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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膝关节穿透性损伤包扎辅助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膝关节穿透性损伤包扎

辅助装置，包括底板、工作台、固定支架和升降支

架，所述底板的上端安装有工作台，工作台上端

面的中部设有半圆柱凹槽，工作台为中空结构，

工作台上端面的前端安装有固定支架，工作台上

端面的后端安装有升降支架。本发明可以解决现

有技术条件下在对膝关节穿刺性损伤患者进行

包扎时存在的腿无法伸直、包扎只能在床上包

扎，局限性较大、缠绕纱布不便、调节患者腿部比

较费力和晃动容易药物掉落和患者疼痛等问题，

可以实现对膝关节穿刺性损伤患者辅助包扎的

功能，具有包扎时可以调节患者腿伸直状态、包

扎局限小、纱布缠绕方便、药物不会掉落和不易

造成患者疼痛的优点。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4页

CN 109893379 B

2020.03.10

CN
 1
09
89
33
79
 B



1.一种膝关节穿透性损伤包扎辅助装置，包括底板(1)、工作台(2)、固定支架(3)和升

降支架(4)，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1)的上端安装有工作台(2)，工作台(2)为中空结构，工

作台(2)上端面的前端安装有固定支架(3)，工作台(2)上端面的后端安装有升降支架(4)；

其中：

所述的升降支架(4)包括伸缩杆(41)，工作台(2)上端面后侧左右对称安装有伸缩杆

(41)，伸缩杆(41)的顶端安装有后放置架(42)，后放置架(42)下端面的中部与螺纹杆(43)

的顶端相连接，螺纹杆(43)的侧壁穿过工作台(2)的上端面，螺纹杆(43)侧壁的下端与从动

斜齿轮(44)的内侧壁螺纹连接；

所述从动斜齿轮(44)通过轴承安装在支撑台(45)的下端面，支撑台(45)的左右两侧与

工作台(2)的左右内侧壁相连接，从动斜齿轮(44)的侧壁啮合有传动机构(46)；

所述的传动机构(46)包括主动斜齿轮(461)，从动斜齿轮(44)的侧壁与主动斜齿轮

(461)的侧壁相啮合，主动斜齿轮(461)的后端安装有转动轴(462)，转动轴(462)通过轴承

穿过支撑板(463)和工作台(2)的后侧面，且转动轴(462)的后端安装有转盘(464)，支撑板

(463)的上端面安装在支撑台(45)的下端面上；

所述转动轴(462)侧壁的前端安装有转动齿(465)，转动齿(465)的外侧壁啮合有转动

轮(466)，转动轮(466)的后侧安装有磁石(467)，磁石(467)的后端面安装有复原支链(47)，

转动轮(466)右端侧壁安装有摆动杆(468)，摆动杆(468)穿过工作台(2)的右侧面，且摆动

杆(468)的右端安装有踏板(469)，摆动杆(468)的上端面与支撑台(45)的下端面之间安装

有拉伸弹簧(46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膝关节穿透性损伤包扎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复

原支链(47)包括伸缩筒(471)，磁石(467)的后端面与支撑台(45)之间安装有伸缩筒(471)，

伸缩筒(471)的内部安装有复原弹簧(472)，且磁石(467)的后端面连接有复原绳(473)，复

原绳(473)穿过复原弹簧(472)、支撑台(45)和工作台(2)的后侧面与复原板(474)的前端面

相连接，复原板(474)的中部通过轴承安装在转动轴(462)侧壁的右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膝关节穿透性损伤包扎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固

定支架(3)包括支撑架(31)，工作台(2)上端面的前端均匀安装有支撑架(31)，支撑架(31)

的顶端安装有前放置架(32)。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膝关节穿透性损伤包扎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后放

置架(42)和前放置架(32)均为弧形结构，且前放置架(32)和后放置架(42)的上端面均套接

有海绵垫(3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膝关节穿透性损伤包扎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动

斜齿轮(461)的尺寸小于从动斜齿轮(44)的尺寸。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膝关节穿透性损伤包扎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

台(2)上端面的中部设有半圆柱凹槽。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膝关节穿透性损伤包扎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转

动轮(466)为单向棘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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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膝关节穿透性损伤包扎辅助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包扎护理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膝关节穿透性损伤包扎辅助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很多骨折、外伤等患者治疗后都需要对伤处进行包扎，包扎既是消炎、敷药治疗，

同时也是对受伤处的另一种必要的保护，根据包扎位置的不同，包扎处理的难度也不同。

[0003] 在对膝关节穿刺性损伤的患者进行包扎时，现有条件下的包扎方式存在很多的弊

端；

[0004] 弊端一：膝关节穿刺性损伤的患者由于膝盖处受损无法用力，大多是平躺在床上

进行包扎，这样可能会存在腿无法伸直的问题，同时包扎的场景受很大局限；

[0005] 弊端二：患者躺在床上进行包扎时，缠绕纱布很不方便，同时调节患者腿部时十分

费力；

[0006] 弊端三：在对患者膝盖缠绕纱布时会晃动患者的膝盖，动作过大时容易造成药物

的掉落和患者疼痛。

[0007] 国内在相关包扎辅助装置方面有一些探索与实践，专利申请号为201620799210.6

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肢体包扎辅助装置，该装置起到对患者支撑、保护、垃圾回

收和减轻医护工作人员劳动强度等作用。

[0008] 但是，该专利在具体使用时的操作可行性不强，且使用过于广泛无针对性，因此，

很有必要对上述弊端做进一步的探索与实践，以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9]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膝关节穿透性损伤包扎辅助装置，可以解

决现有技术条件下在对膝关节穿刺性损伤患者进行包扎时存在的腿无法伸直、包扎只能在

床上包扎，局限性较大、缠绕纱布不便、调节患者腿部比较费力和晃动容易药物掉落和患者

疼痛等问题，可以实现对膝关节穿刺性损伤患者辅助包扎的功能，具有包扎时可以调节患

者腿伸直状态、包扎局限小、纱布缠绕方便、药物不会掉落和不易造成患者疼痛的优点。

[0010]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膝关节穿透性损伤包扎辅助

装置，包括底板、工作台、固定支架和升降支架，所述底板的上端安装有工作台，工作台上端

面的中部设有半圆柱凹槽，工作台为中空结构，工作台上端面的前端安装有固定支架，工作

台上端面的后端安装有升降支架；

[0011] 所述的固定支架包括支撑架，工作台上端面的前端均匀安装有支撑架，支撑架的

顶端安装有前放置架，后放置架和前放置架均为弧形结构，且前放置架和后放置架的上端

面均套接有海绵垫；工作时，根据使用场景的实际情况，将底板放置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将

患者腿部放置到前放置架和后放置架上；

[0012] 所述转动轴侧壁的前端安装有转动齿，转动齿的外侧壁啮合有转动轮，转动轮为

单向棘轮，转动轮的后侧安装有磁石，磁石的后端面安装有复原支链，转动轮右端侧壁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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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摆动杆，摆动杆穿过工作台的右侧面，且摆动杆的右端安装有踏板，摆动杆的上端面与支

撑台的下端面之间安装有拉伸弹簧；工作时，通过省力摆动板带动主动斜齿轮转动；

[0013] 所述从动斜齿轮通过轴承安装在支撑台的下端面，支撑台的左右两侧与工作台的

左右内侧壁相连接，从动斜齿轮的侧壁啮合有传动机构；

[0014] 所述的传动机构包括主动斜齿轮，从动斜齿轮的侧壁与主动斜齿轮的侧壁相啮

合，主动斜齿轮的尺寸小于从动斜齿轮的尺寸，主动斜齿轮的后端安装有转动轴，转动轴通

过轴承穿过支撑板和工作台的后侧面，且转动轴的后端安装有转盘，支撑板的上端面安装

在支撑台的下端面上；

[0015] 所述的升降支架包括伸缩杆，工作台上端面后侧左右对称安装有伸缩杆，伸缩杆

的顶端安装有后放置架，后放置架下端面的中部与螺纹杆的顶端相连接，螺纹杆的侧壁穿

过工作台的上端面，螺纹杆侧壁的下端与从动斜齿轮的内侧壁螺纹连接；工作时，主动斜齿

轮转动对后放置架的高度进行调节；

[0016] 所述的复原支链包括伸缩筒，磁石的后端面与支撑台之间安装有伸缩筒，伸缩梯

的内部安装有复原弹簧，且磁石的后端面连接有复原绳，复原绳穿过弹簧、支撑台和工作台

的后侧面与复原板的前端面相连接，复原板的中部通过轴承安装在转动轴侧壁的右端；工

作时，复原机构可以将使用完成的后放置架进行复原。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8] 1、本发明设置有固定支架和升降支架，两者相互配合能够实现对患者腿部的调

节；

[0019] 2、本发明设置有主动斜齿轮、从动斜齿轮和摆动杆，摆动杆为一个省力杠杆，主动

斜齿轮尺寸小于从动斜齿轮，也是一个省力结构，使得对患者腿部的调节十分省力；

[0020] 3、本发明设置有凹槽，凹槽方便了医护人员对患者包扎时缠绕纱布。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的底板、工作台与升降支架之间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图2的A向局部放大示意图。

[0024] 图4是本发明的工作台与升降支架的部分零件之间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是本发明图4的B向局部放大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请参阅图1、图2、图3、图4和图5所示，一种膝关节穿透性损伤包扎辅助装置，包括

底板1、工作台2、固定支架3和升降支架4，所述底板1的上端安装有工作台2，工作台2上端面

的中部设有半圆柱凹槽，工作台2为中空结构，工作台2上端面的前端安装有固定支架3，工

作台2上端面的后端安装有升降支架4；

[0027] 所述的固定支架3包括支撑架31，工作台2上端面的前端均匀安装有支撑架31，支

撑架31的顶端安装有前放置架32，后放置架42和前放置架32均为弧形结构，且前放置架32

和后放置架42的上端面均套接有海绵垫33；工作时，根据使用场景的实际情况，将底板1放

置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将患者膝盖上端搭在前放置架32上，将患者小腿处搭在后放置架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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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绵垫33可以提高患者腿部放置的舒适性；

[0028] 所述转动轴462侧壁的前端安装有转动齿465，转动齿465的外侧壁啮合有转动轮

466，转动轮466为单向棘轮，转动轮466的后侧安装有磁石467，磁石467的后端面安装有复

原支链47，转动轮466右端侧壁安装有摆动杆468，摆动杆468穿过工作台2的右侧面，且摆动

杆468的右端安装有踏板469，摆动杆468的上端面与支撑台45的下端面之间安装有拉伸弹

簧4610；工作时，向下按压踏板469，踏板469通过摆动杆468带动转动轮466转动，转动轮466

与转动齿465啮合，即可以通过转动齿465带动转动轴462转动，按压后松开踏板469，由于转

动轮466是单向棘轮，因此，拉伸弹簧4610可以带动摆动杆468向上移动恢复原始位置，如此

反复运动带动主动斜齿轮461的转动；

[0029] 所述从动斜齿轮44通过轴承安装在支撑台45的下端面，支撑台45的左右两侧与工

作台2的左右内侧壁相连接，从动斜齿轮44的侧壁啮合有传动机构46；

[0030] 所述的传动机构46包括主动斜齿轮461，从动斜齿轮44的侧壁与主动斜齿轮461的

侧壁相啮合，主动斜齿轮461的尺寸小于从动斜齿轮44的尺寸，主动斜齿轮461的后端安装

有转动轴462，转动轴462通过轴承穿过支撑板463和工作台2的后侧面，且转动轴462的后端

安装有转盘464，支撑板463的上端面安装在支撑台45的下端面上；

[0031] 所述的升降支架4包括伸缩杆41，工作台2上端面后侧左右对称安装有伸缩杆41，

伸缩杆41的顶端安装有后放置架42，后放置架42下端面的中部与螺纹杆43的顶端相连接，

螺纹杆43的侧壁穿过工作台2的上端面，螺纹杆43侧壁的下端与从动斜齿轮44的内侧壁螺

纹连接；工作时，转动轴462转动通过主动斜齿轮461转动带动从动斜齿轮44转动，从动斜齿

轮44转动可以带动螺纹杆43向上移动，即可以根据需要将后放置架42调节到合适的高度，

从而方便对患者膝盖处进行包扎；

[0032] 所述的复原支链47包括伸缩筒471，磁石467的后端面与支撑台45之间安装有伸缩

筒471，伸缩梯的内部安装有复原弹簧472，且磁石467的后端面连接有复原绳473，复原绳

473穿过弹簧、支撑台45和工作台2的后侧面与复原板474的前端面相连接，复原板474的中

部通过轴承安装在转动轴462侧壁的右端；工作时，向后拉动复原板474，通过复原绳473带

动转动轮466与转动齿465分离，此时转动转盘464可以通过转动轴462带动主动斜齿轮461

反向转动，从而可以带动螺纹杆43向下移动，将升降支架4复原到最初状态；

[0033] 患者腿部的放置：根据使用场景的实际情况，将底板1放置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将

患者膝盖上端搭在前放置架32上，将患者小腿处搭在后放置架42上，海绵垫33可以提高患

者腿部放置的舒适性；

[0034] 主动斜齿轮461转动：向下按压踏板469，踏板469通过摆动杆468带动转动轮466转

动，转动轮466与转动齿465啮合，即可以通过转动齿465带动转动轴462转动，按压后松开踏

板469，由于转动轮466是单向棘轮，因此，拉伸弹簧4610可以带动摆动杆468向上移动恢复

原始位置，如此反复运动带动主动斜齿轮461的转动；

[0035] 后放置架42的调节：转动轴462转动通过主动斜齿轮461转动带动从动斜齿轮44转

动，从动斜齿轮44转动可以带动螺纹杆43向上移动，即可以根据需要将后放置架42调节到

合适的高度，从而方便对患者膝盖处进行包扎；

[0036] 使用结束后复原：向后拉动复原板474，通过复原绳473带动转动轮466与转动齿

465分离，此时转动转盘464可以通过转动轴462带动主动斜齿轮461反向转动，从而可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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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螺纹杆43向下移动，将升降支架4复原到最初状态。

[0037] 综上所述的工作流程实现了对膝关节穿刺性损伤患者辅助包扎的功能，解决了现

有技术条件下在对膝关节穿刺性损伤患者进行包扎时存在的腿无法伸直、包扎只能在床上

包扎，局限性较大、缠绕纱布不便、调节患者腿部比较费力和晃动容易药物掉落和患者疼痛

等问题，达到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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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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