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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脚后跟压力性损伤预防装置

(57)摘要

一种脚后跟压力性损伤预防装置，涉及医疗

器械技术领域，其包括脚踝固定装置、脚掌固定

装置和足后跟包裹装置，脚踝固定装置和脚掌固

定装置通过一弧形的连接面板连接在一起，且脚

踝固定装置和脚掌固定装置上设置有连接杆，足

后跟包裹装置通过扣环与连接杆连接，使得设置

与足后跟包裹装置上的橡胶囊能够将足跟部包

裹起来，橡胶囊内装有加热液，可以起到热敷的

作用，同时橡胶囊具有一定的缓冲功能，将压力

通过脚踝固定装置分散到小腿上，可以避免足部

直接受压，不管是预防还是针对I期和II期的压

力性损伤都具有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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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脚后跟压力性损伤预防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脚踝固定装置(101)、脚掌固定

装置(102)和足后跟包裹装置；

所述脚踝固定装置(101)和所述脚掌固定装置(102)均包括C型卡圈状的弹性片(103)，

所述弹性片(103)的外表面设置有将其包裹的弹性棉层，所述弹性棉层外还设置有网眼布，

所述弹性片(103)的两端均固定设置有一连接杆(104)，所述连接杆(104)背对所述弹性片

(103)的一端固定设置有圆饼状的卡盘，对应的所述弹性棉层和所述网眼布上均设置有使

所述卡盘通过的通孔，所述脚踝固定装置(101)和所述脚掌固定装置(102)通过一弧形的连

接面板(105)连接在一起；

所述足后跟包裹装置包括可将足后跟包裹的足跟罩(106)，所述足跟罩(106)朝向足跟

的内侧设置有橡胶囊(107)，所述橡胶囊(107)内部具有一腔室，所述腔室中储装有加热液，

且所述腔室中还设置有加热板(108)，所述足跟罩(106)的外壁上凹设有与所述加热板

(108)电性连接的导电插孔，通过所述导电插孔与一电源适配器插接能够为所述加热板

(108)供电，所述足跟罩(106)朝向脚踝和脚掌的两端均设置有可伸缩调节的褶皱部(109)，

所述褶皱部(109)的两侧分别设置有与所述弹性片(103)两端的连接杆(104)配合卡接的扣

环；

所述扣环包括销轴(110)、通过所述销轴(110)相铰接的左弧形刀(111)和右弧形刀

(112)，以及套接于所述销轴(110)上且分别与所述左弧形刀(111)和所述右弧形刀(112)连

接的扭簧(113)，所述左弧形刀(111)和所述右弧形刀(112)上均凹设有开口相对的圆弧部

(114)，所述左弧形刀(111)和所述右弧形刀(112)远离所述销轴(110)的一端均有倾斜部

(115)以构成一入口，使得所述连接杆(104)能从所述入口推入到所述圆弧部(114)中，并在

所述扭簧(113)的弹力作用下，所述左弧形刀(111)和所述右弧形刀(112)能够咬合在一起，

以将所述连接杆(104)锁定于两所述圆弧部(114)之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脚后跟压力性损伤预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扣环设置于

所述褶皱部(109)朝向足部的内侧，所述扭簧(113)与所述销轴(110)固定连接，所扭簧

(113)的两个端部分别与所述左弧形刀(111)和所述右弧形刀(112)连接，且所述扣环的入

口方向朝向所述足跟罩(106)。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脚后跟压力性损伤预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电插孔与

所述加热板(108)之间还连接有一装设于所述腔室内的温控开关(116)，所述温控开关

(116)固定设置于所述橡胶囊(107)的内壁上，其输入端与所述导电插孔连接，输出端与所

述加热板(108)连接。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脚后跟压力性损伤预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足跟罩

(106)的外壁上凹设有插孔槽(117)，所述插孔槽(117)中设置有若干插接杆，所述导电插孔

均位于所述插孔槽(117)中，且通过所述插接杆分别与所述温控开关(116)连接。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脚后跟压力性损伤预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足跟罩

(106)的外壁上还装设有指示灯(118)，所述指示灯(118)的输入端与所述温控开关(116)的

输出端连接。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脚后跟压力性损伤预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面板

(105)包括弧状的泡沫板，且所述泡沫板上设有若干通气孔，所述泡沫板的外表面也设置有

所述网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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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脚后跟压力性损伤预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橡胶囊

(107)朝向足部的表面设置有泡沫敷料层(119)，所述泡沫敷料层(119)与所述橡胶囊(107)

的表面粘连。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脚后跟压力性损伤预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脚掌固定装

置(102)背向所述连接面板(105)的一端上设置有能够与脚拇趾缝配合的人字带(120)。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脚后跟压力性损伤预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板

(108)与所述橡胶囊(107)的内壁固定连接。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脚后跟压力性损伤预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液为

过饱和醋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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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脚后跟压力性损伤预防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脚后跟压力性损伤预防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压力性损伤，其是发生在皮肤或者皮下软组织的局限性损伤，通常发生在骨隆突

处或者皮肤与医疗设备接触处，表现为表皮完整但内部局部组织受损或者是开放性溃疡，

并伴有疼痛。目前关于压力性损伤的预防在国内各大医院已经备受重视，但足跟部压力性

损伤的预防并没有得到特别关注，足跟部特殊的解剖结构与生理特点使其成为压力性损伤

的高发部位之一，调查显示足跟部压力性损伤占所有压力性损伤病例的1/5至1/4，且足跟

部是发生深部组织损伤(DTI)的最常见部位，占到所有DTI病例的4成以上。足跟部压力性损

伤通常很难愈合，病程较长，会极大增加患者的死亡率和截肢率。由于足跟部向后突出，卧

床时受力较大，床垫不合适时受力更大，跟骨表面的软组织较少，缺少缓冲，极易发生溃疡

和疼痛。患者在床上移动时会因为剪切力和摩擦力增加压力性损伤发生的风险。老年患者

跟部毛细血管和软组织减少，血流供应变差，均增加了压力性损伤发生的风险。总之，由于

足跟部独特的解剖结构，又位于身体远端，当患者有心血管和周围血管疾病时，常常易发生

压力性损伤。

[0003] 在临床医学上，压力性损伤主要分为4期。

[0004] 其中，I期压力性损伤表现为：指压时红斑不会消失，局部组织表皮完整，出现非苍

白发红，深肤色人群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表现。局部呈现出的红斑、感觉、温度和硬度变化可

能会先于视觉的变化。颜色变化不包括紫色或者褐红色变色，若出现这些颜色变化则表明

可能存在深部组织损伤。

[0005] II期压力性损伤表现为：伤口床有活力，基底面呈粉红色或者红色，潮湿，可能呈

现完整或者破裂的血清性水疱，但不暴露脂肪和更深的组织，不存在肉芽组织、腐肉和焦

痂。

[0006] 目前对于长期卧床的病人预防压力性损伤常常使用泡沫敷料，但由于泡沫敷料为

正方形平面的敷料，只适用于屁股处等大面积皮肤，可全部贴合皮肤，防治压力性损伤，但

不适用于足跟部的独特解剖结构。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鉴于上述内容，有必要提供一种脚后跟压力性损伤预防装置，能够通过促进足跟

部血液循环和减缓受压的方式来预防压力性损伤的发生，同时还具备I期和II期压力性损

伤的效果。

[0008]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9] 一种脚后跟压力性损伤预防装置，其包括脚踝固定装置、脚掌固定装置和足后跟

包裹装置；

[0010] 所述脚踝固定装置和所述脚掌固定装置均包括C型卡圈状的弹性片，所述弹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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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表面设置有将其包裹的弹性棉层，所述弹性棉层外还设置有网眼布，所述弹性片的两

端均固定设置有一连接杆，所述连接杆背对所述弹性片的一端固定设置有圆饼状的卡盘，

对应的所述弹性棉层和所述网眼布上均设置有使所述卡盘穿过的通孔，所述脚踝固定装置

和所述脚掌固定装置通过一弧形弯折的连接面板连接在一起；

[0011] 所述足后跟包裹装置包括可将足后跟包裹的足跟罩，所述足跟罩朝向足跟的内侧

设置有橡胶囊，所述橡胶囊内部具有一腔室，所述腔室中储装有加热液，且所述腔室中还设

置有加热板，所述足跟罩的外壁上凹设有与所述加热板电性连接的导电插孔，通过所述导

电插孔与一电源适配器插接能够为所述加热板供电，所述足跟罩朝向脚踝和脚掌的两端设

置有可伸缩调节的褶皱部，所述褶皱部的两侧分别设置有与所述弹性片两端的连接杆配合

卡接的扣环；

[0012] 所述扣环包括销轴、通过所述销轴相铰接的左弧形刀和右弧形刀，以及套接于所

述销轴上且分别与所述左弧形刀和所述右弧形刀连接的扭簧，所述左弧形刀和所述右弧形

刀上均凹设有开口相对的圆弧部，所述左弧形刀和所述右弧形刀远离所述销轴的一端均有

倾斜部以构成一入口，使得所述连接杆能从所述入口推入到所述圆弧部中，并在所述扭簧

的弹力作用下，所述左弧形刀和所述右弧形刀能够咬合在一起，以将所述连接杆锁定于两

所述圆弧部之间。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扣环设置于所述褶皱部朝向足部的内侧，所述扭簧与所述销轴固

定连接，所扭簧的两个端部分别与所述左弧形刀和所述右弧形刀连接，且所述扣环的入口

方向朝向所述足跟罩。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导电插孔与所述加热板之间还连接有一装设于所述腔室内的温控

开关，所述温控开关固定设置于所述橡胶囊的内壁上，其输入端与所述导电插孔连接，输出

端与所述加热板连接。

[0015] 进一步地，所述足跟罩的外壁上凹设有插孔槽，所述插孔槽中设置有若干插接杆，

所述导电插孔均位于所述插孔槽中，且通过所述插接杆分别与所述温控开关连接。

[0016] 进一步地，所述足跟罩的外壁上还装设有指示灯，所述指示灯的输入端与所述温

控开关的输出端连接。

[0017] 进一步地，所述连接面板包括弧状的泡沫板，且所述泡沫板上设有若干通气孔，所

述泡沫板的外表面也设置有所述网眼布。

[0018] 进一步地，所述橡胶囊朝向足部的表面设置有泡沫敷料层，所述泡沫敷料层与所

述橡胶囊的表面粘连。

[0019] 进一步地，所述脚掌固定装置背向所述连接面板的一端设置有能够与脚拇趾缝配

合的人字带。

[0020] 进一步地，所述加热板与所述橡胶囊的内壁固定连接。

[0021] 进一步地，所述加热液为过饱和醋酸钠。

[0022] 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3] 1、通过电源适配器将加热液加热之后，通过脚掌固定装置和脚踝固定装置将足跟

包裹装置固定，使得足跟罩能够将足跟部包裹，从而使得橡胶囊与足跟部皮肤接触，可以起

到热敷的作用，促进足跟部的血液循环，帮助恢复血运，同时橡胶囊具有一定的缓冲功能，

将压力通过脚踝固定装置分散到小腿上，可以避免足部直接受压，不管是预防还是针对I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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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II期的压力性损伤都具有较好的效果。

[0024] 2、扣环的入口朝向足跟罩设置，通过褶皱部的收缩，使得所述足跟罩相对的两端

能够收紧，从而使得扣环打开时只能沿着从褶皱部收紧的反方向打开，从而达到避免因为

松动而导致足跟罩脱落的目的。

[0025] 3、当加热液的温度达到临界温度时，温控开关自动切断从导电插孔流向加热板的

电流，达到保护橡胶囊的目的。

[0026] 4、凹设的插孔槽使得整体结构紧凑且美观，与凸设的方式相比，还能起到保护插

接杆的作用。

[0027] 5、所述指示灯用于提示加热液的加热进度，在加热过程中，当加热液低于温控开

关的临界温度时，所述指示灯有电流通过处于点亮状态，当加热液高于温控开关的临界温

度时，所述温控开关自动切断电流，指示灯处于熄灭状态。

[0028] 6、泡沫板和网眼布均具有柔软和轻质的特点，能够增加穿戴时的舒适度，且通气

孔有利于脚部透气。

[0029] 7、所述泡沫敷料层能够增加足跟部与橡胶囊接触的的柔软度，同时还能吸收足跟

部产生的汗液。

[0030] 8、人字带能够使得脚掌固定装置更加稳固地套设脚掌上，避免其朝向足跟部滑

动。

[0031] 9、加热板固定设置于橡胶囊的内壁能够增加其稳定性，防止其在所述腔室内晃动

而造成脱导线松动。

[0032] 10、过饱和醋酸钠通电后，利用电离的原理产生化学反应，发生电离分解，能够迅

速地产生大量的热量。

【附图说明】

[0033]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脚后跟压力性损伤预防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2是图1中A处的放大示意图。

[0035] 图中标号为：101-脚踝固定装置，102-脚掌固定装置，103-弹性片，104-连接杆，

105-  连接面板，106-足跟罩，107-橡胶囊，108-加热板，109-褶皱部，110-销轴，111-左弧形

刀，  112-右弧形刀，113-扭簧，114-圆弧部，115-倾斜部，116-温控开关，117-插孔槽，118-

指示灯，119-泡沫敷料层，120-人字带。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

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

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37] 需要说明的是，当组件被称为“固定于”另一个组件，它可以直接在另一个组件上

或者也可以存在居中的组件。当一个组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组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

到另一个组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组件。当一个组件被认为是“设置于”另一个组件，它

可以是直接设置在另一个组件上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组件。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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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的”、“左”、“右”以及类似的表述只是为了说明的目的。

[0038]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实用新型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

了描述具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及/或”包括

一个或多个相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39] 请参见图1至图2，本实用新型一较佳实施方式提供一种脚后跟压力性损伤预防装

置，其包括脚踝固定装置101、脚掌固定装置102和足后跟包裹装置；

[0040] 所述脚踝固定装置101和所述脚掌固定装置102均包括C型卡圈状的弹性片103，所

述弹性片103的外表面设置有将其包裹的弹性棉层104，所述弹性棉层104外还设置有网眼

布，所述弹性片103的两端均固定设置有一连接杆104，所述连接杆104的一端与所述弹性片

103  连接，所述连接杆104背对所述弹性片103的另一端固定设置有圆饼状的卡盘，所述卡

盘的中心与所述连接杆104垂直固定连接，对应的所述弹性棉层104和所述网眼布上均设置

有一使所述卡盘穿过的通孔，所述卡盘穿过所述通孔凸伸出所述通孔外，所述脚踝固定装

置101  和所述脚掌固定装置102通过一弧形的连接面板105连接在一起。

[0041] 所述足后跟包裹装置包括可将足跟部包裹的足跟罩106，所述足跟罩106朝向足部

的内侧固定设置有一橡胶囊107，所述橡胶囊107内部具有一腔室，所述腔室中储装有加热

液，且所述腔室中还设置有加热板108，所述足跟罩106的外壁上凹设有与所述加热板108电

性连接的导电插孔，并能够通过所述导电插孔与一电源适配器插接，为所述加热板108供

电。所述足跟罩106朝向脚踝和脚掌的两端设置有可伸缩调节的褶皱部109，所述褶皱部109

的两侧分别设置有与所述弹性片103两端的连接杆104配合卡接的扣环。

[0042] 所述扣环包括销轴110、通过所述销轴110相铰接在一起的左弧形刀111和右弧形

刀112，以及套接于所述销轴110上且分别与所述左弧形刀111和所述右弧形刀112连接的扭

簧113，所述左弧形刀111和所述右弧形刀112上均凹设有开口相对的圆弧部114，所述左弧

形刀111  和所述右弧形刀112远离所述销轴110的一端均有倾斜部115以构成一入口，使得

所述连接杆104能从所述入口推入到所述圆弧部114中，并在所述扭簧113的弹力作用下，所

述左弧形刀111和所述右弧形刀112咬合在一起，以将所述连接杆104锁定于所述两所述圆

弧部114  之间。通过扭簧113的弹力作用使得左弧形刀111和右弧形刀112能够与连接杆104

咬合。

[0043] 优选地，所述扣环设置于所述褶皱部109朝向足部的内侧，所述扭簧113与所述连

接固定连接，所述扭簧113的两个端部分别与所述左弧形刀111和右弧形刀112连接，且所述

扣环的入口方向朝向所述足跟罩106，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扭簧113的结构和连接方式都属

于现有技术，为省略篇幅，在此不做详细介绍。扣环的入口朝向所述足跟罩106设置，通过褶

皱部109的收缩，使得所述足跟罩106相对的两端能够收紧，从而使得扣环打开时只能沿着

从褶皱部109收紧的反方向打开，从而达到避免因为松动而导致足跟罩106脱落的目的。

[0044] 优选地，所述导电插孔与所述加热板108之间还连接有一装设于所述腔室内的温

控开关  116，所述温控开关116的输入端与所述导电插孔连接，其输出端与所述加热板108

连接。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温控开关116为封装的热敏电阻，其具有体积小，构成简单的特

点，当所述加热液的温度达到临界温度时，热敏电阻的电阻增大，自动切断从所述导电插孔

流向加热板108的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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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优选地，所述足跟罩106的外壁上凹设有插孔槽117，所述插孔槽117中设置有若干

插接杆，所述导电插孔位于所述插孔槽117中，且通过所述插接杆分别与所述温控开关116

电性连接。凹设的插孔槽117使得整体结构紧凑且美观，与凸设的方式相比，还能起到保护

插接杆的作用。

[0046] 优选地，所述足跟罩106的外壁上还装设有指示灯118，所述指示灯118的输入端与

所述温控开关116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指示灯118用于提示加热液的加热进度，在加热过程

中，当加热液低于温控开关116的临界温度时，所述指示灯118有电流通过处于点亮状态，当

加热液高于温控开关116的临界温度时，所述温控开关116自动切断电流，指示灯118处于熄

灭状态。

[0047] 优选地，所述连接面板105包括弧形的泡沫板，且所述泡沫板上设有若干通气孔，

所述泡沫板的外表面也设置有所述网眼布。泡沫板和网眼布均具有柔软和轻质的特点，能

够增加穿戴时的舒适度，且通气孔有利于脚部透气。

[0048] 优选地，所述橡胶囊107朝向足部的表面设置有泡沫敷料层119，所述泡沫敷料层

119  与所述足跟罩106粘连。所述泡沫敷料为现有技术，其能够增加足跟部与橡胶囊107接

触的的柔软度，同时还能吸收足跟部产生的汗液。

[0049] 优选地，所述脚掌固定装置102背向所述连接面板105的一端上设置有能够与脚拇

趾缝配合的人字带120。人字带120能够使得脚掌固定装置102更加稳固地套设脚掌上，避免

其朝向足跟部滑动。

[0050] 优选地，所述加热板108与所述橡胶囊107的内壁固定连接。加热板108固定设置于

橡胶囊107的内壁能够增加其稳定性，防止其在所述腔室内晃动而造成脱导线松动。

[0051] 优选地，所述加热液为过饱和醋酸钠，其通电后，利用电离的原理产生化学反应，

发生电离分解，能够迅速地产生大量的热量。

[0052]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

[0053] 通过一电源适配器与所述导电插孔连接，将所述加热液加热之后，再通过所述扣

环将足跟罩106与连接杆104连接，使得所述足跟罩106能够包裹住足跟部，且所述橡胶囊

107与足跟部接触，起到热敷的作用，促进足跟部的血液循环，帮助恢复血运，不管是预防还

是针对I期和II期的压力性损伤都具有较好的效果。

[0054]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实用新型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

但并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

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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