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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透析病人用手臂托垫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透析病人用手臂托

垫，其包括气垫和两组托垫固定装置；所述的气

垫上固定安装有手臂垫，所述手臂垫两侧分别有

一块挡块固定安装在气垫上；所述挡块高于手臂

垫，在所述挡块高于手臂垫的部分内侧固定安装

有凝胶体；所述挡块开有U型槽，所述U型槽的顶

部前侧设置有一块盖板，所述U型槽长度为盖板

长度的2～3倍；所述盖板一侧与U型槽铰接，所述

盖板的另一侧与U型槽的外侧通过魔术贴或者卡

扣连接；所述气垫的右侧连接有充气软管，所述

充气软管上设置有通气阀，所述充气软管另一端

连接有一个球囊。本实用新型能够避免病人手肘

部位关节过伸引起关节酸痛，并且对血路管进行

收纳防止其被无意拉扯造成内瘘针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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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透析病人用手臂托垫，其特征在于：其包括气垫（10）和两组托垫固定装置；

所述的气垫（10）上固定安装有手臂垫（1），所述手臂垫（1）两侧分别有一块挡块（2）固

定安装在气垫（10）上；所述挡块（2）高于手臂垫（1），在所述挡块（2）高于手臂垫（1）的部分

内侧固定安装有凝胶体（3）；所述挡块（2）开有U型槽（4），所述U型槽（4）的顶部前侧设置有

一块盖板（5），所述U型槽（4）长度为盖板（5）长度的2～3倍；所述盖板（5）一侧与U型槽（4）铰

接，所述盖板（5）的另一侧与U型槽（4）的外侧通过魔术贴或者卡扣连接；

所述气垫（10）的右侧连接有充气软管（8），所述充气软管（8）上设置有通气阀（15），所

述充气软管（8）另一端连接有一个球囊（14）；

所述气垫（10）的两侧分别固定安装有两个套管（9）；

所述托垫固定装置包括立柱（11）、固定卡板（12）；所述立柱（11）垂直焊接在固定卡板

（12）的左端，所述固定卡板（12）的上表面设置有若干夹齿；所述套管（9）套设在立柱（11）

上，在套管（9）的侧面上设置有与立柱（11）的外周面相触接的紧固螺钉（1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析病人用手臂托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气垫（10）充气后顶

部形成向一侧倾斜的斜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析病人用手臂托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的U型槽（4）从挡块

（2）的前端一直延伸至挡块的中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析病人用手臂托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盖板（5）上设置有手

柄（7）。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析病人用手臂托垫，其特征在于：所述气垫（10）的后部连接

有手肘垫（6），手肘垫（6）的高度与手臂垫（1）的高度相同。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析病人用手臂托垫，其特征在于：所述手臂垫（1）的前端部

分突出于气垫（10）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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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透析病人用手臂托垫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护理用品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透析病人用手臂托垫。

背景技术

[0002] 在临床中，血液透析（HD）是急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肾脏替代治疗方式之一。透析

装置相当于一种人工肾，主要包括透析器、血液体外循环回路和透析液供给系统。目前，我

国主要是利用内瘘针进行自体动静脉内瘘穿刺，为透析患者建立体外循环。使用时，让患者

躺在手术床上，选择动静脉内瘘血管的两处进行穿刺，  一个是用于将血管内的血液排进血

液体外循环回路，另一个是将透析过的血液输入患者体内，手术部位为手腕上部，每次透析

时间都较长，目前采用的是传统胶布固定，患者难以坚持做到长时间保持手臂不动，很难牢

固地固定在一个位置上，患者稍有不慎或者操作人员碰撞到患者手臂都有可能导致透析管

脱落，针头很容易移位，以致造成透析穿刺针脱离血管或血液外渗，影响正常的血液透析，

不仅增加了患者的痛苦，还给医务人员增加了工作难度。

[0003] 如中国专利号为201320493308.5的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血液透析手臂固定

装置，包括由立柱和固定柱组成的L形结构的支撑杆，以及套设在立柱上的固定卡板和固定

架。该实用新型结构简单，可将患者的手臂放置到固定架的弧形托板上，用固定带固定即

可，避免穿刺针头移位，减轻了医务人员的工作难度；该固定装置能根据患者的需要，调整

固定架的适用高度，适应性更好。但是无法解决患者在透析过程中，手肘部位关节过伸，容

易引起关节酸痛的问题，而且血路管没有得到很好的收纳，容易被无意的牵拉造成内瘘针

脱位，尤其是天冷时被子严盖，家属为患者掀开盖被时意外向上拖拽血路管，将内瘘针部分

拔出。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一种透析病人用手臂

托垫，避免患者手肘部位关节过伸引起关节酸痛，同时可以对血路管路进行收纳。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透析病人用手臂托垫，其包括气垫和两组托垫固定装置；

[0007] 所述的气垫上固定安装有手臂垫，所述手臂垫两侧分别有一块挡块固定安装在气

垫上；所述挡块高于手臂垫，在所述挡块高于手臂垫的部分内侧固定安装有凝胶体；所述挡

块开有U型槽，所述U型槽的顶部前侧设置有一块盖板，所述U型槽长度为盖板长度的2～3

倍；所述盖板一侧与U型槽铰接，所述盖板的另一侧与U型槽的外侧通过魔术贴或者卡扣连

接；

[0008] 所述气垫的右侧连接有充气软管，所述充气软管上设置有通气阀，所述充气软管

另一端连接有一个球囊；

[0009] 所述气垫的两侧分别固定安装有两个套管；

[0010] 所述托垫固定装置包括立柱、固定卡板；所述立柱垂直焊接在固定卡板的左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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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固定卡板的上表面设置有若干夹齿；所述套管套设在立柱上，在套管的侧面上设置有与

立柱的外周面相触接的紧固螺钉。

[0011] 进一步，所述的气垫充气后顶部形成向一侧倾斜的斜面。

[0012] 进一步，所述的U型槽从挡块的前端一直延伸至挡块的中部。

[0013] 进一步，所述盖板上设置有手柄，可以方便打开或关闭盖板。

[0014] 进一步，所述气垫的后部连接有手肘垫，手肘垫的高度与手臂垫的高度相同，在透

析时为病人的手肘提供支撑，起到受力缓冲的作用。

[0015] 进一步，所述手臂垫的前端部分突出于气垫外，可以为病人的手掌提供支撑。

[0016] 进一步，所述的透析病人用手臂托垫是左右对称结构。

[0017]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

[0018] 手臂垫和两块挡块组合形成凹槽，并且挡块内侧固定安装有弹性的凝胶体，可以

方便将病人的手臂限定在凹槽内；挡块开有U型槽，并且U型槽从挡块的前端一直延伸至挡

块的中部，U型槽的顶部前侧设置有一块盖板，所述U型槽长度为盖板长度的2～3倍，可以将

透析时所用的血路管收纳置于U型槽内；盖板一侧与U型槽铰接，同时盖板的另一侧与U型槽

的外侧通过魔术贴或者卡扣连接，可以将收纳的血路管限定在U型槽内；所述的魔术贴可以

是常用的勾毛一体魔术贴，所述的卡扣可以是常用的塑料卡扣；

[0019] 气垫的右侧连接有充气软管，所述充气软管上设置有通气阀，所述充气软管另一

端连接有一个球囊，通过挤压球囊将空气经充气软管充入气垫中，气垫充气后顶部形成向

一侧倾斜的斜面，通过调节气垫的存气量来调整气垫的高度，使病人在透析时有一个舒适

的手臂的高度以及手肘的弯曲度。

[0020] 气垫可以通过两组托垫固定装置固定在病床上，每组托垫固定装置的组成、结构

以及工作原理均相同，并且与气垫一侧的一个套管对应使用，先将气垫放在病床边缘适合

病人手臂摆放的位置，气垫一侧的套管突出病床外，接着将立柱柱穿过套管，调整立柱与套

管的相对位置使固定夹板紧贴病床，然后旋紧紧固螺钉即可将气垫固定在病床上。

[0021] 使用本实用新型过程中，先将气垫放在病床边缘适合病人手臂摆放的位置，将气

垫一侧的套管突出病床外，用两组托垫固定装置将气垫固定在病床上，再在手臂托垫上覆

盖一层无菌纸，接着将病人的手臂放置在手臂垫上并且嵌入两块凝胶体之间，病人的手肘

置于手肘垫上，为病人进行动静脉内瘘穿刺建立透析体外循环，然后上提手柄打开盖板，将

血路管穿过无菌纸放置于一侧挡块的U型槽内并且盖上盖板，同时用无菌纸遮盖手臂，接着

打开通气阀，挤压球囊将空气经充气软管充入气垫中，调节气垫的存气量来调整气垫的高

度，使病人在透析时有一个舒适的手臂的高度以及手肘的弯曲度，调整完毕后关闭通气阀，

保持气垫的存气量。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具备的有益效果：

[0023] 1.本实用新型通过可以调节倾斜度的气垫将病人手肘倾斜垫起，不仅能够解决手

肘部位关节过伸，容易引起关节酸痛，手臂疼痛的问题。

[0024] 2.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在挡块内侧的凝胶体能够便于透析病人将手肘固定在托

垫上，并且凝胶体有一定的伸缩性可以避免病人手臂被过度挤压引起不适。

[0025] 3.本实用新型在挡块上开有收纳血路管的U型槽，并且U型槽上设置有盖板，通过U

型槽和盖板将血路管收纳限定在U型槽内，避免血路管被无意的上下拖拽，而造成内瘘针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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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俯视图。

[0027]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前视图。

[0028]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后视图。

[0029]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右视图。

[0030] 附图标记：1-手臂垫，2-挡块，3-凝胶体，4-U型槽，5-盖板，6-手肘垫，7-手柄，8-充

气软管，9-套管，10-气垫，11-立柱，12-固定卡板，13-紧固螺钉，14-球囊，15-通气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但本实用新型并不仅限于实

施例。

[0032] 实施例1：

[0033] 一种透析病人用手臂托垫，其包括气垫10和两组托垫固定装置；

[0034] 所述的气垫10上固定安装有手臂垫1，所述手臂垫1两侧分别有一块挡块2固定安

装在气垫10上，所述手臂垫1的前端部分突出于气垫10外；所述挡块2高于手臂垫1，在所述

挡块2高于手臂垫1的部分内侧固定安装有凝胶体3；所述挡块2开有U型槽4，所述的U型槽4

从挡块2的前端一直延伸至挡块的中部；所述U型槽4的顶部前侧设置有一块盖板5，所述U型

槽4长度为盖板5长度的2～3倍；所述盖板5一侧与U型槽4铰接，所述盖板5的另一侧与U型槽

4的外侧通过魔术贴或者卡扣连接；所述盖板5上设置有手柄7；

[0035] 所述气垫10的右侧连接有充气软管8，所述充气软管8上设置有通气阀15，所述充

气软管8另一端连接有一个球囊14；所述的气垫10充气后顶部形成向一侧倾斜的斜面；

[0036] 所述气垫10的后部连接有手肘垫6，手肘垫6的高度与手臂垫1的高度相同；

[0037] 所述气垫10的两侧分别固定安装有两个套管9；

[0038] 所述托垫固定装置包括立柱11、固定卡板12；所述立柱11垂直焊接在固定卡板12

的左端，在固定卡板12上表面设置有若干夹齿；所述套管9套设在立柱11上，在套管9的侧面

上设置有与立柱11的外周面相触接的紧固螺钉13。

[0039] 本实施例的透析病人用手臂托垫的工作原理：

[0040] 手臂垫1和两块挡块2组合形成凹槽，并且挡块2内侧固定安装有弹性的凝胶体3，

可以方便将病人的手臂限定在凹槽内；挡块2开有U型槽4，并且U型槽4从挡块2的前端一直

延伸至挡块的中部，U型槽4的顶部前侧设置有一块盖板5，所述U型槽4长度为盖板5长度的2

～3倍，可以将透析时所用的血路管收纳置于U型槽4内；盖板5一侧与U型槽4铰接，同时盖板

5的另一侧与U型槽4的外侧通过魔术贴或者卡扣连接，可以将收纳的血路管限定在U型槽4

内，所用的魔术贴可以是常用的勾毛一体魔术贴，所用卡扣可以是常用的塑料卡扣；

[0041] 气垫10的右侧连接有充气软管8，所述充气软管8上设置有通气阀15，所述充气软

管8另一端连接有一个球囊14，通过挤压球囊14将空气经充气软管8充入气垫10中，气垫10

充气后顶部形成向一侧倾斜的斜面，通过调节气垫10的存气量来调整气垫10的高度，使病

人在透析时有一个舒适的手臂的高度以及手肘的弯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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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气垫10可以通过两组托垫固定装置固定在病床上，每组托垫固定装置的组成、结

构以及工作原理均相同，并且与气垫10一侧的一个套管9对应使用，先将气垫10放在病床边

缘适合病人手臂摆放的位置，气垫10一侧的套管9突出病床外，接着将立柱11穿过套管9，调

整立柱11与套管9的相对位置使固定夹板12紧贴病床，然后旋紧紧固螺钉13即可将气垫10

固定在病床上。

[0043] 本实施例的透析病人用手臂托垫使用过程中，先将气垫10放在病床边缘适合病人

手臂摆放的位置，将气垫10一侧的套管9突出病床外，用两组托垫固定装置将气垫10固定在

病床上，再在手臂垫1上覆盖一层无菌纸，接着将病人的手臂放置在手臂垫1上并且嵌入两

块凝胶体3之间，病人的手肘置于手肘垫6上，为病人进行动静脉内瘘穿刺建立透析体外循

环，然后上提手柄7打开盖板5，将血路管穿过无菌纸放置于一侧挡块2的U型槽4内并且盖上

盖板5，同时用无菌纸遮盖手臂，接着打开通气阀15，挤压球囊14将空气经充气软管8充入气

垫10中，调节气垫10的存气量来调整气垫10的高度，使病人在透析时有一个舒适的手臂的

高度以及手肘的弯曲度，调整完毕后关闭通气阀15，保持气垫10的存气量。

[0044] 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上述实施方式，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违背本实用新

型精神的前提下还可作出等同变形或替换，这些等同的变型或替换均包含在本申请权利要

求所限定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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