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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用于气压治疗的隔离

袋，包括袋体，所述袋体设置有用于容纳患者肢

体的内部空腔，袋体的一端设置有开口，袋体上

设置有至少一个排气孔，所述排气孔用于排气，

所述开口及排气孔均与所述内部空腔连通；至少

一个所述排气孔设置在所述袋体的另一端；本实

用新型所提供的隔离带，可以与空气波压力治疗

仪配合使用，在压力治疗过程中，对患者起到良

好的隔离和保护效果，可以避免患者的皮肤与肢

体套筒直接接触，减少交叉感染，提高治疗效果，

从而可以有效地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安全卫

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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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气压治疗的隔离袋，其特征在于，包括袋体，所述袋体设置有用于容纳患者

肢体的内部空腔，袋体的一端设置有开口，袋体上设置有至少一个排气孔，所述排气孔用于

排气，所述开口及排气孔均与所述内部空腔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气压治疗的隔离袋，其特征在于，至少一个所述排气孔设

置在所述袋体的另一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气压治疗的隔离袋，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气孔为网状孔。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气压治疗的隔离袋，其特征在于，所述袋体由塑料薄膜制

成，或由布料制成。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气压治疗的隔离袋，其特征在于，所述袋体为圆筒形。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气压治疗的隔离袋，其特征在于，从设置所述开口的一端

到所述袋体另一端的方向上，所述内部空腔的直径逐渐减小。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所述的用于气压治疗的隔离袋，其特征在于，沿所述袋体的长

度方向设置有折弯部，所述折弯部设置在远离所述开口的位置处。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于气压治疗的隔离袋，其特征在于，所述折弯部的折弯角度

为0～90度。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于气压治疗的隔离袋，其特征在于，所述袋体上对应患者脚

掌和/或脚背和/或脚尖和/或踝关节正面和/或小腿正面和/或大腿正面的位置处设置有所

述排气孔。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于气压治疗的隔离袋，其特征在于，从所述折弯部到所述

开口的方向上，所述内部空腔的直径逐渐变大。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8942794 U

2



一种用于气压治疗的隔离袋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气压治疗的隔离袋。

背景技术

[0002] 空气波压力治疗仪又称循环压力治疗仪、梯度压力治疗仪、四肢循环仪等。治疗仪

采用多腔体气囊依次进行波浪式充气、膨胀、放气，具有方向性、渐进性、累积的“挤出作

用”，促进淤积的静脉血及淋巴液的回流，加强动脉灌注，改变病变部位的血液循环，稀释疼

痛及炎症因子，促进渗出物的吸收，达到消除水肿，促进愈合，改善周围血管功能的疗效。通

过对肢体的远端到肢体的近端进行均匀、有序、周期性的挤压，促进血液和淋巴的流动及改

善微循环的作用，加速肢体组织液回流，有助于预防血栓的形成、预防肢体水肿，能够直接

或间接治疗与血液淋巴循环相关的诸多疾病；在临床和家庭中都有广泛的应用。空气波压

力治疗仪通常包括主机、通气管和肢体套筒，肢体套筒通过通气管与主机连通；在使用时，

患者需要露出肢体，并将肢体套筒穿在患者的肢体上，穿着方式类似袖套、袜子，使得患者

的肢体包裹在肢体套筒内；主机通过通气管向套筒内注入空气，使得肢体套筒胀气并挤压

内部的患者肢体，使得对应部位形成一定的压力；患者肢体内组织液、血液等的循环会被压

力推动而加快，达到促进组织液、血液循环的作用，有助于预防血栓的形成、预防肢体水肿,

从而能够直接或间接治疗与血液淋巴循环相关的诸多疾病；然而，现有技术中，在使用空气

波压力治疗仪时，空气波压力治疗仪的肢体套筒设置有患者肢体上后，通常会与患者肢体

的皮肤直接接触，存在安全卫生问题，尤其是在医院中，多个患者通常会轮流使用同一空气

波压力治疗仪，更容易出现交叉感染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改善现有技术中，空气波压力治疗仪在使用过程容易出现的安全卫生问题，尤

其是为避免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4] 一种用于气压治疗的隔离袋，包括袋体，所述袋体设置有用于容纳患者肢体的内

部空腔，袋体的一端设置有开口，袋体上设置有至少一个排气孔，所述排气孔用于排气，所

述开口及排气孔均与所述内部空腔连通。

[0005] 优选地，至少一个所述排气孔设置在所述袋体的另一端。

[0006] 可选的，所述排气孔为网状孔。以便有效地避免皮肤与压力治疗仪的肢体套筒直

接接触。

[0007] 优选地，所述排气孔的形状可以为圆形、矩形、椭圆形等。

[0008] 一种方案中，所述袋体由塑料薄膜制成。一次性耗材，只使用一次。

[0009] 另一种方案中，所述袋体由布料制成。可重复、循环使用。

[0010] 优选地，所述袋体为圆筒形。

[0011] 进一步地，从设置所述开口的一端到所述袋体另一端的方向上，所述内部空腔的

直径逐渐减小。方便穿上和脱掉。例如，所述袋体可以为圆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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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地，沿所述袋体的长度方向设置有折弯部，所述折弯部设置在远离所述开

口的位置处。

[0013] 优选地，所述折弯部的折弯角度为0～90度。

[0014] 优选地，所述袋体上对应患者脚掌和/或脚背和/或脚尖和/或踝关节正面和/或小

腿正面和/或大腿正面的位置处设置有所述排气孔。

[0015] 优选地，从所述折弯部到所述开口的方向上，内部空腔的直径逐渐变大。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使用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用于气压治疗的隔离袋，具有以下

有益效果：

[0017] 1、本隔离袋，与空气波压力治疗仪配合使用，可以压力治疗过程中，对患者起到良

好的隔离和保护效果，可以避免患者的皮肤与肢体套筒直接接触，从而可以有效地解决现

有技术中存在的安全卫生问题(交叉感染的问题)。

[0018] 2、本隔离袋采用塑料薄膜制成时，质地柔软，成本低，便于大规模推广使用，在有

效避免交叉感染的问题同时，还可以起到良好的保温隔热功效，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患者的

组织液、血液循环，从而更好的预防血栓形成、肢体水肿等，有利于加强压力治疗的效果。

[0019] 3、本隔离袋采用布料制成时，隔离袋的透气效果较好，每次使用完之后，可以对袋

体进行清洗、消毒等操作，从而使得本隔离袋可以重复、循环、多次使用，既安全卫生，又低

碳环保、节约使用成本。

[0020] 4、本隔离袋，更符合人体的身体结构特点，使得本隔离袋可以方便、快捷的套设在

患者的肢体。

附图说明

[002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

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应当理解，以下附图仅示出了本实用新型的某些实施例，因此不应被

看作是对范围的限定，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

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相关的附图。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中提供的一种用于气压治疗的隔离袋的前视结构示意

图。

[0023]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中提供的一种用于气压治疗的隔离袋的后视结构示意

图。

[0024]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中提供的一种用于气压治疗的隔离袋的结构示意图，袋

体上设置有两个排气孔。

[0025]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中提供的一种用于气压治疗的隔离袋的结构示意图，袋

体为圆台形结构。

[0026]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中提供的一种用于气压治疗的隔离袋的前视图。

[0027]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中提供的一种用于气压治疗的隔离袋的前视结构示意

图。

[0028] 图7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中提供的一种用于气压治疗的隔离袋的后视结构示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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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图8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中提供的另一种用于气压治疗的隔离袋的前视图。

[0030] 图中标记说明

[0031] 隔离带101，            袋体102，             内部空腔103，

[0032] 开口104，             排气孔105，           折弯部106。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

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

施例。通常在此处附图中描述和示出的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组件可以以各种不同的配置来

布置和设计。因此，以下对在附图中提供的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的详细描述并非旨在限制

要求保护的本实用新型的范围，而是仅仅表示本实用新型的选定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

的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

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34] 实施例1

[0035] 请参阅图1及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提供了一种用于气压治疗的隔离袋，包括袋体

102，袋体102设置有用于容纳患者肢体(患者的一只手臂或一条腿)的内部空腔103，袋体

102的一端设置有开口104，开口104与所述内部空腔103相连通；袋体102上设置有至少一个

排气孔105，排气孔105也与所述内部空腔103相连通，排气孔105主要用于排出内部空腔103

中多余的气体。

[0036] 患者在利用空气波压力治疗仪进行压力治疗之前，可以先将本实施例所提供的隔

离袋101套在对应的肢体上，如手臂(包括手、腕、前臂以及上臂)及腿(包括脚、小腿以及大

腿)，例如，可以通过袋体102上的开口104将患者的腿套入袋体102的内部空腔103中，然后

再将空气波压力治疗仪肢体套筒套在患者的肢体上，此时，袋体102介于患者的皮肤与肢体

套筒之间，避免患者的皮肤与肢体套筒直接接触，可以对患者起到良好的隔离和保护效果，

从而可以有效地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安全卫生问题；当患者的肢体包裹在肢体套筒内

后，空气波压力治疗仪的主机可以通过通气管向套筒内注入空气，肢体套筒会逐渐胀气(膨

胀)，在这个过程中，袋体102内部空腔103中的空气可以逐渐从内部空腔103中排出(被挤压

出来)，使得袋体102以及肢体套筒逐渐贴合在患者的皮肤上并挤压内部的患者肢体，使得

对应部位形成一定的压力，从而实现压力治疗的目的。

[0037] 作为一种优选地方案，至少一个排气孔105设置在袋体102的另一端；即袋体102的

一端设置开口104，另一端设置排气孔105，从而更便于在肢体套筒的挤压作用下排出内部

空腔103中的气体。

[0038] 可选的，袋体102上的排气孔105优先采用网孔，如图2或图3所示，以便在利用排气

孔105排气的同时，还可以有效地避免患者的皮肤与肢体套筒直接接触。

[0039] 进一步地，在实际生产或加工制造过程中，排气孔105的形状可以优先采用圆形、

矩形、椭圆形等，便于加工成型。

[0040] 例如，如图2所示，袋体102的另一端设置有一个排气孔105，所述排气孔105为圆

形，又如，如图3所示，袋体102上设置有两个排气孔105，一个排气孔105设置在远离开口104

的一端，另一个排气孔105设置在袋体102的中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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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在本实施例所提供的一种方案中，袋体102可以由塑料薄膜制成。采用塑料薄膜制

成的袋体102，质地柔软，成本低，便于大规模推广使用，同时，本隔离袋101可以作为一次性

耗材，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使用一次后就可以扔掉，在进行下一次压力治疗时，采用新的隔

离袋101即可，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交叉感染的问题；最重要的，由塑料薄膜制成的袋体

102，透气效果较差，在进行压力治疗的过程中，介于患者皮肤与肢体套筒之间的袋体102，

可以起到良好的保温隔热功效，有利于实现更好地压力治疗效果；因为在压力治疗的过程

中，被包裹在肢体套筒内的患者肢体会发热，由塑料薄膜制成的袋体102不透气，可以避免

热量的流失，使得患者的肢体处于较热的温度下，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患者的组织液、血液循

环，从而更好的预防血栓形成、肢体水肿等。

[0042] 在本实施例所提供的另一种方案中，袋体102可以采用布料制成。采用布料缝制而

成的袋体102，透气效果较好，每次使用完之后，可以对袋体102进行清洗、消毒等操作，从而

使得本隔离袋101可以重复、循环、多次使用，既安全卫生，又低碳环保、节约使用成本。

[0043] 作为一种可行的方案，本隔离袋101中的袋体102可以为圆筒形结构，如图1或图2

或图3所示，使得本隔离袋101可以方便、快捷的套设在患者的肢体。当本隔离袋101主要用

于患者的手臂时，袋体102的直径可以做得较小一些，当本隔离袋101主要用于患者的腿部

时，袋体102的直径可以适当做得大一些，以便在节约成本的同时，也可方便的将袋体102套

设在患者的手臂或腿部。

[0044] 作为另一种可行的方案，袋体102上，从设置开口104的一端到袋体102另一端的方

向，所述内部空腔103的直径逐渐减小；例如，袋体102可以为圆台形结构，如图4所示；即，袋

体102上设置有开口104的一端最大，另一端最小，在使用本隔离袋101时，患者可以通过袋

体102的大端将肢体放置进所述内部空腔103中，使得套设袋体102的过程更加方便、简单；

在脱除本隔离袋101时，患者只需通过袋体102的小端将袋体102沿远离患者肢体的方向拉

出即可，非常的方便。

[0045] 实施例2

[0046] 本实施例2与上述实施例1的主要区别在于，在本实施例所提供的一种隔离袋101

中，沿袋体102的长度方向设置有折弯部106，如图5所示，所述折弯部106设置在远离开口

104的位置处(或折弯部106设置在远离开口104一端，且靠近袋体102另一端的位置处)；折

弯部106的设置使得本隔离袋101更符合人体的身体结构特点，并使得本隔离袋101尤其适

用于设置在患者的腿部。一方面，更便于在肢体套筒的挤压作用下，隔离袋101中的袋体102

可以更好的贴合在患者的皮肤上，另一方面，可以适当缩小袋体102的直径，从而可以进一

步地降低成本。

[0047] 在本优选地方案中，折弯部106的折弯角度a可以介于0到90度之间，优选地，折弯

角度a设置为30～70度最优，例如，如图5所示，折弯角度a＝45度，且折弯部106不存在棱角

(即采用弧形过渡)；此时，既方便隔离袋101套设在患者的腿部，又方便从患者的腿部脱掉

隔离袋101。

[0048] 袋体102上远离开口104的一端设置有排气孔105，在进一步地方案中，袋体102上

对应患者脚掌和/或脚背和/或脚尖和/或踝关节正面和/或小腿正面和/或大腿正面的位置

处设置有所述排气孔105；此时，排气孔105与开口104分别设置在袋体102上沿水平方向的

两端，更便于在肢体套筒的挤压作用下被动进行排气；如图6及图7所示，袋体102上对应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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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脚掌的位置处设置有排气孔105，且袋体102上远离开口104的一端也设置有排气孔105，

以便使得整个隔离袋101没有排气死角，不会出现空气积聚在内部空腔103中排不出去的情

况发生。

[0049]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理解，袋体102上设置的排气孔105越多，越有利于排气，当

排气孔105增多后，成本会相应增加，且患者皮肤与肢体套筒直接接触的风险也增大，故在

实际中，通常可以考虑在便于排气的关键部位设置排气孔105即可，如对应患者脚掌、脚背、

脚尖、踝关节正面、小腿正面、大腿正面的位置处等，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0050] 作为一种优化的方案，从折弯部106到开口104的方向上，袋体102中内部空腔103

的直径逐渐变大，如图8所示，更符合人体的结构，尤其是人体的腿部结构，更方便患者使

用。

[0051]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

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

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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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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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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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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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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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2

CN 208942794 U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