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589743.2

(22)申请日 2020.06.25

(71)申请人 张祖明

地址 234000 安徽省宿州市萧县经济开发

区天瑞大道

(72)发明人 张祖明　

(74)专利代理机构 宿州智海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4145

代理人 赵谨容

(51)Int.Cl.

A61G 15/00(2006.01)

A61G 15/10(2006.01)

A61G 15/12(2006.01)

A61M 5/14(2006.01)

A61M 5/52(2006.01)

A61F 7/00(2006.01)

A61H 7/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多功能输液椅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功能输液椅，包括输液

座椅，所述输液座椅的上表面固定安装有扶手机

构，所述扶手机构的一侧固定安装有护垫机构，

所述扶手机构的上表面设置有防滑落机构。本发

明通过扶手机构和防滑落机构的配合使用，对输

液过程中的患者的位置进行限制，可有效防止偏

瘫患者或儿童在输液过程中掉落造成二次伤害，

具有较好的安全效果，可依据患者的身高移动连

接板，将挂钩移动到合适的高度以适应不同的患

者，通过设置的护垫机构，在对患者的手臂固定

的同时也可对患者进行按摩，可有效减轻患者的

疼痛感，同时能够在天气寒冷时对患者手臂进行

取暖，以促进患者手臂的血液循环，有利于患者

的康复，具有一定的实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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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输液椅，包括输液座椅（1），其特征在于：所述输液座椅（1）的上表面固定

安装有扶手机构（2），所述扶手机构（2）的一侧固定安装有护垫机构（3），所述扶手机构（2）

的上表面设置有防滑落机构（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输液椅，其特征在于：所述输液座椅（1）的上端面

开设有滑槽（101），所述滑槽（101）的内部滑动连接有连接板（102），所述连接板（102）的一

侧固定安装有挂钩（10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功能输液椅，其特征在于：所述所述滑槽（101）的底部

开设有固定槽（104），所述连接板（102）的远离滑槽（101）的一侧设置有旋钮（105），所述旋

钮（105）的靠近连接板（102）的一侧固定连接有螺栓（106），所述螺栓（106）的远离旋钮

（105）的一端穿过连接板（102）与固定槽（104）固定插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输液椅，其特征在于：所述扶手机构（2）包括第一

扶手（201）和第二扶手（202），所述第一扶手（201）和第二扶手（202）均固定安装在输液座椅

（1）的上表面，所述第一扶手（201）的上表面开设有卡槽（203），所述第一扶手（201）的右侧

与护垫机构（3）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扶手（202）的上表面开设有凹槽（204），所述凹槽（204）

的两侧开设有固定孔（205），所述凹槽（204）的内部与防滑落机构（4）活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多功能输液椅，其特征在于：所述护垫机构（3）的上表面

固定安装有柔性垫（301），所述柔性垫（301）的内沿的两侧固定安装有按摩触头（302），所述

柔性垫（301）的底部固定安装有加热块（303），所述按摩触头（302）和加热块（303）的输入端

与外部电源电性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多功能输液椅，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滑落机构（4）的正面

的中部固定安装有防护板（401），所述防护板（401）的左侧固定安装有防护垫（402），所述防

滑落机构（4）的底部固定插接有转杆（403），所述转杆（403）的两端与固定孔（205）活动插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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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输液椅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保健器械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多功能输液椅。

背景技术

[0002] 输液是指由静脉滴注输入体内的大剂量注射液，一次给药100ml以上，它是注射剂

的一个分支，通常包装在玻璃或塑料的输液瓶或袋中，不含抑菌剂，使用时通过输液器调整

滴速，持续而稳定地将药物输入体内，在输液过程中就需要一种多功能输液椅。

[0003] 但现有的多功能输液椅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无法对输液过程中的患者的位置进

行限制，偏瘫患者或儿童在输液过程中易发生掉落造成二次伤害，其次，现有的多功能输液

椅对患者输液的过程中易导致患者疼痛，为此，本发明提出一种多功能输液椅。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无法对输液过程中的患者的位置进行限制，

偏瘫患者或儿童在输液过程中易发生掉落造成二次伤害，其次，现有的多功能输液椅对患

者输液的过程中易导致患者疼痛的问题，而提出的一种多功能输液椅。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多功能输液椅，包括输液座椅，所述输液座椅的上表面固定安装有扶手机构，所述

扶手机构的一侧固定安装有护垫机构，所述扶手机构的上表面设置有防滑落机构。

[0006] 优选的，所述输液座椅的上端面开设有滑槽，所述滑槽的内部滑动连接有连接板，

所述连接板的一侧固定安装有挂钩。

[0007] 优选的，所述所述滑槽的底部开设有固定槽，所述连接板的远离滑槽的一侧设置

有旋钮，所述旋钮的靠近连接板的一侧固定连接有螺栓，所述螺栓的远离旋钮的一端穿过

连接板与固定槽固定插接，这样依据患者的身高移动连接板，将挂钩移动到合适的高度旋

动旋钮，使螺栓的底端与固定槽固定。

[0008] 优选的，所述扶手机构包括第一扶手和第二扶手，所述第一扶手和第二扶手均固

定安装在输液座椅的上表面，所述第一扶手的上表面开设有卡槽，所述第一扶手的右侧与

护垫机构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扶手的上表面开设有凹槽，所述凹槽的两侧开设有固定孔，所

述凹槽的内部与防滑落机构活动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护垫机构的上表面固定安装有柔性垫，所述柔性垫的内沿的两侧固

定安装有按摩触头，所述柔性垫的底部固定安装有加热块，所述按摩触头和加热块的输入

端与外部电源电性连接，这样在对患者的手臂固定的同时也可对患者进行按摩，可有效减

轻患者的疼痛感，同时能够在天气寒冷时对患者手臂进行取暖，以促进患者手臂的血液循

环，有利于患者的康复，具有一定的实用效果。

[0010] 优选的,所述防滑落机构的正面的中部固定安装有防护板，所述防护板的左侧固

定安装有防护垫，所述防滑落机构的底部固定插接有转杆，所述转杆的两端与固定孔活动

插接，这样防滑落机构与扶手机构将患者上部限制在输液座椅上，而防护板和防护垫将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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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下体限制在输液座椅上，这样可有效防止偏瘫患者或儿童在输液过程中掉落造成二次伤

害，具有较好的安全效果。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多功能输液椅，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1）、该装置通过扶手机构和防滑落机构的配合使用，对输液过程中的患者的位置进行

限制，可有效防止偏瘫患者或儿童在输液过程中掉落造成二次伤害，具有较好的安全效果，

在使用时，首先依据患者的身高移动连接板，将挂钩移动到合适的高度旋动旋钮，使螺栓的

底端与固定槽固定，这时将患者移动到输液座椅上，防滑落机构与扶手机构将患者上部限

制在输液座椅上，而防护板和防护垫将患者下体限制在输液座椅上，这样可有效防止偏瘫

患者或儿童在输液过程中掉落造成二次伤害，具有较好的安全效果；

（2）、该装置通过设置的护垫机构，在对患者的手臂固定的同时也可对患者进行按摩，

可有效减轻患者的疼痛感，同时能够在天气寒冷时对患者手臂进行取暖，以促进患者手臂

的血液循环，有利于患者的康复，具有一定的实用效果。

[0012] 该发明中未涉及部分均与现有技术相同或可采用现有技术加以实现，本发明结构

简单，操作方便。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装置主体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的输液座椅部分结构剖视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护垫机构剖视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套壳的防滑落机构的示意图。

[0014] 图中：1、输液座椅；2、扶手机构；3、护垫机构；4、防滑落机构；101、滑槽；102、连接

板；103、挂钩；104、固定槽；105、旋钮；106、螺栓；201、第一扶手；202、第二扶手；203、卡槽；

204、凹槽；205、固定孔；301、柔性垫；302、按摩触头；303、加热块；401、防护板；402、防护垫；

403、转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16] 实施例1

如图1-4所示，一种多功能输液椅，包括输液座椅1，输液座椅1的上表面固定安装有扶

手机构2，扶手机构2的一侧固定安装有护垫机构3，扶手机构2的上表面设置有防滑落机构

4。

[0017] 输液座椅1的上端面开设有滑槽101，滑槽101的内部滑动连接有连接板102，连接

板102的一侧固定安装有挂钩103。

[0018] 滑槽101的底部开设有固定槽104，连接板102的远离滑槽101的一侧设置有旋钮

105，旋钮105的靠近连接板102的一侧固定连接有螺栓106，螺栓106的远离旋钮105的一端

穿过连接板102与固定槽104固定插接。

[0019] 扶手机构2包括第一扶手201和第二扶手202，第一扶手201和第二扶手202均固定

安装在输液座椅1的上表面，第一扶手201的上表面开设有卡槽203，第一扶手201的右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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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垫机构3固定连接，第二扶手202的上表面开设有凹槽204，凹槽204的两侧开设有固定孔

205，凹槽204的内部与防滑落机构4活动连接。

[0020] 防滑落机构4的正面的中部固定安装有防护板401，防护板401的左侧固定安装有

防护垫402，防滑落机构4的底部固定插接有转杆403，转杆403的两端与固定孔205活动插

接。

[0021] 本实施例中：该装置通过扶手机构2和防滑落机构4的配合使用，对输液过程中的

患者的位置进行限制，可有效防止偏瘫患者或儿童在输液过程中掉落造成二次伤害，具有

较好的安全效果，在使用时，首先依据患者的身高移动连接板102，将挂钩103移动到合适的

高度旋动旋钮105，使螺栓106的底端与固定槽104固定，这时将患者移动到输液座椅1上，防

滑落机构4与扶手机构2将患者上部限制在输液座椅1上，而防护板401和防护垫402将患者

下体限制在输液座椅1上，这样可有效防止偏瘫患者或儿童在输液过程中掉落造成二次伤

害，具有较好的安全效果。

[0022] 实施例2

如图1-4所示，一种多功能输液椅，包括输液座椅1，输液座椅1的上表面固定安装有扶

手机构2，扶手机构2的一侧固定安装有护垫机构3，扶手机构2的上表面设置有防滑落机构

4。

[0023] 输液座椅1的上端面开设有滑槽101，滑槽101的内部滑动连接有连接板102，连接

板102的一侧固定安装有挂钩103。

[0024] 滑槽101的底部开设有固定槽104，连接板102的远离滑槽101的一侧设置有旋钮

105，旋钮105的靠近连接板102的一侧固定连接有螺栓106，螺栓106的远离旋钮105的一端

穿过连接板102与固定槽104固定插接。

[0025] 护垫机构3的上表面固定安装有柔性垫301，柔性垫301的内沿的两侧固定安装有

按摩触头302，柔性垫301的底部固定安装有加热块303，按摩触头302和加热块303的输入端

与外部电源电性连接。

[0026] 本实施例中：该装置通过设置的护垫机构3，在对患者的手臂固定的同时按摩触头

302也可对患者进行按摩，可有效减轻患者的疼痛感，同时加热块303能够在天气寒冷时对

患者手臂进行取暖，以促进患者手臂的血液循环，有利于患者的康复，具有一定的实用效

果。

[0027] 需要说明的是：该装置在使用时，首先，依据患者的身高移动连接板102，将挂钩

103移动到合适的高度旋动旋钮105，使螺栓106的底端与固定槽104固定，这时将患者移动

到输液座椅1上，其次，防滑落机构4与扶手机构2将患者上部限制在输液座椅1上，而防护板

401和防护垫402将患者下体限制在输液座椅1上，这样可有效防止偏瘫患者或儿童在输液

过程中掉落造成二次伤害，具有较好的安全效果，最后，通过设置的护垫机构3，在对患者的

手臂固定的同时按摩触头302也可对患者进行按摩，可有效减轻患者的疼痛感，同时加热块

303能够在天气寒冷时对患者手臂进行取暖，以促进患者手臂的血液循环，有利于患者的康

复，具有一定的实用效果。

[0028] 本发明该装置通过扶手机构2和防滑落机构4的配合使用，对输液过程中的患者的

位置进行限制，可有效防止偏瘫患者或儿童在输液过程中掉落造成二次伤害，具有较好的

安全效果，在使用时，首先依据患者的身高移动连接板102，将挂钩103移动到合适的高度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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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旋钮105，使螺栓106的底端与固定槽104固定，这时将患者移动到输液座椅1上，防滑落机

构4与扶手机构2将患者上部限制在输液座椅1上，而防护板401和防护垫402将患者下体限

制在输液座椅1上，这样可有效防止偏瘫患者或儿童在输液过程中掉落造成二次伤害，具有

较好的安全效果。

[0029] 以上，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发明

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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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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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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