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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供气管切开卧床患

者使用的病号服，其采用圆领和后开襟的设计，

方便为卧床患者穿脱，不会使患者的肩背着凉；

其前襟的领口高于气管切口位置并设有供气切

套管伸出的圆形开口，既不会使患者胸口的过度

暴露，又不会遮挡气切口；其后襟由左后襟和右

后襟交叉搭叠而成，不设置纽扣，可以将患者背

部完全包裹并避免被纽扣压伤；其前襟的下摆

长，可遮挡到患者的整个下腹部，起到保暖作用，

其后襟的下摆短，可避免患者大小便时弄脏衣

服；其前襟在圆形开口的外围粘贴有一次性防水

气切垫，可防止患者的痰液弄脏衣服；其前襟上

设有横向开口和绑带，使用心电监护仪时可供其

电极片的导线穿过并绑扎固定，防止前襟内的导

线受拉扯而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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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供气管切开卧床患者使用的病号服，其特征是：所述病号服由纯棉布料制成的

前襟、后襟和左右长袖缝合而成；所述病号服采用圆领和后开襟的设计，前襟为整幅布块，

后襟由左后襟和右后襟交叉搭叠而成，在左右肩线靠近领口的位置各设有一条固定系带，

左后襟和右后襟的上边角处各设有一条后襟系带，将左后襟的后襟系带与右肩的固定系带

绑系在一起，并将右后襟的后襟系带与左肩的固定系带绑系在一起，即可将后襟闭合绑定；

前襟的下摆比后襟的下摆长出一截，前襟的下摆长至对应患者耻骨联合上部的位置，后襟

的下摆长至对应患者第4‑5节腰椎的位置；前襟的领口下沿高于患者气管切口的位置，前襟

在对应患者气管切口的位置开有供气切套管伸出的圆形开口，前襟在圆形开口的外围粘贴

有一张可更换的一次性防水气切垫；前襟中部左右两侧各开有一道供心电监护仪电极片导

线穿过的“一”字形横向开口，前襟在横向开口的上侧缝合有一块对横向开口进行封盖的可

开合布盖，前襟在横向开口的下侧设有用于固定导线的绑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供气管切开卧床患者使用的病号服，其特征是：所述圆领采用

无痕领口。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供气管切开卧床患者使用的病号服，其特征是：所述圆形开口

的边沿采用松紧口设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供气管切开卧床患者使用的病号服，其特征是：所述一次性防

水气切垫为矩形不干胶防水泡沫垫，其长度为15cm，宽度为10cm，其中部设有和圆形开口相

匹配的开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供气管切开卧床患者使用的病号服，其特征是：所述前襟左侧

的横向开口设置在对应患者左锁骨中线与第7肋骨的相交处，前襟右侧的横向开口设置在

对应患者右侧锁骨中线与第5肋骨的相交处，横向开口的长度为7‑8cm，宽度为1c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供气管切开卧床患者使用的病号服，其特征是：所述前襟在每

个横向开口的下侧各设有三条呈“品”字形排布绑带，绑带的中部固定缝合在前襟上，绑带

的两头为开放端，排布在上方的绑带为横向绑带，排布在下方的绑带为纵向绑带。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供气管切开卧床患者使用的病号服，其特征是：所述左右长袖

的下半部采用可分离的上下两半袖片拼合而成，上下两半袖片的边沿通过暗扣扣合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供气管切开卧床患者使用的病号服，其特征是：所述前襟在胸

前的一侧设有一个红色的心形图案，以作为气管切开卧床患者专用病号服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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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供气管切开卧床患者使用的病号服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病号服，具体是一种供气管切开卧床患者使用的病号服，属

于医用服装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医院呼吸内科和内科重症监护室收治的气管切开患者很多，大部分气管切开患者

都是卧床患者，常伴随有肢体部分或完全偏瘫，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痰多，易再

发肺部感染，对此类患者的治疗、护理、康复应同步进行。目前临床上对此类患者进行治疗

护理时，通常是将普通病号服反穿在卧床患者身上，以利于穿脱，但此做法存在着较多的缺

点，主要体现在：

[0003] （1）、反穿普通病号服的衣领过高，易勒脖子，易遮挡气切口，轻则导致患者痰液不

便排出，重则堵塞气道，为了露出气切口而将衣领下拉时，又会造成患者肩部暴露，易着凉

感冒，甚至引发支气管及肺部感染。

[0004] （2）、反穿普通病号服时患者侧、平卧时皮肤易被纽扣压伤，如果要避免患者皮肤

被纽扣压伤，护理人员只能将两侧衣服避开背部往躯体两侧放置，这样又会暴露患者的腰

背肩部，使患者易受凉感冒，而且患者背部出汗时汗液会直接污染床单。

[0005] （3）、气管切开患者多数病情危重，生命体征不平稳，需要配置心电监护仪实时监

测，普通病号服没有设置供导线穿过的开口，因此心电监护仪电极片的导线只能从衣领或

者衣服下摆穿过，增加了患者肩膀或腹部的暴露面积，而且由于导线缺乏固定容易受拉扯

而移位，降低了患者的舒适度。

[0006] （4）、普通病号服的前后摆均达到臀裂定点水平处，卧床患者大小便时易将衣服弄

脏。

[0007] （5）、气管切开患者痰液多，普通病号服对此缺乏针对性设置，痰液容易将衣服弄

脏。

[0008] 为了给气管切开卧床患者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病号服，部分现有专利也提出了一些

解决方案，但在这些技术方案中，为了避免遮挡气切口，大多将衣领设置成深U形或深V形低

领，这又会造成患者胸口的过度暴露，容易着凉，而且这些现有的技术方案无法同时解决上

述几个问题，因此在实际临床上应用较少。

实用新型内容

[0009]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供气管切开卧床患者使用的病号服，以解决目前对

气管切开卧床患者进行治疗护理时让患者反穿普通病号服所存在的上述不足。

[0010] 为了实现此目的，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11] 一种供气管切开卧床患者使用的病号服，由纯棉布料制成的前襟、后襟和左右长

袖缝合而成；所述病号服采用圆领和后开襟的设计，前襟为整幅布块，后襟由左后襟和右后

襟交叉搭叠而成，在左右肩线靠近领口的位置各设有一条固定系带，左后襟和右后襟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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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角处各设有一条后襟系带，将左后襟的后襟系带与右肩的固定系带绑系在一起，并将右

后襟的后襟系带与左肩的固定系带绑系在一起，即可将后襟闭合绑定；前襟的下摆比后襟

的下摆长出一截，前襟的下摆长至对应患者耻骨联合上部的位置，后襟的下摆长至对应患

者第4‑5节腰椎的位置；前襟的领口下沿高于患者气管切口的位置，前襟在对应患者气管切

口的位置开有供气切套管伸出的圆形开口，前襟在圆形开口的外围粘贴有一张可更换的一

次性防水气切垫；前襟中部左右两侧各开有一道供心电监护仪电极片导线穿过的“一”字形

横向开口，前襟在横向开口的上侧缝合有一块对横向开口进行封盖的可开合布盖，前襟在

横向开口的下侧设有用于固定导线的绑带。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圆领采用无痕领口，以减小对患者颈部的摩擦。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圆形开口的边沿采用松紧口设计，以便于穿套和抱紧气切套管的

外露接头。

[0014] 进一步的，所述一次性防水气切垫为矩形不干胶防水泡沫垫，其长度为15cm，宽度

为10cm，其中部设有和圆形开口相匹配的开孔。因为气管切口在无气切面罩保护下痰液自

然喷出距离为0‑7厘米，此大小的气切垫可有效防止喷出的痰液弄脏衣服。

[0015] 进一步的，所述前襟左侧的横向开口设置在对应患者左锁骨中线与第7肋骨的相

交处，前襟右侧的横向开口设置在对应患者右侧锁骨中线与第5肋骨的相交处，横向开口的

长度为7‑8cm，宽度为1cm。

[0016] 进一步的，所述前襟在每个横向开口的下侧各设有三条呈“品”字形排布绑带，绑

带的中部固定缝合在前襟上，绑带的两头为开放端，排布在上方的绑带为横向绑带，排布在

下方的绑带为纵向绑带，通过这样的设置，可用绑带将前襟外侧的心电监护仪电极片导线

绑扎固定成向左或向右弯曲的L形线扎，从而有效防止前襟内的导线受拉扯而移位。

[0017] 进一步的，所述左右长袖的下半部采用可分离的上下两半袖片拼合而成，上下两

半袖片的边沿通过暗扣扣合连接，输液和抽血时可直接掀开上半袖片来进行。

[0018] 进一步的，所述前襟在胸前的一侧设有一个红色的心形图案，以作为气管切开卧

床患者专用病号服的标记。

[0019] 本实用新型病号服的优点为：本病号服由于采用圆领和后开襟的设计，方便为卧

床患者穿脱，既不会勒脖子，又不会使患者的肩背着凉；其前襟的领口高于气管切口位置并

设有供气切套管伸出的圆形开口，既不会使患者胸口的过度暴露，又不会遮挡气切口；其后

襟由左后襟和右后襟交叉搭叠而成，可以将患者背部完全包裹，不会受凉，患者背部出汗时

汗液也不会直接污染床单；其后襟通过上部的后襟系带与肩部的固定系带绑系固定，不设

置纽扣，可避免患者皮肤被纽扣压伤；其前襟的下摆长，可遮挡到患者的整个下腹部，起到

保暖作用，其后襟的下摆短，可避免患者大小便时弄脏衣服；其前襟在圆形开口的外围粘贴

有一张可更换的一次性防水气切垫，可防止患者的痰液弄脏衣服，而且固定牢固，不会因患

者的体位改变而移位；其前襟上设有横向开口，使用心电监护仪时可供其电极片的导线穿

过，横向开口上侧设置布盖，可对横向开口进行遮盖保暖，同时也更美观，横向开口下侧设

置的绑带，可将前襟外侧的导线绑扎固定，防止前襟内的导线受拉扯而移位。因此，本病号

服特别适合在临床上供气管切开卧床患者使用。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16393157 U

4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病号服正面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病号服背面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病号服将前襟外侧的心电监护仪电极片导线绑扎固定成向右弯曲的L形

线扎时的示意图。

[0023] 图中：1‑前襟，2‑后襟，2.1‑左后襟，2.2‑右后襟，3‑长袖，3.1‑半袖片，3.2‑暗扣，

4‑固定系带，5‑后襟系带，6‑圆形开口，7‑一次性防水气切垫，8‑横向开口，9‑可开合布盖，

10‑绑带，11‑心形图案，12‑导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

[0025] 如图1‑2所示，本病号服由纯棉布料制成的前襟1、后襟2和左右长袖3缝合而成。所

述病号服采用圆领和后开襟的设计，圆领采用无痕领口，前襟1为整幅布块，后襟2由左后襟

2.1和右后襟2.2交叉搭叠而成，在左右肩线靠近领口的位置各设有一条固定系带4，左后襟

2.1和右后襟2.2的上边角处各设有一条后襟系带5，将左后襟2.1的后襟系带5与右肩的固

定系带4绑系在一起，并将右后襟2.2的后襟系带5与左肩的固定系带4绑系在一起，即可将

后襟2闭合绑定。前襟1的下摆比后襟2的下摆长出一截，前襟1的下摆长至对应患者耻骨联

合上部的位置，后襟2的下摆长至对应患者第4‑5节腰椎的位置。

[0026] 所述前襟1的领口下沿高于患者气管切口的位置，前襟1在对应患者气管切口的位

置开有供气切套管伸出的圆形开口6，圆形开口6的边沿采用松紧口设计，前襟1在圆形开口

6的外围粘贴有一张可更换的一次性防水气切垫7。所述一次性防水气切垫7为矩形不干胶

防水泡沫垫，其长度为15cm，宽度为10cm，其中部设有和圆形开口6相匹配的开孔。

[0027] 所述前襟1中部左右两侧各开有一道供心电监护仪电极片导线穿过的“一”字形横

向开口8，前襟1左侧的横向开口8设置在对应患者左锁骨中线与第7肋骨的相交处，前襟1右

侧的横向开口8设置在对应患者右侧锁骨中线与第5肋骨的相交处，横向开口8的长度为7‑

8cm，宽度为1cm。前襟1在横向开口8的上侧缝合有一块对横向开口8进行封盖的可开合布盖

9，前襟1在横向开口8的下侧设有用于固定导线的绑带10。每个横向开口8的下侧各设有三

条呈“品”字形排布绑带10，绑带10的中部固定缝合在前襟1上，绑带10的两头为开放端，排

布在上方的绑带10为横向绑带，排布在下方的绑带10为纵向绑带。

[0028] 所述左右长袖3的下半部采用可分离的上下两半袖片3.1拼合而成，上下两半袖片

3.1的边沿通过暗扣3.2扣合连接。所述前襟1在胸前的一侧设有一个红色的心形图案11，以

作为气管切开卧床患者专用病号服的标记。

[0029] 本病号服使用时，将后襟2打开，使患者的双手穿入左右长袖3内，前襟盖在患者的

胸前，使患者气切套管的外露接头从前襟1的圆形开口6向外伸出至高出一次性防水气切垫

7的位置；然后再使患者侧身将其背部的后襟2理好，将左后襟2.1和右后襟2.2交叉搭叠并

绑定，即可将患者背部完全包裹；由于采用圆领和后开襟的设计，既不会勒脖子，又不会使

患者的胸口和肩背着凉，而且后襟2不设置纽扣，可避免患者皮肤被纽扣压伤；前襟1的下摆

长，可遮挡到患者的整个下腹部，起到保暖作用，后襟2的下摆短，可避免患者大小便时弄脏

衣服；如果需要配置心电监护仪实时监测患者的情况，在穿衣前先在患者的胸前粘贴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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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电极片，穿衣时将各电极片的导线12分别从前襟1中部左右两侧的横向开口8穿出，用绑

带10将前襟1外侧的导线12绑扎固定成向左或向右弯曲的L形线扎，防止前襟1内的导线12

受拉扯而移位，如图3所示，然后再将导线12与心电监护仪的接口连接。如需对患者进行输

液和抽血，可将对应侧长袖3下半部的上半袖片掀开来进行，非常方便。

[0030] 上述图例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典型实施例，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实用

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或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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