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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位的注射带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

位的注射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带约束功能的

关节部位的注射带包括“工”字型约束垫本体；所

述的“工”字型约束垫本体包括左支撑垫、右支撑

垫和连接左右支撑板的连接垫；所述的左支撑垫

和右支撑垫表面上下位置分别设有环扣和粘带；

所述的粘带包括粘面和贴面；所述的左支撑垫和

右支撑垫表面中部位置还分别固定设有可调节

固定带；所述的可调节固定带包括伸缩端和固定

端；所述的连接垫表面设有支撑板。其优点表现

在：关节部位输液时，具有关节部位约束功能，保

证输液顺利进行；具有手部功能锻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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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位的注射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位

的注射带包括“工”字型约束垫本体；所述的“工”字型约束垫本体包括左支撑垫、右支撑垫

和连接左右支撑板的连接垫；所述的左支撑垫和右支撑垫表面上下位置分别设有环扣和粘

带；所述的粘带包括粘面和贴面；所述的左支撑垫和右支撑垫表面中部位置还分别固定设

有可调节固定带；所述的可调节固定带包括伸缩端和固定端；所述的连接垫表面设有支撑

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位的注射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左支撑

垫和右支撑垫长均为24cm，宽均为6cm；所述的连接垫长9cm，宽6c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位的注射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撑板

有两个，且呈对称方式嵌入在连接垫表面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位的注射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工”字

型约束垫本体采用医用高密度海绵制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位的注射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带约束

功能的关节部位的注射带还包括连接带和握力球。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位的注射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带

一端与左支撑垫表面粘贴连接，另一端与握力球粘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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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位的注射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用具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位的

注射带。

背景技术

[0002] 静脉输液是利用大气压和液体静压原理将大量无菌液体、电解质、药物由静脉输

入体内的方法。目前，静脉输液多在手部位置，且在输液过程中为了防止患者(例如，儿童或

躁动患者)自主的拔管或手部乱动，通常会采用约束装置对手部进行约束。临床上常见的手

部约束装置多为约束手套或约束带，通过约束手套或约束带的约束作用，从而使得输液过

程顺利进行。而当输液位置在关节部位处时，例如，腕关节或肘关节，为了避免患者自主的

拔管或关节部位的弯曲而影响输液，故仍需要进行约束。现有的约束手套或约束带无法起

到关节部位的约束功能，且目前也未见有相关的关节部位约束带。

[0003] 中国专利文献：CN201621046506.7，申请日2016.09.10，专利名称为：输液约束固

定器。公开了一种输液约束固定器，包括固定在手腕上的腕套，腕套上连接有固定带，腕套

的前端安装有掌托，掌托的侧边安装有大拇指固定环，掌托的前端安装有固定板，固定板上

安装有中指固定环，固定板的前端连接有包裹在指头前半部分的四指固定套。

[0004] 中国专利文献：CN200920022455.8，申请日2009.03.02，专利名称为：一种输液约

束固定装置。公开了一种输液约束固定装置，属于护理技术领域。该装置包括约束带、透明

护罩和固定板；

[0005] 上述专利文献CN201621046506.7中的输液约束固定器，该固定器对四指的前半部

分和大拇指分别固定，中指穿过安装在固定板上的中指固定环，手部通过腕套固定在病床

上，手背部分和手指内部分裸露在外部，便于指端皮肤的观察，而且四指呈半球形结构，可

进行手指功能锻炼。而专利文献CN200920022455.8中的一种输液约束固定装置，设计合理、

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对输液病人手部固定比较牢靠，有效的避免了病人因烦躁或者其他原

因造成的针头脱落等情况，特别有利于儿童或精神疾病患者输液，既保证了病人输液的顺

利进行，减小病人的痛苦，又降低了医护人员的劳动强度。但是关于一种关节部位输液时，

具有关节部位约束功能，保证输液顺利进行的一种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位的约束带目前则

没有相关的报道。

[0006] 综上所述，亟需一种关节部位输液时，具有关节部位约束功能，保证输液顺利进行

的一种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位的约束带。

发明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关节部位输液时，具有关节

部位约束功能，保证输液顺利进行的一种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位的约束带。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9] 一种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位的注射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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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注射带包括“工”字型约束垫本体；所述的“工”字型约束垫本体包括左支撑垫、右支撑

垫和连接左右支撑板的连接垫；所述的左支撑垫和右支撑垫表面上下位置分别设有环扣和

粘带；所述的粘带包括粘面和贴面；所述的左支撑垫和右支撑垫表面中部位置还分别固定

设有可调节固定带；所述的可调节固定带包括伸缩端和固定端；所述的连接垫表面设有支

撑板。

[0010]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左支撑垫和右支撑垫长均为24cm，宽均为6cm；

所述的连接垫长9cm，宽6cm。

[0011]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支撑板有两个，且呈对称方式嵌入在连接垫表

面内。

[0012]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工”字型约束垫本体采用医用高密度海绵制

成。

[0013]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位的注射带还包括连接带

和握力球。

[0014]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连接带一端与左支撑垫表面粘贴连接，另一端

与握力球粘贴连接。

[0015] 本实用新型优点在于：

[0016] 1、利用“工”字型约束垫本体相对环扣和粘带的表面用于放置关节部位，即关节部

位前后分别放置在左支撑垫和右支撑垫上，关节部位中心位置放在连接垫上。

[0017] 2、设于左右支撑垫上的环扣和粘带通过反向连接收紧分别用于固定关节部位前

后位置，使得关节部位和“工”字型约束垫本体之间固定牢靠。

[0018] 3、通过将患者关节部位与“工”字型约束垫本体之间固定约束后，在进行输液时，

可有效防止关节部位的弯曲或乱动，从而保证输液的顺利进行。

[0019] 4、设于连接垫表面的支撑板为硬木板或钢板，用于加强连接垫的硬度，从而避免

连接垫弯曲，从而保证关节部位的约束效果。

[0020] 5、利用可调节固定带的设计，针对重度躁动的患者，可将关节部位肢体约束于床

杆位置，从而保证输液效果。

[0021] 6、利用握力球的设计，可在患者腕部关节被约束的同时，通过握力球来活动手掌

和四肢，有利于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和起到锻炼手指的作用。

附图说明

[0022] 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位的注射带的正面示意图。

[0023] 附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位的注射带的俯视图。

[0024] 附图3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位的注射带的反面示意图。

[0025] 附图4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位的注射带“工”字型约束垫本体立

体示意图。

[0026] 附图5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位的注射带“工”字型约束垫本体平

面示意图。

[0027] 附图6是本实用新型另一种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位的注射带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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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实施例并参照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0029] 附图中涉及的附图标记和组成部分如下所示：

[0030] 1.左支撑垫               11.环扣

[0031] 12.粘带                  121.粘面

[0032] 122.贴面                 13.可调节固定带

[0033] 131.伸缩端               132.固定端

[0034] 14.支撑板                2.右支撑垫

[0035] 3.连接垫

[0036] 实施例1

[0037] 请参看附图1，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位的注射带的正面示意

图，一种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位的注射带，所述的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位的注射带包括

“工”字型约束垫本体；所述的“工”字型约束垫本体包括左支撑垫1、右支撑垫2和连接左右

支撑板的连接垫3；所述的左支撑垫1和右支撑垫2表面上下位置分别设有环扣11和粘带12；

所述的粘带12包括粘面121和贴面122；所述的左支撑垫1和右支撑垫2中部位置还分别固定

设有可调节固定带13；所述的可调节固定带13包括伸缩端131和固定端132；所述的连接垫3

表面上设有支撑板14。

[0038] 需要说明的是：所述的左支撑垫1和右支撑垫2长均为24cm，宽均为6cm；所述的连

接垫3长9cm，宽6cm；所述的“工”字型约束垫本体采用医用高密度海绵制成，且大小可根据

需要设置多种；所述的“工”字型约束垫本体相对环扣11和粘带12的表面用于放置关节部

位，即关节部位前后分别放置在左支撑垫1和右支撑垫2上，关节部位中心位置放在连接垫3

上；所述的设于左右支撑垫上的环扣11和粘带12通过反向连接收紧分别用于固定关节部位

前后位置，使得关节部位和“工”字型约束垫本体之间固定牢靠；所述的通过将患者关节部

位与“工”字型约束垫本体之间固定约束后，在进行输液时，可有效防止关节部位的弯曲或

乱动，从而保证输液的顺利进行；所述的设于连接垫3表面的支撑板14为硬木板或钢板，用

于加强连接垫3的硬度，从而避免连接垫3弯曲，从而保证关节部位的约束效果；所述的支撑

板14有两个，且呈对称方式嵌入在连接垫3表面内；所述的可调节固定带13中伸缩端131穿

过固定端132后便可调节松紧；所述的利用可调节固定带13的设计，针对重度躁动的患者，

可将关节部位肢体约束于床杆位置，从而保证输液效果。

[0039] 实施例2

[0040] 请参看附图6，图6是本实用新型另一种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位的注射带的立体结

构示意图。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其不同之处在于，本实施例中的左支撑垫1上通过

连接带4连接设有握力球5；所述的连接带4与左支撑垫1表面和握力球5表面均为粘贴连接；

所述的利用握力球5的设计，可在患者腕部关节被约束的同时，通过握力球5来活动手掌和

四肢，有利于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和起到锻炼手指的作用；所述的握力球5的力度可根据患

者需要跟换。

[0041]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带约束功能的关节部位的注射带，利用“工”字型约束垫本体相

对环扣和粘带的表面用于放置关节部位，即关节部位前后分别放置在左支撑垫和右支撑垫

上，关节部位中心位置放在连接垫上；设于左右支撑垫上的环扣和粘带通过反向连接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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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用于固定关节部位前后位置，使得关节部位和“工”字型约束垫本体之间固定牢靠；通

过将患者关节部位与“工”字型约束垫本体之间固定约束后，在进行输液时，可有效防止关

节部位的弯曲或乱动，从而保证输液的顺利进行；设于连接垫表面的支撑板为硬木板或钢

板，用于加强连接垫的硬度，从而避免连接垫弯曲，从而保证关节部位的约束效果；所述的

利用可调节固定带的设计，针对重度躁动的患者，可将关节部位肢体约束于床杆位置，从而

保证输液效果；利用握力球的设计，可在患者腕部关节被约束的同时，通过握力球来活动手

掌和四肢，有利于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和起到锻炼手指的作用。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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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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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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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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