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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消肿用手套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消肿用手套，涉及手

套技术领域，解决了现有手套外敷效果不理想的

问题，其技术方案要点是：其包括有手套本体，所

述手套本体上设有手套入口、拇指开口以及指端

开口，所述指端开口设于所述手套入口的对侧，

所述拇指开口设于所述指端开口的侧部，所述手

套本体设为双层结构，所述手套本体的背面和掌

面均设有多个横隔区域，所述横隔区域的双层结

构均用于放置芒硝，所述手套本体位于其指端开

口以及手套入口的内周侧均设有用于吸收水分

的吸液件。本实用新型能够提高治疗效果，利于

血运、感觉活动的观察，避免结晶水外渗，提高患

者的使用的舒适度，制作方式简单，利于临床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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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消肿用手套，其特征在于，包括有具有掌面和背面的手套本体，所述手套本体的

掌面和背面均设为双层结构，所述手套本体上设有手套入口、拇指开口以及指端开口，所述

指端开口设于所述手套入口的对侧，所述拇指开口设于所述指端开口的侧部，所述手套本

体的背面和掌面均设有多个横隔区域，所述横隔区域的双层结构均用于放置芒硝，所述手

套本体的掌面和背面位于其指端开口以及手套入口的两端均设有用于吸收水分的吸液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消肿用手套，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液件为海绵体，所述吸

液件缝制在所述手套本体的双层结构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消肿用手套，其特征在于，所述手套本体的双层结构分别

为疏水层和防水层，所述防水层为所述手套本体的最外层，所述疏水层为所述手套本体的

最内层。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消肿用手套，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水层采用柔软的防水

布，所述疏水层采用绸缎布。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消肿用手套，其特征在于，所述手套本体的手套入口的周

侧设有可调节松紧的拉伸式松紧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消肿用手套，其特征在于，所述手套本体的掌面和背面均

设有放置口，所述放置口上设有用于打开或者闭合所述双层结构的拉链件。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消肿用手套，其特征在于，所述手套本体包括有前套体和

后套体，所述前套体的一侧与所述后套体的一侧固定连接，所述前套体与所述后套体的另

一侧为开放式设置。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消肿用手套，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套体外侧面设有纽扣，

所述后套体上设有纽扣带，所述纽扣带的一端固定在所述后套体的开放式的侧部，其另一

端为自由端，所述纽扣带上设有多个与纽扣配合的连接孔。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消肿用手套，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置口分别设于所述前套

体和所述后套体的侧部，且所述放置口均设于所述前套体和所述后套体的同一侧。

10.根据权利要求1‑9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消肿用手套，其特征在于，所述手套还包括

有芒硝袋结构，所述芒硝袋结构包括袋体以及封闭在所述袋体内的芒硝，所述芒硝袋结构

可拆卸的设于所述手套本体的双层结构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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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消肿用手套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消肿手套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消肿用手套。

背景技术

[0002] 临床前臂骨折因骨骼、肌肉、血管损伤导致组织血供与静脉回流障碍，伤后子限制

性固定作用下，骨折肿胀在创伤后的24‑72h达到高峰”，科学有效的干预措施是降低伤肢肿

胀程度的保障，临床上通过药物和改良护理工具进行积极护理干预,能有效的减轻患者肢

体肿胀。

[0003] 一般采用芒硝外敷敝患肢能够有效消肿，减轻病人疼痛，缩短病人住院治疗时间。

芒硝外敷作为一种中医特色护理技术，操作简便、价格低廉、消肿效果好、无毒副作用，在临

床上使用逐年上升。芒硝外敷时必须与肿胀部位充分接触，临床上多使用芒硝外敷袋。

[0004] 为提高芒硝外敷疗效，方便操作，众多学者对芒硝袋进行改良与创新，专利号为

CN201420647297.6的专利公开了一种消肿用芒硝手套，该手套可以进行手背面和手掌面敷

用，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不能较好的观察患者肢端的治疗情况，且其手背面与手掌面均没有

分隔，使用过程中芒硝颗粒分布不均，外敷效果不理想，从而影响治疗效果。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现有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消肿用手套，以解决上述

问题，其能够提高治疗效果，利于血运、感觉活动的观察，避免结晶水外渗，提高患者的使用

的舒适度，制作方式简单，利于临床推广。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消肿用手套，包括有具有掌面和背面的手套本体，所述手套本体的掌面和背

面均设为双层结构，所述手套本体上设有手套入口、拇指开口以及指端开口，所述指端开口

设于所述手套入口的对侧，所述拇指开口设于所述指端开口的侧部，所述手套本体的背面

和掌面均设有多个横隔区域，所述横隔区域的双层结构均用于放置芒硝，所述手套本体的

掌面和背面位于其指端开口以及手套入口的内侧均设有用于吸收水分的吸液件。

[0008] 作为优选，所述吸液件为海绵体，所述吸液件缝制在所述手套本体的双层结构之

间。

[0009] 作为优选，所述手套本体的双层结构分别为疏水层和防水层，所述防水层为所述

手套本体的最外层，所述疏水层为所述手套本体的最内层。

[0010] 作为优选，所述防水层采用柔软的防水布，所述疏水层采用绸缎布。

[0011] 作为优选，所述手套本体的手套入口的周侧设有可调节松紧的抽拉式松紧带。

[0012] 作为优选，所述手套本体的掌面和背面均设有放置口，所述放置口上设有用于打

开或者闭合所述双层结构的拉链件。

[0013] 作为优选，所述手套本体包括有前套体和后套体，所述前套体的一侧与所述后套

体的一侧固定连接，所述前套体与所述后套体的另一侧为开放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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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作为优选，所述前套体外侧面设有纽扣，所述后套体上设有纽扣带，所述纽扣带的

一端固定在所述后套体的开放式的侧部，其另一端为自由端，所述纽扣带上设有多个与纽

扣配合的连接孔。

[0015] 作为优选，所述放置口分别设于所述前套体和所述后套体的开放式的一侧，且所

述放置口均设于所述前套体和所述后套体的同一侧。

[0016] 作为优选，所述手套还包括有芒硝袋结构，所述芒硝袋结构包括袋体以及封闭在

所述袋体内的芒硝，所述芒硝袋结构通过所述手套本体的放置口可拆卸的设于所述手套本

体内部。

[0017]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8] 1、通过手套本体上的横隔区域，可以较好的放置芒硝，利于芒硝的均匀分布，克服

芒硝向一处聚集现象，提高治疗效果；手套本体设有拇指开口和指端开口，使得病患的手指

伸出指端开口，利于血运、感觉活动的观察；在手套本体的手套入口端和指端开口端分别设

有吸液件，吸液件采用海绵体，具有较好的柔软性和吸水性，利于吸液件吸收治疗过程中产

生的结晶水，避免结晶水外渗，提高患者的使用的舒适度；且手套本体在使用后消毒清洗晾

干，可反复利用；整体上，与现有技术相比，本申请在前臂骨折手法复位术后肢端肿胀治疗

过程中能够明显降低肿胀值、疼痛值，减轻患者的疼痛，提高患肢消肿率及患者治疗依从

率，消肿效果优于传统芒硝布袋外敷法，且制作方式简单，利于临床推广。

[0019] 2、手套本体的双层结构采用柔软的防水布做外层，采用绸缎布做内层，能够避免

结晶水外渗污染床单被服，绸缎布做内层，透气性好，易于透药，光滑柔软，避免结晶水导致

内层变硬，增加患者的舒适度。

[0020] 3、手套本体的手套入口处设有可调节松紧的松紧带，松紧带较好的将手套固定在

患者的肢端，利于患者功能锻炼和下床行走，促进快速康复。

[0021] 4、手套本体由前套体和后套体组成，前套体和后套体的一侧为固定连接，另一侧

为开放式连接，能够便于患者穿戴，便于医护人员查看患者的治疗情况；配合前套体和后套

体上的扭扣以及纽扣带，纽扣与纽扣带配合将前套体和后套体闭合，根据患者手部大小选

择合适的位置将纽扣带与纽扣固定，使芒硝袋与患肢紧贴，保证疗效；在前套体和后套体的

一侧入口均设有放置口和拉链件，可以便于医护人员取出或者装入芒硝，同时能够避免芒

硝掉出来。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手套本体的正面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实用新型手套本体的背面示意图；

[0024] 图3为实施例二的手套本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实施例二的手套本体展开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26] 附图标记：1、手套本体；11、手套入口；12、拇指开口；13、指端开口；14、前套体；15、

后套体；2、横隔区域；3、吸液件；4、松紧带；5、拉链件；6、纽扣；7、纽扣带；71、连接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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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如图1和图2所示，本申请的一种典型的实施例一，提供了一种消肿用手套，包括有

手套本体1，手套本体1具有掌面和背面，使用时患者的手掌对应掌面，患者的手背对应背

面，手套本体1对应人手腕部设有手套入口11，患者通过手套入口11穿入手套本体1。手套本

体1位于手套入口11的对侧开设有一个拇指开口12以及一个指端开口13，拇指开口12设于

指端开口13的侧部，拇指开口12用于方便患者伸出拇指，指端开口13用于方便患者伸出除

拇指外的其他手指，便于医护人员观察患者的指端情况。

[0029] 手套本体1的掌面和背面均设为双层结构，手套本体1的双层结构分别为疏水层和

防水层，防水层为手套本体1的最外层，疏水层为手套本体1的最内层，防水层与疏水层之间

用于放置芒硝。防水层采用柔软的防水布，疏水层采用绸缎布，能够避免结晶水外渗污染床

单被服，绸缎布具有较好的透气性好，易于透药，光滑柔软，避免结晶水导致内层变硬，增加

患者的舒适度。

[0030] 手套本体1的背面和掌面均设有多个横隔区域2，具体而言，手套本体1的背面以及

掌面均间隔的设置若干道横向的缝制线，以形成多个横隔区域2，横隔区域2的双层结构内

均用于放置芒硝，在本实施例中优选为三个横隔区域2，采用横隔区域2的设置，可以较好的

放置芒硝，利于芒硝的均匀分布，克服芒硝向一处聚集现象，提高治疗效果。手套本体1的掌

面和背面在其远离拇指开口12的一侧均开设有放置芒硝的放置口，放置口均连通多个横隔

区域2，手套本体1的放置口上设有隐形式拉链，便于医护人员打开或者闭合手套本体1的双

层结构，便于放置芒硝或者取出芒硝。

[0031] 手套本体1的掌面和背面位于其指端开口13以及手套入口11处均设有用于吸收水

分的吸液件3，吸液件3为海绵体，海绵体剪裁为长度为15CM、宽度为1cm以及厚度为1cm的海

绵条，海绵条固定在手套本体1的双层结构之间，具体为海绵条缝制在手套本体1的双层结

构的内层上。

[0032] 为了保证较好人手掌与手套本体1的连接，手套本体1的手套入口11的周侧设有可

调节松紧的抽拉式的松紧带4，具体的，手套本体1的手套入口11处缝制有穿线通道，松紧带

4从穿线通道内穿过。

[0033] 如图3和图4所示，本申请提供了实施例二，其与实施例一的区别在于，手套本体1

包括有前套体14和后套体15，前套体14和后套体15分别对应手套本体1的掌面和背面，前套

体14和后套体15为对称设置，前套体14的一侧与后套体15的一侧固定连接，拇指开口12设

于前套体14与后套体15相接的一侧，前套体14与后套体15的另一侧为开放式设置，以使得

前套体14与后套体15从开放式的一侧打开，以利于医护人员查看患者的治疗情况。

[0034] 为了保证前套体14和后套体15的连接，前套体14外侧面的中心处设有纽扣6，后套

体15上设有纽扣带7，纽扣带7的一端固定在后套体15的开放式的侧部，其另一端为自由端，

纽扣带7上设有多个与纽扣6配合的连接孔71。使用时，根据患者的手部大小，使用纽扣带7

的连接孔71与纽扣连接，实现手套本体1与人手部较好的贴敷，利于治疗。

[0035] 前套体14和后套体15的双层结构均设有放置口，放置口分别设于前套体14和后套

体15的开放式的侧部，放置口均设于前套体14和后套体15的同一侧，放置口上设有用于打

开或者闭合双层结构的拉链件5，拉链件5采用隐形式拉链。

[0036]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例三中，手套还包括有芒硝袋结构，芒硝袋结构包括袋体以及

封闭在袋体内的芒硝，芒硝袋结构通过手套本体1的放置口可拆卸的设于手套本体1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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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整体上，本实用新型通过手套本体1上的横隔区域2，可以较好的放置芒硝，利于芒

硝的均匀分布，克服芒硝向一处聚集现象，提高治疗效果。手套本体1设有拇指开口12和指

端开口13，使得病患的手指伸出指端开口13，利于血运、感觉活动的观察。在手套本体1的手

套入口11端和指端开口13端分别设有海绵体，利于吸液件3吸收治疗过程中产生的结晶水，

避免结晶水外渗，提高患者的使用的舒适度。手套本体1采用防水布料以及绸缎布制成，手

套本体1在使用后消毒清洗晾干，可反复利用。

[003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在前臂骨折手法复位术后肢端肿胀治疗过程中能够

明显降低肿胀值、疼痛值，减轻患者的疼痛，提高患肢消肿率及患者治疗依从率，消肿效果

优于传统芒硝布袋外敷法，且制作方式简单，利于临床推广。

[0039]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

只要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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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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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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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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