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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提供一种用于手腕连续血压测量器

的稳压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括：用于

支撑患者身体的面板本体，该本体具有两端，以

及与该面板本体一端连接的弯曲的曲面体，所述

的弯曲的曲面朝着所述的面板本体的另一端的

方向弯曲延伸。使用该装置，可以在患者手术的

时候，保护佩戴的腕式连续监测血压设备，让测

量的血压更准确，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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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手腕连续血压测量器的稳压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括：用于支撑

患者身体的面板本体，该本体具有两端，以及与该面板本体一端连接的弯曲的曲面体，所述

的弯曲的曲面体的曲面朝着所述的面板本体的另一端的方向弯曲延伸。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手腕连续血压测量器的稳压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的弯曲的曲面体于面板本体连接处的内表面上，还设置用来支撑腕式连续血压监测设备

的弹性材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手腕连续血压测量器的稳压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的弯曲的曲面延伸段具有与面板本体基本垂直的、用于接触患者大腿外侧的挡板。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手腕连续血压测量器的稳压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的挡板面积大于弯曲面板的延伸端厚度的面积。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手腕连续血压测量器的稳压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挡板的形状为长方形或者椭圆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手腕连续血压测量器的稳压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面板

本体的材料为硬质塑料材料。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手腕连续血压测量器的稳压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面板本体，弯曲面板和挡板为一体塑料注塑成型。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手腕连续血压测量器的稳压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面板本体上包括与患者大腿对应的两个凹陷的面。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手腕连续血压测量器的稳压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曲面体包括第一曲面体和第二曲面体，其中与面板本体连接的第一曲面的曲面半径为

70，与第一曲面连接的第二曲面的曲面半径为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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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手腕连续血压测量器的稳压保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用于手腕血压测量设别的稳压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些无创伤连续测量手腕血压的设备。在使用这些装置测量病人

手腕血压的过程中，为了保证血压测量的稳定性，往往采用一个硬质的手臂固定板把病人

的手掌背侧与手腕背侧及前臂背侧之间以一个向背侧弯曲的角度加以固定。如中国

CN1163191号专利、美国US4993422号专利、日本特開平JP11-33007  号专利等均公开过用于

手腕血压测量的手臂固定板。还例如中国专利CN104287708A和CN204192600U等专利公开描

述的手臂固定板来固定手臂，从而让手臂不发生弯曲或者折叠，让连续测量手腕血压的设

备处在相对固定的位置，从而期望活得稳定的测量。

[0003] 这些装置固然可以让测量设备相对稳定，但是在实际使用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例如，这些固定板是固定在手臂上，手臂必然承受一定的重力，这种存在的重力本身就会对

测量者造成一定的心里压力，从而引起血压的变化或者波动，这种波动为被动的影响，会对

血压测定造成误差，从而影响准确性。另外，固定手臂，也会对测试者造成很多不方便的因

素，不能灵活活动。还有，当测试者为小孩或者儿童的时候，固定板显得更为笨重。特别的，

当对患者进行手术的时候，通常需要使用连续测量手腕血压的设备来进行检测手术过程中

的血压的变化。在手术过程中，医生通常专注于患者的手术，而总是会不经意的或者经常性

的触碰的到手腕上的血压测量设备，这种触碰常常会影响手腕血压测量设备的测试准确

性，也可以造成手腕血压测量设备的位置移动，或者给血压设备额外的压力等等，从而影响

手术过程血压测量的准确性。这种不准确性的数据会给手术医生带来诸多压力，另外，不利

于手术的开展，最终导致患者额外的损失，延误病情或者引起紧急病情的误判。

[0004] 现有传统的装置不能很好的解决该问题，这就有必要提供一种可以很好稳定手腕

血压测量设备的稳压装置，特别是在手术过程中，防止外界因素对腕式血压设备的干扰，从

而提供准确的实时血压数据。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手腕连续血压测量器的稳压保护装置，其特

征在于，该装置包括：用于支撑患者身体的面板本体，该本体具有两端，以及与该面板本体

一端连接的弯曲的曲面体，所述的弯曲的曲面朝着所述的面板本体的另一端的方向弯曲延

伸。

[0006] 优选的，在所述的弯曲曲面体于面板本体连接处的内表面上，还设置用来支撑腕

式连续血压监测设备的弹性材料。

[0007] 优选的，在所述的弯曲面板延伸段具有与面板本体基本垂直的、用于接触患者大

腿外侧的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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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优选的，在所述的挡板面积大弯曲面板的延伸端厚度的面积。

[0009] 优选的，所述的挡板的形状为长方形或者椭圆形。

[0010] 优选的，面板本体的材料为硬质塑料材料。

[0011] 优选的，所述的面板本体，弯曲面板和挡板为一体塑料注塑成型。

[0012] 该装置包括具有两端的面板本体以及与面板本体一端连为一体的弯曲的曲面体，

其中，本体由两个连续凹陷的区域组成，所述的弯曲的曲面体的弯曲方向朝着该面板本体

的另一端为弯曲。

[0013] 在使用的时候，患者一般躺在手术台上，让面板本体位于台上，让患者的身体自然

压在上面，一般是让患者的两只大腿的位置放置在两个凹陷的区域上，依靠患者自重的体

重压在面板主体上，因为弯曲的曲面体一般是围绕着大腿弯曲，从而在大腿的位置上有一

空隙，刚好可以让患者的手放置在里面。由于患者的手腕部上带有实时血压测试设备，该弯

曲的面板起到保护手腕的作用，同时避免医生在手术的时候触碰或者压到患者的手腕部

分，从而避免外界对血压测试设备的影响。

[0014] 在一些优选的方式中，弯曲的曲面体所形成的弯曲形状与连续测量手腕血压的设

备形状相似或者稍微大于连续测量手腕血压的设备。优选的，在弯曲的曲面体的一端还连

接有与面板主体垂直的面板，该面板与患者的大腿接触，从而防治万一医生的身体压向弯

曲面板的时候，由于面板发生形变，从而弯曲面板的一端向大腿移动而损伤患者的大腿。这

是应为弯曲面板一般为塑料、不锈钢薄片形成，当这些薄片形成的弯曲的曲面体的时候，薄

片的一端的厚度只有1-10毫米，薄片的一端的面积很小，会形成尖锐的面，当医生的身体压

向弯曲面板的时候，由于面板发生形变，从而弯曲面板的一端向大腿移动而损伤患者的大

腿。该垂直面板的面积为8-50平方厘米，这样让垂直面板接触大腿而不会损伤大腿。面积可

以为8,10,12,14,15或者18,20,22,30,50,100平方厘米；垂直面板的形状为长方形、圆形、

椭圆形、正方形都可以。该垂直面板的面积大于弯曲面板的厚度所形成的面积。

[0015] 在一些优选的方式中，在弯曲面板的内侧还包括柔性的，具有弹性的材料包裹，这

样当手腕放置在这些柔性、弹性的材料上的时候，腕式血压计压在这些柔性材料上，当患者

有轻微的移动的时候，起到减震的作用，从而让血压设备更减少了外部的干扰，从而获得更

为准确的监测数据。这些柔性的、具有弹性的材料可以为海绵、泡沫、纤维、棉花等材料。硬

质面板和柔性覆盖层采用镶嵌和/或粘贴的方式连接。这是因为，腕式血压计依靠马达和传

感器来感应血压，当手有稍微的位置移动或者抖动，就会造成血压的数值的显著变化，这样

变化虽然不是生理指标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会给出一些错误的信息，从而影响判断。

[0016] 在一些优选的方式中，构成面板本体为柔软的塑料材料，构成曲面体的材料为两

种不同的材料构成，与面板本体连接，并用于支撑腕式血压测量设备的材料为刚性的材料，

例如硬质的塑料材料构成，在刚性的材料上设置弹性柔性材料，用于支撑患者的腕部。硬质

面板和柔性覆盖层采用镶嵌和/或粘贴的方式连接。

[0017] 在一些优选的方式中，面板本体以及与面板本体一端连为一体的弯曲的曲面体，

以及垂直面板为一体注塑成型。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第1实施例提供的稳压装置的外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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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图1所示的第一实施例提供的稳压装置的切面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第2实施例提供的稳压装置的断面图。

[0021] 图4是本实用新型第3实施例提供的稳压装置的断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图1至图4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说明。

[0023] 第１实施例

[0024] 如图1至图2所示，本第一实施例的稳压装置硬质底板构成的面板本体10、曲面体

20，该面板本体的长度与一般成人的身体宽度相当，宽度为20-40厘米，长度为手术台使用

的床等宽，一般为50-80厘米，用于放置在手术床上。曲面体具有弯曲的曲面，弯曲的方向朝

向面板本体的另一端，面板本体的一端与曲面体连接，形成长Ｌ型的装置。

[0025] 在使用的时候，患者一般躺在手术台上，让面板本体位于台上，让患者的身体自然

压在上面，一般是让患者的两只大腿的位置放置在面板本体，依靠患者自重的体重压在面

板主体上，因为弯曲的曲面体一般是围绕着大腿弯曲，从而在大腿的位置上有一空隙，例如

在弯曲曲面体与面板本体连接处，刚好可以让患者的手腕放置在连接处，这样曲面体起到

保护手腕的作用，这样的保护一是让佩戴在手腕的血压测量装置免于外界的干扰。这是因

为，患者的手腕部上带有实时血压测试设备，该弯曲的面板起到保护手腕的作用，同时避免

医生在手术的时候触碰或者压到患者的手腕部分，从而避免外界对血压测试设备的影响。

因为医生在动手术的时候，总是弯腰进行的，身体自然或者不自然的碰到患者的手腕，从而

给予手腕一定的压力，或者触碰到手腕上的腕式血压监测设备，从而影响血压的正常测定。

特别的，对于一些重症患者进行急诊手术的时候，血压的监测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生理指标，

这有时候关乎到医生对患者病情的判断，在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如果医生或者护士或者患

者本身的物理位移，这些外界因素造成患者手腕的抖动（例如医生在用力的时候，让手术床

发生抖动），这种抖动会严重干扰腕式血压的血压的监测，因为腕式血压依靠马达压紧桡动

脉，依靠传感器来感应压力的变化，一旦手腕发生抖动，可能造成传感器与手腕之间的位置

变化，从而导致血压的数值的波动，有时候是巨大的波动，甚至没有血压数值或者血压数值

突然下降，虽然这种下降或者波动不是患者生理原因，而是外界物理原因的干扰。但是在手

术的时候，医护人员时时刻刻关注患者的这些生理参数，给予不同手术方案的参考和指导

手术方案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血压的稳定是极为重要的。

[0026] 为了更好的稳定血压，减少外界对患者的干扰，避免血压计的位置发生偏移，曲面

包括第一曲面11和第二曲面12。这两个曲面的曲面半径是不同的，第一曲面的曲面半径小

于第二曲面的半径，让手腕上的腕式血压监测设备位于第一曲面的范围之内，由于第二曲

面也弯曲，这样设计，当医生对患者手术的时候，可能身体会依靠到稳压装置的第二曲面

上，由于曲面与曲面之间具有弹性，而且第一曲面与第一曲面具有不同的曲面半径，第二曲

面可能由于压力发生形变，但是这种形变不会影响第一曲面的形变，第一曲面不发生形变

就不会对设置在该曲面的腕式血压监测设备造成干扰，从而保证了血压监测数值的稳定，

至少保证血压监测的数值与患者生理状况吻合，减少外界的干扰。特别的，第一曲面11的曲

面半径为70，第二曲面的曲面半径为80。

[0027] 第２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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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与第１实施例子不同的是，用于支撑患者身体的大腿为两个凹陷的面构成，两个凹

陷的面与患者的大腿相当，这样，患者躺在手术台上，具有更好的舒适性。另外，弯曲面的一

端连接有与面板本体大体垂直的挡板30，该挡板用于接触大腿的外侧。这样，当医生弯曲身

体给患者手术的时候，常常要给弯曲面一个压力，例如图３箭头所示，该压力传给曲面，这个

时候，由于曲面受到向内的压力，由于曲面的材料的性质，自然会向大腿外侧移动，在没有

挡板30的情况下，弯曲面的一端就会接触患者的大腿的外侧（图3），由于全曲面为厚度为2-

3毫米的薄板，锋利的全曲面会刺痛大腿，给患者带来不安全因素。当采用挡板的时候，虽然

弯曲面受到外力，侧四挡板靠近并接触大腿外侧，由于大的表面积，从而减轻疼痛，避免外

力的损伤。

[0029] 第3实施例

[0030] 如图4所示，与实施例子2不同的是，该稳压保护装置的面板主体10为柔软的塑料

材料，构成曲面体的材料为两种不同的材料构成，其中，与面板本体连接，并用于支撑腕式

血压测量设备的部分21的材料为刚性的材料，例如硬质的塑料材料构成，在刚性的材料上

设置弹性或者柔性材料形成的护垫60，用于支撑患者的腕部上的腕式血压测量设备50，这

样不仅可以解决医生外力作用弯曲面容易折断，另外，由于在全曲面板内设置护垫60，减轻

腕式血压测量设备的震动，起到抗震的作用，从而提高更准确的测量数据。

[0031] 第4实施例子

[0032] 根据实施例子1-3制作稳压保护装置，并在临床手术环境下使用，以不使用任何稳

压保护装置为对照，与正常的真实血压测试的数据进行比较，经过50多次手术环境的使用

和评价，每次连续测试血压的时间为2个小时，每次平行获取80个血压数据进行比较，以上

各个处理都是采用腕式连续监测血压设备进行评估的（TL-300）。结果如下表1

[0033] 表1：获得如下的数据：

[0034]

项目 实施例子1 实施例子2 实施例子3 对照

与真实测量数据的CV值 2.32% 1.62% 1.02% 18.21%

与真实测量数据的CV值 2.01% 1.40% 1.24% 17.89%

[0035] 从以上临床数据来看，当没有任何保护装置的时候，测定的血压数据与正常的真

实血压测试的数据的CV值具有18.21%的偏差和波动，说明在手术环境下测定的血压并不是

稳定，这就是说明外界对于腕式连续监测血压设备具有位置移动的干扰造成血压与真实的

显著差异波动。当采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装置的时候，CV值只有1.2%-2.3%的水平，相比对

照急剧的下降，更接近真实的水平，这样测定的数据更准确，利于医生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手

术进展情况，选择合适的手术方案更为有利。

[0036]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上述实 

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依然可 以对本

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未脱离本实用新型精神和范  围的任

何修改或者等同替换，其均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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