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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带腿部固定的髂骨充气压

力止血带，属于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它包括腰部

固定带、腿部固定带和加压气囊，腰部固定带和

腿部固定带均与加压气囊连接，加压气囊的皮肤

侧具有与髂骨上棘适配的解剖型凹槽，加压气囊

有注气口；解剖型凹槽的槽壁上设有用于放置冰

敷袋的袋体或设有全覆盖夹层，夹层有用于注入

冰敷凝胶的注液口。本发明具有与髂骨上棘适配

的解剖型凹槽，更加贴合髂前上棘解剖特点，利

于准确定位止血部位；解剖型凹槽充分贴附包裹

在髂前上棘处，形成包裹支撑，一定程度上可缓

解疼痛，提高舒适度；腰部固定带和腿部固定带

对加压气囊进行多方向拉力固定，使其受力更均

衡，固定更牢固，可有效防止加压气囊的移位，利

于保证止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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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腿部固定的髂骨充气压力止血带，其特征在于：包括腰部固定带、腿部固定带

和加压气囊，所述腰部固定带和腿部固定带均与加压气囊连接，所述加压气囊的皮肤侧具

有与髂骨上棘适配的解剖型凹槽，加压气囊有注气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髂骨充气压力止血带，其特征在于：所述解剖型凹槽的槽壁上

设有用于放置冰敷袋的袋体。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髂骨充气压力止血带，其特征在于：所述袋体中放置有冰敷

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髂骨充气压力止血带，其特征在于：所述解剖型凹槽的槽壁设

有全覆盖夹层，夹层有用于注入冰敷凝胶的注液口。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髂骨充气压力止血带，其特征在于：夹层中装有冰敷凝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髂骨充气压力止血带，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压气囊与腰部固定

带的皮肤侧连接，腰部固定带的两端可拆卸连接；所述腿部固定带包括两条斜带，斜带的上

端与加压气囊连接，两条斜带的下端可拆卸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髂骨充气压力止血带，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压气囊与腰部固定

带的皮肤侧连接，腰部固定带的两端可拆卸连接；所述腿部固定带包括竖直带和用于环形

绑在腿部的横带，直带上端与加压气囊连接，直带下端与横带连接，横带的两端可拆卸连

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髂骨充气压力止血带，其特征在于：它还包括竖直带，所述腿

部固定带包括用于环形绑在腿部的横带，竖直带的上端与腰部固定带连接，腰部固定带的

两端可拆卸连接；竖直带的下端与与横带连接，横带的两端可拆卸连接，所述加压气囊与竖

直带的皮肤侧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7或8所述的髂骨充气压力止血带，其特征在于：所述竖直带长度可调

节。

10.根据权利要求1、6、7或8所述的髂骨充气压力止血带，其特征在于：腰部固定带和腿

部固定带均为弹力绷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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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腿部固定的髂骨充气压力止血带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带腿部固定的髂骨充气压力止血

带。

背景技术

[0002] 应用游离髂骨移植修复下颌骨缺损是口腔颌面外科临床中常用的方法之一。由于

髂骨具有较丰富的松质骨，供骨量大，易于切取，成活率高及与下颌骨相似的弯曲度等优

点，对于恢复下颌骨的外形及功能均能达到较理想的修复效果。

[0003] 术中取髂骨处由于截骨创面为骨组织，无法进行传统“缝扎，夹闭”等方式进行止

血，依靠电凝刀电凝止血，局部涂抹止血剂等方式，术后通常配合2kg重的沙袋或盐袋压迫

取骨处止血。

[0004] 目前使用盐袋或沙袋进行髂骨压迫止血具有以下缺点：

1，由于髂前上棘处为弧形且坚硬外凸，导致盐袋或沙袋与创口贴合不佳，继而压迫止

血效果不佳；

2，盐袋或沙袋未能有效固定，随患者翻身、身体拖动往往会导致盐袋移位，导致无法有

效止血；

3，盐袋或沙袋的放置位置直接影响止血效果，由于髂骨位置特殊，经验不足的医务人

员或者患者家属无法准确放置盐袋或沙袋；

4，盐袋压迫的患者在截骨伤口未愈合前需长期卧床，受压部位皮肤易出现压疮；而且，

目前使用盐袋或沙袋无法有效支撑包扎截骨处伤口，术后患者随翻身等活动会导致局部疼

痛增加，舒适度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带腿部固定的髂骨充气压力止血带，利于准确定位止血部

位，可避免加压施力部移位，止血效果好。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带腿部固定的髂骨充气压力止血带，包括腰部固定带、腿部固定带和加压气囊，所

述腰部固定带和腿部固定带均与加压气囊连接，所述加压气囊的皮肤侧具有与髂骨上棘适

配的解剖型凹槽，加压气囊有注气口。

[0007] 进一步的，所述解剖型凹槽的槽壁上设有用于放置冰敷袋的袋体。

[0008] 进一步的，所述袋体中放置有冰敷袋。

[0009] 或者，所述解剖型凹槽的槽壁设有全覆盖夹层，夹层有用于注入冰敷凝胶的注液

口。

[0010] 进一步的，夹层中装有冰敷凝胶。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加压气囊与腰部固定带的皮肤侧连接，腰部固定带的两端可拆卸

连接；所述腿部固定带包括两条斜带，斜带的上端与加压气囊连接，两条斜带的下端可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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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0012] 或者，所述加压气囊与腰部固定带的皮肤侧连接，腰部固定带的两端可拆卸连接；

所述腿部固定带包括竖直带和用于环形绑在腿部的横带，直带上端与加压气囊连接，直带

下端与横带连接，横带的两端可拆卸连接。

[0013] 或者，带腿部固定的髂骨充气压力止血带还包括竖直带，所述腿部固定带包括用

于环形绑在腿部的横带，竖直带的上端与腰部固定带连接，腰部固定带的两端可拆卸连接；

竖直带的下端与与横带连接，横带的两端可拆卸连接，所述加压气囊与竖直带的皮肤侧连

接。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竖直带长度可调节。

[0015] 优选地，腰部固定带和腿部固定带均为弹力绷带。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本发明具有与髂骨上棘适配的解剖型凹槽，更加贴合髂前上棘解剖特点，利于准确

定位止血部位；

2，止血带压迫髂骨处设充加压气囊，加压气囊的解剖型凹槽充分贴附包裹在髂前上棘

处，利于充分贴合、压迫取骨处伤口，压迫面积大，止血效果好；

3，加压气囊压迫伤口局部，对取骨处在髂前上棘的伤口形成一定包裹、支撑，一定程度

上可缓解疼痛，提高舒适度；

4，腰部固定带和腿部固定带对加压气囊进行多方向拉力固定，使其受力更均衡，固定

更牢固，可有效防止翻身等卧床运动中加压气囊的移位，利于保证止血效果；

5，止血带上的加压气囊只压迫伤口局部，有效减小压迫面积，增加患者的舒适度，降低

压疮风险；

6，解剖型凹槽处设有冰敷装置，可使冰敷介质与取骨处伤口贴合，冰敷面积大，可进一

步增强止血效果。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采用第一种加压气囊时图1中A处的剖面图；

图3是采用第一种加压气囊时图1中A处的剖面图；

图4是实施例一固定在人体上时的示意图；

图5是实施例二的结构示意图；

图6是实施例二固定在人体上时的示意图；

图7是实施例三的结构示意图；

图8是实施例三固定在人体上时的示意图；

图中：1-腰部固定带、2-加压气囊、3-斜带、4-竖直带、5-横带、6-充气装置、7-气囊测压

表、21-解剖型凹槽、22-夹层、23-袋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

行进一步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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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实施例一

如图1、2、3所示，本实施例公开的带腿部固定的髂骨充气压力止血带，包括腰部固定带

1、腿部固定带和加压气囊2，腰部固定带1和腿部固定带均与加压气囊2连接，加压气囊2的

皮肤侧具有与髂骨上棘适配的解剖型凹槽21，加压气囊2有注气口。

[0020] 为了增强止血效果，如图2所示，在解剖型凹槽21的槽壁上设有用于放置冰敷袋的

袋体23。或者，如图3所示，解剖型凹槽21的槽壁设有全覆盖夹层22，夹层22有用于注入冰敷

凝胶的注液口。需要进行冰敷止血时，在袋体23中放置冰敷袋；或者通过注液口向夹层22中

注入冰敷凝胶即可。在施加压力的同时增加了冰敷功能，可增强止血效果。加压气囊2的压

迫面的面积根据需要设置。当取骨伤口在髂前上棘时，加压气囊2包裹住髂前上棘即可满足

需要；而当取骨伤口在髂骨其他部位时，加压气囊2的压迫面从解剖型凹槽21延伸至少延伸

到取骨部位。针对临床中的常见取骨部位，可制作成不同型号的。

[0021] 本实施例中加压气囊2与腰部固定带1的皮肤侧连接，腰部固定带1的两端通过带

扣或粘扣连接方式实现可拆卸连接，方便固定，也能适用于不同腹围的患者。腿部固定带包

括两条斜带3，斜带3的上端与加压气囊2连接，两条斜带3的下端通过带扣或粘扣连接方式

实现可拆卸连接。方便固定，也能适用于不同腿围、不同身高的患者，提高其通用性。

[0022] 优选地，腰部固定带1和腿部固定带均为弹力绷带。加压气囊2材质可选择与血压

袖带相同的材质，如软织布或乙烯基。

[0023] 以下结合附图图1-4介绍本实施例的使用方法：

使用时，将加压气囊2的解剖型凹槽21对准髂骨上棘，使髂骨上棘陷入解剖型凹槽21

中，使加压气囊2包裹覆盖住髂骨上棘，然后将腰部固定带1环形固定在腰腹部，两条斜带3

则分别绕过大腿根部内外侧后固定；调节腰部固定带1与皮肤的间隙，以能伸进一根手指的

距离为宜。

[0024] 随后利用充气装置6对加压气囊2进行充气，充气装置6的注气管与加压气囊2的注

气口连接，且注气管连接有气囊测压表7，通过充气装置6向加压气囊2内充气，加压气囊2对

髂骨形成压迫力，从而实现压迫止血。在注气过程中通过气囊测压表7可以实时观察充气压

力，到合适压力式停止充气即可，避免压力过小而影响止血效果，压力过大而造成局部缺

血、坏死。

[0025] 本发明具有与髂骨上棘适配的解剖型凹槽21，更加贴合髂前上棘解剖特点，利于

准确定位止血部位；止血带压迫髂前上棘处设充加压气囊2，加压气囊2的解剖型凹槽21充

分贴附包裹在髂前上棘处，充分贴合压迫取骨处伤口，压迫面积大，止血效果好；而且加压

气囊2压迫伤口局部形成一定包裹、支撑，一定程度上可缓解疼痛  ，提高舒适度。

[0026] 腰部固定带1和腿部固定带对加压气囊2进行多方向拉力固定，使受力更均衡，固

定更牢固，可有效防止翻身等卧床运动中加压气囊2的移位，利于保证止血效果；止血带上

的加压气囊2只压迫伤口局部，有效减小压迫面积，增加患者的舒适度，降低压疮风险。

[0027] 实施例二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一的区别在于：如图5所示，本实施例中加压气囊2依然与腰部固定

带1的皮肤侧连接，腿部固定带包括竖直带4和用于环形绑在腿部的横带5，直带4上端与加

压气囊2连接，直带4下端与横带5连接，横带5的两端可拆卸连接。

[0028] 为适应不同身高的患者，竖直带4长度可调节。竖直带4的长度调节方式与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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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体长度调节方式相同，例如通过粘扣、日字扣等方式来调节，此处不再赘述。

[0029] 佩戴时，如图6所示，将加压气囊2的解剖型凹槽21对准髂骨上棘，使髂骨上棘陷入

解剖型凹槽21中，使加压气囊2包裹覆盖住髂骨上棘，然后将腰部固定带1环形固定在腰腹

部，横带5环形固定在大腿根部，使竖直带4为绷直状态，调节腰部固定带1与皮肤的间隙，以

能伸进一根手指的距离为宜。本实施例只是介绍了单侧取骨的情况，对于双侧取骨的情况，

加压气囊和腿部固定带均左右对称设置两个即可。

[0030] 实施例三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一的区别在于：如图7所示，带腿部固定的髂骨充气压力止血带还包

括竖直带4，竖直带4长度可调节。腿部固定带包括用于环形绑在腿部的横带5，竖直带4的上

端与腰部固定带1连接，腰部固定带1的两端可拆卸连接；竖直带4的下端与与横带5连接，横

带5的两端可拆卸连接，加压气囊2与竖直带4的皮肤侧连接。

[0031] 佩戴时，如图8所示，将加压气囊2的解剖型凹槽21对准髂骨上棘，使髂骨上棘陷入

解剖型凹槽21中，使加压气囊2包裹覆盖住髂骨上棘，将腰部固定带1环形固定在腰部，横带

5环形固定在大腿根部，使竖直带4为绷直状态，竖直带4与皮肤的间隙以能伸进一根手指的

距离为宜。

[0032] 当然，本发明还可有其它多种实施方式，在不背离本发明精神及其实质的情况下，

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根据本发明作出各种相应的改变和变形，但这些相应的改变和变

形都应属于本发明所附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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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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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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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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