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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功能锻炼约束手套，所

述的功能锻炼手套包括手背部分、手心部分、腕

口部分、握力球；所述的手背部分为尼龙纱布；所

述的手心部分为纯棉内衬；所述的手心部分靠近

腕口的一端设有魔术粘贴开口；所述的手心部分

内部还设有防抓硬板；所述的手背部分与手心部

分边缘之间通过拉链衔接；所述的腕口部分上设

有可伸缩收紧带和拉力带；所述的握力球在使用

时通过手心部分上的开口放置于手心部分内部

中的防抓硬板上。其优点表现在：利用握力球与

约束手套相结合，患者在被约束时具备双手功能

锻炼的功能，减少约束并发症如肌力丧失、水肿

等的发生率；防抓硬板既可起到用于患者手部放

置时的支撑，又可防止患者手部乱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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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功能锻炼约束手套，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功能锻炼手套包括手背部分、手心部

分、腕口部分、握力球；所述的手背部分为尼龙纱布；所述的手心部分为纯棉内衬；所述的手

心部分靠近腕口的一端设有魔术粘贴开口；所述的手心部分内部还设有防抓硬板；所述的

手背部分与手心部分边缘之间通过拉链衔接；所述的腕口部分正反面上设有可伸缩收紧带

和拉力带；所述的腕口部分还设有六个绳扣，且均采用棉质布料制成；所述的绳扣中穿设有

麻布绳，且所述的麻布绳为可拆卸式结构；所述的握力球为弹性海绵材质；所述的握力球在

使用时通过手心部分上的开口放置于手心部分内部中的防抓硬板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功能锻炼约束手套，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握力球为黄色中级握

力球，直径为7c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功能锻炼约束手套，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抓硬板为塑料材

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功能锻炼约束手套，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麻布绳长1m，宽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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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锻炼约束手套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临床护理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功能锻炼约束手套。

背景技术

[0002] 约束用具是应用于躁动患者或精神科患者，限制其肢体及身体活动的一种保护用

具。其中，约束手套是比较常见的约束用具，利用约束手套，可用于预防神志迷糊及烦躁不

安有治疗性管道病人、有自伤行为的病人预防手部组织损伤的临时固定，使病人上肢可自

由活动，促进肢体血液循坏，并能预防非计划性拔管。

[0003] 但是现有的约束手套功能较单一，仅仅起到约束患者手部的功能，且手套本体透

气性差，患者容易出现燥热等不良情绪，更有的约束手套为了保证约束效果，将患者手部利

用系带固定于床边，以上约束手套带来的影响是患者手部长时间受约束而无法活动，从而

增加了约束并发症如肌力丧失、水肿等的发生率。

[0004] 中国专利文献：CN201620868728.0，申请日2016.08.11，专利名称为：锻炼型约束

手套。公开了一种锻炼型约束手套，包括手套本体，手套本体的拇指与其余四指分开，其余

四指并拢且固定连接，拇指与其余四指均为前端开口的半指套；在手套本体的手掌中央处

设有圆型口袋，口袋上开设有密封口，密封口上设有拉链，通过密封口向口袋内装设有握力

器；手套本体的手背面开设有透气窗口。

[0005] 上述专利文献的一种锻炼型约束手套，手指均为半指套，便于医护人员对病人手

指进行观察；拇指和四指分开，并且在手掌中心设有握力器，便于病人进行手部锻炼；手背

处设置透气窗口，便于将手套内的热气散出去，避免病人因约束手套内太热产生烦躁心理；

在手腕段开设的条形开口及设计的魔术贴扣合方式，方便病人穿戴约束手套。但是关于一

种将握力球与约束手套相结合，使患者在被约束时具备双手功能锻炼的功能，减少约束并

发症如肌力丧失、水肿等的发生率的一种功能锻炼手套目前则没有相关的报道。

[0006] 综上所述，亟需一种将握力球与约束手套相结合，使患者在被约束时具备双手功

能锻炼的功能，减少约束并发症如肌力丧失、水肿等的发生率的一种功能锻炼手套。

发明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将握力球与约束手套相结

合，使患者在被约束时具备双手功能锻炼的功能，减少约束并发症如肌力丧失、水肿等的发

生率的一种功能锻炼手套。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9] 一种功能锻炼手套，所述的功能锻炼手套包括手背部分、手心部分、腕口部分、握

力球；所述的手背部分为尼龙纱布；所述的手心部分为纯棉内衬；所述的手心部分靠近腕口

的一端设有魔术粘贴开口；所述的手心部分内部还设有防抓硬板；所述的手背部分与手心

部分边缘之间通过拉链衔接；所述的腕口部分上设有可伸缩收紧带和拉力带；所述的握力

球在使用时通过手心部分上的开口放置于手心部分内部中的防抓硬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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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握力球为弹性海绵材质，优选为黄色中级握力

球，直径为7cm。

[0011]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防抓硬板为塑料材质。

[0012]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腕口部分还设有绳扣，所述的绳扣至少为四个，

优选为六个，且均采用棉质布料制成。

[0013]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绳扣中穿有麻布绳，且所述的麻布绳为可拆卸

式。

[0014]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麻布绳长1m，宽3cm。

[0015] 本实用新型优点在于：

[0016] 1、利用置于防抓硬板上的握力球，患者便可在手部约束的同时，利用握力球进行

手部功能的锻炼，从而减少约束并发症如肌力丧失、水肿等的发生率。

[0017] 2、利用腕口部分设有的可伸缩收紧带便可调节腕口部分的松紧程度，从而适应不

同患者的需要。

[0018] 3、手背部分为尼龙纱布，一方面，具有良好的透气性，且同时患者手部可在约束手

套内自由的活动，可避免约束手套内部的温度和限制感给患者带来烦躁的情绪，从而保证

约束的效果，另一发面，便于医护人员时刻观察患者手部情况。

[0019] 4、手背部分和手心部分之间通过拉链衔接的方式，便于手背部分和手心部分的分

离，从而在约束过程中，方便医护人员通过拉链打开约束手套，便于对患者的手部进行检查

和治疗。

[0020] 5、设于手背部分中握力球下方的防抓硬板，既可起到用于患者手部放置时的支

撑，又可防止患者因情绪烦躁，而导致手部乱抓等烦躁动作，具有良好的防护作用。

[0021] 6、利用在手背腕口部分的表上面设有绳扣，并穿有麻布绳，用于烦躁患者使用本

约束手套时，将双手固定在床栏上，而对于神志清醒的患者，则可取下麻布绳，只用约束手

套本体即可。

附图说明

[0022] 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功能锻炼约束手套手背部分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功能锻炼约束手套手心部分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3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功能锻炼约束手套魔术粘贴开口的示意图。

[0025] 附图4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功能锻炼约束手套的平面示意图。

[0026] 附图5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功能锻炼约束手套手握时的示意图。

[0027] 附图6是本实用新型另一种功能锻炼约束手套手背部分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实施例并参照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0029] 附图中涉及的附图标记和组成部分如下所示：

[0030] 1.手背部分                  12.拉链

[0031] 2.手心部分                  21.魔术粘贴开口

[0032] 22.防抓硬板                 3.腕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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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31.可伸缩收紧带             32.拉力带

[0034] 4.握力球                    5.绳扣

[0035] 6.麻布绳

[0036] 实施例1

[0037] 请参看附图1、2，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功能锻炼约束手套手背部分的立体结构示

意图，附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功能锻炼约束手套手心部分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一种功能锻

炼约束手套，所述的功能锻炼约束手套包括手背部分1、手心部分2、腕口部分3、握力球4；所

述的手背部分1为尼龙纱布；所述的手心部分2为纯棉内衬；所述的手心部分2靠近腕口的一

端设有魔术粘贴开口21；所述的手心部分2内部还设有防抓硬板22；所述的手背部分1与手

心部分2边缘之间通过拉链11衔接；所述的腕口部分3上设有可伸缩收紧带31和拉力带32；

所述的握力球4在使用时通过手心部分2上的开口放置于手心部分2内部中的防抓硬板22

上。

[0038] 需要说明的是：所述的防抓硬板21为塑料材质；所述的握力球4为弹性海绵材质，

优选为黄色中级握力球(中力度)，直径为7cm；所述的腕口3正反两面均设有拉力带32；所述

的当患者需要进行手部约束时，通过腕口部分3便可进行穿戴约束手套，利用腕口部分3设

有的可伸缩收紧带31和拉力带32便可调节腕口部分3的松紧程度，从而适应不同患者的需

要；所述的患者穿戴好约束手套后，通过打开手心部分2开口处的魔术贴21，将握力球4放置

于防抓硬板22上后，将开口处的魔术贴21粘贴封闭，从而患者便可在手部约束的同时，利用

握力球4进行手部功能的锻炼，从而减少约束并发症如肌力丧失、水肿等的发生率；所述的

手背部分1为尼龙纱布，一方面，具有良好的透气性，且同时患者手部可在约束手套内自由

的活动，可避免约束手套内部的温度和限制感给患者带来烦躁的情绪，从而保证约束的效

果，另一方面，便于医护人员时刻观察患者手部的情况；所述的手背部分1和手心部分2之间

通过拉链11衔接的方式，便于手背部分1和手心部分2的分离，从而在约束过程中，方便医护

人员通过拉链12打开约束手套，便于对患者的手部进行检查和治疗；所述的设于手背部分2

中握力球4下方的防抓硬板22，既可起到用于患者手部放置时的支撑，又可防止患者因情绪

烦躁，而导致手部乱抓等烦躁动作，具有良好的防护作用。

[0039] 实施例2

[0040] 请参看附图6，图6是本实用新型另一种功能锻炼约束手套手背部分的立体结构示

意图。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其不同之处在于，本实施例中手背的腕口部分3的表面

设有至少四个绳扣5，优选为六个；所述的绳扣5中穿有麻布绳6；所述的绳扣5为棉质布料；

所述的麻布绳6长1m，宽3cm；所述的麻布绳6为可拆卸式；所述的利用在手背腕口部分3的表

上面设有绳扣5，并穿有麻布绳6，用于烦躁患者使用本约束手套时，将双手固定在床栏上，

而对于神志清醒的患者，则可取下麻布绳6，只用约束手套本体即可；所述的利用至少四个

绳扣5可使得麻布绳6对于患者手部的固定效果更加牢固。

[0041]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功能锻炼约束手套，利用置于防抓硬板上的握力球，患者便可

在手部约束的同时，利用握力球进行手部功能的锻炼，从而减少约束并发症如肌力丧失、水

肿等的发生率；利用腕口部分设有的可伸缩收紧带便可调节腕口部分的松紧程度，从而适

应不同患者的需要；手背部分为尼龙纱布，一方面，具有良好的透气性，且同时患者手部可

在约束手套内自由的活动，可避免约束手套内部的温度和限制感给患者带来烦躁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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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保证约束的效果，另一发面，便于医护人员时刻观察患者手部情况；手背部分和手心部

分之间通过拉链衔接的方式，便于手背部分和手心部分的分离，从而在约束过程中，方便医

护人员通过拉链打开约束手套，便于对患者的手部进行检查和治疗；设于手背部分中握力

球下方的防抓硬板，既可起到用于患者手部放置时的支撑，又可防止患者因情绪烦躁，而导

致手部乱抓等烦躁动作，具有良好的防护作用。利用在手背腕口部分的表上面设有绳扣，并

穿有麻布绳，用于烦躁患者使用本约束手套时，将双手固定在床栏上，而对于神志清醒的患

者，则可取下麻布绳，只用约束手套本体即可。

[0042]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补充，这些改进和补充

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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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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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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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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