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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PICC导管的固定装

置，包括固定带主体，固定带主体包括收纳装置，

其设于固定带主体的内表面，收纳装置包括：凹

槽，其一侧固定于固定带主体上，凹槽与收纳装

置收纳的PICC导管接口相匹配；弹性网套，凹槽

收容于弹性网套内，弹性网套顶端设有第一开

口，且弹性网套底端与固定带主体可拆卸相连；

弹性条，其固定于收纳装置的顶端，且弹性条位

于第一开口的上端。以解决患者穿脱衣服或日常

生活中活动时，PICC导管易移位或脱出的问题，

减轻患者的痛苦，为患者带来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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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PICC导管的固定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固定带主体(1)，所述固定带主体(1)包

括收纳装置(10)，其设于所述固定带主体(1)的内表面，所述收纳装置(10)包括：

凹槽(100)，其一侧固定于所述固定带主体(1)上，所述凹槽(100)与所述收纳装置(10)

收纳的PICC导管接口相匹配；

弹性网套(101)，所述凹槽(100)收容于所述弹性网套(101)内，所述弹性网套(101)顶

端设有第一开口(102)，且所述弹性网套(101)底端与所述固定带主体(1)可拆卸相连；

弹性条(103)，其固定于所述收纳装置(10)的顶端，且所述弹性条(103)位于所述第一

开口(102)的上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固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带主体(1)包括：

第二开口(11)，所述第二开口(11)沿所述固定带主体(1)长度方向设置，且所述第二开

口(11)将所述固定带主体(1)分为第一端(12)和第二端(13)；

连接结构(14)，所述连接结构(14)沿所述第二开口(11)设置，且所述连接结构(14)连

接所述第一端(12)和第二端(13)。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固定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固定带主体(1)的外表面设有至少一固定条(2)，所述固定条(2)与所述固定带主

体(1)可拆卸相连。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固定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固定带主体(1)至少一端设有弹性松紧绳(15)。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固定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固定带主体(1)外表面设有透明窗口(16)，所述透明窗口(16)与所述收纳装置

(10)相对设置。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固定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透明窗口(16)上盖设有盖膜(17)。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固定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弹性网套(101)底端与所述固定带主体(1)通过魔术贴相连。

8.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固定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连接结构(14)为魔术贴。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8927380 U

2



PICC导管的固定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领域，具体涉及一种PICC导管的固定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伴随着输液技术的发展，PICC(经外周穿刺的中心静脉置管)应用越来越广泛。

PICC是经外周静脉穿刺置管后使导管尖端位于上腔静脉等中心静脉的方法，它为危重症病

人抢救、肿瘤病人化疗和长期实施静脉治疗的病人提供了安全的给药途径。因固定贴膜遇

水容易卷边导致导管脱出，贴膜内进水会引起穿刺点出现炎症，严重者会导致全身性感染，

故PICC置管后需要长时间保持外露部分(主要有外露接头、固定贴膜以及外露导管等)的干

燥。

[0003] 但由于PICC导管外露部分一般只用贴膜固定，当患者穿脱衣服或日常生活中活动

时，往往易造成PICC导管的移位或脱出，给患者造成痛苦和不便。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PICC导管的固定装

置，以解决患者穿脱衣服或日常生活中活动时，PICC导管易移位或脱出的问题，减轻患者的

痛苦，为患者带来便利。

[0005] 为达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PICC导管的固定装置，包括固定带主体，所述固定带主体包括收纳装置，其设

于所述固定带主体的内表面，所述收纳装置包括：

[0007] 凹槽，其一侧固定于所述固定带主体上，所述凹槽与所述收纳装置收纳的PICC导

管接口相匹配；

[0008] 弹性网套，所述凹槽收容于所述弹性网套内，所述弹性网套顶端设有第一开口，且

所述弹性网套底端与所述固定带主体可拆卸相连；

[0009] 弹性条，其固定于所述收纳装置的顶端，且所述弹性条位于所述第一开口的上端。

[0010] 固定装置收纳装置设于固定带主体的内表面，贴设于患者插入PICC导管的肘关节

处，用于固定PICC导管外露的部分。凹槽用于收纳PICC导管外露的接口，且与外露的接口的

形状相匹配，防止接口松动，凹槽为硅胶材质，增加患者的舒适感，防止压迫患者的伤口。弹

性网套用于罩住凹槽内的PICC的接口，隔离接口与患者的直接接触，引起患者的不适或者

引起伤口感染。弹性网套顶端设有第一开口，且弹性网套底端与固定带主体可拆卸相连，方

便整理和观察外露的接口，导管输液时将第一开口撕开对外露的接口进行输液，结束输液

后，再将外露的接口放入凹槽内，并将第一开口贴紧。弹性条用于固定外露的导管，防止外

露的PICC导管和接口松动，以解决患者穿脱衣服或日常生活中活动时，PICC导管易移位或

脱出的问题，减轻患者的痛苦，为患者带来便利。

[0011]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固定带主体包括：

[0012] 第二开口，所述第二开口沿所述固定带主体长度方向设置，且所述第二开口将所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08927380 U

3



述固定带主体分为第一端和第二端；

[0013] 连接结构，所述连接结构沿所述第二开口设置，且所述连接结构连接所述第一端

和第二端。

[0014]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固定带主体的外表面设有至少一固定条，所述固

定条与所述固定带主体可拆卸相连。

[0015] 固定带主体两端连接后，再用固定带主体的外表面的固定条进行缠绕固定，防止

固定带主体松动或移动，固定条与固定带主体可使用魔术贴也可以使用按扣等方便拆卸的

连接件。

[0016]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固定带主体至少一端设有弹性松紧绳。

[0017] 固定带主体的下端设有弹性松紧绳，通过拉紧或拉松弹性松紧绳对固定带主体的

下端进行松口或束口，能有效防止外露的导管被污染，给患者带来不便和不适。

[0018]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固定带主体外表面设有透明窗口，所述透明窗口

与所述收纳装置相对设置。

[0019] 医护人员通过透明窗口能方便的观察患者的PICC穿刺点和周围皮肤、血管受压处

的变化，通过患者周围皮肤、血管受压处的变化来调节固定带主体的松紧程度。

[0020]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透明窗口上盖设有盖膜。

[0021] 盖膜防止透明窗口被污染，影响观察的透明度，不利于医护人员的判断及观察，不

能及时对患者的皮肤的变化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

[0022]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弹性网套底端与所述固定带主体通过魔术贴相

连。

[0023]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连接结构为魔术贴。

[0024] 连接结构为魔术贴。固定带主体两端通过魔术贴连接，方便拆卸和调节松紧，可以

适应不同的患者。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0026] 本实用新型中的PICC导管的固定装置收纳装置设于固定带主体的内表面，贴设于

患者插入PICC导管的肘关节处，用于固定PICC导管外露的部分。凹槽用于收纳PICC导管外

露的接口，且与外露的接口的形状相匹配，防止接口松动，凹槽为硅胶材质，增加患者的舒

适感，防止压迫患者的伤口。弹性网套用于罩住凹槽内的PICC的接口，隔离接口与患者的直

接接触，引起患者的不适或者引起伤口感染。弹性网套顶端设有第一开口，且弹性网套底端

与固定带主体通过魔术贴相连，方便整理和观察外露的接口，导管输液时将魔术贴撕开对

外露的接口进行输液，结束输液后，再将外露的接口放入凹槽内，并将魔术贴贴合。弹性条

用于固定外露的导管，防止外露的PICC导管和接口松动，以解决患者穿脱衣服或日常生活

中活动时，PICC导管易移位或脱出的问题，减轻患者的痛苦，为患者带来便利。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PICC导管的固定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PICC导管的固定装置的内表面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PICC导管的固定装置的外表面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1-固定带主体，10-收纳装置，100-凹槽，101-弹性网套，102-第一开口，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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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条，11-第二开口，12-第一端，13-第二端，14-连接结构，15-弹性松紧绳，16-透明窗口，

17-盖膜，2-固定条。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2] 结合图1和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一种PICC导管的固定装置，包括固定

带主体1，固定带主体1包括收纳装置10，其设于固定带主体1的内表面，收纳装置10包括：凹

槽100，其一侧固定于固定带主体1上，凹槽100与收纳装置10收纳的PICC导管接口相匹配；

弹性网套101，凹槽100收容于弹性网套101内，弹性网套101顶端设有第一开口102，且弹性

网套101底端与固定带主体1可拆卸相连；弹性条103，其固定于收纳装置10的顶端，且弹性

条103位于第一开口102的上端。

[0033] 固定带主体1可采用防水和透气的材质，如尼龙布、防水膜等，使患者皮肤触感良

好。收纳装置10设于固定带主体1的内表面，贴设于患者插入PICC导管的肘关节处，用于固

定PICC导管外露的部分。凹槽100用于收纳PICC导管外露的接口，且与外露的接口的形状相

匹配，防止接口松动，凹槽100为硅胶材质，增加患者的舒适感，防止压迫患者的伤口。弹性

网套101用于罩住凹槽100内的PICC的接口，隔离接口与患者的直接接触，引起患者的不适

或者引起伤口感染。弹性网套101顶端设有第一开口102，且弹性网套101底端与固定带主体

1通过魔术贴相连，方便整理和观察外露的接口，导管输液时将魔术贴撕开对外露的接口进

行输液，结束输液后，再将外露的接口放入凹槽100内，并将魔术贴贴合。弹性条103用于固

定外露的导管，防止外露的PICC导管和接口松动，以解决患者穿脱衣服或日常生活中活动

时，PICC导管易移位或脱出的问题，减轻患者的痛苦，为患者带来便利。

[0034] 作为一个可选的实施例，固定带主体1包括：第二开口11，第二开口11沿固定带主

体1长度方向设置，且第二开口11将固定带主体1分为第一端12和第二端13；连接结构14，连

接结构14沿第二开口11设置，且连接结构14连接第一端12和第二端13。其中，连接结构14为

魔术贴。固定带主体1两端通过魔术贴连接，方便拆卸和调节松紧，可以适应不同的患者。

[0035] 作为一个可选的实施例，固定带主体1的外表面设有至少一固定条2，固定条2与固

定带主体1可拆卸相连。固定带主体1两端通过魔术贴连接后，再用固定带主体1的外表面的

固定条2进行缠绕固定，防止固定带主体1松动或移动，固定条2与固定带主体1可使用魔术

贴也可以使用按扣等方便拆卸的连接件。

[0036] 作为一个可选的实施例，固定带主体1至少一端设有弹性松紧绳15。固定带主体1

的下端设有弹性松紧绳15，通过拉紧或拉松弹性松紧绳15对固定带主体1的下端进行松口

或束口，能有效防止外露的导管被污染，给患者带来不便和不适。

[0037]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PICC导管的固定装置的外表面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如图3所示，固定带主体1外表面设有透明窗口16，透明窗口16与收纳装置10相对

设置。医护人员通过透明窗口16能方便的观察患者的PICC穿刺点和周围皮肤、血管受压处

的变化，通过患者周围皮肤、血管受压处的变化来调节固定带主体1的松紧程度。

[0039] 作为一个优选的实施例，透明窗口16上盖设有盖膜17。盖膜17防止透明窗口16被

污染，影响观察的透明度，不利于医护人员的判断及观察，不能及时对患者的皮肤的变化采

取相应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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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本实用新型不仅局限于上述最佳实施方式，任何人在本实用新型的启示下都可得

出其他各种形式的产品，但不论在其形状或结构上作任何变化，凡是具有与本实用新型相

同或相近似的技术方案，均在其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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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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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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