第一凸

起卡扣与保护罩上的第一镂空卡口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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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保护罩的顶部设置有镂空透气窗：所述的保护

罩整体采用透明材质制造而成。

[0011]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固定板的一端还设置有输液管固定卡扣。

[0012]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输液管固定卡扣包括卡扣底板、卡扣环、卡扣凹

槽以及卡扣凸起：所述的卡扣环一端固定在卡扣底板上，且卡扣环的另一端设置卡扣凸起：

所述的卡扣凹槽设置卡扣底板上：所述的卡扣凹槽与卡扣凸起相配合。

[0013]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软枕套的端面上设置有抓面魔术带，该抓面魔

术带与固定板上的绒面魔术贴相贴合。

[0014]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软枕套的侧面设置有拉链：所述拉链的一侧设置

有拉链头。

[0015]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软枕内芯呈蜂窝状结构且采用乳胶材质制造而

成。

[0016]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固定带两侧设置抓面固定部，该抓面固定部与

固定板上的绒面魔术贴相贴合。

[0017]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固定板为亚克力透明材质制造而成。

[0018] 本实用新型优点在于：

[0019] 1、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手部输液用固定型安全保护装置，便于对患者的输液肢体进

行固定，舒适度好，有效防止输液外渗以及输液针头滑出，对使用后的各个部件都可分别拆

卸，进行清洁、消毒。能够成为一种新型的医疗器械，在临床推广使用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20] 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手部输液用固定型安全保护装置的结构框图。

[0021] 附图2是保护罩的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3是固定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4为输液管固定卡扣的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5为输液管固定卡扣的封闭示意图。

[0025] 附图6是输液管固定扣的打开示意图。

[0026] 附图7是软枕套的结构示意图。

[0027] 附图8是软枕内芯的结构示意图。

[0028] 附图9为固定带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实施例并参照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0030] 附图中涉及的附图标记和组成部分如下所示：

[0031] 1.保护罩                        11.透空漏气窗

[0032] 12.第一镂空卡口                 2.固定板

[0033] 21.绒面魔术贴                   22.第一凸起卡扣

[0034] 23.输液管固定卡扣               231.卡扣底板

[0035] 232.卡扣环                      233.卡扣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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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234.卡扣凸起                    3.软枕套

[0037] 31.抓面魔术带                   32.拉链

[0038] 33.拉链头                       4.软枕内芯

[0039] 5.固定带

[0040] 请参照图1，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手部输液用固定型安全保护装置的结构框

图。一种手部输液用固定型安全保护装置：所述的固定型安全保护装置包括保护罩1、固定

板2、软枕套3、软枕内芯4、固定带5：所述的软枕内芯4套接在软枕套3内：所述的软枕套3固

定在固定板2的一端：所述的固定带5的两端固定在固定板2的两端：所述的保护罩1盖卡扣

连接在固定板2上。

[0041] 请参照图2，图2是保护罩1的结构示意图。所述的保护罩1整体呈半圆弧形结构：所

述的保护罩1的两侧设置有第一镂空卡口12：所述的保护罩1的顶部设置有镂空透气窗11：

所述的保护罩1整体采用透明材质制造而成。

[0042] 请参照图3，图3是固定板2的结构示意图。所述的固定板2上设置有绒面魔术贴21：

所述固定板2的两侧设置有第一凸起卡扣22：所述的第一凸起卡扣22与保护罩1上的第一镂

空卡口12相配合：所述的固定板2的一端还设置有输液管固定卡扣23。

[0043] 请参照图4‑图6，图4为输液管固定卡扣23的结构示意图。图5为输液管固定卡扣23

的封闭示意图。图6是输液管固定扣的打开示意图。所述的输液管固定卡扣23包括卡扣底板

231、卡扣环232、卡扣凹槽233以及卡扣凸起234：所述的卡扣环232一端固定在卡扣底板231

上，且卡扣环232的另一端设置卡扣凸起234：所述的卡扣凹槽233设置卡扣底板231上：所述

的卡扣凹槽233与卡扣凸起234相配合。

[0044] 请参照图7和图8，图7是软枕套3的结构示意图。图8是软枕内芯4的结构示意图。所

述的软枕套3的端面上设置有抓面魔术带31，该抓面魔术带31与固定板2上的魔术贴相贴

合：所述软枕套3的侧面设置有拉链32：所述拉链32的一侧设置有拉链头33：所述的软枕内

芯4呈蜂窝状结构且采用乳胶材质制造而成。

[0045] 请参照图9.图9为固定带5的结构示意图。所述的固定带5两侧设置抓面固定部，该

抓面固定部与固定板2上的绒面魔术贴21相贴合。

[0046] 该实施例需要说明的是：

[0047] 所述的安全保护装置包括软枕内芯4，所述的软枕内芯4套接在软枕套3内。其中，

软枕内芯4为软枕套3提供硬度支撑作用：软枕套3在使用状态下，便于对输液肢体进行支撑

以及缓冲作用，舒适度好，因如输液肢体直接放置于硬板上，长时间会出现皮肤压痕，引起

不适感，此方案可增加输液固定时的舒适度。

[0048] 所述的安全保护装置包括固定板2，可对输液局部肢体进行固定，预防输液时肢体

活动导致的输液外渗，其次固定板2为亚克力透明材质，四角为圆弧形，避免在使用过程中，

因锐角造成的人员受伤。

[0049] 所述的安全保护装置包括保护罩1，所述的保护罩1整体呈半圆弧形结构。该设计

的效果是：可形成输液固定型安全保护罩1，可抵抗输液时，加盖被褥的重力，预防输液外渗

发生：其次保护罩1整体为亚克力通明材质，有利于护士输液观察。保护罩1形状为半圆弧

形，避免在使用过程中，因锐角造成的人员受伤。单独使用时，将保护罩1放置输液肢体局部

上方，可预防患者加盖被保暖时的重力，保护穿刺部位不被受压，防止发生输液外渗。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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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时，将的第一凸起卡扣22与保护罩1上的第一镂空卡口12相配合，可形成输液固定型安

全保护罩1，对输液肢体、输液管道的加固，适用于在输液过程中易活动的患者，预防输液外

渗和输液针头滑出血管。

[0050] 所述的保护罩1的两侧设置有第一镂空卡口12：所述固定板2的两侧设置有第一凸

起卡扣22：所述的第一凸起卡扣22与保护罩1上的第一镂空卡口12相配合。该设计的效果

是：通过将保护罩1与固定板2之间实现卡扣连接，方便固定：同时方便拆卸。

[0051] 所述的保护罩1的顶部设置有镂空透气窗11：所述的保护罩1整体采用透明材质制

造而成。该设计的效果是：通过镂空透气窗11，为输液安全罩增加透气性，预防输液加盖被

褥后出现的水雾，影响护士观察输液局部情况。

[0052] 所述的固定板2的一端还设置有输液管固定卡扣23。该设计的效果是：可将输液管

道固定，预防输液管道牵拉导致的输液针头滑出血管。

[0053] 所述的输液管固定卡扣23包括卡扣底板231、卡扣环232、卡扣凹槽233以及卡扣凸

起234：所述的卡扣环232一端固定在卡扣底板231上，且卡扣环232的另一端设置卡扣凸起

234：所述的卡扣凹槽233设置卡扣底板231上：所述的卡扣凹槽233与卡扣凸起234相配合。

该设计的效果是：通过卡扣凸起234与卡扣凹槽233的配合，能够打开或者闭合输液管固定

卡扣23，固定牢固且快速，同时能够建立多个卡接点，牢固性好。

[0054] 所述的软枕套3的端面上设置有抓面魔术带31，该抓面魔术带31与固定板2上的魔

术贴相贴合。实现了将软枕套3固定在固定板2上。

[0055] 所述软枕套3的侧面设置有拉链32：所述拉链32的一侧设置有拉链头33。这样通过

拉链32便于打开或者关闭软枕套3：其次，软枕套3可拆卸下来，使用后可分别对软枕套3、软

枕内芯4进行清洁消毒。

[0056] 所述的软枕内芯4呈蜂窝状结构且采用乳胶材质制造而成。该设计的效果是：自然

发泡蜂窝状气孔，有利于散热散潮，不易滋生细菌和霉菌，有较好的弹性，与皮肤贴合度高，

舒适性强，适用于不同幅度的手形。

[0057] 所述的固定带5两侧设置抓面固定部，该抓面固定部与固定板2上的绒面魔术贴21

相贴合。该设计的效果是：在使用状态下，便于将患者所输液的肢体固定在固定板2上，同时

可调节合适的尺寸。

[0058]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手部输液用固定型安全保护装置，便于对患者的输液肢体进行

固定，舒适度好，有效防止输液外渗以及输液针头滑出，对使用后的各个部件都可分别拆

卸，进行清洁、消毒。能够成为一种新型的医疗器械，在临床推广使用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0059]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补充，这些改进和补充

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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