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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输液夹持装置，包括

垫板和弧形的透明仓，所述垫板上通过第一魔术

贴铺设有棉垫片，所述棉垫片的面积小于垫板的

面积，位于棉垫片下方的垫板上均匀分布有多个

排气孔，位于棉垫片两侧且远离棉垫片的垫板上

对称设有至少三组贯穿垫板的固定带穿过孔，所

述垫板远离棉垫片的一面上设有与固定带穿过

孔对应的固定带以及与固定带配合粘贴的第二

魔术贴；所述垫板的两侧对称设有至少两组固定

扣，所述透明仓上设有与固定扣相匹配的卡扣，

所述透明仓与垫板通过所述卡扣和固定扣的配

合相连接，所述透明仓的弧面上均匀设有多个条

形透气孔。本实用新型夹持稳定，固定效果好，舒

适度高，透气性能好，实用性强、符合临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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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输液夹持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垫板和弧形的透明仓，所述垫板上通过第一魔

术贴铺设有棉垫片，所述棉垫片的面积小于垫板的面积，位于棉垫片下方的垫板上均匀分

布有多个排气孔，位于棉垫片两侧且远离棉垫片的垫板上对称设有至少三组贯穿垫板的固

定带穿过孔，所述垫板远离棉垫片的一面上设有与固定带穿过孔对应的固定带以及与固定

带配合粘贴的第二魔术贴；所述垫板的两侧对称设有至少两组固定扣，所述透明仓上设有

与固定扣相匹配的卡扣，所述透明仓与垫板通过所述卡扣和固定扣的配合相连接，所述透

明仓的弧面上均匀设有多个条形透气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输液夹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垫板两侧的中部设有向垫板

中心线方向凹陷的垫板拇指孔，所述透明仓相对两侧设有与垫板拇指孔位置相对应的透明

仓拇指孔。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输液夹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垫板为背向透明仓方向

弯曲的结构，且弯曲处的角度为145°-16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输液夹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带穿过孔为三组，与之

对应的固定带和第二魔术贴也为三组，且位于中间的固定带的宽度小于位于两端的固定带

的宽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输液夹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带为弹力棉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输液夹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条形透气孔的宽度小于儿童

手指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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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输液夹持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设施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输液夹持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为了保证输液过程的通畅，避免输液过程中肢体活动，导致针头或者留置导管滑

出血管外，使液体进入穿刺部位的血管外组织而引起输液反应(液体外渗)，为实现牢固固

定针头的目的，对输液肢体进行外固定(或称输液固定装置)。

[0003] 传统的输液夹持装置不具有透明的透明仓保护，对于特殊患者，如：精神病患者、

儿童、躁动不安者，易发生自行拔除针头或针头移位脱落。在冬天输液需要盖厚重的被子以

保暖，被子极容易压在针头上导致输液针头或者留置导管滑出血管外。如出现以上情况，发

现不及时或药物有刺激性或毒性，可能引起严重的组织坏死，或意外牵拉拔出输液针头，易

导致患者的血管损伤，二次穿刺，增加患者的痛苦。对于使用静脉留置针输液完毕患者可固

定患者肢体，减少输液肢体的活动，从而减少血液回流堵塞静脉留置针，延长留置针使用时

间。

[0004] 传统的输液夹持装置固定效果不佳，无透明仓保护，在输液时，患者可以轻易挣脱

夹持装置，或在夹持时，患者手还可以发生位移，还是对输液效果产生了影响；并且，透气效

果不好，手在垫板上长时间放置，没有质软棉垫保护易在垫板上聚集汗液，严重者发生局部

压疮，影响患者的舒适度及满意度。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基于此，针对上述问题，有必要提出一种夹持稳定、固定效果好、舒适度高、透气性

能好、实用性强、符合临床需求的输液夹持装置。

[0006]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输液夹持装置，包括垫板和弧形的透明仓，所述垫板上通过第一魔术贴铺设

有棉垫片，所述棉垫片的面积小于垫板的面积，位于棉垫片下方的垫板上均匀分布有多个

排气孔，位于棉垫片两侧且远离棉垫片的垫板上对称设有至少三组贯穿垫板的固定带穿过

孔，所述垫板远离棉垫片的一面上设有与固定带穿过孔对应的固定带以及与固定带配合粘

贴的第二魔术贴；所述垫板的两侧对称设有至少两组固定扣，所述透明仓上设有与固定扣

相匹配的卡扣，所述透明仓与垫板通过所述卡扣和固定扣的配合相连接，所述透明仓的弧

面上均匀设有多个条形透气孔。

[0008] 在本技术方案中，使用时，先进行输液操作，待输液完毕，将患者的手放在垫板的

棉垫片上，棉垫片为软质，而且垫板上设有多个排气孔，具有排气的作用，由于透明仓内属

于半密封状态，排气孔可将棉垫片吸收的汗液排出，同时可将汗液蒸发，避免汗液及不通气

对患者造成不适影响，增加舒适度的同时可吸收汗液，且用第一魔术贴固定在垫板上，可单

独取下，反复清洗；然后将固定带穿过固定带穿过孔，绕过患者手臂和手背，贴于垫板背面

的第二魔术贴上实现对患者手的固定，再将透明仓通过卡扣的方式扣设在垫板上，既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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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固，又方便拆卸，同时透明仓可防止患者主动或被动操作造成输液针管脱落，提高了输液

效果；而且，在透明仓上设有条形透气孔，方便观察的同时起到透气作用，条形透气孔与排

气孔形成对流，使透明仓内温度和湿度都与外界一致，不会影响输液效果。

[0009] 优选的，所述垫板两侧的中部设有向垫板中心线方向凹陷的垫板拇指孔，所述透

明仓相对两侧设有与垫板拇指孔位置相对应的透明仓拇指孔。在盖上透明仓后，患者还可

将拇指从对应的垫板拇指孔和透明仓拇指孔处伸出，不影响患者进行简单肢体活动，患者

拇指可活动既可避免长期不动下手部僵硬、麻痹，进一步提高患者舒适度。

[0010] 优选的，所述垫板背向透明仓方向弯曲，且弯曲处的角度为145°-165°。使垫板与

患者的手臂及手掌契合，使包裹更紧密，固定的效果更好，而且由于契合人体，更加舒适。

[0011] 优选的，所述固定带穿过孔为三组，与之对应的固定带和第二魔术贴也为三组，且

位于中间的固定带的宽度小于位于两端的固定带的宽度。三组固定带、第二魔术贴和固定

带穿过孔既可实现手部固定，由于中间的固定带可能正对输液位置，所以相对窄一点不会

影响输液，而且窄一点不会与垫板拇指孔、透明仓拇指孔的位置冲突。

[0012] 优选的，所述固定带为弹力棉带。其具有手感好、弹力足、易打理、有较大的伸缩性

等等优点，能固定人手，能粘贴到第二魔术贴上，而且舒适度高。

[0013] 优选的，所述条形透气孔的宽度小于儿童手指的宽度。在保证透气的同时，也避免

儿童玩耍将手指通过条形透气孔伸入透明仓卡住，避免发生安全隐患。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5] 1、在本实用新型中，增加舒适度的同时可吸收汗液，透明仓可安装在垫板上，既使

安装稳固，又方便拆卸，方便进行观察，同时可防止患者主动或被动操作造成输液针管脱

落，使得提高了输液效果。

[0016] 2、在盖上透明仓后，患者还可将拇指从对应的垫板拇指孔和透明仓拇指孔处伸

出，不影响患者进行简单肢体活动，患者拇指可活动既可避免长期不动下手部僵硬、麻痹，

进一步提高患者舒适度。

[0017] 3、垫板背向透明仓方向弯曲，且弯曲处的角度为145°-165°；使垫板与患者的手臂

及手掌契合，提高固定效果，且更加舒适。

[0018] 4、垫板上均匀分布有多个排气孔，可将棉垫片吸收的汗液排出，同时与透明仓上

的条形透气孔形成空气对流，可将汗液蒸发，避免汗液及不通气对患者造成不适影响，使透

明仓内温度和湿度都与外界一致，不会影响输液效果。

[0019] 5、采用三组固定带、第二魔术贴和固定带穿过孔既可实现手部固定，由于中间的

固定带可能正对输液位置，所以相对窄一点不会影响输液，而且窄一点不会与垫板拇指孔、

透明仓拇指孔的位置冲突，固定带为弹力棉带，能固定人手，能粘贴到第二魔术贴上，而且

舒适度高。

[0020] 6、条形透气孔很窄，在保证透气的同时，也避免儿童玩耍将手指通过条形透气孔

伸入透明仓卡住，避免发生安全隐患。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输液夹持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垫板未铺设棉垫片时的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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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垫板的铺设棉垫片时的俯视图；

[0024]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垫板的仰视图；

[0025] 图5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透明仓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透明仓与垫板卡扣连接的示意图；

[0027] 图7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增加凸起挡片后垫板的俯视图；

[0028] 图8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增加针管固定圈后透明仓的结构示意图。

[0029] 附图标记说明：

[0030] 10-垫板；101-棉垫片；102-固定带穿过孔；103-固定带；104a-第一魔术贴；104b-

第二魔术贴；105-垫板拇指孔；106-固定扣；107-排气孔；108-凸起挡片；20-透明仓；201-卡

扣；202-透明仓拇指孔；203-条形透气孔；204-针管固定圈。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

[0032] 实施例

[0033] 如图1-图6所述，一种输液夹持装置，包括垫板10和弧形的透明仓20，所述垫板10

上通过第一魔术贴104a铺设有棉垫片101，所述棉垫片101的面积小于垫板10的面积，位于

棉垫片101下方的垫板10上均匀分布有多个排气孔107，位于棉垫片101两侧且远离棉垫片

101的垫板10上对称设有至少三组贯穿垫板10的固定带穿过孔102，所述垫板10远离棉垫片

101的一面上设有与固定带穿过孔102对应的固定带103以及与固定带103配合粘贴的第二

魔术贴104b；所述垫板10的两侧对称设有至少两组固定扣106，所述透明仓20上设有与固定

扣106相匹配的卡扣201，所述透明仓20与垫板10通过所述卡扣201和固定扣106的配合相连

接，所述透明仓20的弧面上均匀设有多个条形透气孔203。

[0034] 在本实施例中，使用时，先进行输液操作，待输液完毕，将患者的手放在垫板10的

棉垫片101上，棉垫片101为软质，而且垫板10上设有多个排气孔107，具有排气的作用，由于

透明仓20内属于半密封状态，排气孔107可将棉垫片101吸收的汗液排出，同时可将汗液蒸

发，避免汗液及不通气对患者造成不适影响，增加舒适度的同时可吸收汗液，且用第一魔术

贴104a固定在垫板10上，可单独取下，反复清洗；然后将固定带103穿过固定带穿过孔102，

绕过患者手臂和手背，贴于垫板10背面的第二魔术贴104b上实现对患者手的固定，再将透

明仓20通过卡扣201的方式扣设在垫板10上，既安装稳固，又方便拆卸，同时透明仓20可防

止患者主动或被动操作造成输液针管脱落，提高了输液效果；而且，在透明仓20上设有条形

透气孔203，方便观察的同时起到透气作用，条形透气孔203与排气孔107形成对流，使透明

仓20内温度和湿度都与外界一致，不会影响输液效果。

[0035]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如图1-图5所示，所述垫板10两侧的中部设有向垫板10中心

线方向凹陷的垫板拇指孔105，所述透明仓20相对两侧设有与垫板拇指孔105位置相对应的

透明仓拇指孔202。在盖上透明仓20后，患者还可将拇指从对应的垫板拇指孔105和透明仓

拇指孔202处伸出，不影响患者进行简单肢体活动，患者拇指可活动既可避免长期不动下手

部僵硬、麻痹，进一步提高患者舒适度。

[0036]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垫板10背向透明仓20方向弯曲，且弯曲处的角度为145°。

[0037]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垫板10背向透明仓20方向弯曲，且弯曲处的角度为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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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垫板10背向透明仓20方向弯曲，且弯曲处的角度为155°。

[0039] 使垫板10与患者的手臂及手掌契合，使包裹更紧密，固定的效果更好，而且由于契

合人体，更加舒适。

[0040]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固定带穿过孔102为三组，与之对应的固定带103和第二

魔术贴104b也为三组，且位于中间的固定带103的宽度小于位于两端的固定带103的宽度。

三组固定带103、第二魔术贴104b和固定带穿过孔102既可实现手部固定，由于中间的固定

带103可能正对输液位置，所以相对窄一点不会影响输液，而且窄一点不会与垫板拇指孔

105、透明仓拇指孔202的位置冲突。

[0041]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固定带103为弹力棉带。其具有手感好、弹力足、易打理、

有较大的伸缩性等等优点，能固定人手，能粘贴到第二魔术贴104b上，而且舒适度高。

[0042]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条形透气孔203的宽度小于儿童手指的宽度。在保证透气

的同时，也避免儿童玩耍将手指通过条形透气孔203伸入透明仓20卡住，避免发生安全隐

患。

[0043] 如图7所示，为了进一步提高固定效果，还可在垫板10上设有凸起挡片108，且凸起

挡片108位于棉垫片101的两侧边缘处；可挡住患者的手臂，进一步起到固定作用，使患者就

算因为汗液或其他因素也不会发生位移、晃动，进而保证了输液的效果；而且，如图8所示，

还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在透明仓20的内壁上设置针管固定圈204，使输液针管可穿过针管

固定圈204，然后针管固定圈204旋转与透明仓20的卡接，实现对针管的固定，避免了针管大

幅度晃动影响输液效果，而且针管固定圈204是活动的，拆卸方便，也不占用空间。

[0044]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

但并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

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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