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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急诊抢救病房用采血标本收纳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急诊抢救病房用采血标

本收纳装置，包括标本收纳盒(1)、及将所述标本

收纳盒(1)固定在床旁的固定组件(2)；所述标本

收纳盒(1)包括上下布置的标本放置部(1‑1)和

收纳仓(1‑2)，所述标本放置部(1‑1)包括前后布

置的标本放置区(A)、标签放置区(B)和备用采血

管放置区(C)，所述标本放置区(A)设有上端开口

的若干个采血管插槽(1‑1a)，所述标签放置区

(B)设有多个标签卡槽(1‑1b)，所述备用采血管

放置区(C)经由隔板(4)分隔为多个置物凹槽(1‑

1c)，所述收纳仓(1‑2)在所述标本收纳盒(1)的

前端开口。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急诊抢救病房用采

血标本收纳装置，可提高护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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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急诊抢救病房用采血标本收纳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标本收纳盒(1)、及将所述标

本收纳盒(1)固定在床旁的固定组件(2)；

所述标本收纳盒(1)包括上下布置的标本放置部(1‑1)和收纳仓(1‑2)，所述标本放置

部(1‑1)包括前后布置的标本放置区(A)、标签放置区(B)和备用采血管放置区(C)，所述标

本放置区(A)设有上端开口的若干个采血管插槽(1‑1a)，所述标签放置区(B)设有多个标签

卡槽(1‑1b)，所述备用采血管放置区(C)经由隔板(4)分隔为多个置物凹槽(1‑1c)，所述收

纳仓(1‑2)在所述标本收纳盒(1)的前端开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急诊抢救病房用采血标本收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若干个

采血管插槽(1‑1a)呈阵列布置，每个标签卡槽(1‑1b)与一列采血管插槽(1‑1a)相对应。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急诊抢救病房用采血标本收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采血管

插槽(1‑1a)内壁设有一圈弹性垫层(3)。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急诊抢救病房用采血标本收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标本收

纳盒(1)的前端与每一列采血管插槽(1‑1a)对应的位置设有计时器(7)。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急诊抢救病房用采血标本收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纳仓

(1‑2)呈抽屉状设置在所述标本收纳盒(1)的下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急诊抢救病房用采血标本收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纳仓

(1‑2)的前端设有挡板(1‑2a)，所述挡板(1‑2a)前端设有嘱咐信息放置槽(1‑2b)。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急诊抢救病房用采血标本收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组

件(2)包括立柱(2‑1)、及设置在所述立柱(2‑1)后端的卡固件(2‑2)，所述卡固件(2‑2)呈L

型且与所述立柱(2‑1)之间形成下端开口的卡口。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急诊抢救病房用采血标本收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卡口两

侧分别设有弹性卡块(2‑3)。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急诊抢救病房用采血标本收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标本收

纳盒(1)可拆卸固定在所述立柱(2‑1)前端。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急诊抢救病房用采血标本收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柱

(2‑1)前端沿高度方向设有两个挂钩(6)，所述标本收纳盒(1)后端设有与所述两个挂钩(6)

匹配的连接块(5)，所述连接块(5)设有下端开口并与所述挂钩(6)匹配的钩槽(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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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抢救病房用采血标本收纳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急诊抢救病房用采血标本收纳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急诊室抢救病人时，要第一时间要对患者采集血样标本，由于急诊抢救情况紧急，

医生问诊、体检后，会以口头医嘱的形式告知床边护士需采集的血液标本。一般情况下，护

士会在已采血的标本瓶上手写病人的姓名，放置于试管架上，等待电子医嘱的完成，因此，

标本不能跟随病人一起。有时会因为手写字迹不清晰，导致错误，或同一时间来多个病人

时，容易混淆，耽误治疗。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目的是提供一种急诊抢救病房用采血标本收纳装置，结构简单，使用

方便。

[0004] 基于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是：

[0005] 急诊抢救病房用采血标本收纳装置，包括标本收纳盒、及将所述标本收纳盒固定

在床旁的固定组件；

[0006] 所述标本收纳盒包括上下布置的标本放置部和收纳仓，所述标本放置部包括前后

布置的标本放置区、标签放置区和备用采血管放置区，所述标本放置区设有上端开口的若

干个采血管插槽，所述标签放置区设有多个标签卡槽，所述备用采血管放置区经由隔板分

隔为多个置物凹槽，所述收纳仓在所述标本收纳盒的前端开口。

[0007] 在其中的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若干个采血管插槽呈阵列布置，每个标签卡槽与

一列采血管插槽相对应。

[0008] 在其中的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采血管插槽内壁设有一圈弹性垫层。

[0009] 在其中的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标本收纳盒的前端与每一列采血管插槽对应的位

置设有计时器。

[0010] 在其中的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收纳仓呈抽屉状设置在所述标本收纳盒的下部。

[0011] 在其中的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收纳仓的前端设有挡板，所述挡板上前端设有嘱

咐信息放置槽。

[0012] 在其中的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固定组件包括立柱、及设置在所述立柱后端的卡

固件，所述卡固件呈L型且与所述立柱之间形成下端开口的卡口。

[0013] 在其中的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卡口两侧分别设有弹性卡块。

[0014] 在其中的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标本收纳盒可拆卸固定在所述立柱前端。

[0015] 在其中的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立柱前端沿高度方向设有两个挂钩，所述标本收

纳盒后端设有与所述两个挂钩匹配的连接块，所述连接块设有下端开口并与所述挂钩匹配

的钩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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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是：

[0017] 1、将标本收纳盒固定在急诊病床旁，采集的血液标本可跟随病人，避免出现信息

错误，混淆，保证治疗效果；

[0018] 2、该标本收纳盒设置标本收纳部和收纳仓，可对采血标本、采血用具分别收纳，标

本收纳部设置标签放置区可设置标签用以提醒护理人员，避免混淆，还设有备用采血管放

置区用于放置备用采血管，操作方便；

[0019] 3、在采血管插槽内壁设置一圈弹性垫层，可对采血管起到缓冲保护作用，同时使

采血管稳定置于采血管插槽内；

[0020] 4、收纳仓呈抽屉状设置在标本收纳盒的下部，方便收纳仓内物品的拿取，在收纳

仓前端设置嘱咐信息放置槽用于放置嘱咐信息，提高护理效率；

[0021] 5、在标本收纳盒的前端设置计时器，便于提醒护理人员及时送检；

[0022] 6、固定组件的结构简单，方便将标本收纳盒固定在床旁；

[0023] 7、标本收纳盒可拆卸固定在立柱前端，便于将标本收纳盒取出送检。

附图说明

[002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

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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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

图。

[0025]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急诊抢救病房用采血标本收纳装置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标本收纳盒的正视图；

[0027]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标本收纳盒的俯视图；

[0028]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挂钩与连接块配合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其中：

[0030] 1、标本收纳盒；1‑1、标本放置部；1‑1a、采血管插槽；1‑1b、标签卡槽；1‑1c、置物凹

槽；1‑2、收纳仓；1‑2a、挡板；1‑2b、嘱咐信息放置槽；

[0031] 2、固定组件；2‑1、立柱；2‑2、卡固件；2‑3、弹性卡块；

[0032] 3、弹性垫层；

[0033] 4、隔板；

[0034] 5、连接块；5‑1、钩槽；

[0035] 6、挂钩；

[0036] 7、计时器；

[0037] A、标本放置区；

[0038] B、标签放置区；

[0039] C、备用采血管放置区。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上述方案做进一步说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是用于说明

本实用新型而不限于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实施例中采用的实施条件可以根据具体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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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做进一步调整，未注明的实施条件通常为常规实验中的条件。

[0041] 参见图1‑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提供一种急诊抢救病房用采血标

本收纳装置，包括标本收纳盒1、及将标本收纳盒1固定在床旁的固定组件2。

[0042] 标本收纳盒1包括上下布置的标本放置部1‑1和收纳仓1‑2，标本放置部1‑1包括前

后布置的标本放置区A、标签放置区B和备用采血管放置区C，标本放置区A设有上端开口的

若干个采血管插槽1‑1a，标签放置区B设有多个标签卡槽1‑1b，备用采血管放置区C经由隔

板4分隔为多个置物凹槽1‑1c，收纳仓1‑2在标本收纳盒1的前端开口。

[0043] 本例中，若干个采血管插槽1‑1a呈阵列布置，每个标签卡槽1‑1b与一列采血管插

槽1‑1a相对应，使用时将每个病人的采血标本按列放置，在每列对应的标签卡槽1‑1b内放

置书写标签，用于提醒护理人员，避免混淆。

[0044] 为了提高采血管在采血管插槽1‑1a内放置的稳定性，采血管插槽1‑1a内壁设有一

圈弹性垫层3，弹性垫层3可采用硅胶或橡胶制成。

[0045] 为了便于提醒护理人员及时送检采血标本，在标本收纳盒1的前端与每一列采血

管插槽1‑1a对应的位置设有计时器，计时器为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不再赘述。

[0046] 本例中，收纳仓1‑2呈抽屉状设置在标本收纳盒1的下部，使用时将收纳仓1‑2从采

血管收纳盒1中抽出，即可拿取物品，方便操作。

[0047] 本例中，在收纳仓1‑2的前端设有挡板1‑2a，挡板1‑2a上前端设有嘱咐信息放置槽

1‑2b，嘱咐信息放置槽1‑2b为上端开口的插槽，一方面便于操作收纳仓1‑2，另一方面便于

放置嘱咐信息，提高护理效率。

[0048] 固定组件2包括立柱2‑1、及设置在立柱2‑1后端的卡固件2‑2，卡固件2‑2呈L型且

与立柱2‑1之间形成下端开口的卡口，将卡固件2‑2置于病床护栏的栏杆上，即可将标本收

纳盒1固定在床旁。

[0049] 为了提高标本收纳盒1固定的稳定性，在卡口两侧分别设有弹性卡块2‑3，弹性卡

块2‑3可采用硅胶或橡胶制成，可避免卡固件2‑2从病床护栏上滑脱，提高稳定性。

[0050] 本例中，标本收纳盒1可拆卸固定在立柱2‑1前端，方便采血标本的送检。具体的，

参见图4，立柱2‑1前端沿高度方向设有两个挂钩6，标本收纳盒1后端设有与两个挂钩6匹配

的两个连接块5，连接块5设有下端开口并与挂钩匹配的钩槽5‑1。

[0051] 上述实例只为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的

人是能够了解本实用新型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凡

根据本实用新型精神实质所做的等效变换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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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7

CN 213769801 U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