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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预防掌指关节僵硬及意外脱套功

能的约束手套，包括底板、覆盖片、腕带以及指

套，所述覆盖片整体包覆底板，并通过覆盖片外

周制有的拉链与底板连接，底板中心部位设计依

据成人掌心形态的密闭气垫，气垫表面附以凝胶

材质的手掌减张托垫，下部置有牵引腕带，底板

上制有五个用于固定手指指套的通孔，指套穿过

通孔套入病人五指至指根，并通过底板背面铰装

的固定扣固定。本发明通过采用双层可形变的菱

形网状层结构制成的锥形筒状固定套，将牵引的

拉力转化为菱形网状形变时产生的摩擦力从而

均匀地施加在患者手指上，在约束限制病人手指

的同时防止了手指局部血液循环不畅显现的发

生；并且弹性约束指套使得病人可以在一定范围

内活动，增加了患者的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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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预防掌指关节僵硬及意外脱套功能的约束手套，其特征在于：包括底板、掌

心减张托垫、覆盖片、腕带以及指套，所述覆盖片整体包覆底板，并通过覆盖片外周制有的

拉链与底板连接，底板中间附有掌心减张托垫、下部设有腕带，底板上制有五个用于固定指

套的通孔，指套穿过通孔套入病人五指并通过底板背面铰装的固定扣固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预防掌指关节僵硬及意外脱套功能的约束手套，其

特征在于：所述指套包括连接柄、固定拉环以及固定套，固定套下端设置有开口，顶部通过

连接柄与固定拉环连接，所述固定套为下宽上窄的锥形筒状结构，该固定套由两层相互连

接可形变的菱形网状层组成，且内层菱形网状层内径小于外层菱形网状层内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预防掌指关节僵硬及意外脱套功能的约束手套，其

特征在于：所述两层可形变的菱形网状层之间可产生相互位移。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预防掌指关节僵硬及意外脱套功能的约束手套，其

特征在于：所述该固定套开口处还一体制出有翻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预防掌指关节僵硬及意外脱套功能的约束手套，其

特征在于：所述腕带包括固定段和缠绕段，底板底部向下延伸一体制出有手腕固定板，手腕

固定板两侧分别设有固定段和缠绕段；并且固定段末端设有固定环扣，缠绕段末端制有尼

龙钩带，缠绕段绕过病人手腕并且穿入固定环扣内并与手腕固定板背面的尼龙绒带联结固

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具有预防掌指关节僵硬及意外脱套功能的约束手套，其

特征在于：所述手腕固定板上端面还设有凝胶手腕部支撑垫，该凝胶手腕部支撑垫中部设

置有凹槽，两端设置有限位凸起。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具有预防掌指关节僵硬及意外脱套功能的约束手套，其

特征在于：所述腕带缠绕段近手腕固定板一侧还复合有海绵缓冲垫，该海绵缓冲垫与腕带

缠绕段上还均布制有透气通孔。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预防掌指关节僵硬及意外脱套功能的约束手套，其

特征在于：所述底板上制有与手型形状相适应定位凹槽，并且定位凹槽内还复合有底板海

绵缓冲垫，并且底板海绵缓冲垫上还均布制有多个透气通孔。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预防掌指关节僵硬及意外脱套功能的约束手套，其

特征在于：所述覆盖片中部还制有用于输液、观察的输液通槽，并且覆盖片顶部还制有可拆

卸的观察覆盖片。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具有预防掌指关节僵硬及意外脱套功能的约束手套，其

特征在于：所述定位凹槽中间附有采用凝胶制成的掌心减张托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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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预防掌指关节僵硬及意外脱套功能的约束手套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护理用品技术领域，涉及一种用于医疗护理过程中，对患者双手

进行约束，防止患者出现意外拔管等情况的约束手套。以及治疗过程中，需要长时间手掌约

束时，为预防掌指关节僵硬和手掌脱套情况出现，以保证患者安全、防止发生意外的安全型

约束用手套。

背景技术

[0002] 澳大利亚循证护理中心JBI(The  Joanna  Briggs  Institute)将身体约束定义为

使用任何物理或机械性设备、材料或工具附加在或临近于患者的身体，限制患者的自由活

动或使患者不能正常接近自己的身体，患者不能轻易将其移除。因为目前在临床护理工作

中，多数患者因为治疗和护理的需要，携带各类置入导管，例如气管插管、人工通气道、胸腔

引流管、腹腔引流管、血透管、胃管、导尿管等等。类似导管的置入，会使患者感到不适，特别

是意识不清或出现躁动的患者存在无意识状态下意外拔出导管现象、还有一部分意识清醒

的患者，偶尔会因心理问题产生自伤性行为，患者会刻意拔除导管以期望终止治疗，并由此

成为临床安全极大隐患，甚至引发医患矛盾。因此医务人员常使用身体约束来预防非计划

性拔管等不良事件发生。临床常为避免该类患者出现意外拔管而使用约束工具，达到适当

约束患者，保障患者安全的目的。

[0003] 目前临床常见约束工具有约束带、约束衣、约束手套等，可根据临床需要对手腕、

脚踝乃至肩、腿、上身等进行约束。但人的手指是灵活度最高的部位，往往有些病人虽然使

用了约束带或约束手套，但仍在治疗过程中用手拔除了重要的管路、导致了治疗过程延长、

管路重置等情况的发生。有文献报道，使用约束手套的患者与使用约束带的患者相比较，意

外拔管率明显下降。但由于现在市面上的约束手套存在设计上的缺陷，造成虽然使用了约

束手套，但由于手指在约束手套内仅中指被固定指环从指根部被固定，其他手指仍可以在

约束手套内进行无轨迹运动，患者很容易用手指尖从约束手套内部将手套拉链滑开，手指

从约束手套内伸出，接触到各类管道后拔出；或手指伸出约束手套后，摸索到约束带与床栏

固定的带扣，自行解开。文献屡见使用约束手套后患者打开手套拉链后拔除导管或自行解

除约束的报道。特别是监护室或夜班护理时段，人员少、工作量大，对这类使用约束手套约

束的患者常常出现，因为巡视不及时、镇静药物剂量使用不充分等原因造成患者烦躁，导致

约束手套内固定中指的指环，环套过紧，或患者挣扎时手腕部系带过紧导致患者出现局部

血液循环障碍，如产生后果还会引发严重护患纠纷。

[0004] 为了减少非计划拔管现象的发生，医院一般使用约束手套。在患者管道置入完成

后，将约束手套套在患者的手上，并将牵引带与床栏固定。如中国专利申请(申请号：

200920216448.2)公开了一种手部保护性约束护理工具，包括基板，套接在基板上的护理套

等，所述护理套前端设有开口，护理套后部的手腕处设有扎紧装置，护理套前端设有“V”字

状封口，该封口将护理套前部分分成大拇指区与另外四指两个区域。上述的约束护理工具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患者的手指活动，使患者不能轻易移动管道。但是其是采用平板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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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套内有块基板，病人的手掌需摊平与之固定，舒适度较差，而且不能随时查看手部血

液循环和留置输液处有无肿胀，氧饱和度指套有无脱落等状况，需要反复打开手套才能查

看，增加了护士工作量，频繁的操作还会刺激患者加剧躁动，引发意外，使用便捷性较差。

[0005] 市面大部分约束手套采用布料或橡胶材料制成，约束力较差，不能有效的防止非

计划性拔管的发生；并且常用约束手套常常采用环套将病人中指及大拇指进行约束，在病

人挣扎时还会使得患者局部血液循环不畅，造成不良影响。

[0006] 人的手掌肌肉丰富，关节韧带众多，掌指和指间存在多个掌指关节。手掌长时间在

约束手套内平伸时，各肌群均处于紧张状态，中指和拇指被指环固定后，指间关节也相对固

定，难以活动，对于需要长时间约束患者长时间肌肉紧张和关节的制动必定带来指关节僵

硬、手掌肌肉疲劳。人的手掌在放松状态下呈“c”形五指微微弯曲，略向掌心收拢的半握状

态。现约束手套没有考虑到人体工程学因素，手套基板均为平板，患者需要长时间约束时，

手掌肌肉置于平板上实际上是处于肌肉、掌指关节和韧带过伸的紧张状态，减低了患者舒

适度，且需要护士每间隔一段时间对约束患者手指关节进行活动以预防长时间约束后掌指

关节僵硬。不仅增加了护士工作量，在护理工作繁忙时更是难以按时完成。

[0007] 手背静脉是临床常用输液静脉，使用传统约束手套患者，由于整只手被手套覆盖，

无法进行手背静脉输液也无法进行手背穿刺部位观察，只得放弃手背静脉输液通路而选择

其他静脉进行输液治疗，违背了外周静脉穿刺时需由远端静脉开始实施的临床静脉保护原

则。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约束手套，该手套在有效

地防止病人自行拔管的同时，杜绝了患者在手套内部用指尖滑开手套拉链，手指伸出手套

外导致的拔管和自行解除约束的风险，同时兼顾了患者掌指关节、韧带和手掌肌肉处于放

松状态，并可在约束手套内，按照固定运动曲线进行轻微活动，增加了约束时患者的舒适度

同时减轻了护理工作量保证了患者安全。

[0009]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10] 一种具有预防掌指关节僵硬及意外脱套功能的约束手套，包括底板、覆盖片、腕带

以及指套，所述覆盖片整体包覆底板，并通过覆盖片外周制有的拉链与底板连接，底板中心

部位设计依据成人掌心形态的密闭气垫，气垫表面附以凝胶材质的手掌减张托垫，下部置

有牵引腕带，底板上制有五个用于固定手指指套的通孔，指套穿过通孔套入病人五指至指

根，并通过底板背面铰装的固定扣固定，在保证患者约束时手指左右摆动、掌指关节可轻微

伸缩等活动，又有效防止手指从指套中氽出和指尖解除手套内拉链而滑开拉链。

[0011] 而且，所述指套包括连接柄、固定拉环以及固定套，固定套下端设置开口，顶部通

过连接柄与固定拉环连接，所述固定套为下宽上窄的锥形筒状结构，该固定套由两层相互

连接可形变的菱形网状层组成，且内层菱形网状层内径小于外层菱形网状层内径。

[0012] 而且，所述两层可形变的菱形网状层之间可产生相互位移。

[0013] 而且，所述该固定套开口处还一体制出有翻边。

[0014] 而且，所述牵引腕带包括固定段和缠绕段，底板底部向下延伸一体制出有手腕固

定板，手腕固定板两侧分别设有固定段和缠绕段；并且固定段末端设有固定环扣，缠绕段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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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制有尼龙钩带，缠绕段绕过病人手腕并且穿入固定环扣内并与手腕固定板背面的尼龙绒

带联结固定。

[0015] 而且，所述手腕固定板上端面还设有凝胶手腕部支撑垫，该凝胶手腕部支撑垫中

部设置有凹槽，两端设置有限位凸起。

[0016] 而且，所述腕带缠绕段近手腕固定板一侧还复合有海绵缓冲垫，该海绵缓冲垫与

腕带缠绕段上还均布制有透气通孔。

[0017] 而且，所述底板上制有与手型形状相适应定位凹槽，并且定位凹槽内还复合有底

板海绵缓冲垫，并且底板海绵缓冲垫上还均布制有多个透气通孔。

[0018] 而且，所述覆盖片中部还制有用于输液、观察的输液通槽，并且覆盖片顶部还制有

可拆卸的观察覆盖片，可以在患者进行手套约束时不影响在该手背静脉进行穿刺和穿刺成

功后对穿刺点的观察。

[0019] 而且，所述固定扣采用带有螺纹安全帽的登山扣结构。

[0020] 本发明的优点和经济效果是：

[0021] 1、本发明克服了传统约束手套在采用手指固定带时易发生局部血液循环不畅的

难题，通过采用双层可形变的菱形网状层结构制成的锥形筒状固定套，将牵引的拉力转化

为菱形网状形变时产生的摩擦力从而均匀地施加在患者手指上，在约束限制病人手指的同

时防止了手指局部血液循环不畅显现的发生；并且弹性约束指套使得病人可以在一定范围

内活动，增加了患者的舒适性。

[0022] 2、本发明克服了传统约束手套约束患者时患者手指可在手套内随意活动，存在指

尖在手套内滑开手套拉链，导致手指暴露在手套外，一旦接触到患者管路，或床栏上牵引带

扣，存在意外拔管或解开约束带的风险。

[0023] 3、本发明克服了传统约束手套基板无掌心托垫，导致约束时手掌肌群紧张、掌指

关节过伸导致的患者不适。并采用贴合掌心形态的气垫表面附以凝胶材质，缓解了手掌长

期使用约束手套时掌指关节及手掌肌群的过伸和疲劳。

[0024] 4、本发明通过采用覆盖片制有的输液通槽，便于为患者在该约束手套使用期间仍

可以利用该手背静脉进行静脉穿刺，遵循了临床静脉保护原则，并在穿刺成功后对手背静

脉穿刺点进行时时观察保证输液畅通；并且配合可拆卸的观察覆盖片，便于指脉氧监测，在

防止病人无意识抓管的同时，保障了治疗、检测的有序开展。

[0025] 5、本发明通过采用拉链式连接的覆盖片，便于护士观察手部血运和进行操作。

[0026] 6、本发明通过采用凝胶手腕部支撑垫，并配合腕带缠绕段近手腕固定板一侧的海

绵缓冲垫，提高了病人使用约束手套时的舒适性以及透气性，同时预防了长时间使用约束

手套而产生的手腕部压疮。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的主视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的后视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指套及底板的结构示意图(示指套穿戴)；

[0030] 图4为本发明指套及底板的结构示意图(示指套固定)；

[0031] 图5为本发明底板的结构示意图；

说　明　书 3/6 页

5

CN 109199683 A

5



[0032] 图6为本发明指套的结构示意图(示指套穿戴状态)；

[0033] 图7为本发明指套的结构示意图(示指套约束状态)；

[0034] 图8为本发明腕带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9为本发明掌心减张托垫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为能进一步了解本发明的内容、特点及功效，兹例举以下实施例，并配合附图详细

说明如下。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例是描述性的，不是限定性的，不能由此限定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

[0037] 一种约束手套，包括底板9、覆盖片1、腕带以及指套15，所述覆盖片整体包覆底板，

并通过覆盖片外周制有的拉链4与底板连接，底板下部设有腕带，底板上制有五个用于固定

指套的通孔10，指套穿过通孔套入病人五指并通过底板背面铰装的固定扣12固定。

[0038] 所述指套包括连接柄17、固定拉环16以及固定套18，固定套下端设置有开口，顶部

通过连接柄与固定拉环连接，所述固定套为下宽上窄的锥形筒状结构，该固定套由两层相

互连接可形变的菱形网状层组成，且内层菱形网状层内径小于外层菱形网状层内径。所述

两层可形变的菱形网状层之间可产生相互位移。所述该固定套开口处还一体制出有翻边

19，方便护士将病人手指快速套入固定套内。

[0039] 所述腕带包括固定段和缠绕段，底板底部向下延伸一体制出有手腕固定板14，手

腕固定板两侧分别设有固定段7和缠绕段6；并且固定段末端设有固定环扣8，缠绕段末端制

有尼龙钩带24，缠绕段绕过病人手腕并且穿入固定环扣内并与手腕固定板背面的尼龙绒带

25联结固定。

[0040] 所述手腕固定板上端面还设有凝胶手腕部支撑垫23，该凝胶手腕部支撑垫中部设

置有凹槽22，两端设置有限位凸起21。并且，在通过腕带进行固定时，两侧凸起向内弯曲，在

保证了固定强度的同时防止病人由于长时间佩戴约束手套造成的局部压疮。

[0041] 所述腕带缠绕段近手腕固定板一侧还复合有海绵缓冲垫27，该海绵缓冲垫与腕带

缠绕段上还均布制有透气通孔26。

[0042] 所述底板上制有与手型形状相适应定位凹槽20，定位凹槽中间附有采用成人掌心

形气垫表面附以凝胶制成的掌心减张托垫28，并且位于掌心减张托垫中部还制有内部为中

空的调整腔30，所述底板上制有与调整腔内连通的抽、吸管31，并且抽吸管管口安装有密封

端盖32。并且所述定位凹槽内还复合有底板海绵缓冲垫，并且底板海绵缓冲垫上还均布制

有多个透气通孔13。该透气通孔的使用可有效提高病人手掌的透气性，对病人的舒适性有

着明显的改善。

[0043] 所述覆盖片中部还制有用于输液、观察的输液通槽5，并且覆盖片顶部还制有可拆

卸的观察覆盖片2。可拆卸的观察覆盖片可通过拉链3与覆盖片连接，还可通过尼龙搭扣的

形式与覆盖片进行连接。

[0044] 所述固定扣采用带有螺纹安全帽的登山扣结构。该固定扣中一侧与底板背面铰装

连接，另一侧制有弹簧复位扣柱，并且扣柱与固定扣本体连接处还通过螺纹安全帽11套装

固定。

[0045] 优选地，所述掌心减张托垫上还均布复合有多个永磁贴片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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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优选地，所述掌心减张托垫如图5所示，掌心减张托垫由大拇指向小拇指方向宽度

由宽变窄，高度由高至低。

[0047] 本发明克服了①传统约束手套在采用手套内手指约束环仅固定中指，在患者挣扎

过程中，由于压力集中，极易发生局部血液循环不畅的技术难题，通过采用双层可形变的菱

形网状层结构制成的锥形筒状固定指套，将牵引的拉力转化为菱形网状形变时产生的摩擦

力从而均匀地施加在患者各个手指上；②杜绝了患者约束过程中由于手套内除中指外食

指、拇指等其他手指可无轨迹活动，部分患者出现使用指尖从手套内侧滑开手套拉链，将手

指伸出约束手套外接触管路，导致意外拔管的发生；③本约束手套同时解决了患者掌指关

节、韧带和手掌肌肉在长期约束过程中处于紧张状态，使患者手掌各部分肌肉、掌指关节和

韧带在长时间约束手套过程中，掌心得到托垫、手掌肌肉和掌指关节在不松解约束同时可

按照固定运动曲线进行轻微活动，增加了约束时患者的舒适度、防止出现关节僵硬、防止了

手指局部血液循环不畅，同时减轻了护理工作量、保证了患者安全。

[0048] 本发明在使用时，约束手套分为左手手套及右手手套各各一只。

[0049] 使用前评估患者是否确实需要使用约束手套进行约束，依据临床评判标准，在确

定需要使用约束手套进行约束后，遵医嘱使用。

[0050] 使用前需要取得患者或患者家属的配合，签署使用约束手套知情同意书。

[0051] 将约束手套覆盖片的拉链全部拉开，将患者左手或右手置于相应手套上，对于意

识清醒的患者需取得患者配合，按照护士指导，将该手手指依小拇指-无名指-中指-食指-

大拇指的顺序依次插入手指指套，至指根部。对于意识不清的患者需由护士协助患者将各

个手指依次置于各个相应指套内。调整患者掌心位置置于掌心托垫，用20ml空针抽吸空气

后注入掌心托垫，注气过程中询问患者感觉舒适度，调节气垫充气程度至患者自觉舒适且

可以完全托垫手掌后关闭抽吸管管口密封端盖。

[0052] 将覆盖片置于掌背，拉好拉链。调整约束手套位置，使覆盖片中部用于输液、观察

的输液通槽，可观察到患者手背输液情况。

[0053] 如需在该手背输液，需在操作覆盖片前，进行输液管排气后，将输液管穿过输液通

槽后在手背进行穿刺，穿刺成功后对输液针进行固定，然后覆盖覆盖片，并通过输液通槽进

行输液期间穿刺部位的观察。

[0054] 将腕部牵引腕带固定段缠绕手腕一周，并插入固定环扣进行固定，注意松紧适度；

将腕带缠绕段绕过病人手腕并且穿入固定环扣内并与手腕固定板背面的尼龙绒带联结固

定。

[0055] 最后，将腕带连接于床栏等固定位置，起到牵拉固定的作用。

[0056] 对于意识清醒患者，约束期间每1～2小时嘱患者进行约束手掌的局部活动，不用

放松或打开牵拉腕带和约束手套，患者被约束手掌可在约束手套内进行指关节内屈和掌指

关节内收的运动，促进约束部位血液循环，防止约束期间并发症。

[0057] 每日评估患者使用约束手套的必要性，及早解除不必要的约束。

[0058] 医嘱停用约束手套后，护士评估患者意识取得患者配合，先打开抽吸管管口密封

端盖，连接20ml空针，抽尽掌心托垫气囊内空气，打开覆盖片拉链，打开腕带与床栏的牵拉

固定及腕带固定端与固定环间的固定，将手指依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拇指的顺序

依次从只套中氽出。

说　明　书 5/6 页

7

CN 109199683 A

7



[0059] 嘱患者自行握拳3～5次，活动掌指关节及手掌肌群，在护士指导下，左右手手腕进

行外旋和内旋活动3～5次，放松手腕关节。患者活动无障碍，约束手套解除完毕。

[0060] 如患者出现手掌或手腕的活动不适应立即通知医生做进一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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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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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6/7 页

14

CN 109199683 A

14



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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