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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用于日间病房的移动

式多功能柜，包括柜体，所述柜体自上而下依次

设有搁手单元、抽屉单元和垃圾桶，所述柜体的

底部设有多个滑轮，所述柜体的上端还设有输液

架，该输液架还连接有移动设备固定支架；所述

搁手单元包括上端开口的盒体，该盒体的上端连

接有可打开和闭合的搁手板。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实用新型为医疗过程中的体征监测和病例书

写提供便利，移动方便，便于物品收纳，且外观美

观简洁、使用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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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日间病房的移动式多功能柜，包括柜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柜体(1)自上

而下依次设有搁手单元(2)、抽屉单元(3)和垃圾桶(4)，所述柜体(1)的底部设有多个滑轮

(9)，所述柜体(1)的上端还设有输液架(5)，该输液架(5)还连接有移动设备固定支架(6)；

所述搁手单元(2)包括上端开口的盒体(21)，该盒体(21)的上端连接有可打开和闭合

的搁手板(2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日间病房的移动式多功能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盒体

(21)的上端两侧分别连接有一个所述搁手板(22)，所述搁手板(22)可转动连接所述盒体

(21)；

当两个所述搁手板(22)均处于闭合状态时，两个所述搁手板(22)封闭所述盒体(21)，

并受所述盒体(21)的前后侧板支撑；

当两个所述搁手板(22)均处于打开状态时，两个所述搁手板(22)分别受所述盒体(21)

的左右侧板支撑。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日间病房的移动式多功能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搁手

板(22)通过铰链连接所述盒体(2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日间病房的移动式多功能柜，其特征在于，所述输液

架(5)包括直杆主体(51)和第一横杆(52)，所述直杆主体(51)的一端连接所述柜体(1)，另

一端连接所述第一横杆(52)的中部，所述第一横杆(52)的两端分别连接有朝向上方的输液

固定杆(53)。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日间病房的移动式多功能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

式多功能柜还包括利器盒(7)，该利器盒(7)可拆卸连接所述直杆主体(51)。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用于日间病房的移动式多功能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

设备固定支架(6)可拆卸连接所述直杆主体(51)，所述移动设备固定支架(6)和利器盒(7)

均通过卡箍连接所述直杆主体(5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日间病房的移动式多功能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

式多功能柜连接有两个所述输液架(5)，所述移动式多功能柜还包括杂物篮单元(8)，该杂

物篮单元(8)包括杂物篮(81)和杂物篮固定支架，所述杂物篮固定支架包括一个第二横杆

(82)和两个杂物篮固定杆(83)，所述第二横杆(82)的两端分别连接两个所述输液架(5)的

直杆主体(51)，所述两个杂物篮固定杆(83)均连接所述第二横杆(82)，并分别连接所述杂

物篮(81)的两侧。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日间病房的移动式多功能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抽屉

单元(3)包括上下设置的第一抽屉子单元和第二抽屉子单元；

所述第一抽屉子单元包括左侧抽屉(31)及其移动导轨，以及右侧抽屉(32)及其移动导

轨；

所述第二抽屉子单元包括下方抽屉(33)及其移动导轨；

所述左侧抽屉(31)、右侧抽屉(32)和下方抽屉(33)的内部均设有分隔板(34)。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日间病房的移动式多功能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柜体

(1)的一侧还可拆卸连接有折叠凳(10)。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日间病房的移动式多功能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柜

体(1)的一侧还可拆卸连接有胸外按压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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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日间病房的移动式多功能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院器具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用于日间病房的移动式多功能

柜。

背景技术

[0002] 日间病房(day‑care)是目前国外流行的新型治疗模式，是一种以患者为中心，介

于门急诊于住院之间的诊疗模式，是对传统医学模式的补充，也是生物‑心理‑社会新医学

模式发展的具体体现，能满足患者对快捷方便医疗服务的需求。

[0003] 日间病房实行24小时出院制度，即在24小时之内完成住院、治疗、出院的全过程，

是针对常见病、多发病，经简短观察、治疗或者特殊检查即可出院，具有短、平、快的特点，它

缩短了患者的住院天数，分流患者，提高住院床位的周转率和使用率，有利于促进患者的康

复和提高生活质量。这也是医院求生存、求突破、求发展的一种战略，是适应社会医疗发展

的必然趋势。

[0004] 由于环境限制，日间病房相对空间较小，可利用性受到一定的约束。乳腺日间中心

承担了大量的日间手术及日间化疗的工作，目前在临床工作中，护士台使用空间有限，并不

能使得每位护士都有其工作区域并且输液时输液台相对固定，占地面积大无法移动，及功

能单一性，其尚存在如下种种缺陷及不足：

[0005] 1)在临床工作中，随着日间中心在病房中建立后，床位的快速周转率也成为了护

士的不小负担，由于需要输液病人较多，病房中输液空间较为有限，输液辅助用具并无固定

位置放置，导致输液辅助物品出现随意摆放现象，使周围环境显得杂乱，并且需要护理人员

在一堆物品中选择所需要的特殊化疗用具，使操作的护理人员增加了麻烦及不便，同时随

着数字信息化的推广，通过PAD来核对患者的个人及输液信息，PAD的随意放置也占用了一

部分的工作空间。

[0006] 2)同时因为化疗药物并非普通的静脉输液，化疗药物具有其特殊性，一旦药物反

应会相对严重，如果发生反应后再去推动抢救车相对繁琐及耽误时间。

[0007] 3)在乳腺日间中心手术时，由于病人周转快，病史填写内容繁琐，需要护士有大量

的书写内容，日间中心人员虽充沛，但护士台地方有限，并未能提供到护士一个很好的书写

环境。并且手术患者术后需要生命体征的监测及并发症的监测及处理，狭小的空间也不利

于抢救物品的摆放，通常监测仪器及抢救药物和抢救工具均分开放置。因此容易耽误抢救

时间。

[0008] 上述种种缺陷和不足，为日间中心化疗，急救及手术病例的书写带来了种种的不

便。

实用新型内容

[0009]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手术病例书写不便、物品随意

摆放的缺陷而提供一种用于日间病房的移动式多功能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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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11] 一种用于日间病房的移动式多功能柜，包括柜体，所述柜体自上而下依次设有搁

手单元、抽屉单元和垃圾桶，所述柜体的底部设有多个滑轮，所述柜体的上端还设有输液

架，该输液架还连接有移动设备固定支架；

[0012] 所述搁手单元包括上端开口的盒体，该盒体的上端连接有可打开和闭合的搁手

板。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盒体的上端两侧分别连接有一个所述搁手板，所述搁手板可转动

连接所述盒体；

[0014] 当两个所述搁手板均处于闭合状态时，两个所述搁手板封闭所述盒体，并受所述

盒体的前后侧板支撑；

[0015] 当两个所述搁手板均处于打开状态时，两个所述搁手板分别受所述盒体的左右侧

板支撑。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搁手板通过铰链连接所述盒体。

[0017] 进一步地，所述输液架包括直杆主体和第一横杆，所述直杆主体的一端连接所述

柜体，另一端连接所述第一横杆的中部，所述第一横杆的两端分别连接有朝向上方的输液

固定杆。

[0018] 进一步地，所述移动式多功能柜还包括利器盒，该利器盒可拆卸连接所述直杆主

体。

[0019] 进一步地，所述移动设备固定支架可拆卸连接所述直杆主体，所述移动设备固定

支架和利器盒均通过卡箍连接所述直杆主体。

[0020] 进一步地，所述移动式多功能柜连接有两个所述输液架，所述移动式多功能柜还

包括杂物篮单元，该杂物篮单元包括杂物篮和杂物篮固定支架，所述杂物篮固定支架包括

一个第二横杆和两个杂物篮固定杆，所述第二横杆的两端分别连接两个所述输液架的直杆

主体，所述两个杂物篮固定杆均连接所述第二横杆，并分别连接所述杂物篮的两侧。

[0021] 进一步地，所述抽屉单元包括上下设置的第一抽屉子单元和第二抽屉子单元；

[0022] 所述第一抽屉子单元包括左侧抽屉及其移动导轨，以及右侧抽屉及其移动导轨；

[0023] 所述第二抽屉子单元包括下方抽屉及其移动导轨；

[0024] 所述左侧抽屉、右侧抽屉和下方抽屉的内部均设有分隔板。

[0025] 进一步地，所述柜体的一侧还可拆卸连接有折叠凳。

[0026] 进一步地，所述柜体的一侧还可拆卸连接有胸外按压板。

[002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

[0028] (1)本实用新型移动式多功能柜中两个搁手板向左右两侧打开后即为病人输液时

的搁手板，合起时即为写字台，兼顾了搁手板及书写功能，大大增加了其功能性；

[0029] 拥有滑轮增加了输液台的活络性，可进一步采用带刹车的滑轮，增强稳定性；

[0030] 配备了移动设备固定支架，使护士在输液核对中使用PAD时可以解放双手，核对起

来更加的便利；

[0031] 设有输液架，方便补液放置。

[0032] (2)抽屉的安装起到了容纳归类，使得用物不在凌乱；分隔板使放置的用物更整齐

及一目了然并能更好的安排用物的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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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3)输液架间设有杂物篮和杂物篮固定支架，可放置杂物，并且作为扶手更方便的

推动多功能柜。

[0034] (4)悬挂式的折叠凳更好的利用了空间，使、收纳时更节约占地面积。

[0035] (5)胸外按压板及常用急救药物的配置使化疗药物过敏的患者更及时的得到救

治。

[0036] (6)柜式的尺寸设计为窄长形，便于收纳，解决了病房空间狭小的问题，便于推放

于床边或任何狭小的空间；

[0037] (7)柜体采用ABS材料制成，便于清洗消毒，韧性强，经久耐用，并且重量轻移动顺

滑，更适合护士在日常工作中的使用。伸缩式输液架采用不锈钢材质，使其更牢固，增加其

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3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日间病房的移动式多功能柜的打开状态第一示意图；

[003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日间病房的移动式多功能柜的打开状态第二示意图；

[0040] 图3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日间病房的移动式多功能柜的打开状态主视图；

[0041] 图4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日间病房的移动式多功能柜的关闭状态第一示意图；

[0042] 图5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日间病房的移动式多功能柜的关闭状态右视图；

[0043] 图6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日间病房的移动式多功能柜的关闭状态第二示意图；

[0044] 图7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日间病房的移动式多功能柜的后视图；

[0045] 图8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日间病房的移动式多功能柜的打开状态右视图；

[0046] 图9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日间病房的移动式多功能柜的打开状态第三示意图；

[0047] 图中，1、柜体，2、搁手单元，21、盒体，22、搁手板，3、抽屉单元，31、左侧抽屉，32、右

侧抽屉，33、下方抽屉，34、分隔板，4、垃圾桶，5、输液架，51、直杆主体，52、第一横杆，53、输

液固定杆，6、移动设备固定支架，7、利器盒，8、杂物篮单元，81、杂物篮，82、第二横杆，83、杂

物篮固定杆，9、滑轮，10、折叠凳，11、胸外按压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4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本实施例以本实用新型

技术方案为前提进行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不限于下述的实施例。

[0049] 实施例1

[0050]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用于日间病房的移动式多功能柜，包括柜体1，柜体

1自上而下依次设有搁手单元2、抽屉单元3和垃圾桶4，柜体1的底部设有多个滑轮9，柜体1

的上端还设有输液架5，该输液架5还连接有移动设备固定支架6。

[0051] 下面对各部分进行具体描述。

[0052] 1、搁手单元2

[0053] 如图2所示，搁手单元2包括上端开口的盒体21，该盒体21的上端连接有可打开和

闭合的搁手板22。

[0054] 盒体21的上端两侧分别连接有一个搁手板22，搁手板22可转动连接盒体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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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当两个搁手板22均处于闭合状态时，两个搁手板22封闭盒体21，并受盒体21的前

后侧板支撑；

[0056] 当两个搁手板22均处于打开状态时，两个搁手板22分别受盒体21的左右侧板支

撑。

[0057] 本实施例中，搁手板22通过铰链连接盒体21。

[0058] 两个搁手板22向左右两侧打开后即为病人输液时的搁手板，合起时即为写字台。

盒体21内部放置打针盘及搁手垫，可放于搁手板上。

[0059] 2、输液架5

[0060] 如图3所示，输液架5包括直杆主体51和第一横杆52，直杆主体51的一端连接柜体

1，另一端连接第一横杆52的中部，第一横杆52的两端分别连接有朝向上方的输液固定杆

53。

[0061] 3、移动设备固定支架6

[0062] 移动设备固定支架6可拆卸连接直杆主体51，移动设备固定支架6和利器盒7均通

过卡箍连接直杆主体51。本实施例中移动设备固定支架6用于固定PAD。

[0063] 4、抽屉单元3

[0064] 抽屉单元3包括上下设置的第一抽屉子单元和第二抽屉子单元；

[0065] 第一抽屉子单元包括左侧抽屉31及其移动导轨，以及右侧抽屉32及其移动导轨；

[0066] 第二抽屉子单元包括下方抽屉33及其移动导轨；抽屉及其移动导轨的结构均为本

领域的现有技术，本文不作具体描述。

[0067] 左侧抽屉31、右侧抽屉32和下方抽屉33的内部均设有分隔板34。

[0068] 5、滑轮9

[0069] 本实施例中，柜体1的底部的四角分别设有一个滑轮9，滑轮9均为带刹车滑轮。

[0070]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移动式多功能柜还包括利器盒7，该利器盒7可拆卸连

接直杆主体51。

[0071] 如图2所示，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移动式多功能柜连接有两个输液架5，移动

式多功能柜还包括杂物篮单元8，该杂物篮单元8包括杂物篮81和杂物篮固定支架，杂物篮

固定支架包括一个第二横杆82和两个杂物篮固定杆83，第二横杆82的两端分别连接两个输

液架5的直杆主体51，两个杂物篮固定杆83均连接第二横杆82，并分别连接杂物篮81的两

侧。两个杂物篮固定杆83可通过粘接、夹取等方式连接杂物篮81。

[0072]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柜体1的一侧还可拆卸连接有折叠凳10。折叠凳10可通

过悬挂、卡接等方式连接柜体1。

[0073]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柜体1的一侧还可拆卸连接有胸外按压板11。胸外按压

板11可通过悬挂、卡接等方式连接柜体1。

[0074]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柜体1采用优质的ABS材料制成，便于清洗消毒，韧性

强，经久耐用，并且重量轻移动顺滑，更适合护士在日常工作中的使用。伸缩式输液架采用

不锈钢材质，使其更牢固，增加其安全性。

[0075] 将上述优选的实施方式进行组合可以得到一种最优的实施方式，下面对该实施方

式的具体实施过程进行具体描述。

[0076] 如图1至9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用于日间病房的移动式多功能柜，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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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液架5，杂物篮81，可拆卸式的利器盒7，移动式的移动设备固定支架6，搁手板22，封闭式

的柜体1，分隔板34，多层抽屉，垃圾桶4，悬挂式的折叠凳10，胸外按压板11及四脚带刹车的

滑轮9。

[0077] 本实用新型多功能移动式多功能柜为封闭型移动式，多功能柜体1身长：40cm宽：

60cm高：90cm，自带伸缩式输液架5，及配备杂物篮81，方便杂物放置，拆卸式的利器盒7可供

护士放置于需要的位置，移动设备固定支架6用于安装PAD，使护士在运用数字化管理时，使

PAD有安放之处，柜体1底部四脚装有带刹车的滑轮9，能增加输液台的稳固性。悬挂式的折

叠凳10方便患者就坐及收纳，并且配备胸外按压板11，方便急救时使用。

[0078] 本实用新型中，柜体1内部空间可设为多层，便于输液用具，血压计，体温计，病史，

书写工具，常用急救药物及各类垃圾可以分类放置，本实用新型优选设置为四层。

[0079] 本实用新型中柜体1顶部为第一层，其高度为10cm，其上为搁手板22，两搁手板22

各为20*60cm，向左右两侧打开后即为病人输液时的搁手板，合起时即为写字台。内部放置

打针盘及搁手垫可放于搁手板上。

[0080] 本实用新型中第二层分为2个封闭式抽屉，左侧抽屉31大小为30cm*60cm*20CM，内

带分隔板34，用于放置不同的输液皮条及止血带，右侧抽屉32为10cm*60cm*20cm，内带分隔

板34，用于放置少量的留置针及PICC预冲液。

[0081] 本实用新型中第三层设为长抽屉(即下方抽屉33)，其高度为20cm，设置机动式分

隔板，用于放置血压计，体温计，常用急救药物盒，病史，尺，笔，登记本等。

[0082] 本实用新型中第四层设为2个斜拉式的垃圾桶4，分为生活垃圾及医用垃圾，大小

均为20cm*60cm*40cm。

[0083] 本实用新型中柜式的两侧设有可悬挂式的折叠凳10，方便病人输液时就坐，并且

背面设有胸外按压板11及置放架，便于急救时使用。

[0084] 使用时，通过输液台的带刹车滑轮，封闭式柜门，外展式搁手板，闭合式写字台，机

动式分隔板，悬挂式折叠凳及胸外按压板及所需急救药物，增加了输液台的实用性，更方便

于临床的应用。

[0085] 综上本实用新型用于日间病房的移动式多功能柜，是对以往固定式的自制输液台

进行功能性的彻底改造，旨在确保在病房有限的空间中实现日间化疗的输液及日间手术术

后生命体征的监测及病历的书写提供方便，确保护士在日间化疗时，可在任何地点进行化

疗药物的输注，并且更合理方便的解决术后监测生命体征用具的摆放及书写，为了实现护

理人员工作便捷、流程高效、用药安全的目标，新型数字化移动式日间病房多功能柜外观美

观简洁，使用简便，移动方便，同时拥有集输液，抢救，书写及数字化管理等多功能为一体的

移动式工作台，推广价值大。

[0086] 本实用新型数字化移动式日间病房多功能输液台对现有的工作环境进行了重新

设计改造:由原来固定式的改为移动式带四轮刹车的输液台，由原来的固定台面改为多层

封闭式带分隔板的柜式，增加了急救及书写功能，新增PAD支架结合临床的数字化管理。

[0087]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具体实施例。应当理解，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无需创造性劳动就可以根据本实用新型的构思做出诸多修改和变化。因此，凡本技术领

域中技术人员依本实用新型的构思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实

验可以得到的技术方案，皆应在由权利要求书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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