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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

护治疗车，属于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包括：支架，

一端设置有底座，另一端设置有用以放置医疗物

品的操作台板，其中，在操作台板与底座之间设

置有一根立柱；辅助结构，位于操作台板的下方，

并连接于支架上，其中，辅助结构包括一块辅助

台板；收纳结构，位于辅助结构的下方，并连接于

立柱上，其中，收纳结构包括一个垃圾收纳罐。本

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

车，通过设置辅助结构与收纳结构，一方面扩大

了医疗器具的摆放空间，另一方面实现医疗垃圾

的收纳，避免了医疗垃圾与操作台板、其他物品

相接触的概率，降低了相互之间的交叉污染，并

且提高医护人员操作时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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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架，一端设置有底座，另一端

设置有用以放置医疗物品的操作台板，其中，在操作台板与底座之间设置有一根立柱；辅助

结构，位于操作台板的下方，并连接于支架上，其中，辅助结构包括一块辅助台板；收纳结

构，位于辅助结构的下方，并连接于立柱上，其中，收纳结构包括一个垃圾收纳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其特征在于，辅助结构安装

于支架的操作台板上，或者安装于支架的立柱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其特征在于，当辅助结构安

装于立柱上时，辅助结构包括一个滑移结构，其中，滑移结构的一端与立柱相连，滑移结构

的另一端与辅助台板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其特征在于，辅助结构还包

括一个第一升降结构，其中，第一升降结构的一端与滑移结构相连，第一升降结构的另一端

与辅助台板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其特征在于，在支架上还安

装有一个无菌箱，其中，该无菌箱安装于操作台板的背面，或者安装于立柱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其特征在于，收纳结构包括

安装于立柱上的支撑环，其中，上述所述的垃圾收纳罐嵌装于支撑环内。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其特征在于，在立柱内部设

置有第二升降结构，其中，第二升降结构的一端与底座相连，第二升降结构的另一端与操作

台板相连。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其特征在于，在底座上设置

有一个踩踏结构，且该踩踏结构与第二升降结构电连接，其中，在踩踏结构上设置有两个按

钮。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其特征在于，在操作台板上

设置一个悬挂结构，其中，该悬挂结构包括安装于操作台板上的支撑杆，且支撑杆上设置有

若干个挂钩；手腕环带，通过拉绳与挂钩相连。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其特征在于，沿操作台板

的宽度方向设置一条条形凹槽，并在条形凹槽的槽底设置有若干个连接孔，其中，支撑杆与

连接孔之间通过紧固件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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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械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治疗车，特别是一种用以PICC使用

的维护治疗车。

背景技术

[0002] 经外周置入的中心静脉导管(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s ,

PICC)以其创伤小、留置时间长、并发症少等诸多优势，已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应用。为保持

PICC的通畅，降低其并发症的发生，在留置期间，PICC导管置入患者至少每周来PICC专科护

理门诊对置管处进行标准化维护。目前使用的PICC护理治疗车都是普通的治疗车，存在如

下问题：

[0003] 治疗台面面积大多较小：医护人员在进行PICC操作时，必须借助诊室桌面、维护椅

台面等其他搁置面，不仅容易跨越无菌区的范围，也影响整个诊室的整洁美观度；另外，医

疗垃圾(针头、锐器盒及垃圾袋等)在治疗车上无固定的存放位置，大都是直接摆放在台面

上，操作人员在维护或移动各种材料物品时存在被针刺伤的风险，不利于物品规范放置、无

菌操作要求及操作者的职业防护。

[0004] 综上所述，为解决现有治疗车结构上的不足，需要设计一种能够有效扩充治疗台

面面积，并且能够回收收纳医疗垃圾的治疗车。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现有的技术存在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能够有效扩充治

疗台面面积，并且能够回收收纳医疗垃圾的治疗车。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

车，包括：支架，一端设置有底座，另一端设置有用以放置医疗物品的操作台板，其中，在操

作台板与底座之间设置有一根立柱；辅助结构，位于操作台板的下方，并连接于支架上，其

中，辅助结构包括一块辅助台板；收纳结构，位于辅助结构的下方，并连接于立柱上，其中，

收纳结构包括一个垃圾收纳罐。

[0007] 在上述的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中，辅助结构安装于支架的操作台板

上，或者安装于支架的立柱上。

[0008] 在上述的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中，当辅助结构安装于操作台板上时，

辅助结构中的辅助台板通过合页连接于操作台板的一侧端部。

[0009] 在上述的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中，当辅助结构安装于立柱上时，辅助

结构包括一个滑移结构，其中，滑移结构的一端与立柱相连，滑移结构的另一端与辅助台板

相连。

[0010] 在上述的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中，辅助结构还包括一个第一升降结

构，其中，第一升降结构的一端与滑移结构相连，第一升降结构的另一端与辅助台板相连。

[0011] 在上述的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中，在支架上还安装有一个无菌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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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该无菌箱安装于操作台板的背面，或者安装于立柱上。

[0012] 在上述的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中，收纳结构包括安装于立柱上的支撑

环，其中，上述所述的垃圾收纳罐嵌装于支撑环内。

[0013] 在上述的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中，在立柱内部设置有第二升降结构，

其中，第二升降结构的一端与底座相连，第二升降结构的另一端与操作台板相连。

[0014] 在上述的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中，在底座上设置有一个踩踏结构，且

该踩踏结构与第二升降结构电连接，其中，在踩踏结构上设置有两个按钮。

[0015] 在上述的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中，在操作台板上设置一个悬挂结构，

其中，该悬挂结构包括安装于操作台板上的支撑杆，且支撑杆上设置有若干个挂钩；手腕环

带，通过拉绳与挂钩相连。

[0016] 在上述的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中，支撑杆设置成二段式结构，其中，支

撑杆包括上支撑杆和下支撑杆，且上支撑杆与下支撑杆之间嵌套连接，并在上支撑杆与下

支撑杆的连接处嵌套一个衬套。

[0017] 在上述的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中，沿操作台板的宽度方向设置一条条

形凹槽，并在条形凹槽内设置有一个滑块，其中，支撑杆连接于滑块上。

[0018] 在上述的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中，沿操作台板的宽度方向设置一条条

形凹槽，并在条形凹槽的槽底设置有若干个连接孔，其中，支撑杆与连接孔之间通过紧固件

锁定。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通过设置

辅助结构与收纳结构，一方面扩大了医疗器具的摆放空间，降低了对额外诊室桌面、维护椅

台面的需求，使得整个护理诊室更加的整齐、美观，另一方面实现医疗垃圾的收纳，避免了

医疗垃圾与操作台板、其他物品相接触的概率，降低了相互之间的交叉污染，并且提高医护

人员操作时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100、支架；110、底座；111、万向轮；120、操作台板；121、条形凹槽；122、连接

孔；130、立柱；200、辅助结构；210、辅助台板；220、第一升降结构；230、滑杆；240、滑块；300、

收纳结构；310、垃圾收纳罐；320、支撑环；400、无菌箱；500、第二升降结构；510、升降杆；

600、踩踏结构；610、按钮；700、悬挂结构；710、支撑杆；711、上支撑杆；712、下支撑杆；713、

衬套；720、挂钩；730、手腕环带；740、拉绳。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是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

的描述，但本实用新型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24]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包括：支架

100，一端设置有底座110，另一端设置有用以放置医疗物品的操作台板120，其中，在操作台

板120与底座110之间设置有一根立柱130；辅助结构200，位于操作台板120的下方，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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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支架100上，其中，辅助结构200包括一块辅助台板210；收纳结构300，位于辅助结构200的

下方，并连接于立柱130上，其中，收纳结构300包括一个垃圾收纳罐310。

[0025] 在本实施例中，辅助结构200可以安装于支架100的操作台板120上，或者安装于支

架100的立柱130上，当辅助结构200安装于操作台板120上时，辅助结构200中的辅助台板

210通过合页连接于操作台板120的任意一侧端部，使用时，通过合页翻转辅助台板210，使

得辅助台板210与操作台板120处于同一水平面上，从而扩大医疗器具(如维护包、注射器、

输液接头、导管等维护、置管时的用物)的“摆放空间”，降低了对额外诊室桌面，医护椅台面

的需求，使得整个护理诊室更加的整齐、美观，不使用时，再次通过合页翻转辅助台板210，

使得辅助台板210与操作台板120相互叠加，其中，辅助台板210位于操作台板120的上面，不

占用多余的收纳空间。当辅助结构200安装于立柱130上时，辅助结构200包括一个滑移结

构，其中，滑移结构的一端与立柱130相连，滑移结构的另一端与辅助台板210相连，使用时，

通过滑移结构，使得辅助台板210水平伸出，此时，辅助台板210与操作台板120虽然不在同

一水平面上，但仍然扩大了医疗器具的“摆放空间”，不使用时，再次通过滑移结构，使得辅

助台板210回缩，隐藏于操作台板120的下方，不占用多余的收纳空间。

[0026] 另外，在临床实践中，垃圾收纳罐310可以收纳医疗垃圾(如针头、锐器盒及垃圾袋

等)，避免医护人员在维护或者移动各种材料物品时存在被针刺伤的危险，而发生交互感

染，提高医护人员工作的安全性，而且，垃圾收纳罐310为可拆卸结构，能够实现医疗垃圾的

倾倒，保证垃圾收纳罐310始终具有可靠的收纳空间。

[0027]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用以PICC使用的维护治疗车，通过设置辅助结构200与收

纳结构300，一方面扩大了医疗器具的摆放空间，降低了对额外诊室桌面、维护椅台面的需

求，使得整个护理诊室更加的整齐、美观，另一方面实现医疗垃圾的收纳，避免了医疗垃圾

与操作台板120、其他物品相接触的概率，降低了相互之间的交叉污染，并且提高医护人员

操作时的安全性。

[0028] 进一步，当辅助结构200安装于立柱130上时，并且为了保证辅助结构200在使用

时，辅助台板210与操作台板120处于同一水平面上，因此，辅助结构200还包括一个第一升

降结构220，其中，第一升降结构220的一端与滑移结构相连，第一升降结构220的另一端与

辅助台板210相连。当需要使用辅助结构200时，首先通过滑移结构，将辅助台板210完全移

出操作台板120的下方，而后通过第一升降结构220提升辅助台板210，直至辅助台板210与

操作台板120相平齐位置。

[0029] 在本实施例中，滑移结构为滑杆230滑块240结构，其中，滑杆230的一端连接于立

柱130上，且滑块240嵌套于滑杆230上，通过滑块240在滑杆230上的移动，实现辅助台板210

的伸出使用与回缩收纳。第一升降结构220为气缸或者油缸，其中，气缸或者油缸的缸体安

装于滑块240上，气缸或者油缸的活塞杆与辅助台板210相连，通过活塞杆的伸出与回缩，实

现辅助台板210的上升与下降，操作方便、简单。

[0030] 进一步，由于在进行穿刺时会用到无菌医疗用品，因此，在支架100上还安装有一

个无菌箱400，其中，该无菌箱400安装于操作台板120的背面，或者安装于立柱130上，作为

无菌物品(如辅巾包、辅料包)的安放，避免与其他医疗器具或者医疗物品发生交叉感染，提

高无菌物品放置的安全性。

[0031] 进一步优选地，收纳结构300包括安装于立柱130上的支撑环320，其中，上述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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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垃圾收纳罐310嵌装于支撑环320内。为了保证垃圾收纳罐310使用的卫生，在使用时，可

在垃圾收纳罐310上嵌套一个垃圾袋(一次性的垃圾袋)，这样医疗垃圾就不会直接污染垃

圾收纳罐310，提高垃圾收纳罐310使用的卫生。

[0032] 优选地，如图1和图2所示，在临床实践过程中，患者的身高存在差异，但由于操作

台板120是固定的，不可调节，导致医护人员在操作中存在不便，因此，需要将操作台板120

设置成可升降的结构，所以，在立柱130内部设置有第二升降结构500，其中，第二升降结构

500的一端与底座110相连，第二升降结构500的另一端与操作台板120相连。

[0033] 在本实施例中第二升降结构500采用多级式升降，从而扩大操作台板120的升降高

度，另外，在底座110上设置有一个踩踏结构600，且该踩踏结构600与第二升降结构500电连

接，其中，在踩踏结构600上设置有两个按钮610，分别对应“上升”与“下降”，即医护人员能

够通过脚踩的方式，实现操作台板120的上升与下降，操作方便，而且当医护人员的脚从当

前按钮610上移开时，第二升降结构500将停止工作，即操作台板120停止升降，并锁定在当

前位置，操作可靠。

[0034] 在本实施例中的第二升降结构500包括气缸或者油缸，且气缸或者油缸的缸体安

装于底座110上，气缸或者油缸的活塞杆与升降杆510相连，其中，升降杆510与操作台板120

相连。脚踩按钮610，使得气缸或者油缸得电，实现活塞杆的升降，进而实现操作台板120的

升降。

[0035] 优选地，如图1和图2所示，在临床实践中，在对患者进行置管操作时，医护人员需

要消毒，铺设辅巾，准备穿刺材料，而患者需要自己抬起穿刺侧肢体约60°，时间约为5至10

分钟，但置管患者大多为肿瘤患者，肌肉无力，体力较弱，无法依靠自身体力长时间抬起手

臂，一般需要家属辅助支撑，但不当的操作姿势及过度使力容易导致颈部、肩部以及要不的

损伤，因此，为了提高患者在穿刺时的方便性，在操作台板120上设置一个悬挂结构700，其

中，该悬挂结构700包括安装于操作台板120上的支撑杆710，且支撑杆710上设置有若干个

挂钩720；手腕环带730，通过拉绳740与挂钩720相连。

[0036] 在本实施例中，当患者需要进行穿刺时，可将患者的手腕穿射在手腕环带730上，

而后医护人员能够通过脚踩按钮610，来调节患者穿刺侧肢体的角度，使得侧肢体角度达到

60°，此时患者的手臂由于手腕环带730的支撑，无需使用较多的力量来支撑60°的角度，并

且也方便医护人员对其穿刺处理，另外，支撑杆710上设置有若干个挂钩720，一个挂钩720

用以连接手腕环带730，另外的挂钩720可以作为患者输液时输液瓶的悬挂部位，操作方便。

[0037] 为了进一步扩大手腕环带730在垂直方向上的高度调节行程，将支撑杆710设置呈

二段式结构，即支撑杆710包括上支撑杆711和下支撑杆712，且上支撑杆711与下支撑杆712

之间嵌套连接，并通过紧固件锁定上支撑杆711与下支撑杆712之间的相对距离。为了提高

上支撑杆711与下支撑杆712之间的连接强度，在上支撑杆711与下支撑杆712的连接处嵌套

一个衬套713。

[0038] 在临床实践过程中，由于患者身高存在差异，手臂同样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将操

作台板120与支撑杆710之间设置为可拆卸连接，便于调整患者穿刺侧肢体与医护人员之间

的相对距离。一般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沿操作台板120的宽度方向设置一条条形凹槽121，

并在条形凹槽121内设置有一个滑块，其中，支撑杆710连接于滑块上。通过滑块在条形凹槽

121的移动，改变患者与医护人员之间的相对距离。其二，沿操作台板120的宽度方向设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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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条形凹槽121，并在条形凹槽121的槽底设置有若干个连接孔122，其中，支撑杆710与连接

孔122之间通过紧固件锁定。通过支撑杆710与不同位置上的连接孔122相连，改变患者与医

护人员之间的相对距离。以上两种方式均能实现患者与医护人员之间的相对距离，但不仅

仅局限于上述所述的两种方式。

[0039] 优选地，如图1和图2所示，为了方便移动治疗车，在底座110的各个部角上设置有

一个万向轮111，移动方便、可靠。

[0040]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实用新型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

的方式替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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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9

CN 211484912 U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