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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真空塑形且重复使用的肢体保护垫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能真空塑形且重复使用

的肢体保护垫，包括一透气内袋，其内表面在彼

此间隔且相对应的位置，分别固设有一定位组

件，这些定位组件能将该内袋的容纳空间区隔成

多个定位空间，维持内袋呈扁平狭长状，且使相

邻的这些定位空间相互区隔但彼此连通，供填装

多个颗粒；一气密外袋，包覆该内袋，且其上气密

地安装有一气嘴，该气嘴的底部是被气密地封合

在该外袋表面，该气嘴内设有一空气通道，该空

气通道连通该外袋的内外，且能被切换成导通或

不导通的状态；及至少一束紧组件，能使该肢体

保护垫稳定地围绕且贴靠在一肢体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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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能真空塑形且重复使用的肢体保护垫，其特征在于，包括：

一内袋，所述内袋是由一透气材料制成，其周缘被封合，以在其内形成一第一容纳空

间，该内袋的二内侧表面在彼此间隔且相对应的位置，分别设有一定位组件，这些定位组件

分别呈线状，并能将该第一容纳空间区隔成多个定位空间，且使相邻的这些定位空间相互

区隔但彼此连通，以使该第一容纳空间的断面始终维持在一预定高度的扁平狭长状；

多个颗粒，所述颗粒被填装在该内袋的这些定位空间内，且能在这些定位空间内移动，

各该颗粒的粒径大于该透气材料的透气孔径；

一外袋，所述外袋是由一不透气材料制成，其周缘被气密封合，以在其内形成一第二容

纳空间，该第二容纳空间是用以容纳该内袋，该外袋表面在对应于该第二容纳空间的位置

开设有一开孔，该开孔与该第二容纳空间相连通；

一气嘴，所述气嘴被气密地封合在该外袋表面对应于该开孔的位置，其内设有一空气

通道，以使一抽气装置能透过该空气通道，对这些容纳空间进行抽气；以及

至少一束紧组件，能使该肢体保护垫能稳定地围绕且贴靠在一肢体的表面，并据此调

整该肢体保护垫围绕到该肢体的松紧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肢体保护垫，其特征在于，该透气材料是一透气织物或一透气

塑化膜。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肢体保护垫，其特征在于，该不透气材料是一不透气塑化膜。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肢体保护垫，其特征在于，所述颗粒是呈多孔状结构的颗粒。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肢体保护垫，其特征在于，该气嘴是一单向逆止阀，在该抽气

装置通过该空气通道，对该容纳空间进行抽气时，该单向逆止阀会使该空气通道成为单向

导通的状态，相反，在该外袋外的气压等于或大于这些容纳空间内的气压时，该单向逆止阀

会使该空气通道成为不导通的状态。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肢体保护垫，其特征在于，该气嘴是一气阀，该气阀能被开启

或关闭，以使该空气通道成为导通或不导通的状态。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肢体保护垫，其特征在于，该束紧组件是一束紧带，

其一端固定在该外袋的周缘。

8.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肢体保护垫，其特征在于，所述肢体保护垫还包括

一装饰袋，该装饰袋也是由一透气材料制成，其内形成一第三容纳空间，该第三容纳空间用

以容纳该外袋，该装饰袋表面在对应于该气嘴的位置开设有一裸露孔，该气嘴能通过该裸

露孔而外露在该装饰袋之外。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肢体保护垫，其特征在于，该束紧组件是一束紧带，其一端连

接在该装饰袋的周缘。

10.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肢体保护垫，其特征在于，所述肢体保护垫还包括

一装饰披覆层，该装饰披覆层是由一透气材料制成，且披覆在该外袋的外侧表面，仅使该气

嘴能裸露在该装饰披覆层之外。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肢体保护垫，其特征在于，该束紧组件是一束紧带，其一端

连接在该装饰披覆层的周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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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真空塑形且重复使用的肢体保护垫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肢体保护垫，特别涉及一种能真空塑形且重复使用的肢体保护

垫，使使用者能将该肢体保护垫稳定地围绕且贴靠在一肢体表面(如：头部、手脚骨折处或

颈腰扭伤处的表面)后，仅需将该肢体保护垫内的空气抽出，该肢体保护垫就会对其内填装

的多个颗粒施压，使这些颗粒相互紧靠，进而使该肢体保护垫随着该肢体的轮廓被塑形成

拟固体状(其硬度或弹性依抽出空气量的多寡而定)，以保护该肢体(如：吸收及减缓外力对

头部的撞击、使手脚骨折处能在获得稳固定位后再生复原，或使颈腰扭伤处能获得足够的

支撑)。

背景技术

[0002] 根据世界卫生及医疗组织的统计，世界各国每年至少约有10％的人口，会因肢体

骨折或手术而“打上石膏”，虽然“打上石膏”是一件常见而不特别使人意外的事，但是，病患

仍必须做好心理准备，且愿意花些时间去适应它及了解它，以便能顺利渡过接受石膏治疗

的日子。

[0003] 一般来说，医生均会根据病患的实际伤势状况，选择最适合使用的石膏材料，它可

能是石膏粉制成的石膏(plaster  cast)或树脂石膏(synthetic  or  resin  cast)，其中，石

膏粉石膏是由石膏粉加上纱布制成；树脂石膏则是由玻璃纤维加上PU树脂制成。然而，无论

使用何种石膏材料，在石膏治疗的第一星期，病患受伤的肢体通常会持续肿胀，造成石膏太

紧，导致血液循环不佳及疼痛不已；第二星期，当病患肿胀开始消退时又会觉得石膏太松，

缺乏固定的效果。因此，一开始，病患需要几天的时间来适应它，在打上石膏的前几天，病患

会一直感觉到它的存在，且因为病患可能或绝对无法做到受伤前可做到的事，而必须将自

己的生活步调放慢，以慢慢地调整及配合自己的生理限制，以期在活动时，不会对患部的复

原造成任何负面影响。此外，在两星期内，尚需做第一次回诊，但是，当病患遇到下列状况

时，则应立即进行回诊，以便医生诊断后进行适当处理：

[0004] 1、患肢疼痛不已时；

[0005] 2、感觉石膏模太紧而难过时；

[0006] 3、石膏模慢慢松脱、有裂痕或破裂时；

[0007] 4、在石膏模内感觉到压迫或摩擦的疼痛时；

[0008] 5、石膏模旁的皮肤感觉到持续发冷或泛白、发青的现象时；或

[0009] 6、打上石膏模位置的手指或脚趾，有疼痛、麻木或持续地刺痛时。

[0010] 若干时日后，待医生诊断病患骨折部位已因骨痂成熟而完全复原时，便会以一只

特殊设计的石膏锯，自患肢上将石膏模切除，此种石膏锯因具备特殊的设计，只会切硬石

膏，而不会切伤软皮肤，切除石膏模的过程虽快且不会疼痛，不过，潜在的危险仍存在，因

此，病患必需能与医生完全配合，才能将危险性降至最低。

[0011] 如上所述，病患在接受石膏治疗的日子里，除会因石膏模对患肢造成前述问题及

诸多不适之外，在完成治疗后，大量被切除后的石膏模亦成医疗废弃物上的重大负担，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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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0012] 因此，如何设计出一种肢体保护垫，除使使用者能将该肢体保护垫稳定地围绕且

贴靠在患肢表面(如：手脚骨折处的表面)后，仅需将该肢体保护垫内的空气抽出，使该肢体

保护垫对其内填装的多个颗粒施压，使这些颗粒相互紧靠后，该肢体保护垫即会随着该患

肢的轮廓被塑形成拟固体状(其硬度或弹性依抽出空气量的多少而定)，进而使手脚骨折处

能在获得稳固定位后再生复原，然后，等病患完成石膏治疗后，仅需将空气导入该肢体保护

垫，即能使该肢体保护垫内填装的这些颗粒松散，而回复成柔软状，进而使病患能卸除该肢

体保护垫，对患肢进行检查、清洁、上药等，且能自行根据初步复原的患肢轮廓，重新调整该

肢体保护垫的塑形，使患肢能在复健过程中，继续获得舒适、良好且足够的支撑，直到完全

痊愈为止，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发明内容

[0013] 有鉴于现有的石膏无法针对患肢轮廓调整塑形，且无法被重复使用的前述缺点，

发明人凭借着多年的实务经验，在经过大量实验及研究后，终于设计出本发明的一种能真

空塑形且重复使用的肢体保护垫，以期能有效解决现有的石膏在使用上的诸多问题，并使

使用者无论在对患肢进行治疗的过程中，或对患肢进行复健的过程中，或对肢体进行保护

的过程中，均能重复使用该肢体保护垫，且借重新调整该肢体保护垫对肢体的塑形，使肢体

能获得最佳的治疗、复健及保护。

[001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能真空塑形且重复使用的肢体保护垫，该肢体保护垫

包括一内袋、多个颗粒、一外袋、一气嘴及至少一束紧组件，其中，该内袋是由一透气材料制

成，其周缘被封合，以在其内形成一第一容纳空间，该内袋的内侧表面在彼此间隔且相对应

的位置，分别设有一定位组件，这些定位组件分别呈线状，并能将该第一容纳空间区隔成多

个定位空间，且使相邻的这些定位空间相互区隔但彼此连通，以使该第一容纳空间的断面

始终维持在一预定高度的扁平狭长状；这些颗粒是被填装在该内袋的这些定位空间内，且

能在这些定位空间之间移动，各该颗粒的粒径大于该透气材料的透气孔径；该外袋由一不

透气材料制成，其周缘被气密封合，以在其内形成一第二容纳空间，该第二容纳空间用以容

纳该内袋，该外袋表面在对应于该第二容纳空间的位置开设有一开孔，该开孔与该第二容

纳空间相连通；该气嘴的底部周缘被气密地封合在该外袋表面对应于该开孔的位置，且该

气嘴内设有一空气通道，以使一抽气装置(如：吸尘器)能通过该空气通道，对这些容纳空间

进行抽气；该束紧组件(如：束紧带或魔鬼毡)能使该肢体保护垫稳定地围绕且贴靠在一肢

体(如：头部、手脚骨折处或颈腰扭伤处)表面，并据以调整该肢体保护垫包覆该肢体的松紧

度。

[0015] 如此，当该肢体保护垫被稳定地包覆在该肢体表面后，使用者仅需利用该抽气装

置，通过该空气通道，对该外袋抽真空，此时，因该内袋能完全防止其内填装的这些颗粒被

吸出，因此，仅该第一容纳空间与该第二容纳空间内的空气会被该抽气装置抽出，导致该外

袋向内变形，挤压该内袋及其内填装的这些颗粒，使这些颗粒相互紧靠，进而使得该肢体保

护垫能随着该肢体轮廓被塑形成拟固体状(其硬度或弹性依真空程度而定)，以保护该肢

体，如：吸收及减缓外力对头部的撞击、使手脚骨折处能在获得稳固定位后再生复原，或使

颈腰扭伤处能获得足够的支撑。之后，当使用者无需使用该肢体保护垫时，仅需将空气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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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外袋，即能使该内袋中填装的这些颗粒松散，进而使该肢体保护垫回复成柔软状，以方便

收藏及供下次重复使用。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保护垫被固定至肢体的示意图；及

[0017] 图2是本发明的肢体保护垫的横剖面分解示意图。

[0018] 【附图标记说明】

[0019] 外袋              10

[0020] 第二容纳空间      13

[0021] 开孔              14

[0022] 束紧组件          15

[0023] 魔鬼毡            16

[0024] 气嘴              20

[0025] 嘴座              21

[0026] 空气通道          211

[0027] 气密瓣膜          22

[0028] 盖体              23

[0029] 内袋              30

[0030] 第一容纳空间      33

[0031] 定位空间          331

[0032] 定位组件          35

[0033] 颗粒              40

[0034] 装饰袋            50

[0035] 第三容纳空间      51

[0036] 裸露孔           52

[0037] 装饰披覆层       60

[0038] 肢体保护垫       A

[0039] 肢体             B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并参照

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41] 在本发明的一最佳实施例中，是提供一种能真空塑形且重复使用的肢体保护垫，

请参阅图1及图2所示，该肢体保护垫A包括一外袋10、至少一束紧组件15、一气嘴20、一内袋

30及多个颗粒40，其中，该内袋30是由一透气材料(如：透气织物或透气塑化膜)制成，其周

缘被封合，以在其内形成一第一容纳空间33，该内袋30的内侧表面在彼此间隔且相对应的

位置，分别固定设有一定位组件35，这些定位组件35分别呈线状，并能将该第一容纳空间33

区隔成多个定位空间331，且使相邻的这些定位空间331相互区隔但彼此连通，以使该第一

容纳空间33的断面始终能维持在一预定高度的扁平狭长状；这些颗粒40是被填装在该内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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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的这些定位空间331内，且能在这些定位空间331内移动，各该颗粒40的粒径大于该内袋

30的透气孔径。这样，当这些颗粒40被填装在该内袋30的这些定位空间331后，这些颗粒40

虽能在这些定位空间331内移动，但是，由于这些定位组件35使该第一容纳空间33的断面始

终维持在一预定高度的扁平狭长状，因此，这些颗粒40能较均匀地分散至这些定位空间

331，使这些定位空间331维持在一较为均匀的厚度，而不致全部堆积于一处。此外，由于各

该颗粒40的粒径大于该内袋30的透气孔径，因此，这些等颗粒40仅能在这些定位空间331移

动，而不致位移至该内袋30之外。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一较佳实施例，本发明所谓的这

些定位组件35，在实际施作时，并不局限于线体，还包括带体、其它软、硬的连接体或定位

点，所以，凡相关技术领域的人员，在参考本发明的技术内容后，将这些定位组件35改以其

它带体或软、硬连接体取代，或改以长度为零的定位点(内袋的二内侧直接连接)取代，使相

邻的这些定位空间331相互区隔但彼此连通，且使该第一容纳空间33的断面始终维持在预

定扁狭长状，均应不脱离本发明所谓的定位组件35的保护范畴。

[0042] 还请参阅图1及图2所示，该外袋10是由一不透气材料(如：不透气塑化膜)制成，其

周缘被气密封合，以在其内形成一第二容纳空间13，该第二容纳空间13是用以容纳该内袋

30，该外袋10表面在对应于该第二容纳空间13的位置开设有一开孔14，该开孔14是与该第

二容纳空间13相连通；该气嘴20包括一嘴座21及一盖体23，该嘴座21是由不透气材料制成，

该嘴座21的底部周缘是被气密地封合在该外袋10外表面上对应于该开孔14的位置，该嘴座

21内设有一空气通道211，以使一抽气装置(图中未示出)能通过该空气通道211，对该第二

容纳空间13及该第一容纳空间33进行抽气，该盖体23能盖合至该嘴座21的顶部，以气密地

封闭住该空气通道211；该束紧组件15可为一束紧带，该束紧带的两端分别稳固地连接至该

肢体保护垫A的对应处，以使该肢体保护垫A能稳定地围绕且贴靠在一肢体B(如：头部、手脚

骨折处或颈腰扭伤处)表面，并据以调整该肢体保护垫A包覆该肢体B的松紧度，且使该内袋

30内填装的这些颗粒40能随着该肢体B轮廓被定位在这些定位空间331。

[0043] 这样(请继续参阅图1及图2所示)，当该肢体保护垫A被稳定地围绕且贴靠在该肢

体B表面后，使用者仅需利用一抽气装置(如：吸尘器)，通过该空气通道211，对该外袋10进

行抽真空，此时，因该内袋30能完全防止其内填装的这些颗粒40被吸出，因此，仅该第一容

纳空间33与该第二容纳空间13内的空气会被该抽气装置抽出，导致该外袋10向内变形，进

而挤压该内袋30及其内填装的这些颗粒40，使这些颗粒40相互紧靠，使得该肢体保护垫A能

随着该肢体B轮廓被塑形成拟固体状(其弹性或硬度依真空程度而定)，以保护该肢体B，如：

吸收及减缓外力对头部的撞击、使手脚骨折处能在获得稳固定位后再生，或使颈腰扭伤处

能获得足够的支撑。待使用者无需使用该肢体保护垫A时，仅需将空气导入该外袋10，即能

使该内袋30内填装的这些颗粒40松散，进而使该肢体保护垫A回复成柔软状，以方便收藏及

供下次重复使用。

[0044] 在本发明的其它实施例中，请继续参阅图2所示，也能视实际需求，将该气嘴20设

计成一单向逆止阀或一气阀，该单向逆止阀还包括一气密瓣膜22，该气密瓣膜22是由不透

气材料(如：不透气塑化材料)制成，且是可活动地安装在该空气通道211内，以在该抽气装

置通过该空气通道211，对该第一容纳空间33与该第二容纳空间13进行抽气时，该气密瓣膜

22会呈单向开启状，相反，在该外袋10外的气压等于或大于该第一容纳空间33与该第二容

纳空间13内的气压时，该气密瓣膜22会自动气密地封闭住该空气通道211；该气阀则能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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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或关闭，以使该空气通道211成为导通或不导通的状态。

[0045] 在本发明的其它实施例中，继续请参阅图2所示，该肢体保护垫A还包括一装饰袋

50，该装饰袋50也是由一透气材料(如：透气织物或透气塑化膜)制成，其周缘被封合，以在

其内形成一第三容纳空间51，该第三容纳空间51是用以容纳该外袋10，该装饰袋50表面在

对应于该气嘴20的位置开设有一裸露孔52，该气嘴20能通过该裸露孔52而外露在该装饰袋

50之外。这样，由于该装饰袋50是包覆在该外袋10之外，且是由透气材料制成，因此，当该肢

体保护垫A随着该肢体B轮廓被塑形成拟固体状，而稳定地围绕且贴靠在该肢体B表面时，该

装饰袋50能提供该肢体B较佳的透气及排汗效果，有效避免该外袋10的不透气特性(因是由

不透气材料制成)对该肢体B表面造成的不舒适感，如：闷热或易产生过敏现象。另外，为了

使本发明的该肢体保护垫A具有更简单的结构及更快速的制备工艺，该装饰袋50也可以一

装饰披覆层60取代，该装饰披覆层60也是由一透气材料(如：透气织物或透气塑化膜)制成，

且是披覆在该外袋10的外侧表面，仅使该气嘴20能裸露在该装饰披覆层60之外，这样也能

达成该装饰袋50所产生的效果。

[0046] 在本发明的其它实施例中，请继续参阅图2所示，为了减轻该肢体保护垫A的整体

重量，以有效降低该肢体保护垫A对该肢体B造成的负担，这些颗粒40可由呈多孔状结构的

颗粒制成，其中，这些颗粒40可为由陶质材料烧结而成的多孔状颗粒，以在这些颗粒40相互

紧靠，使得该肢体保护垫A随着该肢体B轮廓被塑形成拟固体状时，具有更稳固的塑形效果

(其硬度依真空程度而定)，以使骨折处的肢体B(如：手或脚)能在获得稳固定位后再生复

原；另外，这些颗粒40也可选择由塑性发泡材料制成的多孔状颗粒，以在这些颗粒40相互紧

靠，使得该肢体保护垫A随着该肢体B轮廓被塑形成拟固体状时，具有稳定弹性的塑形效果

(其弹性依真空程度而定)，以保护该肢体B，如：吸收及减缓外力对头部的撞击或使颈腰扭

伤处能获得足够的支撑。

[0047] 需特别注意的是，在前述实施例中，该束紧组件15的一端是连接在该外袋10、该装

饰袋50或该装饰披覆层60的周缘，该束紧组件15的另一端则是借魔鬼毡16连接至该外袋

10、该装饰袋50或该装饰披覆层60的对应部位，但是，本发明在实际施作时，并不局限于此。

所以，凡相关技术领域的人员，在参考本发明的技术内容后，以其它扣件取代魔鬼毡16，只

要其目的是为了使该肢体保护垫A能稳定地围绕且贴靠在该肢体B表面，并能据以调整该肢

体保护垫A包覆该肢体B的松紧度，均应不脱离本发明所谓的该束紧组件15的保护范畴。

[0048]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详

细说明，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凡在

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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