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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用品技术领域，特别涉

及一种PICC置管患者出院时专用的固定袋。本实

用新型提供一种具有新结构的PICC置管患者出

院时专用的固定袋，该PICC置管患者出院时专用

的固定袋固定牢靠，透气性好；使用时，将导管穿

过第一袋体上的穿孔，使穿孔部分位于穿刺处，

将导管等部件置于第一袋体内，然后将第二袋体

扣合在第一袋体上，拉上第一拉链，接着，将第二

袋体上的快速扣合腕带扣在胳膊上，并调节好松

紧度，当需要输液时，拉开第二拉链，将孔盖打开

露出导管，即可输液，输完后，将第二拉链拉上即

可；该装置结构合理，操作简单，方便医护人员使

用，提高了导管固定的牢靠性，同时也提高了患

者穿脱衣服的流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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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PICC置管患者出院时专用的固定袋，其特征在于，包括固定袋本体(1)；所述固

定袋本体(1)包括第一袋体(11)和第二袋体(12)，所述第一袋体(11)一端与所述第二袋体

(12)固定连接，另一端通过第一拉链(13)与所述第二袋体(12)对应连接；所述第一袋体

(11)的右侧设有供导管穿过的穿孔(14)，所述第二袋体(12)上设有与所述穿孔(14)位置对

应设置的透明窗(15)；所述第二袋体(12)的左侧设有输液孔(16)，所述输液孔(16)上对应

安装有孔盖(17)，所述孔盖(17)与所述第二袋体(12)通过第二拉链(19)连接；所述第二袋

体(12)上设有至少两个插孔(18)，各所述插孔(18)的设置方向与所述第二袋体(12)的长度

方向垂直，各所述插孔(18)内均插装有快速扣合腕带(20)。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PICC置管患者出院时专用的固定袋，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袋体

(12)上远离所述第一袋体(11)内表面的一端安装有防水包(21)，所述防水包(21)沿所述第

二袋体(12)的长度方向设置，且所述防水包(21)的长度与所述第二袋体(12)的长度相等，

所述防水包(21)的下端设有第一开口(27)，所述防水包(21)的上端设有第二开口(28)，所

述第一开口(27)和所述第二开口(28)处均通过第三拉链(24)密封；所述防水包(21)内设有

防水袋体(22)，所述防水袋体(22)一端固定在所述防水包(21)内部，且固定在所述防水包

(21)内部的所述防水袋体(22)的外表面设置有魔术贴(23)，所述防水袋体(22)另一端穿过

所述第一开口(27)并伸出所述防水包(21)，且伸出所述防水包(21)的所述防水袋体(22)的

内表面设置有魔术贴(23)。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PICC置管患者出院时专用的固定袋，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水包

(21)底部设有多个纽扣(25)，所述第二袋体(12)上设有与所述纽扣(25)对应的扣合的扣眼

(26)。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PICC置管患者出院时专用的固定袋，其特征在于，所述快速扣合

腕带(20)为拍拍环带或魔术贴绑带，且各所述快速扣合腕带(20)之间平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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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PICC置管患者出院时专用的固定袋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用品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PICC置管患者出院时专用的固

定袋。

背景技术

[0002] PICC置管是指外周静脉植入中心静脉导管的技术，是由外周静脉穿刺插管，其导

管的尖端定位于上腔静脉，用于静脉输液，输血治疗。留置期间每次输液时不用刺穿皮肤，

只需直接把针刺入导管前端的肝素帽上，用生理盐水冲一下导管，不输液时需要护士完成

每周导管的维护，更换贴膜就行了，从而彻底解决穿刺及药物刺激所致的疼痛，携带更安全

舒适，轻松完成全程治疗，根本上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0003] 但是由于PICC导管在体内可长时间留置，根据导管质量的不同需要在体内留置3

个月至一年，因此在此期间需要对体外的PICC导管进行固定，现在临床中PICC固定方法普

遍采用思乐扣固定导管，再用无菌纱布包裹输液接头，再用胶布固定于患者前臂。但在患者

穿脱衣服时，PICC体外段容易和衣服摩擦，增加穿刺侧肢体穿脱衣服的难度，同时频繁的穿

脱衣服易引起胶布卷边，造成体外段导管滑脱，也增加患者穿刺侧肢体活动的担忧；同时，

现有技术中也有采用固定套将导管固定在胳膊上，但是固定不牢靠，还会导致胳膊透气性

不好。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新的PICC  置管患者出院

时专用的固定袋，该PICC置管患者出院时专用的固定袋固定牢靠，透气性好。

[0005] 本实用新型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6]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PICC置管患者出院时专用的固定袋，包括固定袋本体；所述

固定袋本体包括第一袋体和第二袋体，所述第一袋体一端与所述第二袋体固定连接，另一

端通过第一拉链与所述第二袋体对应连接；所述第一袋体的右侧设有供导管穿过的穿孔，

所述第二袋体上设有与所述穿孔位置对应设置的透明窗；所述第二袋体的左侧设有输液

孔，所述输液孔上对应安装有孔盖，所述孔盖与所述第二袋体通过第二拉链连接；所述第二

袋体上设有至少两个插孔，各所述插孔的设置方向与所述第二袋体的长度方向垂直，各所

述插孔内均插装有快速扣合腕带。

[0007] 进一步的改进，所述第二袋体上远离所述第一袋体内表面的一端安装有防水包，

所述防水包沿所述第二袋体的长度方向设置，且所述防水包的长度与所述第二袋体的长度

相等，所述防水包的下端设有第一开口，所述防水包的上端设有第二开口，所述第一开口和

所述第二开口处均通过第三拉链密封；所述防水包内设有防水袋体，所述防水袋体一端固

定在所述防水包内部，且固定在所述防水包内部的所述防水袋体的外表面设置有魔术贴，

所述防水袋体另一端穿过所述第一开口并伸出所述防水包，且伸出所述防水包的所述防水

袋体的内表面设置有魔术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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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的改进，所述防水包底部设有多个纽扣，所述第二袋体上设有与所述纽扣

对应的扣合的扣眼。

[0009] 进一步的改进，所述快速扣合腕带为拍拍环带或魔术贴绑带，且各所述快速扣合

腕带之间平行设置。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1]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具有新结构的PICC置管患者出院时专用的固定袋，该PICC置

管患者出院时专用的固定袋固定牢靠，透气性好；使用时，将导管穿过第一袋体上的穿孔，

使穿孔部分位于穿刺处，将导管等部件置于第一袋体内，然后将第二袋体扣合在第一袋体

上，拉上第一拉链，接着，将第二袋体上的快速扣合腕带扣在胳膊上，并调节好松紧度，当需

要输液时，拉开第二拉链，将孔盖打开露出导管，即可输液，输完后，将第二拉链拉上即可；

该装置结构合理，操作简单，方便医护人员使用，提高了导管固定的牢靠性，同时也提高了

患者穿脱衣服的流畅性。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实施例1PICC置管患者出院时专用的固定袋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实施例1第二袋体的局部剖视图；

[0014] 图3为实施例2PICC置管患者出院时专用的固定袋的后视图；

[0015] 图4为实施例2第二袋体的局部剖视图；

[0016] 图5为实施例2第二袋体的后视图；

[0017] 图6为实施例2防水包的后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以下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9] 实施例1

[0020] 参见图1、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PICC置管患者出院时专用的固定袋，包

括固定袋本体1；所述固定袋本体1包括第一袋体  11和第二袋体12，所述第一袋体11一端与

所述第二袋体12固定连接，另一端通过第一拉链13与所述第二袋体12对应连接；所述第一

袋体  11的右侧设有供导管穿过的穿孔14，所述第二袋体12上设有与所述穿孔14位置对应

设置的透明窗15；所述第二袋体12的左侧设有输液孔16，所述输液孔16上对应安装有孔盖

17，所述孔盖17与所述第二袋体12通过第二拉链19连接；所述第二袋体12上设有至少两个

插孔  18，各所述插孔18的设置方向与所述第二袋体12的长度方向垂直，各所述插孔18内均

插装有快速扣合腕带20。本实用新型附图中的尺寸是进行了适当缩放的。

[0021] 本实施例中所述快速扣合腕带20为拍拍环带或魔术贴绑带，且各所述快速扣合腕

带20之间平行设置。

[0022]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具有新结构的PICC置管患者出院时专用的固定袋，该PICC置

管患者出院时专用的固定袋固定牢靠，透气性好；使用时，将导管穿过第一袋体上的穿孔，

使穿孔部分位于穿刺处，将导管等部件置于第一袋体内，然后将第二袋体扣合在第一袋体

上，拉上第一拉链，接着，将第二袋体上的快速扣合腕带扣在胳膊上，并调节好松紧度，当需

要输液时，拉开第二拉链，将孔盖打开露出导管，即可输液，输完后，将第二拉链拉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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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装置结构合理，操作简单，方便医护人员使用，提高了导管固定的牢靠性，同时也提高了

患者穿脱衣服的流畅性。

[0023] 实施例2

[0024]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提供的PICC置管患者出院时专用的固定袋与实施例1基本相

同，不同的是，如图3、图4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二袋体12上远离所述第一袋体11内表面

的一端安装有防水包21，所述防水包21沿所述第二袋体12的长度方向设置，且所述防水包

21 的长度与所述第二袋体12的长度相等，所述防水包21的下端设有第一开口27，所述防水

包21的上端设有第二开口28，所述第一开口27  和所述第二开口28处均通过第三拉链24密

封；所述防水包21内设有防水袋体22，所述防水袋体22一端固定在所述防水包21内部，且固

定在所述防水包21内部的所述防水袋体22的外表面设置有魔术贴23，所述防水袋体22另一

端穿过所述第一开口27并伸出所述防水包21，且伸出所述防水包21的所述防水袋体22的内

表面设置有魔术贴23。

[0025] 本实用新型中设置防水袋体是为了便于洗澡时用；使用时，先打开第一开口处的

第三拉链，将防水袋体抽出，绕胳膊包裹一圈，然后打开第二开口处的第三拉链，将防水袋

体从第二开口处插进去，使其与设于防水包内的防水袋体通过魔术贴固定，可以通过魔术

贴调整防水袋体的松紧度，使其避免水流的进入，从而导管和穿刺部位产生影响；洗完澡

后，将置管处擦干，或者将防水袋体拆下来晾干，然后将防水袋体收入防水包中，接着将第

一开口和第二开口处的第三拉链拉好；该装置结构合理，使用简单，可以达到有效的防水效

果。

[0026] 参见图5、图6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防水包21底部设有多个纽扣25，所述第二袋体

12上设有与所述纽扣25对应的扣合的扣眼26。

[0027] 本实用新型中通过纽扣和扣眼将防水包安装在第二袋体上，若防水包内有水滴的

进入或者防水包使用时间较长后，可以通过纽扣，将防水包从第二袋体上拆下来，清理好

后，再安装上，拆卸简单，使用方便。

[0028] 本实用新型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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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具有与本申请相同或相

近似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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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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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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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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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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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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