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2420250.4

(22)申请日 2020.10.27

(73)专利权人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地址 200080 上海市虹口区海宁路100号

(72)发明人 郑重　刘志宏　郑军华　王翔　

李明清　林琳　伍科　姚智显　

周文洁　郑心怡　刘语瞳　穆星宇　

孙丰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卓阳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1262

代理人 周春洪

(51)Int.Cl.

A61F 5/445(2006.01)

A61F 5/449(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腹部造瘘口保护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造口护理技术领域，涉及一

种腹部造瘘口保护装置，包括：护罩、绑带；护罩

为拱桥状，包括挡板、支撑架；挡板与支撑架皆为

硬质塑料材料制成；支撑架为带有翻边结构的侧

板，其相对设置或呈未封闭的环状设置于挡板下

方两侧；支撑架其翻边结构上设有可与绑带可拆

卸式相连的连接孔；其翻边结构上还可套设由硅

胶、棉布等材质制成的防护垫；绑带设有两段，可

分别连接两侧支撑架上的连接孔，其绑带也可为

一段，可绕过挡板外表面与两侧的连接孔相连；

绑带的另外两端通过魔术贴、纽扣等结构可拆卸

式相连；其优点在于：具有一定的韧性和硬度，贴

合皮肤，提供造口物理防护功能，能与现有的造

瘘袋相匹配使用，灵活方便、成本低、稳定性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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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腹部造瘘口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护罩、绑带；所述绑带与所述护罩相

连；所述护罩包括挡板、支撑架；所述支撑架与所述挡板相连，所述支撑架用于支撑所述挡

板；所述护罩其上至少有一个侧面是贯通的。

2.据权利要求1所述腹部造瘘口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其上设有连接孔，

所述连接孔与所述绑带可拆卸式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腹部造瘘口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其上带有翻边结

构；所述翻边结构其外侧套有防护垫，所述防护垫与所述翻边结构可拆卸相连，其材质包括

但不限于硅胶、棉布。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腹部造瘘口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相对设置或呈未

封闭的环状设置，连于所述挡板下方。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腹部造瘘口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翻边结构其上还可设有

黏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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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腹部造瘘口保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造口护理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腹部造瘘口保护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泌尿外科全膀胱术后需要输尿管皮肤造口或者回肠代膀胱皮肤造口，以及普外科

许多情况下需要肠造瘘，此类腹部造口需要配备造瘘袋，造瘘袋的性质较为柔软，有一定的

韧性，但是对于外力压迫并无防御能力，所以本实用新型主要针对腹部有造瘘口的患者，致

力于强化造口处的物理防御力，能够很好地保护患者脆弱的造口区域，方便各种活动。

[0003] 中国专利申请CN202044392U公开了一种可应用于患有直肠癌患者，直肠结肠造口

手术后的直肠造口处理粪便的腰带式直肠结肠造口袋。其技术特点是，该腰带式直肠结肠

造口袋由固定带，固定带上安装造口座，固定带的两端安装搭扣固定器，造口座的内圆中镶

嵌安装锁固轮，锁固轮内圆中安装穿扦反折于其凹道内的塑料容便袋，塑料容便袋袋口反

折于锁固轮凹道内安装带拉线橡皮紧固圈，容便袋外安装防渗漏袋保护袋，锁固器上安装

椭圆式去湿保护垫等构成，实现产品具有了结构简单，使用方便，使用寿命长，有效保护造

口周围皮肤和更好护理造口等特点，实现了现有硬式造口袋和软式造口袋等技术产品无法

达到的技术特性和使用效果，可取代现有硬式造口袋和软式造口袋等技术产品；但是其并

不具备造口物理性保护的功能，且其解决的问题是替代现有造瘘袋。

[0004] 中国专利申请CN203777128U公开了一种造口保护套，包括具有造口通孔的软质定

位圈，软质定位圈具有径向折沿。对裸露在皮肤外面的肠道起到保护作用，同时解决造口排

泄物对造口周边皮肤的影响。弹性体或硅胶等做成的软质定位圈有效的保护裸露在外面的

肠道，定位圈镶嵌在水胶体等敷贴类粘贴胶片内；粘粘胶片一面粘在人体皮肤内，另一侧与

造口袋的胶片粘在一起；粘贴胶皮既起到固定定位圈作用，同时又起到吸收造口排泄物的

作用。这种造口保护套既可以起到固定和保护裸露在外的肠道，同时也可以吸收造口排泄

物，操作简单，方便；但其是在造瘘袋的内部设置一个造口保护套，隔离造瘘袋与造口的接

触，解决的是保护裸入的肠道及周围的皮肤，其上容易滞留污渍，不易更换，亦无法有效保

护造口的作用。

[0005] 综上所述，亟需一种具有一定的韧性和硬度，贴合皮肤，提供造口物理防护功能，

能与现有的造瘘袋相匹配使用，灵活方便、成本低、稳定性良好的腹部造瘘口保护装置。

发明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一定的韧性和硬度，贴合皮肤，提供造口物理

防护功能，能与现有的造瘘袋相匹配使用，灵活方便、成本低、稳定性良好的腹部造瘘口保

护装置。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腹部造瘘口保护装置，包括：护罩、绑带；所述绑带与所述护罩相连；所述护罩

包括挡板、支撑架；所述支撑架与所述挡板相连，所述支撑架用于支撑所述挡板；所述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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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上至少有一个侧面是贯通的。

[0009]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支撑架其上设有连接孔，所述连接孔与所述绑带

可拆卸式相连。

[0010]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支撑架其上带有翻边结构；所述翻边结构其外侧

套有防护垫，所述防护垫与所述翻边结构可拆卸相连，其材质包括但不限于硅胶、棉布。

[0011]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支撑架相对设置或呈未封闭的环状设置，连于所

述挡板下方。

[0012]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翻边结构其上还可设有黏贴部。

[0013] 本实用新型优点在于：

[0014] 1.本实用新型所述腹部造瘘口保护装置包括护罩、绑带；护罩可罩于造瘘袋上方，

能够为造口处提供全方位保护，绑带可将护罩固定于患者腰部，保证其稳定性；利于患者在

运动中，能够很好地保护患者脆弱的造口区域。

[0015] 2.本实用新型所述腹部造瘘口保护装置其护罩与绑带可拆卸相连，佩戴便携，所

述护罩利于更换，降低使用成本，其护罩包括挡板、支撑架，支撑架其翻边结构上还套有可

拆卸的防护垫，既能增加患者使用时的舒适性，又能随时更换与皮肤保持接触的防护垫，维

持整洁度。

[0016] 3.本实用新型所述腹部造瘘口保护装置可与现有的造瘘袋相适配，患者可根据实

际需要进行佩戴，为患者的户外运动提供可能性，能够有效的防止可能发生的对造口的压

迫，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附图说明

[0017] 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腹部造瘘口保护装置立体示意图。

[0018] 附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腹部造瘘口保护装置所述绑带另一种使用方式示意图。

[0019] 附图3是本实用新型一种腹部造瘘口保护装置使用示意图。

[0020] 附图4是本实用新型另一种腹部造瘘口保护装置所述护罩示意图。

[0021] 附图5是本实用新型一种腹部造瘘口保护装置所述黏贴部配合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

本实用新型而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实用新型记载的内

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实用新型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

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范围。

[0023] 附图中涉及的附图标记和组成部分如下所示：

[0024] 1.护罩                 2.绑带                3.造口

[0025] 4.造瘘袋               11.挡板               12.支撑架

[0026] 13.防护垫              14.黏贴部             121.翻边结构

[0027] 122.连接孔

[0028] 实施例1

[0029] 请参看附图1，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腹部造瘘口保护装置立体示意图；一种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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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造瘘口保护装置，包括：护罩1、绑带2；本实施例中护罩1为拱桥状，包括挡板11、支撑架

12；挡板11与支撑架12皆为硬质塑料材料制成；本实施例中支撑架12为两个带有翻边结构

121的侧板结构，其相对设置于挡板11下方两侧；支撑架12其翻边结构121上设有可与绑带2

可拆卸式相连的连接孔122；其翻边结构121上还可套设由硅胶、棉布等材质制成的防护垫

13；绑带2设有两段，可分别连接两侧支撑架12上的连接孔122；请参看附图2，附图2是本实

用新型一种腹部造瘘口保护装置所述绑带另一种使用方式示意图；其绑带2也可为一段，可

绕过挡板11外表面与两侧的连接孔122相连；绑带2的另外两端通过魔术贴、纽扣或卡扣等

结构可拆卸式相连。

[0030] 请参看附图3，附图3是本实用新型一种腹部造瘘口保护装置使用示意图；本实用

新型的使用方式：将绑带2接于连接孔122上，防护垫13套于翻边结构121上；并将支撑架12

架设于造口3上的造瘘袋4两侧，使挡板11处于造口3正上方，支撑架12则位于造瘘袋4的贴

环两侧，再通过绑带2系于患者腰部；需要注意的是造瘘袋4其造口3附件的柔性部分可收

合，聚集于两支撑架12之间，挡板11的高度高于造口3凸起的高度，避免挡板11与造口3的接

触。

[0031]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用新型包括护罩1、绑带2，所述护罩1可罩于造口3上方，并通

过绑带2进行固定，使造口3处具有一定的物理防御力，能够很好地保护患者脆弱的造口3区

域，方便患者进行各种活动，有效的避免在活动中频繁挤压触碰造口3；所述护罩1其上至少

有一个侧面是贯通的，利于造瘘袋4的通过，防止阻碍造口3排泄物排入造瘘袋4下部；所述

支撑架12其上设有连接孔122，用于与绑带2的可拆卸式相连，使用灵活，且利于更换护罩1，

降低成本；所述支撑架12其上带有翻边结构121，增加与固定部位的接触面积已增大其稳定

性，所述翻边结构121其外侧套有硅胶、棉布等亲肤防滑材质制成的防护垫13，增加患者佩

戴时的舒适度，所述防护垫13与所述翻边结构121可拆卸相连，可随时更换相应的防护垫

13，可以有效保持造瘘袋4周围的整洁，降低使用成本；所述支撑架12相对设置或呈未封闭

的环状设置，连于所述挡板11下方，方便与造瘘袋4相适配，在不影响造瘘袋4的使用下，有

效保护造口3；本实用新型可与现有的造瘘袋相适配，患者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佩戴，为患

者的户外运动提供可能性，能够有效的防止可能发生的对造口的压迫，提高物理防护性，提

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0032] 实施例2

[0033] 请参看附图4，附图4是本实用新型另一种腹部造瘘口保护装置所述护罩示意图；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其不同之处在于所述支撑架12呈未封闭的环状设置，连于所

述挡板11下方，其未封闭的开口处用于供造瘘袋4下端穿过展开，所述支撑架12环绕造口3

贴合，增加了护罩1的稳定性。

[0034] 实施例3

[0035] 请参看附图5，附图5是本实用新型一种腹部造瘘口保护装置所述黏贴部配合示意

图；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其不同之处在于所述翻边结构121其上还可设有黏贴部

14，可贴合于造瘘袋4周围，其优点在于，在患者无需做过多活动如睡觉时，可以松开绑带2，

亦能起到稳固所述护罩1，保持造口3保护的效能；所述黏贴部14可以为与翻边结构121可装

卸式相连的双面贴胶，其使用时可取下防护垫13，并利用黏贴部14将护罩1与患者皮肤粘贴

于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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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补充，这些改进和补充

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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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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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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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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