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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多功能助产装置，它涉及一种助产装

置。现有助产用具虽种类较多，但占地面积大，使

用功能单一，应急性差且舒适性差。本实用新型

中上支撑环设在下支撑环的正上方且二者通过

多个第一伸缩杆固接，分娩球本体设在上支撑环

上，拉巾用支杆为L形杆，拉巾用支杆的竖直端设

在靠背上，拉巾的一端设在拉巾用支杆的水平端

上，手持柄设在支撑箱的上方，压力传感器设在

手持柄上，伸缩囊设在支撑箱内，连接杆的一端

与手持柄相连接，连接杆的另一端穿过支撑箱与

伸缩囊相连接，控制器设在支撑箱内且其与压力

传感器电连接，靠背朝向底座的一侧设有加热网

片，加热网片与控制器电连接。本实用新型用于

自然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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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助产装置，其特征在于：它包括底座(1)、分娩球本体(2)、靠背(3)、拉巾

(4)、拉巾用支杆(5)和两个手扶件(6)，所述靠背(3)设置在底座(1)的后方，两个手扶件(6)

分别设置在底座(1)的两侧，所述底座(1)包括上支撑环(1-1)、下支撑环(1-2)和多个第一

伸缩杆(1-3)，所述上支撑环(1-1)设置在下支撑环(1-2)的正上方且二者通过多个第一伸

缩杆(1-3)固定连接，分娩球本体(2)设置在上支撑环(1-1)上，拉巾用支杆(5)为L形杆，拉

巾用支杆(5)的竖直端设置在靠背(3)上，拉巾用支杆(5)的水平端处于底座(1)的正上方，

拉巾(4)的一端设置在拉巾用支杆(5)的水平端上，拉巾(4)的另一端为产妇用把持端，每个

手扶件(6)包括手持柄(6-1)、连接杆(6-2)、支撑箱(6-3)、伸缩囊(6-4)、压力传感器(6-5)

和控制器(6-6)，所述手持柄(6-1)设置在支撑箱(6-3)的上方，压力传感器(6-5)设置在手

持柄(6-1)上，伸缩囊(6-4)设置在支撑箱(6-3)内，连接杆(6-2)的一端与手持柄(6-1)相连

接，连接杆(6-2)的另一端穿过支撑箱(6-3)与伸缩囊(6-4)相连接，控制器(6-6)设置在支

撑箱(6-3)内且其与压力传感器(6-5)电连接，靠背(3)朝向底座(1)的一侧设置有加热网片

(7)，加热网片(7)与控制器(6-6)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助产装置，其特征在于：下支撑环(1-2)内设置有U

形支撑板(9)，U形支撑板(9)的底部设置有多个第二伸缩杆(14)，当每个第二伸缩杆(14)处

于压缩极限状态时，U形支撑板(9)与下支撑环(1-2)处于同一水平面上，当每个第二伸缩杆

(14)处于伸长极限状态时，U形支撑板(9)与上支撑环(1-1)处于同一水平面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助产装置，其特征在于：U形支撑板(9)上还设置有

U形加热片(11)，U形加热片(11)与控制器(6-6)电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助产装置，其特征在于：上支撑环(1-

1)包括第一圆弧条(1-1-1)和第二圆弧条(1-1-2)，第二圆弧条(1-1-2)的长度小于第一圆

弧条(1-1-1)的长度，第二圆弧条(1-1-2)的一端与第一圆弧条(1-1-1)的一端相铰接，第二

圆弧条(1-1-2)的另一端与第一圆弧条(1-1-1)的另一端可拆卸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助产装置，其特征在于：第一圆弧条(1-1-1)的内

壁上设置有用于配合U形支撑板(9)的柔性密封条。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助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拉巾用支杆(5)上加工有

配合拉巾(4)移动的滑道，拉巾(4)沿滑道的长度方向往复运动。

7.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助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拉巾(4)包括中间布条

(4-1)和两个端部连接布条(4-2)，两个端部连接布条(4-2)之间并列设置，中间布条(4-1)

设置在两个端部连接布条(4-2)之间，每个端部连接布条(4-2)的上端设置在拉巾用支杆

(5)的水平端上，每个端部连接布条(4-2)的下端与中间布条(4-1)相连接，端部连接布条

(4-2)与支撑箱(6-3)一一对应设置，每个支撑箱(6-3)朝向其对应的端部连接布条(4-2)的

一端设置有定位盖(10)，每个端部连接布条(4-2)上设置有配合定位盖(10)的连接套(12)。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助产装置，其特征在于：它还包括总底板(13)，所

述底座(1)和两个手扶件(6)均设置在总底板(1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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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助产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具体涉及一种多功能助产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自然分娩也称为顺产，是人类繁衍后代的一个正常生理过程，任何一个身体健康、

足月妊娠、产检正常的育龄适龄妇女在正常情况下都可进行自然分娩娩出胎儿。剖腹产是

一种手术，会给产妇带来损害，无论从心理还是身体上。例如麻醉意外、术中或术后出血、产

后护理不当等。手术中膀胱、输尿管、肠管的损伤，术后感染如腹膜炎、败血症等。剖腹产产

后出血率较高，产褥感染率为阴道分娩的10～20倍，产妇死亡率为阴道产的5倍，顺产是符

合人类的分娩方式。自然分娩能够减少新生儿肺炎发生率，刺激新生儿神经发育，帮助新生

儿建立免疫系统。自然分娩的过程是需要助产士帮助下完成的，借助的助产工具也是多种

多样，有产床、产钳或其他工具，这些工具的特点就是使用功能单一，有的占地面积大，应急

性差且舒适性差，不利于产妇的自然分娩，导致产妇情绪紧张，身体不适，使产程周期长。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多功能助产装置，以解决现有助产用具虽种类较

多，但占地面积大，使用功能单一，应急性差且舒适性差的问题。

[0004] 本实用新型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多功能助产装置，它包括底座、分娩球本体、靠背、拉巾、拉巾用支杆和两个手

扶件，所述靠背设置在底座的后方，两个手扶件分别设置在底座的两侧，所述底座包括上支

撑环、下支撑环和多个第一伸缩杆，所述上支撑环设置在下支撑环的正上方且二者通过多

个第一伸缩杆固定连接，分娩球本体设置在上支撑环上，拉巾用支杆为L形杆，拉巾用支杆

的竖直端设置在靠背上，拉巾用支杆的水平端处于底座的正上方，拉巾的一端设置在拉巾

用支杆的水平端上，拉巾的另一端为产妇用把持端，每个手扶件包括手持柄、连接杆、支撑

箱、伸缩囊、压力传感器和控制器，所述手持柄设置在支撑箱的上方，压力传感器设置在手

持柄上，伸缩囊设置在支撑箱内，连接杆的一端与手持柄相连接，连接杆的另一端穿过支撑

箱与伸缩囊相连接，控制器设置在支撑箱内且其与压力传感器电连接，靠背朝向底座的一

侧设置有加热网片，加热网片与控制器电连接。

[0006] 作为优选方案，下支撑环内设置有U形支撑板，U形支撑板的底部设置有多个第二

伸缩杆，当每个第二伸缩杆处于压缩极限状态时，U形支撑板与下支撑环处于同一水平面

上，当每个第二伸缩杆处于伸长极限状态时，U形支撑板与上支撑环处于同一水平面上。

[0007] 作为优选方案，U形支撑板上还设置有U形加热片，U形加热片与控制器电连接。

[0008] 作为优选方案，上支撑环包括第一圆弧条和第二圆弧条，第二圆弧条的长度小于

第一圆弧条的长度，第二圆弧条的一端与第一圆弧条的一端相铰接，第二圆弧条的另一端

与第一圆弧条的另一端可拆卸连接。

[0009] 作为优选方案，第一圆弧条的内壁上设置有用于配合U形支撑板的柔性密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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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作为优选方案，拉巾用支杆上加工有配合拉巾移动的滑道，拉巾沿滑道的长度方

向往复运动。

[0011] 作为优选方案，拉巾包括中间布条和两个端部连接布条，两个端部连接布条之间

并列设置，中间布条设置在两个端部连接布条之间，每个端部连接布条的上端设置在拉巾

用支杆的水平端上，每个端部连接布条的下端与中间布条相连接，端部连接布条与支撑箱

一一对应设置，每个支撑箱朝向其对应的端部连接布条的一端设置有定位盖，每个端部连

接布条上设置有配合定位盖的连接套。

[0012] 作为优选方案，它还包括总底板，所述底座和两个手扶件均设置在总底板上。

[0013]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4] 一、本实用新型用于生产全程，通过底座、分娩球本体、靠背、拉巾、拉巾用支杆和

两个手扶件之间相互配合为产妇提供舒适且安全的生产环境，使用方式多样，适用于产妇

生产全程，不但节省占地面积，还能够提高产妇的生产舒适性，有利于调节产妇情绪，增强

产妇的产力，缩短产期。

[0015] 二、产妇在生产前通过底座上的分娩球本体进行锻炼，此外还配合有拉巾和拉巾

用支杆相互配合，在产妇使用分娩球本体的同时，实现产妇灵活性把持和托住产妇上身的

效果，拉巾和分娩球本体实现上下柔性配合，为产妇提供舒适的产前锻炼环境。

[0016] 三、当产妇即将临盆时，撤去分娩球本体，将调节第一伸缩杆的高度，同时调节第

二伸缩杆的高度使其与第一伸缩杆相配合，U形支撑板从下支撑环上升至上支撑环，形成产

妇坐位生产的有利位置，同时产妇双手分别把持在两个手扶件上，产妇因阵痛的刺激抓持

手持柄，从而使手持柄上的压力传感器发出信号给控制器，使控制器控制加热网片加热，发

出热量给产妇，缓解产妇生产过程中的情绪，为产妇身体提供一定的温度环境，有利于顺利

生产。手持柄、连接杆和伸缩囊的相互配合有利于增强本实用新型的灵活性，根据产妇具体

需求进行上下移动。

[0017] 四、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科学合理，结构简单且占地面积小使用功能多样，有利于

节省助产士的体力和时间，提高产妇的生产环境，提高生产舒适度，适于推广使用。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底座1、分娩球本体2、靠背3和两个手扶件6之间连接关系的主视结构示意

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用于生产时的主视结构示意图，图中去掉拉巾4和拉巾用支杆5；

[0020] 图3是上支撑环1-1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是U形支撑板9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是当U形支撑板9处于下支撑环1-2中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是当U形支撑板9处于上支撑环1-1中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是手扶件6的左视结构剖面图；

[0025] 图8是手扶件6的右视结构剖面图；

[0026] 图9是本实用新型用于产前锻炼的第一主视结构示意图，图中两个端部连接布条

4-2处于并列贴紧状态；

[0027] 图10是本实用新型用于产前锻炼的第二主视结构示意图，图中拉巾4处于展开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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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0028] 图11是图10中A处的放大图；

[0029] 图12是压力传感器6-5、控制器6-6、加热网片7和U形加热片11之间的工作流程框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具体实施方式一：结合图1至图12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包括底座1、分娩球

本体2、靠背3、拉巾4、拉巾用支杆5和两个手扶件6，所述靠背3设置在底座1的后方，两个手

扶件6分别设置在底座1的两侧，所述底座1包括上支撑环1-1、下支撑环1-2和多个第一伸缩

杆1-3，所述上支撑环1-1设置在下支撑环1-2的正上方且二者通过多个第一伸缩杆1-3固定

连接，分娩球本体2设置在上支撑环1-1上，拉巾用支杆5为L形杆，拉巾用支杆5的竖直端设

置在靠背3上，拉巾用支杆5的水平端处于底座1的正上方，拉巾4的一端设置在拉巾用支杆5

的水平端上，拉巾4的另一端为产妇用把持端，每个手扶件6包括手持柄6-1、连接杆6-2、支

撑箱6-3、伸缩囊6-4、压力传感器6-5和控制器6-6，所述手持柄6-1设置在支撑箱6-3的上

方，压力传感器6-5设置在手持柄6-1上，伸缩囊6-4设置在支撑箱6-3内，连接杆6-2的一端

与手持柄6-1相连接，连接杆6-2的另一端穿过支撑箱6-3与伸缩囊6-4相连接，控制器6-6设

置在支撑箱6-3内且其与压力传感器6-5电连接，靠背3朝向底座1的一侧设置有加热网片7，

加热网片7与控制器6-6电连接。

[0031] 本实施方式中每个第一伸缩杆1-3竖直设置在上支撑环1-1和下支撑环1-2之间。

[0032] 本实施方式中支撑箱6-3内还设置有电池，控制器6-6通过电池与加热网片7相连

接，压力传感器6-5为电子测力计，当产妇给手持柄6-1施压，压力传感器6-5将接收的压力

信号传递给控制器6-6，当超出预定的压力值时，控制器6-6发出控制信号将电池与加热网

片7相连接，加热网片7进行加热，使产妇在阵痛过程下能够得到温暖，减轻疼痛，有利于生

产。控制器6-6控制加热网片7的通电情况。

[0033] 本实施方式中加热网片7朝向底座1的一端设置有柔性隔离层，给产妇供热的同时

起到隔离和防护的作用。加热网片7的加热温度小于或等于50摄氏度。

[0034] 本实施方式中伸缩囊6-4为具有弹性的橡胶囊体，囊壁为能够折叠的波纹壁，能够

伸缩，从而使连接杆6-2能够上下移动。

[0035] 本实施方式中分娩球本体2为柔质弹性球，其为现有助产工具。

[0036] 本实施方式中压力传感器6-5、控制器6-6和加热网片7均为现有结构，工作过程与

现有技术相同。

[0037] 进一步的，下支撑环1-2内设置有U形支撑板9，U形支撑板9的底部设置有多个第二

伸缩杆14，当每个第二伸缩杆14处于压缩极限状态时，U形支撑板9与下支撑环1-2处于同一

水平面上，当每个第二伸缩杆14处于伸长极限状态时，U形支撑板9与上支撑环1-1处于同一

水平面上。

[0038] 进一步的，U形支撑板9上还设置有U形加热片11，U形加热片11与控制器6-6相连

接。U形加热片11受控制器6-6的控制进行加热，工作原理与控制器6-6控制加热网片7的过

程相同。

[0039] 本实施方式中第二伸缩杆14为现有结构，其为液压杆或气压杆，多个第二伸缩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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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同步压缩或伸长。

[0040] 本实施方式中下支撑环1-2的内壁设置有用于配合U形支撑板9的多个弹性件8，对

U形支撑板9起到限位作用，有利于限定U形支撑板9在下支撑环1-2中的位置，有利于分娩球

本体2在上支撑环1-1内工作时免受干扰。下支撑环1-2的内壁上加工有环槽，每个弹性件8

包括弹簧8-1、固定座8-2、定位杆8-3和压片8-4，固定座8-2设置在环槽的槽底，弹簧8-1的

一端设置在固定座8-2上，弹簧8-1的另一端套装在定位杆8-3的一端，定位杆8-3的另一端

设置有能够压紧U形支撑板9的压片8-4。当多个弹性件8处于伸长状态时，多个弹性件8压住

U形支撑板9处于下支撑环1-2内，多个第二伸缩杆14处于压缩状态。当多个弹性件8处于压

缩状态时，弹性件8对U形支撑板9无作用，多个第二伸缩杆14处于伸长状态，U形支撑板9上

升至上支撑环1-1中。

[0041] 进一步的，上支撑环1-1包括第一圆弧条1-1-1和第二圆弧条1-1-2，第二圆弧条1-

1-2的长度小于第一圆弧条1-1-1的长度，第二圆弧条1-1-2的一端与第二圆弧条1-1-2的一

端相铰接，第二圆弧条1-1-2的另一端与第二圆弧条1-1-2的另一端可拆卸连接。第二圆弧

条1-1-2的长度是第一圆弧条1-1-1长度的三倍。如此长度关系不但能够确保第一圆弧条1-

1-1的支撑性能，还能够为助产士提供有利的可视环境。

[0042] 进一步的，第一圆弧条1-1-1的内壁上设置有用于配合U形支撑板9的柔性密封条。

柔性密封条能够有效填充第一圆弧条1-1-1与U形支撑板9之间的缝隙，当每个第二伸缩杆

14处于伸长极限状态时，U形支撑板9与上支撑环1-1处于同一水平面上，柔性密封条能够有

效衔接二者之间的连接关系，为产妇提供舒适的坐位环境。

[0043] 进一步的，拉巾用支杆5上加工有配合拉巾4移动的滑道，拉巾4沿滑道的长度方向

往复运动。

[0044] 本实施方式中滑道处于拉巾用支杆5的水平端上，滑道朝向底座1设置，产妇在抓

持拉巾4的过程中能够根据自身需要及时变换拉巾4的位置，有利于提供本实用新型的灵活

性。拉巾4通过滑块与滑道相连接。

[0045] 进一步的，拉巾4包括中间布条4-1和两个端部连接布条4-2，两个端部连接布条4-

2之间并列设置，中间布条4-1设置在两个端部连接布条4-2之间，每个端部连接布条4-2的

上端设置在拉巾用支杆5的水平端上，每个端部连接布条4-2的下端与中间布条4-1相连接，

端部连接布条4-2与支撑箱6-3一一对应设置，每个支撑箱6-3朝向其对应的端部连接布条

4-2的一端设置有定位盖10，每个端部连接布条4-2上设置有配合定位盖10的连接套12。

[0046] 本实施方式中拉巾4为多功能拉巾，当两个端部连接布条4-2并拢时，供产妇抓拽，

得以释放情绪，缓解疼痛。当两个端部连接布条4-2展开并固定时，中间布条4-1处于展开状

态，中间布条4-1为无弹性布条，它能够托住产妇的双臂，对双臂起到悬空的效果，提供另一

种减轻疼痛的方式，有利于快速减轻产妇的阵痛。

[0047] 进一步的，它还包括总底板13，所述底座1和两个手扶件6均设置在总底板13上。总

底板13为第二伸缩杆14提供内置孔，用于放置第二伸缩杆14。第二伸缩杆14的最大伸长高

度小于或等于第一伸缩杆1-3的最大伸长高度。

[0048] 工作过程：

[0049] 助产锻炼：产妇在生产前坐在分娩球本体2上进行锻炼，放松盆底肌肉，缓解会阴

神经疼痛，双手抓住拉巾4，起到灵活锻炼的效果。当将两个端部连接布条4-2展开并固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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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支撑箱6-3时，中间布条4-1处于展开状态，对产妇双臂起到悬空式支撑的效果，有效减

轻疼痛。

[0050] 生产过程：撤去分娩球本体2，分别调节第一伸缩杆1-3和第二伸缩杆14的高度，第

二伸缩杆14伸长带动U形支撑板9从下支撑环1-2上升至上支撑环1-1处，将第二圆弧条1-1-

2从第一圆弧条1-1-1上拆卸下来，形成方便产妇生产的有利坐位，同时产妇双手分别把持

在两个手扶件6上，产妇因阵痛的刺激抓持手持柄6-1，从而使手持柄6-1上的压力传感器6-

5发出信号给控制器6-6，使控制器6-6控制加热网片7加热，发出热量给产妇，缓解产妇生产

过程中的情绪，为产妇身体提供温暖的生产环境，有利于顺利生产。手持柄6-1、连接杆6-2

和伸缩囊6-4的相互配合有利于增强本实用新型的灵活性，根据产妇具体需求进行上下移

动，该过程产妇也可借助拉巾4进行悬挂式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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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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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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