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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运送高危婴儿的恒温箱

(57)摘要

运送恒温箱(I)包括支撑结构(S)和罩体结

构(A)，该支撑结构包括基部(4)，该基部设置有

至少一个第一引导件(4a)，该罩体结构与所述支

撑结构(S)耦接，该罩体结构包括第一部分(A’)

和第二部分(A")，该第一部分具有至少一个第一

侧面板(5)，该至少一个第一侧面板与所述基部

(4)的所述第一引导件(4a)可滑动地耦接，该第

二部分在侧向上由至少一个第一侧壁(53)界定，

所述第一部分(A’)的至少所述第一面板(5)在第

一侧壁上滑动。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4页

CN 107969112 B

2020.10.30

CN
 1
07
96
91
12
 B



1.一种运送恒温箱(I)，包括：

支撑结构(S)，所述支撑结构包括基部(4)，所述基部设置有至少一个第一引导件(4a)，

罩体结构(A)，所述罩体结构与所述支撑结构(S)耦接，所述罩体结构包括：

第一部分(A’)，所述第一部分具有至少一个第一侧面板(5)，所述至少一个第一侧面板

与所述基部(4)的所述第一引导件(4a)可滑动地耦接，以及

第二部分(A”)，所述第二部分在侧向上由至少一个第一侧壁(53)界定，所述第一部分

(A’)的至少所述第一侧面板(5)在所述第一侧壁上滑动，

其中，所述第一部分(A’)在非侧面的自由端被前门(9)封闭，所述前门(9)包括活板门

(92)，当存在危险的新生儿必须通过恒温箱(I)运送时，操作员打开所述活板门(92)放入危

险的新生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恒温箱(I)，其特征在于

所述基部(4)设置有第二引导件(4b)，所述第二引导件布置成相对于所述第一引导件

(4a)平行，

所述第一部分(A’)包括第二侧面板(6)，所述第二侧面板布置成面向所述第一侧面板

(5)，所述第二侧面板可滑动地耦接至所述基部(4)的所述第二引导件(4b)，以及

所述第二部分(A”)由第二侧壁(63)界定，所述第二侧壁布置成面向所述第一侧壁

(53)，所述第二侧面板(6)的所述第一部分(A’)在所述第二侧壁上滑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恒温箱(I)，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结构(S)包括框架(1)，所述

框架包括第一边缘件(1a)和第二边缘件(1b)，在所述第一边缘件和所述第二边缘件上钩挂

有用于使紧固带通过的多个U形支撑元件(11a、11b……11g)。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恒温箱(I)，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结构(S)包括U形支撑基部

(2)，所述U形支撑基部能够与所述框架(1)耦接，并且所述基部(4)固定在所述U形支撑基部

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恒温箱(I)，其特征在于

所述基部(4)在其侧向表面上具有通槽(43)，

所述支撑基部(2)具有在侧向上与所述基部(4)的所述通槽(43)重叠的通槽(23)，以及

所述恒温箱包括托盘(B)，所述托盘能从所述第一部分(A’)的内部向外移动，以插入射

线照相胶片以及随后取出所述射线照相胶片。

6.根据权利要求2-5中任一项所述的恒温箱(I)，其特征在于

所述基部(4)设置有：被布置成与所述第一引导件(4a)平行并在所述第一引导件旁边

的第一支撑框架(40c)；以及被布置在所述第二引导件(4b)旁边并与所述第二引导件平行

的第二支撑框架(40d)，

并且所述第一部分(A’)包括有孔的基部(7)，所述有孔的基部在所述第一支撑框架

(40c)和所述第二支撑框架(40d)上滑动，新生儿能够置于所述有孔的基部(7)上。

7.根据权利要求2-5中任一项所述的恒温箱(I)，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部分(A’)的所述第一侧面板(5)包括设置有打开手柄(51a)的第一观察口

(51)和设置有打开手柄(52a)的第二观察口(52)，以及

所述第一部分(A’)的所述第二侧面板(6)包括设置有打开手柄(61a)的第一观察口

(61)和设置有打开手柄(62a)的第二观察口(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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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2-5中任一项所述的恒温箱(I)，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部分(A’)在顶

部由与所述第一侧面板(5)和所述第二侧面板(6)耦接的拱顶(8)界定。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恒温箱(I)，其特征在于，所述拱顶(8)以及所述第一侧面板

(5)和所述第二侧面板(6)由透明塑料材料制成。

10.根据权利要求2-5中任一项所述的恒温箱(I)，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部分(A")在顶

部由与所述第一侧壁(53)和所述第二侧壁(63)耦接的顶盖(65)界定，在所述顶盖中集成有

用于显示容纳在所述第一部分(A’)内的所述新生儿的生命体征参数的监测器(66)。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恒温箱(I)，其特征在于

所述监测器(66)通过铰接件(66’)与所述顶盖(65)耦接，以及

所述监测器(66)通过围绕所述铰接件(66')转动来从静止位置转至参数显示位置，在

所述静止位置，所述监测器嵌入所述顶盖(65)的壳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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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运送高危婴儿的恒温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用于运送高危婴儿的恒温箱。

[0002] 更具体地，本发明涉及运送恒温箱，该运送恒温箱在通过救护车、飞机、直升飞机

等将高危婴儿从出生的地方运送至新生儿重症监护部门期间能够容纳高危婴儿并使其处

于受控环境。

背景技术

[0003] 长久以来，已知将患病新生儿或发育未全的新生儿从出生的地方运送至医院的重

症监护中心存在相当大的风险，并且经常可能对情况本就危险的新生儿造成甚至不可逆的

恶化。

[0004] 因此，需要使用调节温度和湿度水平并允许发育未全或早产的新生儿享有类似于

子宫内环境的温度和湿度水平的条件的仪器。

[0005] 目前，已知的运送恒温箱允许调节温度、湿度以及其他环境参数，并允许关联其他

用于肺通气、充氧的生命支持设备以及用于功能性验证的相关设备测试仪，便于新生儿运

送。

[0006] 然而，在已知的运送恒温箱中，受系统结构的限制，通常难以对早产儿进行视觉监

测以及进行医疗干预。

[0007] 另外，将早产儿和/或婴儿从出生地点运送至图像诊断室或者从新生儿重症监护

病房运送至图像诊断室需要将新生儿从恒温箱移动到特定温度记录设备躺椅诸如核磁共

振成像-MRI仪器或计算机轴断层摄影-CT仪器等上，这会引起相当大的温度变化以及辅助

监测的中断。

发明内容

[0008] 有鉴于此，因此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轻型运送恒温器，其易于操作并与运送

装置诸如救护车、飞机、救护直升机等兼容，以允许快速干预。

[0009]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防止因将早产新生儿从出生地点运送至新生儿重症监护

部门出现的危险，允许快速开始重症监护和复苏，并允许在诊断和/或治疗阶段完全安全地

运送新生儿。

[0010]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允许在长期(permanence，保持)处于恒温箱内的期间同时

在视觉和手动方面更好地接近患者。

[0011] 因此本发明的具体目的是一种运送恒温箱，该运送恒温箱包括支撑结构和罩体结

构，支撑结构包括基部，基部设置有至少一个引导件，罩体结构与所述支撑结构耦接，罩体

结构包括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具有至少一个第一侧面板，该至少一个第一侧面

板与所述基部的所述第一引导件可滑动地耦接，第二部分在侧向上由至少一个第一侧壁界

定，所述第一部分的至少所述第一面板在第一侧壁上滑动。

[0012] 此外，根据本发明，所述基部设置有第二引导件，第二引导件布置成相对于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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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导件平行，所述第一部分包括第二侧面板，第二侧面板布置成面向所述第一侧面板、可

滑动地耦接至所述基部的所述第二引导件，以及所述第二部分由第二侧壁界定，第二侧壁

布置成面向所述第一侧壁，所述第二面板的所述第一部分在第二侧壁上滑动。

[0013] 另外，所述支撑结构包括框架，框架包括第一边缘件(curb)和第二边缘件，第一边

缘件和第二边缘件上钩挂有用于使紧固带通过的多个U形支撑元件。

[0014] 优选地，根据本发明，所述支撑结构包括U形支撑基部，U形支撑基部可以与所述框

架耦接，并且所述基部固定在U形支撑基部上。

[0015] 此外，根据本发明，所述基部在其侧向表面上具有通槽，所述支撑基部具有在侧向

上与所述基部的所述通槽重叠的通槽，并且恒温箱包括托盘，托盘能从所述第一部分内部

向外移动，以便插入射线照相胶片以及随后取出射线照相胶片。

[0016] 另外，根据本发明，所述基部设置有第一支撑框架和第二支撑框架，第一支撑框架

布置成与所述第一引导件平行并在其旁边，第二支撑框架布置在所述第二引导件旁边并与

其平行，所述第一部分包括有孔的基部，有孔的基部在所述第一支撑框架和第二支撑框架

上滑动，可以将新生儿置于(rest，搁置)该有孔的基部上。

[0017] 优选地，根据本发明，所述第一部分的所述第一侧面板包括设置有打开手柄的第

一观察口和设置有打开手柄的第二观察口，并且所述第一部分的所述第二侧面板包括设置

有打开手柄的第一观察口和设置有打开手柄的第二观察口。

[0018] 此外，根据本发明，所述第一部分在顶部由与所述第一面板和第二面板耦接的拱

顶界定。

[0019] 另外，根据本发明，所述拱顶以及所述第一面板和第二面板由透明塑料材料制成。

[0020] 优选地，根据本发明，所述第二部分在顶部由与所述第一侧壁和第二侧壁耦接的

顶盖界定，在顶盖中集成有用于显示容纳在所述第一部分内的所述新生儿的所述生命体征

参数的监测器。

[0021] 此外，根据本发明，所述监测器通过铰接件与所述顶盖耦接，并且所述监测器通过

围绕所述铰接件转动来从静止位置转至参数显示位置，在静止位置，监测器嵌入所述顶盖

的壳体中。

附图说明

[0022] 现在将根据其说明性而非限制性的优选实施方案特别地参考所附附图的图来描

述本发明，附图中：

[0023] 图1示出了本发明的恒温箱对象的闭合构造的等距视图；

[0024] 图2示出了图1的恒温箱的打开构造的轴侧投影视图；

[0025] 图3示出了图1的恒温箱的上部的部件的分解图；以及

[0026] 图4示出了图1的恒温箱的下部的部件的分解图。

[0027] 在各个视图中，类似的部分将以相同的附图标记指示。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参照闭合附图，本发明的恒温箱对象——用附图标记I指代——包括支撑结构S和

高危婴儿的罩体结构，该支撑结构由塑料材料制成，成形为通过输送带固定至用于运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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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病人(emergency，紧急情况)的任何类型的媒介体，诸如折叠式担架车、医院内运送用床、

脊椎担架床等。

[0029] 所述支撑结构S包括框架1，框架包括第一边缘件1a和第二边缘件1b，第一边缘件

和第二边缘件上钩挂有多个U形支撑元件11a、11b....11g。

[0030] 所述第一边缘件1a和第二边缘件1b允许输送带——图中未示出——通过，以稳固

地将恒温箱I与所述运送床、脊椎担架床等接合。

[0031] 所述支撑结构S包括U形支撑基部2，该支撑基部与所述框架1耦接，特别地与所述

多个支撑元件11a、11b……11g耦接。

[0032] 所述支撑基部2在其侧向表面上具有用于容置旋钮的第一孔21和第二孔22——其

将在下文详细描述；以及通槽23——其将在下文详细描述。

[0033] 所述支撑结构S还包括格栅3，格栅与所述支撑基部2耦接，在格栅上支撑所述罩体

结构A。

[0034] 所述罩体结构A包括基部4，该基部与所述支承结构S耦接。

[0035] 所述罩体结构A的所述基部4上固定有第一引导件4a和第二引导件4b，用于面板的

滑动，将在下文详细描述。

[0036] 特别地，所述基部4在其侧向表面上具有第一销41、第二销42和通槽43。

[0037] 在所述罩体结构A与所述支撑结构S之间的耦接期间，所述第一销41插入所述支撑

基部2的所述第一孔21中并被第一旋钮411锁定，所述第二销42插入所述支撑基部2的所述

第二孔22并被第二旋钮421锁定，并且所述支撑基部2的所述通槽23与所述基部4的所述通

槽43重叠。

[0038] 所述第一旋钮411和第二旋钮421用于致动其上躺有婴儿的床的提升系统。

[0039] 特别地，所述提升系统包括与所述第一销41连接的第一管状件40a、与所述第二销

42连接的第二管状件40b、置于所述基部4上并放置在所述第一引导件4a旁边的第一支撑框

架40c，以及置于所述基部4上并放置在所述第二引导件4b旁边的第二支撑框架40d。

[0040] 在所述第一支撑框架40c和第二支撑框架40d上安置床，床将在后文描述。

[0041] 所述罩体结构A包括第一部分A’和第二部分A”。

[0042] 所述第一部分A’包括第一侧面板5和第二侧面板6，第一侧面板和第二侧面板均由

透明材料制成，并分别与所述基部4的所述第一引导件4a和第二引导件4b可滑动地耦接。所

述第一侧面板5设置有第一观察口51和第二观察口52，第一观察口和第二观察口允许医务

人员的手从外部进入所述第一部分A’的内部。所述第一观察口51设置有打开手柄51a，并且

所述第二观察口52设置有打开手柄52a。

[0043] 所述第一部分A’还包括第二侧面板6，第二侧面板由透明材料制成，布置成面向所

述第一侧面板5，与所述基部4的所述第二引导件4b滑动耦接。

[0044] 所述第二侧面板6设置有第一观察口61和第二观察口62，第一观察口和第二观察

口允许医务人员的手从外部进入所述第一部分A’的内部。所述第一观察口61设置有打开手

柄61a，并且所述第二观察口62设置有打开手柄62a。

[0045] 所述第一部分A’包括有孔的基部或床7和托盘B，该有孔的基部或床滑动耦接至所

述第一支撑框架40c和所述第二支撑框架40d，新生儿放置在有孔的基部或床上，托盘B通过

所述基部4的所述槽43和所述支撑基部23的所述槽43从所述第一部分A'的内部滑动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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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0046] 所述托盘B适于容装射线照相胶片，以在婴儿容纳在所述第一部分A’中时对婴儿

进行X射线检查。

[0047] 所述第一部分A'还包括双层壁透明拱顶8，用以允许能完全看见所述部分A’的内

部，并用作所述部分A’的内部环境的有效隔热和隔音屏障。

[0048] 所述拱顶8在其端部具有第一引导件8a和第二引导件8b，所述第一侧面板5和所述

第二侧面板6分别在该第一引导件和第二引导件上滑动。

[0049] 所述部分A'在前面被前门9封闭，在后面被后门10封闭。

[0050] 所述前门9包括框架91和活板门92，框架与所述拱顶8耦接，活板门由透明材料制

成，通过用于打开和关闭所述活板门92的销94固定至所述框架91。

[0051] 在所述活板门92上有用于线缆和/或管通过的贴胶槽93。

[0052] 所述后门10具有用于使氧气瓶和用于向恒温箱I供电的线缆通过的多个开口10a、

10b……10d。所述第二部分A"由第一侧壁53、第二侧壁63和顶盖65界定，第一侧壁与所述第

一部分A’的所述第一面板5在其上滑动的所述第一引导件4a耦接，第二侧壁与所述第一部

分A’的所述第二面板6在其上滑动的所述第二引导件4b耦接，顶盖固定至所述第一侧壁53

和第二侧壁63，在罩体内监测器66集成在顶盖中。

[0053] 所述监测器66显示容纳在所述恒温箱I内的新生儿的生命体征参数，并通过围绕

铰接件66’转动来从静止位置转至参数显示位置，在静止位置，监测器嵌入所述顶盖65中。

[0054] 所述监测器66还可以朝向所述第一侧面板5或朝向所述第二侧面板6侧向转动。

[0055] 所述第二部分A"在后面被门101封闭，在该门上有用于使线缆和医疗仪器通过的

第一开口101a和第二开口101b。

[0056] 所述第二部分A'的所有组成元件均由塑料材料制成，以确保与断层摄影仪器的兼

容性。

[0057] 在操作中，当存在危险的新生儿必须通过所述恒温箱I运送时，操作员通过转动销

94打开所述活板门92，从所述第一封闭部分A’取出所述有孔的基部7，并将存在危险的新生

儿放在其上。

[0058] 然后将所述有孔的基部7放回(retract)所述第一封闭部分A’内，并关闭所述活板

门92。

[0059] 然后将所述恒温箱I固定至运送装置，诸如脊椎担架床，将所述支撑结构S置于所

述脊椎担架床上，并通过穿过所述第一边缘件1a和第二边缘件1b的带将所述恒温箱I固定

至所述脊椎担架床。

[0060] 医务人员通过监测器66查看新生儿的生命体征参数。

[0061] 当需要直接干预婴儿时，医务人员可以通过所述第一侧面板5的所述第一观察口

51和第二观察口52以及/或者通过所述第二侧面板6的所述第一观察口61和第二观察口62

来将手和手臂伸入(insert)所述第一封闭部分A’的内部。

[0062] 如果要进行X射线或断层摄影检查，操作员这样进行：取出所述托盘B，装入射线照

相底片，并通过所述支撑基部2的通槽23和所述基部4的所述通槽43的所述槽放回所述托盘

B。

[0063] 如果需要直接接触(access)婴儿，可以通过沿所述第二部分A”的所述第一侧壁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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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述第一引导件4a滑动所述第一面板5和/或通过沿所述第二部分A”的所述第二侧壁63

的所述第二引导件4b滑动所述第二面板6来打开所述第一部分A'。

[0064] 根据上述描述明白，通过使用可展开构造，所述恒温箱可以与诊断成像断层摄影

仪器兼容使用。

[0065] 另外，长度和宽度的有限的尺寸既确保了在适于进行紧急运送的装置上的可运送

性，又确保了图像诊断装置的插入。

[0066] 出于说明性而非限制性的目的，根据其优选实施方案描述了本发明，但要理解的

是，在不背离所附权利要求限定的相关范围的情况下，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提出修改和/或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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