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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约束手拍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约束手拍，包括：衬底，

其为椭圆形；网面，其与所述衬底形状对应，且周

向与所底周向固定连接形成容纳腔，并在衬底长

轴一侧设置有开口；弧形开口，其设置在靠近衬

底长轴另一侧的所述网面上；双头拉链，其设置

在弧形开口上，用于双侧打开或者闭合所述弧形

开口；露指手套，其设置在容纳腔内，且腕部一侧

与衬底固定连接；多个连接勾，其一一对应设置

在所述露趾手套的指套端底面；多个连接扣，其

设置在所述网面外侧，且位于所述衬底长轴另一

侧与所述弧形开口之间，并与所述连接勾对应可

拆卸连接。能够将手指伸出容纳腔，并通过露指

手套与网面的可拆卸连接固定五指，能够及时监

测指脉氧的变化，且有效降低了患者躁动产生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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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约束手拍，其特征在于，包括：

衬底，其为椭圆形；以及

网面，其与所述衬底形状对应，且周向与所述衬底周向固定连接形成容纳腔，并在所述

衬底长轴一侧设置有开口；

弧形开口，其设置在靠近所述衬底长轴另一侧的所述网面上；

双头拉链，其设置在所述弧形开口上，用于双侧打开或者闭合所述弧形开口；

露指手套，其设置在所述容纳腔内，且腕部一侧与所述衬底固定连接；

多个连接勾，其一一对应设置在所述露指手套的指套端底面；

多个连接扣，其设置在所述网面外侧，且位于所述衬底长轴另一侧与所述弧形开口之

间，并与所述连接勾对应可拆卸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约束手拍，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弧形衬垫，其设置在所述容纳腔内，且与靠近所述衬底长轴一侧的所述弧形开口周向

固定连接；

其中，所述弧形开口上的双头拉链处于闭合状态时，所述弧形衬垫完全遮挡所述双头

拉链，所述双头拉链处于打开状态时，所述弧形衬垫能够沿所述弧形开口伸出所述容纳腔。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约束手拍，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衬布，其形状与所述衬底形状一致，且固定贴合设置在位于所述容纳腔内的所述衬底

上；

一对固定带，其分别固定设置在所述开口两侧的所述衬底上，用于收紧或者放松所述

开口。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约束手拍，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扣沿所述弧形开口的弧度方向

设置，并沿所述衬底长轴方向等间距阵列多行。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约束手拍，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带为魔术贴。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约束手拍，其特征在于，所述弧形衬垫的弧度与所述弧形开口的

弧度一致，且为弹性弧形衬垫。

7.如权利要求1、2、4或6所述的约束手拍，其特征在于，所述衬底为柔性衬底。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约束手拍，其特征在于，所述露指手套为弹性露指手套。

9.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约束手拍，其特征在于，所述衬布为棉质衬布，厚度为5～8mm。

10.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约束手拍，其特征在于，所述网面为棉质网面，所述弧形衬垫为

棉质衬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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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约束手拍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更具体的是，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约束手拍。

背景技术

[0002] ICU综合征的患者用球拍式手约束时，指脉氧总是不能及时监测到位，需要反复解

开病人腕部的约束固定带再给患者重新带上，容易让患者趁机拔出管道的风险，二是反复

打开系上也增加了护士的工作量。

[0003] 中国实用新型专利201821553105.X提供一种球拍式约束手袋，在袋体相对入口的

另一端或袋体上表面设置一个双头拉链；能够根据临床需要打开或关闭袋体，减少对内置

静脉针或带有心电监护仪的患者抓挠。但是，在对患者进行末梢神经测量时，不对手指进行

固定，手指乱动导致针管脱落等问题，导致测量结果误差较大，也浪费时间。

[0004] 中国实用新型专利201720711773.X提供一种改良式乒乓约束手套，通过衬布与手

套本体顶面共同形成第一容纳腔，且第一容纳腔上靠近手指端部处设有第一开口，第一开

口上缝接有拉链，并在第一容纳腔内设置有手指固定套，以固定手指，防止患者在末梢血糖

监测、血运的观察的过程中，手指乱动导致针管脱落等问题。但是手指固定套为5个环形固

定套，依次固定手指。但是将手指置于第一容纳腔后，就需要将五个手指套在固定套内，五

个手指即使在不测量时，也将5个手指相对固定，极大的降低了舒适性，也降低了手指间的

血液流动，而对于卧病在床的人，血液到达四肢末梢是极为重要的，而此方案一定程度的阻

碍了患者全身的血液流通，有造成末梢神经坏死的可能。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约束手拍，能够将手指伸出容纳腔，并通过露指手套与网面

的可拆卸连接固定五指，能够及时监测指脉氧的变化，且有效降低了患者躁动产生的风险。

[000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约束手拍，包括：

[0008] 衬底，其为椭圆形；以及

[0009] 网面，其与所述衬底形状对应，且周向与所述衬底周向固定连接形成容纳腔，并在

所述衬底长轴一侧设置有开口；

[0010] 弧形开口，其设置在靠近所述衬底长轴另一侧的所述网面上；

[0011] 双头拉链，其设置在所述弧形开口上，用于双侧打开或者闭合所述弧形开口；

[0012] 露指手套，其设置在所述容纳腔内，且腕部一侧与所述衬底固定连接；

[0013] 多个连接勾，其一一对应设置在所述露趾手套的指套端底面；

[0014] 多个连接扣，其设置在所述网面外侧，且位于所述衬底长轴另一侧与所述弧形开

口之间，并与所述连接勾对应可拆卸连接。

[0015] 优选的是，还包括：

[0016] 弧形衬垫，其设置在所述容纳腔内，且与靠近所述衬底长轴一侧的所述弧形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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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向固定连接；

[0017] 其中，所述弧形开口上的双头拉链处于闭合状态时，所述弧形衬垫完全遮挡所述

双头拉链，所述双头拉链处于打开状态时，所述弧形衬垫能够沿所述弧形开口伸出所述容

纳腔。

[0018] 优选的是，还包括：

[0019] 衬布，其形状与所述衬底形状一致，且固定贴合设置在位于所述容纳腔内的所述

衬底上。

[0020] 一对固定带，其分别固定设置在所述开口两侧的所述衬底上，用于收紧或者放松

所述开口。

[0021] 优选的是，所述连接扣沿所述弧形开口的弧度方向设置，并沿所述衬底长轴方向

等间距阵列多行。

[0022] 优选的是，所述固定带为魔术贴。

[0023] 优选的是，所述弧形衬垫的弧度与所述弧形开口的弧度一致，且为弹性弧形衬垫。

[0024] 优选的是，所述衬底为柔性衬底。

[0025] 优选的是，所述露指手套为弹性露指手套。

[0026] 优选的是，所述衬布为棉质衬布，厚度为5～8mm。

[0027] 优选的是，所述网面为棉质网面，所述弧形衬垫为棉质衬垫。

[0028]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有益效果：

[0029]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约束手拍，能够将手指伸出容纳腔，并通过露指手套与网面的

可拆卸连接固定五指，能够及时监测指脉氧的变化，且有效降低了患者躁动产生的风险。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约束手拍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约束手拍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3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约束手拍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4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网面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5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约束手拍的侧剖结构示意图。

[0035] 图6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约束手拍的平剖结构示意图。

[0036] 图7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约束手拍双头拉链处的局部结构放大示意图。

[0037] 图8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约束手拍指套处的局部结构放大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令本领域技术人员参照说明

书文字能够据以实施。

[0039] 本实用新型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实施，而不应该理解为限于再次阐述的实施

例，相反，提供这些实施例，使得本公开将是彻底和完整的。在附图中，为了清晰起见，会夸

大结构和区域的尺寸和相对尺寸。

[0040] 如图1-8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约束手拍，包括：衬底100，其为椭圆形，一般情

况下，衬底100选用柔性材料，以避免整体材质过于硬，造成患者使用过程中不舒适，在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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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内的衬底100上固定贴合设置有形状相对应的衬衣110；网面120，其与衬底100形状对应，

且周向与衬底100周向固定连接形成容纳腔，并在衬底100长轴一侧设置有开口130，用于手

指和手掌伸入容纳腔内。衬衣110的材质优选为棉质，且厚度为5～8mm，网面120一般选用棉

质材料，由于患者手指和手掌伸入容纳腔内，手心与衬衣110接触，手背与网面1202接触，使

得患者使用过程中，体感更加舒适。

[0041] 在靠近衬底100长轴另一侧的网面110上设置于弧形开口140，在弧形开口140上设

置有双头拉链150，用于双侧打开或者闭合弧形开口140，使得患者的手指能够沿着弧形开

口140伸出容纳腔，或者即使不伸出容纳腔，也能够方便护士或者医生对患者进行指脉氧变

化的及时监测。

[0042] 在容纳腔内且与靠近衬底100长轴一侧的弧形开口140周向固定连接有弧形衬垫

160，且弧形衬垫160的弧度与弧形开口140的弧度一致，并为弹性弧形衬垫，所述的弧形衬

垫160的材质为棉质，当弧形开口140上的双头拉链150处于闭合状态时，弧形衬垫160完全

遮挡双头拉链150，避免双头拉链150与皮肤接触，磨损皮肤，当双头拉链150处于打开状态

时，弧形衬垫160能够跟随手指沿弧形开口140伸出容纳腔，不会阻碍手指伸出容纳腔。

[0043] 在容纳腔内设置有露指手套170，且露指手套170的腕部一侧171与衬底100固定连

接，即与衬衣110固定连接，能够固定露指手套170的相对位置。露指手套170为弱弹性材料，

一方面适应不用手指尺寸的患者，一方面也能避免弹性过大不方便后续指套的固定。

[0044] 在露指手套170的指套172端底面一一对应设置有连接勾173，并在网面120的外

侧，且位于衬底100长轴另一侧与弧形开口140之间设置有多个连接扣174，其与连接勾173

对应可拆卸连接，所述连接扣174沿弧形开口140的弧度方向设置，并沿衬底100长轴方向等

间距阵列多行，以适应不同手指长度的患者。通过露指手套与网面的可拆卸连接固定五指，

能够防止患者在末梢血糖监测、血运的观察的过程中，手指乱动导致针管或者夹子脱落等

问题，从而大大提高了使用安全性。

[0045] 在开口130两侧的衬底100上固定设置有一对固定带180，用于收紧或者放松开口

130，实现对约束手拍的固定。所述的固定带180为优选为魔术贴，方便操作。当然也可以选

择绑带等。

[0046] 工作原理：

[0047] 将患者的手指和手掌深入容纳腔内，并对应套进露指手套内，当需要监测患者指

脉氧时，需要测量哪个手指，就沿对应一侧的拉开拉链，将手指伸出弧形开口后，根据患者

手指长度，选择合适的连接扣与指套上的连接勾进行连接，以实现对手指的固定(一般情况

下，大拇指的连接勾与连接扣不连接)，并与监测夹连接，实时监测患者指脉氧的变化。当不

测试时，松开连接扣和连接勾，并将手指置于容纳腔内，拉上拉链，手指可以在容纳腔内自

由活动，同时，对整个手掌也进行了约束。

[0048]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约束手拍，能够将手指伸出容纳腔，及时且方便监测指脉氧的

变化，并通过露指手套与网面的可拆卸连接固定五指，有效降低了患者躁动产生的风险。

[0049] 尽管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案已公开如上，但其并不仅仅限于说明书和实施方式中

所列运用，它完全可以被适用于各种适合本实用新型的领域，对于熟悉本领域的人员而言，

可容易地实现另外的修改，因此在不背离权利要求及等同范围所限定的一般概念下，本实

用新型并不限于特定的细节和这里示出与描述的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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