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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膝关节穿透性损伤包扎辅

助装置，包括支撑板、移动板、连接柱和固定装

置,所述的支撑板的左端上设置有腰形孔，移动

板位于支撑板腰形孔的上方，移动板通过螺栓与

支撑板相连接，固定装置通过连接柱安装在移动

板的顶部上，连接柱的中部为伸缩结构；所述的

固定装置包括升降板、固定支板、锁定滑动板、限

位弹簧、锁定卡板、卡板弹簧、锁紧机构、脚踏机

构、调节机构、斜支板、伸缩滑柱、伸缩连扳、内撑

架和滑柱弹簧。本发明可以解决现有膝盖穿透性

损伤病人进行伤口包扎时存在的伤员伤口包扎

时需要频繁弯曲伤员的腿部、伤员腿部包扎时会

因疼痛产生晃动、伤员脚部无支撑、医疗必需品

需用麻烦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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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膝关节穿透性损伤包扎辅助装置，包括支撑板(1)、移动板(2)、连接柱(3)和固

定装置(4)，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撑板(1)的左端上设置有腰形孔，移动板(2)位于支撑板

(1)腰形孔的上方，移动板(2)通过螺栓与支撑板(1)相连接，固定装置(4)通过连接柱(3)安

装在移动板(2)的顶部上，连接柱(3)的中部为伸缩结构；其中：

所述的固定装置(4)包括升降板(41)、固定支板(42)、锁定滑动板(43)、限位弹簧(44)、

锁定卡板(45)、卡板弹簧(46)、锁紧机构(47)、脚踏机构(48)、调节机构(49)、斜支板(410)、

伸缩滑柱(411)、伸缩连扳(412)、内撑架(413)和滑柱弹簧(414)，升降板(41)安装在连接柱

(3)的上端上，升降板(41)的左端底部上通过销轴安装有固定支板(42)，固定支板(42)的左

侧面前后对称设置有横向滑槽，固定支板(42)的右侧面前后对称设置有纵向滑槽，固定支

板(42)的底部上设置有伸缩槽，固定支板(42)上伸缩槽的侧壁上设置有插孔，脚踏机构

(48)安装在固定支板(42)设置的伸缩槽内；

固定支板(42)的左端前后两侧均分布有一个锁定滑动板(43)，锁定滑动板(43)与固定

支板(42)上的横向滑槽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相连接，锁定滑动板(43)的外侧面连接有限位

弹簧(44)，限位弹簧(44)的外端安装在固定支板(42)的外侧面上，每个锁定滑动板(43)的

内侧面上均通过铰链安装有一个锁定卡板(45)，锁定卡板(45)的内侧面为弧形面，锁定卡

板(45)与锁定滑动板(43)之间均匀安装有卡板弹簧(46)；

锁定滑动板(43)的中部外侧面上安装有锁紧机构(47)，调节机构(49)的上端安装在升

降板(41)的底部上，调节机构(49)的左端与固定支板(42)的右侧面相连接；

升降板(41)的右端底部上安装有倾斜布置的斜支板(410)，斜支板(410)上通过滑动配

合的方式与伸缩滑柱(411)的中部相连接，伸缩滑柱(411)的右端上安装有伸缩连扳(412)，

内撑架(413)通过铰链安装在伸缩连扳(412)的右侧面上，内撑架(413)为弧形结构，内撑架

(413)的右侧面设置有软垫，滑柱弹簧(414)位于伸缩滑柱(411)的右端外侧，滑柱弹簧

(414)安装在斜支板(410)与伸缩连扳(412)之间；

所述的锁紧机构(47)包括锁紧支块(471)、锁紧插带(472)和锁紧插座(473)，锁紧支块

(471)安装在位于固定支板(42)前端的锁定滑动板(43)外侧面上，锁紧插带(472)的前端安

装在锁紧支块(471)上，锁紧插带(472)的前端为伸缩结构，锁紧插带(472)的材质为尼龙，

锁紧插带(472)的后端设置有插杆，锁紧插座(473)安装在位于固定支板(42)后端的锁定滑

动板(43)外侧面上，锁紧插带(472)上的插杆与锁紧插座(473)相配合；

所述的每个内撑架(413)的前后两侧均分布有一个弹性绑带(415)，弹性绑带(415)的

外端设置有魔术贴，弹性绑带(415)安装在斜支板(41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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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脚

踏机构(48)包括脚踏插柱(481)、脚踏卡紧杆(482)、卡紧弹簧(483)、脚踏支架(484)、脚踏

板(485)和脚踏弹簧(486)，脚踏插柱(481)位于固定支板(42)设置的伸缩槽内，脚踏插柱

(481)的外侧面设置有L型孔，脚踏卡紧杆(482)通过卡紧弹簧(483)安装在脚踏插柱(481)

的L型孔内，脚踏卡紧杆(482)的上端外侧设置有三角形插块，脚踏卡紧杆(482)的下端设置

有推送杆；

脚踏支架(484)安装在脚踏插柱(481)的底部上，脚踏支架(484)上通过铰链安装有脚

踏板(485)，脚踏支架(484)与有脚踏板(485)之间安装有脚踏弹簧(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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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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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机构(49)包括调节立板(491)、调节螺柱(492)、调节移动板(493)和调节滑块(494)，调节

立板(491)安装在升降板(41)的底部上，调节立板(491)上通过螺纹配合的方式与调节螺柱

(492)相连接，调节螺柱(492)的左端上通过轴承安装有调节移动板(493)，调节滑块(494)

的左端上通过销轴安装有调节滑块(494)，调节滑块(494)的左端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与固

定支板(42)上的纵向滑槽相连接，调节螺柱(492)的右端上设置有转盘。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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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支

撑板(1)的中部上设置有坐垫(11)，支撑板(1)上对称设置有扶手(12)，扶手(12)对称分布

在坐垫(11)的前后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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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支

撑板(1)的右端上设置有可调节角度的靠背(13)，支撑板(1)的底部前后两端均设置有一组

支撑块，支撑板(1)上的每组支撑块上均连接有一个抬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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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升

降板(41)的上端左右两侧均为弧形结构，升降板(41)的中部上设置有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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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固

定支板(42)的中部上设置有方槽，固定支板(42)方槽的外侧设置有弧形槽。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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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锁

紧插带(472)的中部上设置有海绵软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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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板(485)上均匀设置有卡齿，脚踏板(485)的左端顶部上设置有限位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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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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发明涉及急救辅助器械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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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膝盖的主要组成结构为半月板以及韧带，膝盖在运动或者受到特殊情况时非常容

易受到损伤，膝盖穿透性损伤是膝盖比较严重的伤势，膝盖穿透性损伤多出现在运动场、车

祸现场、自然灾害现场等区域，伤者出现穿透性损伤时需要对其伤口进行紧急医疗处理，如

消毒、止血、包扎等。

[0003] 在对伤者的膝盖进行包扎处理时，伤者一般处于躺卧体位，从而伤者在伤口包扎

时会频繁移动伤者的受创处，增加患者的痛楚，且伤者的伤口包扎完毕需要将其转移时还

会弯曲伤者的膝盖，导致伤者伤口出血等问题。

[0004] 现有膝盖穿透性损伤病人进行伤口包扎时存在的具体问题如下，伤员伤口包扎时

需要频繁弯曲伤员的腿部，增加患者的疼痛，伤员腿部包扎时会因疼痛产生晃动，导致伤口

出血与创面药物的脱落，伤员脚部无支撑，容易使伤者伤口的包扎位置产生偏差，医疗必需

品取用麻烦，伤者进行转移时容易加重伤者的病情。

发明内容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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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现有膝盖穿透性损伤病人进行伤口包扎时存在的伤员伤口包扎时需要频繁弯曲伤员的

腿部、伤员腿部包扎时会因疼痛产生晃动、伤员脚部无支撑、医疗必需品取用麻烦等问题，

可以实现在伤员进行膝盖伤口包扎时将其腿部进行全方位锁定的功能，具有伤员伤口包扎

时无需频繁弯曲伤员腿部、伤员腿部包扎时不会产生晃动、伤员脚部有支撑、医疗必需品取

用简便等优点。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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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支撑板、移动板、连接柱和固定装置,所述的支撑板的左端上设置有腰形孔，移动

板位于支撑板腰形孔的上方，移动板通过螺栓与支撑板相连接，固定装置通过连接柱安装

在移动板的顶部上，连接柱的中部为伸缩结构，连接柱能够进行伸缩运动，使得固定装置能

够适用于不同身材的患者进行膝盖伤口包扎的辅助动作，通过将移动板锁定在支撑板上不

同的位置，能够适用于不同腿部膝盖受伤的伤员。

[0007] 所述的固定装置包括升降板、固定支板、锁定滑动板、限位弹簧、锁定卡板、卡板弹

簧、锁紧机构、脚踏机构、调节机构、斜支板、伸缩滑柱、伸缩连扳、内撑架和滑柱弹簧，升降

板安装在连接柱的上端上，升降板的左端底部上通过销轴安装有固定支板，固定支板的左

侧面前后对称设置有横向滑槽，固定支板的右侧面前后对称设置有纵向滑槽，固定支板的

底部上设置有伸缩槽，固定支板上伸缩槽的侧壁上设置有插孔，脚踏机构安装在固定支板

设置的伸缩槽内；所述的固定支板的中部上设置有方槽，固定支板方槽的外侧设置有弧形

槽，固定支板方槽外侧的弧形槽能够起到承托伤员小腿肚的作用，防止伤员小腿与固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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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贴合不实；

[0008] 固定支板的左端前后两侧均分布有一个锁定滑动板，锁定滑动板与固定支板上的

横向滑槽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相连接，锁定滑动板的外侧面连接有限位弹簧，限位弹簧的

外端安装在固定支板的外侧面上，每个锁定滑动板的内侧面上均通过铰链安装有一个锁定

卡板，锁定卡板的内侧面为弧形面，锁定卡板与锁定滑动板之间均匀安装有卡板弹簧；

[0009] 锁定滑动板的中部外侧面上安装有锁紧机构，调节机构的上端安装在升降板的底

部上，调节机构的左端与固定支板的右侧面相连接；

[0010] 升降板的右端底部上安装有倾斜布置的斜支板，斜支板上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与

伸缩滑柱的中部相连接，伸缩滑柱的右端上安装有伸缩连扳，内撑架通过铰链安装在伸缩

连扳的右侧面上，内撑架为弧形结构，内撑架的右侧面设置有软垫，滑柱弹簧位于伸缩滑柱

的右端外侧，滑柱弹簧安装在斜支板与伸缩连扳之间，具体工作时，固定装置能够将膝盖穿

透伤员进行腿部固定，防止伤员在包扎时伤口腿部发生晃动，造成伤员的疼痛剧烈，伤员的

膝盖放置在升降板的上方，其脚部踏在脚踏机构上，锁紧机构配合锁定卡板能够将伤员的

小腿进行全方位的锁定，调节机构能够根据伤员的伤情与身材情况对固定支板的角度进行

调节，使得伤员处于最舒适的状态，伤员的大腿能够贴合在内撑架的软垫上，内撑架在滑柱

弹簧的作用下紧贴住伤员的大腿，从而伤员的腿部被锁定住，升降板与伤员的膝盖存在一

定的空间，从而不会对伤员伤口的包扎造成影响。

[0011] 所述的锁紧机构包括锁紧支块、锁紧插带和锁紧插座，锁紧支块安装在位于固定

支板前端的锁定滑动板外侧面上，锁紧插带的前端安装在锁紧支块上，锁紧插带的前端为

伸缩结构，锁紧插带的材质为尼龙，锁紧插带的后端设置有插杆，锁紧插座安装在位于固定

支板后端的锁定滑动板外侧面上，锁紧插带上的插杆与锁紧插座相配合；所述的锁紧插带

的中部上设置有海绵软垫，具体工作时，锁紧机构能够将伤员的小腿锁定在固定支板上，根

据伤员腿部的粗细人工挪动锁定滑动板，使得锁定卡板能够贴在伤员小腿的前后两侧，之

后调节锁紧插带的长度，使得锁紧插带能够牢固的锁定在伤员小腿的外侧。

[001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脚踏机构包括脚踏插柱、脚踏卡紧杆、卡

紧弹簧、脚踏支架、脚踏板和脚踏弹簧，脚踏插柱位于固定支板设置的伸缩槽内，脚踏插柱

的外侧面设置有L型孔，脚踏卡紧杆通过卡紧弹簧安装在脚踏插柱的L型孔内，脚踏卡紧杆

的上端外侧设置有三角形插块，脚踏卡紧杆的下端设置有推送杆；

[0013] 脚踏支架安装在脚踏插柱的底部上，脚踏支架上通过铰链安装有脚踏板，脚踏支

架与有脚踏板之间安装有脚踏弹簧；所述的脚踏板上均匀设置有卡齿，脚踏板的左端顶部

上设置有限位凸起，具体工作时，脚踏机构能够将伤员的脚部进行支撑，防止伤员的脚部悬

空造成其伤口包扎时有晃动的隐患，通过向内推动脚踏卡紧杆使得脚踏卡紧杆上三角形插

块与固定支板上伸缩槽的插孔分离，之后拉动脚踏支架使得本发明能够对不同身材的伤员

进行脚部支撑，脚踏板上的限位凸起对伤员的脚部位置进行限位。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调节机构包括调节立板、调节螺柱、调节

移动板和调节滑块，调节立板安装在升降板的底部上，调节立板上通过螺纹配合的方式与

调节螺柱相连接，调节螺柱的左端上通过轴承安装有调节移动板，调节滑块的左端上通过

销轴安装有调节滑块，调节滑块的左端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与固定支板上的纵向滑槽相连

接，调节螺柱的右端上设置有转盘，具体工作时，通过转动调节螺柱的转盘能够调节固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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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角度，以便配合伤员对固定支板不同角度的需求。

[001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支撑板的中部上设置有坐垫，支撑板上

对称设置有扶手，扶手对称分布在坐垫的前后两侧；所述的支撑板的右端上设置有可调节

角度的靠背，支撑板的底部前后两端均设置有一组支撑块，支撑板上的每组支撑块上均连

接有一个抬杆，具体工作时，扶手能够供伤员进行握持，从而减轻伤员伤口包扎时的痛苦，

抬杆能够将本发明抬起，以便将伤员转移到合适的位置。

[001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升降板的上端左右两侧均为弧形结构，

升降板的中部上设置有抽屉，具体工作时，升降板的抽屉内放置有剪刀、扎带、消毒液等医

疗品。

[001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每个内撑架的前后两侧均分布有一个弹

性绑带，弹性绑带的外端设置有魔术贴，弹性绑带安装在斜支板上，具体工作时，弹性绑带

能够根据伤员的身材将其大腿部进行锁定，从而伤员的大腿与小腿均得到锁定。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9] 本发明具有伤员伤口包扎时无需频繁弯曲伤员的腿部、伤员腿部包扎时不会产生

晃动、伤员脚部有支撑、医疗必需品取用简便等优点；

[0020] 本发明设置有支撑板，支撑板上的扶手能够供伤员进行握持，从而减轻伤员伤口

包扎时的痛苦，抬杆能够将本发明抬起，以便将伤员转移到合适的位置；

[0021] 本发明固定装置上设置有升降板，升降板的抽屉内放置有剪刀、扎带、消毒液等医

疗必需品，使得医疗必需品取用方便；

[0022] 本发明固定装置上设置有脚踏机构，脚踏机构能够将伤员的脚部进行支撑，防止

伤员的脚部悬空造成其伤口包扎时有晃动的隐患；

[0023] 本发明固定装置上设置有锁紧机构与内撑架，锁紧机构与内撑架相配合能够将伤

员的大腿与小腿均得到锁定。

附图说明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固定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斜支板、伸缩滑柱、伸缩连扳、内撑架滑柱弹簧与弹性绑带之间的结

构示意图；

[0028] 图4是本发明固定支板、锁定滑动板、限位弹簧、锁定卡板、卡板弹簧与锁紧机构之

间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5是本发明锁定滑动板、锁紧插带与紧插座之间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6是本发明固定支板、脚踏插柱、脚踏卡紧杆与卡紧弹簧之间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7是本发明使用简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图示，进一步阐述本发明。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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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结合。

[0033] 如图1至图7所示，一种膝关节穿透性损伤包扎辅助装置，包括支撑板1、移动板2、

连接柱3和固定装置4,所述的支撑板1的左端上设置有腰形孔，移动板2位于支撑板1腰形孔

的上方，移动板2通过螺栓与支撑板1相连接，固定装置4通过连接柱3安装在移动板2的顶部

上，连接柱3的中部为伸缩结构，连接柱3能够进行伸缩运动，使得固定装置4能够适用于不

同身材的患者进行膝盖伤口包扎的辅助动作，通过将移动板2锁定在支撑板1上不同的位

置，能够适用于不同腿部膝盖受伤的伤员。

[0034] 所述的支撑板1的中部上设置有坐垫11，支撑板1上对称设置有扶手12，扶手12对

称分布在坐垫11的前后两侧；所述的支撑板1的右端上设置有可调节角度的靠背13，支撑板

1的底部前后两端均设置有一组支撑块，支撑板1上的每组支撑块上均连接有一个抬杆14，

扶手12能够供伤员进行握持，从而减轻伤员伤口包扎时的痛苦，抬杆14能够将本发明抬起，

以便将伤员转移到合适的位置。

[0035] 所述的固定装置4包括升降板41、固定支板42、锁定滑动板43、限位弹簧44、锁定卡

板45、卡板弹簧46、锁紧机构47、脚踏机构48、调节机构49、斜支板410、伸缩滑柱411、伸缩连

扳412、内撑架413和滑柱弹簧414，升降板41安装在连接柱3的上端上，升降板41的左端底部

上通过销轴安装有固定支板42，固定支板42的左侧面前后对称设置有横向滑槽，固定支板

42的右侧面前后对称设置有纵向滑槽，固定支板42的底部上设置有伸缩槽，固定支板42上

伸缩槽的侧壁上设置有插孔，脚踏机构48安装在固定支板42设置的伸缩槽内；所述的固定

支板42的中部上设置有方槽，固定支板42方槽的外侧设置有弧形槽，固定支板42方槽外侧

的弧形槽能够起到承托伤员小腿肚的作用，防止伤员的小腿与固定支板42贴合不实；

[0036] 固定支板42的左端前后两侧均分布有一个锁定滑动板43，锁定滑动板43与固定支

板42上的横向滑槽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相连接，锁定滑动板43的外侧面连接有限位弹簧

44，限位弹簧44的外端安装在固定支板42的外侧面上，每个锁定滑动板43的内侧面上均通

过铰链安装有一个锁定卡板45，锁定卡板45的内侧面为弧形面，锁定卡板45与锁定滑动板

43之间均匀安装有卡板弹簧46；

[0037] 锁定滑动板43的中部外侧面上安装有锁紧机构47，调节机构49的上端安装在升降

板41的底部上，调节机构49的左端与固定支板42的右侧面相连接；

[0038] 升降板41的右端底部上安装有倾斜布置的斜支板410，斜支板410上通过滑动配合

的方式与伸缩滑柱411的中部相连接，伸缩滑柱411的右端上安装有伸缩连扳412，内撑架

413通过铰链安装在伸缩连扳412的右侧面上，内撑架413为弧形结构，内撑架413的右侧面

设置有软垫，滑柱弹簧414位于伸缩滑柱411的右端外侧，滑柱弹簧414安装在斜支板410与

伸缩连扳412之间，具体工作时，固定装置4能够将膝盖穿透伤员进行腿部固定，防止伤员在

包扎时伤口腿部发生晃动，造成伤员的疼痛剧烈，伤员的膝盖放置在升降板41的上方，其脚

部踏在脚踏机构48上，锁紧机构47配合锁定卡板45能够将伤员的小腿进行全方位的锁定，

调节机构49能够根据伤员的伤情与身材情况对固定支板42的角度进行调节，使得伤员处于

最舒适的状态，伤员的大腿能够贴合在内撑架413的软垫上，内撑架413在滑柱弹簧414的作

用下紧贴住伤员的大腿，从而伤员的腿部被锁定住，升降板41与伤员的膝盖存在一定的空

间，从而不会对伤员伤口的包扎造成影响。

[0039] 所述的升降板41的上端左右两侧均为弧形结构，升降板41的中部上设置有抽屉，

说　明　书 4/6 页

7

CN 110368239 B

7



升降板41的抽屉内放置有剪刀、扎带、消毒液等医疗必需品。

[0040] 所述的脚踏机构48包括脚踏插柱481、脚踏卡紧杆482、卡紧弹簧483、脚踏支架

484、脚踏板485和脚踏弹簧486，脚踏插柱481位于固定支板42设置的伸缩槽内，脚踏插柱

481的外侧面设置有L型孔，脚踏卡紧杆482通过卡紧弹簧483安装在脚踏插柱481的L型孔

内，脚踏卡紧杆482的上端外侧设置有三角形插块，脚踏卡紧杆482的下端设置有推送杆；

[0041] 脚踏支架484安装在脚踏插柱481的底部上，脚踏支架484上通过铰链安装有脚踏

板485，脚踏支架484与有脚踏板485之间安装有脚踏弹簧486；所述的脚踏板485上均匀设置

有卡齿，脚踏板485的左端顶部上设置有限位凸起，具体工作时，脚踏机构48能够将伤员的

脚部进行支撑，防止伤员的脚部悬空造成其伤口包扎时有晃动的隐患，通过向内推动脚踏

卡紧杆482使得脚踏卡紧杆482上三角形插块与固定支板42上伸缩槽的插孔分离，之后拉动

脚踏支架484使得本发明能够对不同身材的伤员进行脚部支撑，脚踏板485上的限位凸起对

伤员的脚部位置进行限位。

[0042] 所述的调节机构49包括调节立板491、调节螺柱492、调节移动板493和调节滑块

494，调节立板491安装在升降板41的底部上，调节立板491上通过螺纹配合的方式与调节螺

柱492相连接，调节螺柱492的左端上通过轴承安装有调节移动板493，调节滑块494的左端

上通过销轴安装有调节滑块494，调节滑块494的左端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与固定支板42上

的纵向滑槽相连接，调节螺柱492的右端上设置有转盘，通过转动调节螺柱492的转盘能够

调节固定支板42的角度，以便配合伤员对固定支板42不同角度的需求。

[0043] 所述的锁紧机构47包括锁紧支块471、锁紧插带472和锁紧插座473，锁紧支块471

安装在位于固定支板42前端的锁定滑动板43外侧面上，锁紧插带472的前端安装在锁紧支

块471上，锁紧插带472的前端为伸缩结构，锁紧插带472的材质为尼龙，锁紧插带472的后端

设置有插杆，锁紧插座473安装在位于固定支板42后端的锁定滑动板43外侧面上，锁紧插带

472上的插杆与锁紧插座473相配合；所述的锁紧插带472的中部上设置有海绵软垫，具体工

作时，锁紧机构47能够将伤员的小腿锁定在固定支板42上，根据伤员腿部的粗细人工挪动

锁定滑动板43，使得锁定卡板45能够贴在伤员小腿的前后两侧，之后调节锁紧插带472的长

度，使得锁紧插带472能够牢固的锁定在伤员小腿的外侧。

[0044] 所述的每个内撑架413的前后两侧均分布有一个弹性绑带415，弹性绑带415的外

端设置有魔术贴，弹性绑带415安装在斜支板410上，具体工作时，弹性绑带415能够根据伤

员的身材将其大腿部进行锁定，从而伤员的大腿与小腿均得到锁定。

[0045] 工作时，当伤者膝盖受到穿透性损伤时，首先将伤者挪动到本发明上，伤者的臀部

坐在坐垫11上，伤者的背部靠在靠背13上，根据伤者受伤的腿部调节移动板2锁定在支撑板

1上的位置，伤者的膝盖位于升降板41的上方，通过向内推动脚踏卡紧杆482使得脚踏卡紧

杆482上三角形插块与固定支板42上伸缩槽的插孔分离，之后拉动脚踏支架484使得本发明

能够对不同身材的伤员进行脚部支撑，防止伤员的脚部悬空造成其伤口包扎时有晃动的隐

患；

[0046] 通过转动调节螺柱492的转盘能够调节固定支板42的角度，以便配合伤员对固定

支板42不同角度的需求，锁紧机构47能够将伤员的小腿锁定在固定支板42上，根据伤员腿

部的粗细人工挪动锁定滑动板43，使得锁定卡板45能够贴在伤员小腿的前后两侧，之后调

节锁紧插带472的长度，使得锁紧插带472能够牢固的锁定在伤员小腿的外侧，伤员的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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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贴合在内撑架413的软垫上，内撑架413在滑柱弹簧414的作用下紧贴住伤员的大腿，弹

性绑带415能够根据伤员的身材将其大腿部进行锁定，从而伤员的大腿与小腿均得到锁定，

升降板41与伤员的膝盖存在一定的空间，从而不会对伤员伤口的包扎造成影响，扶手12能

够供伤员进行握持，从而减轻伤员伤口包扎时的痛苦，抬杆14能够将本发明抬起，以便将伤

员转移到合适的位置。

[0047] 本发明实现了在伤员进行膝盖伤口包扎时将其腿部进行全方位锁定的功能，解决

了现有膝盖穿透性损伤病人进行伤口包扎时存在的伤员伤口包扎时需要频繁弯曲伤员的

腿部、伤员腿部包扎时会因疼痛产生晃动、伤员脚部无支撑、医疗必需品取用麻烦等问题，

达到了目的。

[0048]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的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

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

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

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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