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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医疗服装领域，涉及一种多功

能连体裙裤；其主要由前片、后片和袖子组成；所

述前片、后片均为一片式，所述前片、后片均设有

袖子；所述前片、后片的一侧通过连接件连接成

为一体。使用结果表明，本实用新型通过前片和

后片多位点连接开口，或一侧袖子的多位点连接

开口，能及时方便的脱卸需要观察部位的多功能

连体裙裤，方便施行心电监护仪器、腰穿引流置

管、PICC、输液港甚至于气管切开等管道维护和

皮肤及伤口的观察，充分暴露伤口，减少污染，方

便护理人员进行操作，并有效保护患者隐私，妥

善固定胃管、导尿管的固定，保证患者安全，尤其

适用于神经外科患者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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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连体裙裤，其特征在于，主要由前片（1）、后片（2）和袖子（3）组成；所述前

片（1）、后片（2）均为一片式，所述前片（1）、后片（2）均设有袖子（3）；所述前片（1）、后片（2）

的一侧通过连接件（14）连接成为一体；

所述前片（1）设有前片环扣（4）、腰部环扣（6）、腿部环扣（7）、前片拉链（9）和抽绳（11）；

该前片（1）还设有口袋（8），所述口袋（8）底部设有口袋底部开口（12）；

所述后片（2）设有后片环扣（5）、后片拉链（10）和抽绳（11）。

2.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连体裙裤，其特征在于，所述前片拉链（9）的长度为45cm。

3.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连体裙裤，其特征在于，所述口袋（8）的尺寸为20cm-

30cm，其口袋底部开口（12）的尺寸为2cm。

4.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连体裙裤，其特征在于，所述后片拉链（10）的长度为

45cm。

5.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连体裙裤，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功能连体裙裤的衣长为

105cm-115cm，肩宽为47cm-  48cm，所述袖子为中袖设计，袖长为45cm-  47cm，领口采用低宽

圆领，领宽为23cm-25cm、领深为26cm-  28cm。

6.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连体裙裤，其特征在于，连接件（14）为尼龙子母纽扣。

7.按权利要求1~6任一所述的多功能连体裙裤，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多功能连体裙裤采

用100%全棉面料制备，男女同款，型号以蓝黄相间的小方格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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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连体裙裤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医疗服装领域，涉及一种患者穿用的服装，具体涉及一种适合神经

外科患者卧床或下床活动时穿用的便捷式服装，尤其是一种适合神经外科患者穿用的多功

能连体裙裤；所述的多功能连体裙裤能方便观察施行腰穿引流置管的后背部等敷料、皮肤，

气管切开、深静脉导管、输液港的维护以及胃管、导尿管等各导管的固定状况并有助保证患

者安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临床常见的医疗护理用服装样式较单一，多为衣裤分体式，其中衣服多为纽

扣式，裤子多为系带式，该种服装对于普通患者而言并无明显不适，但对于神经外科患者卧

床或下床活动而言则显得明显不适，如，由于神经外科患者术后中98%均需留置导尿管，传

统的方式为采用别针固定导尿管在床单上，该方式极容易发生针刺伤；以及目前的病衣穿

着还造成胃管、导尿管等各导管固定不方便；通常患者术后或病情危重时需要卧床，治疗中

需使用多种管道，如心电监护仪器、腰穿引流置管、PICC、输液港甚至气管切开等；若患者自

理能力缺陷如一侧肢体功能障碍甚至暂时完全丧失自理能力，则需要完全依赖护理人员进

行日常的生活护理，由于护理操作项目多、复杂且工作量大，因此，神经外科患者穿用的病

衣方便与否成为需关注的因素之一。临床护理实践显示，病房内一级护理的患者，尤其是

(GCS)≦10分、年龄≥65周岁、高危压疮患者，需要护理人员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并完

成相关护理操作；由于护理及治疗需要，患者有时需暴露身体一些部位，虽然有围帘遮挡但

患者及其家属仍有隐私被暴露，尤其是同病室有其他的患者或家属在时，此外，由于一侧肢

体功能障碍或自理能力完全丧失的患者穿着普通的病服，活动受限，病服易产生皱褶，缺少

舒适度，还增加患者发生压疮的风险，同时易导致导尿管等管道扭曲或脱管，以及不便于伤

口敷料和引流管等管路的观察护理，尤其是抢救患者时，如癫痫大发作时需要解纽扣、开放

衣领保持呼吸道通畅等而易延误时机；还有早期术后下床活动患者携带导管如胃管、导尿

管不方便，等等。

[0003] 基于现有技术的现状，鉴于目前临床上使用的患者上衣存在诸多不便之处，本申

请的发明人拟提供一种患者穿用的多功能连体裙裤，尤其是神经外科患者穿用的多功能连

体裙裤；该多功能连体裙裤可方便观察施行腰穿引流置管的后背部等敷料、皮肤，气管切

开、深静脉导管、输液港的维护以及胃管、导尿管等各导管的固定状况并有助保证患者安

全。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或不足，提供一种患者穿用的多功能连

体裙裤，尤其是神经外科患者穿用的多功能连体裙裤；所述多功能连体裙裤，正反均可穿

着，方便观察施行腰穿引流置管的后背部敷料、皮肤等，固定和观察胃管、导尿管，以及维护

切管切开、深静脉等管道和观察并有助保证患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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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本实用新型基于临床精益求精的护理原则，保护隐私是对人性自由和尊严的尊

重，是一项基本的社会伦理要求，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护理过程中尊重患者

的人格，关怀、照顾患者，使患者情绪稳定，通过心理-生理互动机制可以促进疾病的康复；

同时也为了提高优质护理服务，降低护理人力成本，方便临床的护理操作，提高护理质量。

[0006] 本实用新型的多功能连体裙裤，其特征在于，主要由前片1、后片2和袖子3组成；所

述前片1、后片2均为一片式，所述前片1、后片2均设有袖子3；

[0007] 所述前片1、后片2的一侧通过连接部14连接成为一体；

[0008] 所述前片1设有前片环扣4、腰部环扣6、腿部环扣7、前片拉链9和抽绳11；该前片1

还设有口袋8，所述口袋8底部设有口袋底部开口12；

[0009] 所述后片2设有后片环扣5、后片拉链10和抽绳11；

[0010]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前片1和后片2均为一片式，前后片并均含袖子3、肩部，正反均

可穿着；所述前片1和后片2的一侧通过连接件14连接、呈多开口式；

[0011]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前片环扣4设于所述前片1的胸肩部，所述后片环扣5设于所述

后片2的胸肩部；所述前片环扣4和所述后片环扣5可用于固定胃管；

[0012]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腰部环扣6设于所述前片1的一侧腋中线，该腰部环扣6可用于

固定腰穿引流管；

[0013]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腿部环扣7设有所述前片1的一侧大腿处，该腿部环扣7可用于

固定导尿管；

[0014]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前片1还设有口袋8，所述口袋8底部设有口袋底部开孔12，患

者下床后集尿袋可放入其中；

[0015]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前片拉链9和所述后片拉链10打开后分左右相接成裤腿；

[0016]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前片1和所述后片2的中腰部均设有抽绳11，该抽绳11具有收

缩性、抽紧显腰型。

[0017] 本实用新型的多功能连体裙裤采用100%全棉面料制备，男女同款，型号以蓝黄相

间的小方格区别；

[0018] 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中，所述多功能连体裙裤的衣长为105cm-115cm；肩宽为

47cm-  48cm；袖子为中袖设计，袖长为45cm-  47cm；领口采用低宽圆领，领宽为23cm-25cm、

领深为26cm-  28cm；

[0019] 所述多功能连体裙裤，按传统的方法裁剪，在衣袖外侧正中自袖口—肩峰—领口

开口，开口处锁边，设置连接部（揿纽或尼龙搭孔及钉揿纽或尼龙搭处缝双层），在开口的衣

袖后片自袖口至肩锋、肩锋至领口相等距离设置揿纽或尼龙搭扣各4~5个，在前片相应的位

置设置揿纽或尼龙搭，两片重叠约3  cm，左右两衣袖制作方法相同；所述多功能连体裙裤的

前后片中下方拉链或尼龙搭扣,长为45cm，打开后分左右相接成裤腿；所述口袋8的尺寸为

20cm-30cm，其口袋底部开口12的尺寸为2cm。

[0020]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多功能连衣裙裤不设纽扣和连接带，该连体裙裤采用多锁边、

多纽扣式及尼龙搭扣，便于术后患者各类导管的固定、观察和护理；便于更换衣服，保持舒

适度；便于有效保护隐私；便于携带胃管、导尿管等下床活动。

[0021] 使用时，通过前片和后片多位点连接开口，或一侧袖子的多位点连接开口，能及时

方便的脱卸需要观察部位的多功能连体裙裤，方便施行心电监护仪器、腰穿引流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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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C、输液港甚至于气管切开等管道维护和皮肤及伤口的观察，充分暴露伤口，减少污染，

方便护理人员进行操作，并有效保护患者隐私，妥善固定胃管、导尿管的固定，保证患者安

全。

[0022] 使用结果表明，本多功能连体裙裤可满足神经外科患者卧床时各引流导管的使

用，有利于患者的日常护理、皮肤压疮的观察等，其结构简单，使用方便，能满足临床患者的

使用需求；住院病区根据卧床患者的基数备用病衣，洗用只需按一般病裤即可，不增加病区

任何支出及任何负担。

[0023] 本实用新型能克服传统病员服装的不足，具有以下优点：

[0024] 所述多功能连体裙裤采取多开口式，多锁边多纽扣式，前后两片一致，正反都可

穿，便于气管切开、深静脉导管、输液港的维护以及腰穿引流置管、胃管和导尿管等各导管

的固定和观察；便于患者的皮肤如压疮的观察；便于抢救如癫痫大发作时解开衣领；便于护

士进行基础护理；便于患者穿脱，有效保护其在基础护理和治疗时的隐私。

[0025] 为了便于理解，下面通过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的描述。需要

特别指出的是，具体实施例和附图仅是为了说明，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根据本文说

明，对本实用新型进行各种修正或改变，这些修正和改变也将纳入本专利范围之内。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神经外科患者的多功能连体裙裤的外观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前片的外观示意图；

[0028]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后片的外观示意图；

[0029] 图1~3中，1为前片、2为后片、3为袖子、4为前片环扣、5为后片环扣、6为腰部环扣、7

为腿部环扣、8为口袋、9为前片拉链、10为后片拉链、11为抽绳、12为口袋底部开口、13为连

体接缝、14为连接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实施例1

[0031] 如图1~3所示，本多功能连体裙裤，主要由前片1、后片2和袖子3组成；所述前片1、

后片2均为一片式，所述前片1、后片2均设有袖子3；

[0032] 所述前片1、后片2的一侧通过连接部14连接成为一体；

[0033] 所述前片1设有前片环扣4、腰部环扣6、腿部环扣7、前片拉链9和抽绳11；该前片1

还设有口袋8，所述口袋8底部设有口袋底部开口12；

[0034] 所述后片2设有后片环扣5、后片拉链10和抽绳11；

[0035] 所述前片1和后片2均为一片式，前后片并均含袖子3、肩部，正反均可穿着；所述前

片1和后片2的一侧通过连接件14连接、呈多开口式；

[0036] 所述前片环扣4设于所述述前片1的胸肩部，所述后片环扣5设于所述后片2的胸肩

部；所述前片环扣4和所述后片环扣5可用于固定胃管；

[0037] 所述腰部环扣6设于所述前片1的一侧腋中线，该腰部环扣6可用于固定腰穿引流

管；

[0038] 所述腿部环扣7设有所述前片1的一侧大腿处，该腿部环扣7可用于固定导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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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所述前片1设有口袋8，所述口袋8的底部设有口袋底部开口12，患者下床后集尿袋

可放入其中；

[0040] 所述前片拉链9和所述后片拉链10打开后分左右相接成裤腿；

[0041] 所述前片1和所述后片2的中腰部均设有抽绳11，该抽绳11具有收缩性、抽紧显腰

型；

[0042] 所述连接部14为尼龙子母纽扣。

[0043] 所述神经外科患者的多功能连体裙裤采用100%全棉面料制备，男女同款，型号为

蓝黄相间的小方格；

[0044] 所述多功能连体裙裤的衣长为105cm-115cm；肩宽为47cm-  48cm；袖子为中袖设

计，袖长为45cm-  47cm；领口采用低宽圆领，领宽为23cm-25cm、领深为26cm-  28cm。

[0045] 使用时，通过前片和后片多位点连接开口，或一侧袖子的多位点连接开口，能及时

方便的脱卸需要观察部位的多功能连体裙裤，方便施行心电监护仪器、腰穿引流置管、

PICC、输液港甚至于气管切开等管道维护和皮肤及伤口的观察，充分暴露伤口，减少污染，

方便护理人员进行操作，并有效保护患者隐私，妥善固定胃管、导尿管的固定，保证患者安

全。

[0046] 实施例2

[0047] 本实用新型的所述多功能连体裙裤，按传统的方法裁剪，在衣袖外侧正中自袖

口—肩峰—领口开口，开口处锁边，设置揿纽或尼龙搭孔及钉揿纽或尼龙搭处缝双层，在开

口的衣袖后片自袖口至肩锋、肩锋至领口相等距离设置揿纽或尼龙搭扣各4~5个，在前片相

应的位置设置揿纽或尼龙搭，两片重叠约3  cm，左右两衣袖制作方法相同；所述多功能连体

裙裤的前后片中下方拉链或尼龙搭扣,长度为45cm，打开后分左右相接成裤腿；所述口袋8

的尺寸为20cm-30cm，其口袋底部开口12的尺寸为2cm。

[0048] 上述实施例的结果表明，本多功能连体裙裤可满足卧床患者尤其是神经外科患者

卧床时各引流导管的使用，有利于患者的日常护理、皮肤压疮的观察等，其结构简单，使用

方便，能满足临床患者的使用需求；每个病区根据卧床患者的基数备用病衣，洗用只需按一

般病裤即可，不增加病区任何支出及人力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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