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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颈部中心静脉置管头部体位固定调节

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颈部中心静脉置管

头部体位固定调节装置，它包括底板、调节斜板、

弹力约束带、斜板升降装置与穿刺点定位装置；

本头部体位固定调节装置专用于颈部中心静脉

置管时，固定、调节头部体位；设有的底板便于患

者头部枕垫，铰接在底板上的调节斜板配合弹力

约束带，便于将患者头部偏转相应角度后进行体

位固定；设置于调节斜板上的支撑杆用于将口鼻

部的无菌巾撑起，有利于患者呼吸，有效地提高

了患者的舒适度；设置的穿刺点定位装置通过可

灵活调节位置的激光笔发射的十字线光标定位

穿刺点，便于医护人员进行后续的颈部中心静脉

置管操作，避免了使用棉签按压皮肤及记号笔导

致的患者舒适性差、穿刺点丢失及不能保证无菌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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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颈部中心静脉置管头部体位固定调节装置，其特征在于：它包括底板(1)、调节

斜板(2)、弹力约束带(3)与斜板升降装置(4)；底板(1)为一块平板，在底板(1)正面设有调

节斜板安装座(11)、调节斜板安装轴(12)、升降装置第一安装座(13)、升降装置第一安装轴

(14)、约束带安装槽(15)与约束带安装轴(16)，两个调节斜板安装座(11)分别安装在底板

(1)前后侧中部，调节斜板安装轴(12)固定安装在两个调节斜板安装座(11)之间，升降装置

第一安装座(13)安装在底板(1)左侧，升降装置第一安装轴(14)固定安装在升降装置第一

安装座(13)上，约束带安装槽(15)设于底板(1)右侧后部，约束带安装轴(16)固定安装在约

束带安装槽(15)内；在调节斜板(2)正面设有支撑杆隐藏槽(21)、支撑杆(23)、约束带套圈

(24)，支撑杆(23)一端铰接在支撑杆隐藏槽(21)内一端设有的旋转轴上，支撑杆隐藏槽

(21)设于调节斜板(2)上侧，约束带套圈(24)设于调节斜板(2)后侧，处于支撑杆隐藏槽

(21)下部；在调节斜板(2)背面设有升降装置第二安装座(26)，在升降装置第二安装座(26)

上固定有升降装置第二安装轴(27)，在调节斜板(2)底端设有调节斜板安装通孔(25)；调节

斜板(2)通过调节斜板安装通孔(25)铰接在调节斜板安装轴(12)上；弹力约束带(3)一端固

定连接在约束带安装轴(16)上，另一端可通过约束带套圈(24)可拆卸固定；斜板升降装置

(4)两端分别铰接在升降装置第一安装轴(14)与升降装置第二安装轴(27)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颈部中心静脉置管头部体位固定调节装置，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的支撑杆隐藏槽(21)上设有支撑杆便取槽(22)，支撑杆便取槽(22)为垂直于支撑杆

隐藏槽(21)的延伸槽，支撑杆便取槽(22)设于支撑杆(23)铰接端对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颈部中心静脉置管头部体位固定调节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弹力约束带(3)另一端可拆卸固定在约束带套圈(24)上通过魔术贴实现，弹力约束带

(3)外表面全部设有魔术贴毛面，在弹力约束带(3)外表面的活动端端部设有魔术贴刺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颈部中心静脉置管头部体位固定调节装置，其特征在于：

在底板(1)右侧及调节斜板(2)上表面铺设有一层软布层或海绵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颈部中心静脉置管头部体位固定调节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斜板升降装置(4)为电动推杆或电动液压杆。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颈部中心静脉置管头部体位固定调节装置，其特征在于：

该颈部中心静脉置管头部体位固定调节装置还包括穿刺点定位装置(5)；穿刺点定位装置

(5)包括竖杆(51)、横杆、定位部(55)；竖杆(51)与横杆一端垂直固定连接，定位部(55)安装

在横杆的另一端，且可绕横杆的另一端转动；竖杆(51)底部固定安装在底板(1)前端或后

端，横杆另一端往底板(1)右侧延伸。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颈部中心静脉置管头部体位固定调节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横杆包括第一横杆(52)、第二横杆(53)、第一调节旋钮(54)；第二横杆(53)可在第一横

杆(52)内部缩进伸出，第一调节旋钮(54)安装在第一横杆(52)与第二横杆(53)连接处；在

第二横杆(53)的另一端安装有调节球适配球槽(531)，在定位部(55)上设有调节球(551)，

调节球(551)匹配安装在调节球适配球槽(531)内，调节球(551)可沿调节球适配球槽(531)

转动。

8.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一种颈部中心静脉置管头部体位固定调节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定位部(55)还包括激光笔安装部(552)、第二调节旋钮(553)与激光笔(554)；在激

光笔安装部(552)中部设有激光笔安装通孔(5521)，激光笔(554)安装在激光笔安装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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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1)内，第二调节旋钮(553)固定激光笔(554)在激光笔安装部(552)上的位置；调节球

(551)安装在激光笔安装部(552)的一侧；所述的激光笔(554)可发射出十字线光标。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颈部中心静脉置管头部体位固定调节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竖杆(51)与底板(1)呈一定夹角安装，该夹角角度为30‑90度。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颈部中心静脉置管头部体位固定调节装置，其特征在

于：该角度为45度或6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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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颈部中心静脉置管头部体位固定调节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静脉置管辅助用具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颈部中心静脉置管头

部体位固定调节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中心静脉置管术是监测中心静脉压、建立有效输液给药途径、血液透析的重要方

法。由于保留时间长、操作简便、输液种类广泛、导管弹性好以及能够在短时间内建立安全、

迅速、可靠的血管通路，所以，在临床上胃肠外营养、血液透析滤过、中心静脉压监测、危重

患者抢救等方面被广泛应用，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显示了越来越多的优越性；在中心静

脉置管术穿刺点的选择中，目前临床上最常选用的是颈内静脉，一般在病人的左颈或右颈

处进行；目前，进行中心静脉置管术时，患者一般取去枕平卧位，头偏向一侧30‑45度，使一

侧的颈部完全展开，并要求患者保持这个头部体位，但在消毒、铺无菌巾及置管过程中，往

往由于紧张、害怕等因素，头颈部会不自主的改变位置，可能越偏越厉害，造成患者颈部血

管、肌肉、神经位置变化，造成穿刺困难，降低第一针穿刺成功率，甚至失败，并增加给患者

误伤动脉等并发症；同时在进行中心静脉置管术时，需要在患者的头颈部铺上一块轻薄的

无菌治疗巾只暴露出颈部置管部位，而无菌治疗巾会覆盖到患者的患者的头面部，导致患

者呼吸不畅，增加患者紧张情绪，也容易导致穿刺失败。

[0003] 随着超声技术的推广，在置管前医生会使用超声机查看颈内静脉和颈动脉位置，

可以准确的调整患者头颈部偏斜的角度，并找到适合穿刺的穿刺点，这时，患者头颈部偏斜

的角度对于不能熟练掌握超声实时引导穿刺的医生来说就十分的重要；患者头颈部偏斜的

角度的改变，会降低第一针穿刺成功率，如术中再行超声确认位置，在使用探头时会不可避

免的增加感染风险，另外，术前在超声引导下调整并固定患者头颈部偏斜的角度并选择好

最佳穿刺点后，由于超声需要使用耦合剂，医生只能在选定的穿刺点采用棉签按压皮肤留

下压痕作为标记，待擦干耦合剂后再用记号笔在棉签按压皮肤留下压痕处再次进行标记，

但在消毒过程中这些标记很容易就被抹去，从而失去最佳穿刺点，如术中再行超声确认穿

刺点位置，在使用探头时同样会不可避免的增加感染风险；采用棉签按压皮肤留下压痕的

方法对于患者来说也会产生痛感。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解决上述提到的问题，提供一种既能在超声引导下固定患者

头颈部偏斜的角度并标记好最佳穿刺点位置，又能将患者面部无菌巾撑起，利于患者呼吸

的颈部中心静脉置管头部体位固定调节装置。

[0005] 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实现其发明目的：一种颈部中心静脉置管头部体位

固定调节装置，它包括底板、调节斜板、弹力约束带与斜板升降装置；底板为一块平板，在底

板正面设有调节斜板安装座、调节斜板安装轴、升降装置第一安装座、升降装置第一安装

轴、约束带安装槽与约束带安装轴，两个调节斜板安装座分别安装在底板前后侧中部，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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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板安装轴固定安装在两个调节斜板安装座之间，升降装置第一安装座安装在底板左侧，

升降装置第一安装轴固定安装在升降装置第一安装座上，约束带安装槽设于底板右侧后

部，约束带安装轴固定安装在约束带安装槽内；在调节斜板正面设有支撑杆隐藏槽、支撑

杆、约束带套圈，支撑杆一端铰接在支撑杆隐藏槽内一端设有的旋转轴上，支撑杆隐藏槽设

于调节斜板上侧，约束带套圈设于调节斜板后侧，处于支撑杆隐藏槽下部；在调节斜板背面

设有升降装置第二安装座，在升降装置第二安装座上固定有升降装置第二安装轴，在调节

斜板底端设有调节斜板安装通孔；调节斜板通过调节斜板安装通孔铰接在调节斜板安装轴

上；弹力约束带一端固定连接在约束带安装轴上，另一端可通过约束带套圈可拆卸固定；斜

板升降装置两端分别铰接在升降装置第一安装轴与升降装置第二安装轴上。

[0006] 优选的，在所述的支撑杆隐藏槽上设有支撑杆便取槽，支撑杆便取槽为垂直于支

撑杆隐藏槽的延伸槽，支撑杆便取槽设于支撑杆铰接端对侧。

[0007] 优选的，所述弹力约束带另一端可拆卸固定在约束带套圈上通过魔术贴实现，弹

力约束带外表面全部设有魔术贴毛面，在弹力约束带外表面的活动端端部设有魔术贴刺

面。

[0008] 优选的，在底板右侧及调节斜板上表面铺设有一层软布层或海绵层。

[0009] 优选的，所述的斜板升降装置为电动推杆或电动液压杆。

[0010] 进一步的，该颈部中心静脉置管头部体位固定调节装置还包括穿刺点定位装置；

穿刺点定位装置包括竖杆、横杆、定位部；竖杆与横杆一端垂直固定连接，定位部安装在横

杆的另一端，且可绕横杆的另一端转动；竖杆底部固定安装在底板前端或后端，横杆另一端

往底板右侧延伸。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横杆包括第一横杆、第二横杆、第一调节旋钮；第二横杆可在第一

横杆内部缩进伸出，第一调节旋钮安装在第一横杆与第二横杆连接处；在第二横杆的另一

端安装有调节球适配球槽，在定位部上设有调节球，调节球匹配安装在调节球适配球槽内，

调节球可沿调节球适配球槽转动。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定位部还包括激光笔安装部、第二调节旋钮与激光笔；在激光笔安

装部中部设有激光笔安装通孔，激光笔安装在激光笔安装通孔内，第二调节旋钮固定激光

笔在激光笔安装部上的位置；调节球安装在激光笔安装部的一侧；所述的激光笔可发射出

十字线光标。

[0013] 优选的，所述竖杆与底板呈一定夹角安装，该夹角角度为30‑90度。

[0014] 优选的，该角度为45度或60度。

[0015] 由于采用了以上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较好的实现了其发明目的，本颈部中心静

脉置管头部体位固定调节装置专用于颈部中心静脉置管时，固定、调节头部体位；设有的底

板便于患者头部枕垫，铰接在底板上的调节斜板配合弹力约束带，便于将患者头部偏转相

应角度后进行体位固定；设置于调节斜板上的支撑杆用于将口鼻部的无菌巾撑起，有利于

患者呼吸，有效地提高了患者的舒适度；设置的穿刺点定位装置通过可灵活调节位置的激

光笔发射的十字线光标定位穿刺点，便于医护人员进行后续的颈部中心静脉置管操作，避

免了使用棉签按压皮肤及记号笔导致的患者舒适性差、穿刺点丢失及不能保证无菌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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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6] 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7] 附图2是本实用新型中穿刺点定位装置5的安装位置示意图。

[0018] 附图3是本实用新型中底板1的结构示意图。

[0019] 附图4是本实用新型中调节斜板2的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5是本实用新型中穿刺点定位装置5的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6是本实用新型中调节球适配球槽531的安装位置及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7是本实用新型中定位部55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8是本实用新型中激光笔安装通孔5521的安装位置示意图。

[0024] 附图标记说明见如下表格。

[0025] 标记数字 标记名称 标记数字 标记名称

1 底板1 3 弹力约束带3

11 调节斜板安装座11 4 斜板升降装置4

12 调节斜板安装轴12 5 穿刺点定位装置5

13 升降装置第一安装座13 51 竖杆51

14 升降装置第一安装轴14 52 第一横杆52

15 约束带安装槽15 53 第二横杆53

16 约束带安装轴16 531 调节球适配球槽531

2 调节斜板2 54 第一调节旋钮54

21 支撑杆隐藏槽21 55 定位部55

22 支撑杆便取槽22 551 调节球551

23 支撑杆23 552 激光笔安装部552

24 约束带套圈24 5521 激光笔安装通孔5521

25 调节斜板安装通孔25 553 第二调节旋钮553

26 升降装置第二安装座26 554 激光笔554

27 升降装置第二安装轴27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

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下面结合附图对发明内容作进一步说明：

[0027] 实施例1：

[0028] 参照附图1、2、3、4，一种颈部中心静脉置管头部体位固定调节装置，它包括底板1、

调节斜板2、弹力约束带3与斜板升降装置4；底板1为一块平板，在底板1正面设有调节斜板

安装座11、调节斜板安装轴12、升降装置第一安装座13、升降装置第一安装轴14、约束带安

装槽15与约束带安装轴16，两个调节斜板安装座11分别安装在底板1前后侧中部，调节斜板

安装轴12固定安装在两个调节斜板安装座11之间，升降装置第一安装座13安装在底板1左

侧，升降装置第一安装轴14固定安装在升降装置第一安装座13上，约束带安装槽15设于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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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1右侧后部，约束带安装轴16固定安装在约束带安装槽15内，约束带安装轴16隐藏式设计

避免了患者头部置于底板1上时，约束带安装轴16对头部的挤压；在调节斜板2正面设有支

撑杆隐藏槽21、支撑杆便取槽22、支撑杆23、约束带套圈24，支撑杆23一端铰接在支撑杆隐

藏槽21内一端设有的旋转轴上，支撑杆隐藏槽21设于调节斜板2上侧，约束带套圈24设于调

节斜板2后侧，处于支撑杆隐藏槽21下部，所述的支撑杆隐藏槽21一个或两个均可，当为一

个时，支撑杆隐藏槽21设于调节斜板2上侧前部(患者口鼻部)，当为一个时，支撑杆隐藏槽

21对称设于调节斜板2上侧前、后部(患者额头部及口鼻部)；支撑杆便取槽22为垂直于支撑

杆隐藏槽21的延伸槽，支撑杆便取槽22设于支撑杆23铰接端对侧，在调节斜板2背面设有升

降装置第二安装座26，在升降装置第二安装座26上固定有升降装置第二安装轴27，在调节

斜板2底端设有调节斜板安装通孔25；调节斜板2通过调节斜板安装通孔25铰接在调节斜板

安装轴12上；弹力约束带3一端固定连接在约束带安装轴16上，另一端可通过约束带套圈24

可拆卸固定；斜板升降装置4两端分别铰接在升降装置第一安装轴14与升降装置第二安装

轴27上，所述的斜板升降装置4一个或两个均可，当为一个时，斜板升降装置4安装在升降装

置第一安装轴14与升降装置第二安装轴27前后位置的中部；当为两个时，斜板升降装置4对

称安装在升降装置第一安装轴14与升降装置第二安装轴27前后侧，且在进行升降时同步进

行。

[0029]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弹力约束带3另一端可拆卸固定在约束带套圈24上通过

魔术贴实现，弹力约束带3外表面全部设有魔术贴毛面，在弹力约束带3外表面的活动端端

部设有魔术贴刺面；安装约束带时，将弹力约束带3活动端穿过约束带套圈24后翻折弹力约

束带3，将弹力约束带3外表面的活动端端部的魔术贴刺面粘贴在弹力约束带3外表面设有

的魔术贴毛面上实现弹力约束带3活动端的可拆卸固定。

[0030]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在底板1右侧及调节斜板2上表面铺设有一层软布层或海绵

层；保证在约束患者头颈部时，使患者头颈部与底板1、调节斜板2软性接触，提高舒适性，同

时在软布层或海绵层相应的位置开设有便于弹力约束带3、支撑杆隐藏槽21、支撑杆23、约

束带套圈24暴露出来的开槽。

[0031]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的斜板升降装置4为电动推杆或电动液压杆；电动推杆或

电动液压杆均可采用电力驱动，当有多个时，其升降同步。

[0032] 参照附图1、2、5、6、7、8，该颈部中心静脉置管头部体位固定调节装置还包括穿刺

点定位装置5；穿刺点定位装置5包括竖杆51、横杆、定位部55；竖杆51与横杆一端垂直固定

连接，定位部55安装在横杆的另一端，且可绕横杆的另一端转动；竖杆51底部固定安装在底

板1前端或后端，横杆另一端往底板1右侧延伸，所述横杆包括第一横杆52、第二横杆53、第

一调节旋钮54；第二横杆53可在第一横杆52内部缩进伸出，第一调节旋钮54安装在第一横

杆52与第二横杆53连接处；在第二横杆53的另一端安装有调节球适配球槽531，所述定位部

55包括调节球551、激光笔安装部552、第二调节旋钮553与激光笔554；调节球551匹配安装

在调节球适配球槽531内，调节球551可沿调节球适配球槽531任意角度转动；在激光笔安装

部552中部设有激光笔安装通孔5521，激光笔554安装在激光笔安装通孔5521内，第二调节

旋钮553固定激光笔554在激光笔安装部552上的位置(第二调节旋钮553上的调节轴一端贯

穿激光笔安装部552的一侧边进入激光笔安装通孔5521，调节旋钮安装在调节轴的另一端，

调节轴可在调节旋钮的作用下旋进旋出激光笔安装通孔5521)；调节球551安装在激光笔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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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部552的一侧；所述的激光笔554可发射出十字线光标。

[0033] 具体的，所述的激光笔554选用初起点品牌的850货号二级以下(0.4至1毫瓦)的家

用激光笔，对人体的眼睛和皮肤不会造成伤害；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十字线光标的中心点对

应相应的穿刺点，而十字线光标的十字线中的一根可以指引出颈静脉的走向，便于医护人

员进行穿刺及后续的导管置入。

[0034] 参照附图2，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竖杆51与底板1呈一定夹角安装，该夹角角度

为30‑90度；目的在于将整个穿刺点定位装置5朝底板1外侧偏转，在保证穿刺点定位装置5

正常定位穿刺点的情况下，避免穿刺点定位装置5对颈部中心静脉置管操作过程的铺无菌

巾、导管置入等具体操作中造成的医护人员视线阻碍或妨碍医护人员站位。

[0035] 具体的，该角度为45度或60度。

[0036] 该颈部中心静脉置管头部体位固定调节装置的使用方法为：将底板1平置于颈部

中心静脉置管操作平台或病床上，将调节斜板2调到最低、穿刺点定位装置5上的横杆调到

最短，后协助患者的头部置放于底板1的右侧，告知患者头颈部放松，不要用力，医生轻推患

者头部使一侧的颈部完全展开，将穿刺点定位装置5上的横杆调整到合适长度位置，并调节

调节球551在调节球适配球槽531内的位置，使激光笔554发射出的十字线光标落在患者右

侧颈部穿刺位置；再使用超声机查看颈内静脉和颈动脉位置后准确的轻推患者头部调整患

者头颈部偏斜的角度，并找到适合穿刺的穿刺点，当医生找到患者头颈部偏斜的较好角度

时，一边的助手操控斜板升降装置4上升，使调节斜板2的上表面与患者的左侧脸贴合，然后

将弹力约束带3活动端绕过约束带套圈24约束在患者的额头部将患者头部固定在调节斜板

2上，并继续调节调节球551在调节球适配球槽531内的位置将激光笔554发射出的十字线光

标中心点对应在找到的穿刺点位置，并将十字线光标的十字线中的一根指引出颈静脉的走

向；最后将支撑杆23直立使其与调节斜板2垂直，对穿刺部位皮肤消毒后将整个颈部中心静

脉置管头部体位固定调节装置的区域铺上无菌巾，穿刺点定位装置5露出，相应无菌巾上的

操作孔对应穿刺部位；就可以进行后续的穿刺、导管置入等操作。

[0037] 具体的，后续的穿刺、导管置入等操作包括：戴无菌手套；0.5％～1％利多卡因局

部浸润麻醉；采用穿刺针或套管针静脉穿刺，穿入静脉后有静脉血液抽出；固定穿刺针并插

入导引钢丝；如用套管针者，先将套管针拔出，将套管留置在中心静脉内，沿套管插入导引

钢丝，并拔出套管针，注意插入引导钢丝困难时，不可强行插入；应用扩张器沿导引钢丝扩

张组织，包括皮肤、皮下组织及中心静脉；插入导管：取相应的导管，导管各腔内充满肝素生

理盐水，沿导引钢丝插入中心静脉；抽出导引钢丝；分别检查导管各腔血流是否通畅；用0.2

～0.4mg/mL肝素生理盐水充满导管各腔，并盖好肝素帽；将导管缝合固定到皮肤上；局部行

无菌包扎。

[0038] 需要说明的是：医生在进行穿刺、导管置入等操作时是站立在患者头部左右侧中

的一侧，在该专利中，医生是处在底板1的右侧(患者头部的右侧)，而激光笔554是处在底板

1的前侧或后侧，因此激光笔554发射出的十字线光标并不会被医生遮挡。

[0039] 很显然，能够对上述的颈部中心静脉置管头部体位固定调节装置以及相应的方法

进行部件的修改和/或增加，而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领域和范围。

[0040] 同样清楚的是，虽然本实用新型已对该颈部中心静脉置管头部体位固定调节装置

进行详细描述，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必定能够获得许多颈部中心静脉置管头部体位固定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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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的其它等效形式的颈部中心静脉置管头部体位固定调节装置和相应的方法，该颈部中

心静脉置管头部体位固定调节装置和相应的方法具有如权利要求所述的特征，因此都位于

由此限定的保护领域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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