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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儿科的抽血辅

助椅，包括座椅本体，座椅本体两端设置有腿部

限位机构，所述腿部限位机构包括固定板、放置

板、凹槽、转杆、旋钮、连接块、螺杆、转盘、活动块

和分隔板，所述座椅本体两端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有固定板，所述固定板顶端活动连接有放置板，

所述放置板底端对应固定板顶部位置处开设有

凹槽，本实用新型结构科学合理，使用安全方便，

设置有腿部限位机构，通过滑块带着转块沿着滑

槽移动，再转动定位销，使定位销对滑块进行固

定，另外再通过转块的配合，带着转动板、横板和

限位板转动，增加了装置的适应性，对不同身高

儿童的腿部进行限位，避免儿童在抽血时挣扎，

保证了抽血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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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儿科的抽血辅助椅，包括座椅本体(1)，其特征在于：座椅本体(1)两端设置

有腿部限位机构(2)，所述腿部限位机构(2)包括固定板(201)、放置板(202)、凹槽(203)、转

杆(204)、旋钮(205)、连接块(206)、螺杆(207)、转盘(208)、活动块(209)和分隔板(210)；

所述座椅本体(1)两端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固定板(201)，所述固定板(201)顶端活动

连接有放置板(202)，所述放置板(202)底端对应固定板(201)顶部位置处开设有凹槽

(203)，所述固定板(201)一端对应凹槽(203)内部位置处通过螺纹连接有转杆(204)，所述

转杆(204)一端贯穿放置板(202)一端，且转杆(204)一端熔铸有旋钮(205)，所述放置板

(202)底端通过螺栓对称固定连接有连接块(206)，两个所述连接块(206)之间转动连接有

螺杆(207)，所述螺杆(207)一端熔铸有转盘(208)，所述螺杆(207)外侧对应放置板(202)底

部位置处通过螺纹连接有活动块(209)，所述活动块(209)底端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分隔板

(210)；

所述座椅本体(1)两端顶部位置处设置有头部稳定机构(3)，所述头部稳定机构(3)包

括滑槽(301)、滑块(302)、转块(303)、转动板(304)、转筒(305)、伸缩杆(306)、横板(307)、

限位板(308)和定位销(309)；

所述座椅本体(1)两端对应固定板(201)顶端开设有滑槽(301)，所述滑槽(301)内部滑

动连接有滑块(302)，所述滑块(302)一端转动连接有转块(303)，所述转块(303)外侧熔铸

有转动板(304)，所述转动板(304)一端转动连接有转筒(305)，所述转筒(305)一端通过螺

纹连接有伸缩杆(306)，所述伸缩杆(306)另一固定连接有横板(307)，两个所述横板(307)

之间均熔铸有限位板(308)，所述滑块(302)两端对应转块(303)一侧位置处通过螺纹连接

有定位销(30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儿科的抽血辅助椅，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置板(202)

顶端转动连接有挡板，所述旋钮(205)和转盘(208)外侧均开设有防滑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儿科的抽血辅助椅，其特征在于：所述转筒(305)外

侧均匀开设有防滑纹，所述限位板(308)外侧设置有海绵垫。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儿科的抽血辅助椅，其特征在于：所述座椅本体(1)

两端对应滑槽(301)一侧位置处开设有定位孔，所述定位销(309)贯穿滑块(302)与定位孔

通过螺纹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儿科的抽血辅助椅，其特征在于：所述座椅本体(1)

两端底部位置活动连接有支架(4)，所述座椅本体(1)两端对应支架(4)底部位置处通过螺

栓固定连接有凸块(5)，所述凸块(5)的顶端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电动伸缩杆(6)，所述电动

伸缩杆(6)顶端与支架(4)顶端固定连接，所述凸块(5)底端对应电动伸缩杆(6)两侧位置处

活动连接有固定杆(7)。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用于儿科的抽血辅助椅，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杆(7)的

顶端贯穿凸块(5)的顶端与支架(4)的顶端固定连接，所述电动伸缩杆(6)通过内部电源进

行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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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儿科的抽血辅助椅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抽血辅助椅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用于儿科的抽血辅助椅。

背景技术

[0002] 儿科是全面研究小儿时期身心发育、保健以及疾病防治的综合医学科学，凡涉及

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健康与卫生问题都属于儿科范围，其医治的对象处于生长发育期，儿

科学的任务是不断探索儿科医学理论，在实践的基础降低发病率、死亡率，增强儿童和青少

年体质，提高儿童青少年保健和疾病防治水平；

[0003] 但是目前医院在对儿童进行抽血时，不能完全束缚儿童的挣扎，使儿童乱动乱晃，

受到意外的伤害，不利于抽血工作的开展，所以我们对这些情况，为避免上述技术问题，确

有必要提供一种用于儿科的抽血辅助椅以克服现有技术中的所述缺陷。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用于儿科的抽血辅助椅，可以有效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

的对儿童进行抽血时，不能完全束缚儿童的挣扎，使儿童乱动乱晃，受到意外的伤害，不利

于抽血工作的开展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用于儿科的抽血辅助椅，包

括座椅本体，座椅本体两端设置有腿部限位机构，所述腿部限位机构包括固定板、放置板、

凹槽、转杆、旋钮、连接块、螺杆、转盘、活动块和分隔板；

[0006] 所述座椅本体两端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固定板，所述固定板顶端活动连接有放置

板，所述放置板底端对应固定板顶部位置处开设有凹槽，所述固定板一端对应凹槽内部位

置处通过螺纹连接有转杆，所述转杆一端贯穿放置板一端，且转杆一端熔铸有旋钮，所述放

置板底端通过螺栓对称固定连接有连接块，两个所述连接块之间转动连接有螺杆，所述螺

杆一端熔铸有转盘，所述螺杆外侧对应放置板底部位置处通过螺纹连接有活动块，所述活

动块底端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分隔板；

[0007] 所述座椅本体两端顶部位置处设置有头部稳定机构，所述头部稳定机构包括滑

槽、滑块、转块、转动板、转筒、伸缩杆、横板、限位板和定位销；

[0008] 所述座椅本体两端对应固定板顶端开设有滑槽，所述滑槽内部滑动连接有滑块，

所述滑块一端转动连接有转块，所述转块外侧熔铸有转动板，所述转动板一端转动连接有

转筒，所述转筒一端通过螺纹连接有伸缩杆，所述伸缩杆另一固定连接有横板，两个所述横

板之间均熔铸有限位板，所述滑块两端对应转块一侧位置处通过螺纹连接有定位销。

[0009] 优选的，所述放置板顶端转动连接有挡板，所述旋钮和转盘外侧均开设有防滑纹。

[0010] 优选的，所述转筒外侧均匀开设有防滑纹，所述限位板外侧设置有海绵垫。

[0011] 优选的，所述座椅本体两端对应滑槽一侧位置处开设有定位孔，所述定位销贯穿

滑块与定位孔通过螺纹连接。

[0012] 优选的，所述座椅本体两端底部位置活动连接有支架，所述做座椅本体两端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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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底部位置处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凸块，所述凸块的顶端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电动伸缩

杆，所述电动伸缩杆顶端与支架顶端固定连接，所述凸块底端对应电动伸缩杆两侧位置处

活动连接有固定杆。

[0013] 优选的，所述固定杆的顶端贯穿凸块的顶端与支架的顶端固定连接，所述电动伸

缩杆通过内部电源进行供电。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结构科学合理，使用安全方

便：

[0015] 1、设置有腿部限位机构，通过滑块带着转块沿着滑槽移动，再转动定位销，使定位

销对滑块进行固定，另外再通过转块的配合，带着转动板、横板和限位板转动，增加了装置

的适应性，对不同身高儿童的腿部进行限位，避免儿童在抽血时挣扎，保证了抽血的展开，

减少儿童的晃动，避免儿童受伤。

[0016] 2、设置有头部稳定机构，通过转动旋钮，使旋钮带着转杆旋转，从而推动放置板移

动，方便根据儿童的手臂长度，调整了放置板的位置，便于对儿童的手臂进行支撑，另外通

过转动转盘，使转盘带着螺杆旋转，推动活动块和分隔板移动，方便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进

行固定，保证儿童端坐的稳定性，并提高了装置的适应性，此外通过挡板阻挡儿童的视线，

避免儿童看的针管产生害怕心理，防止儿童挣扎激烈。

[0017] 3、设置有支架、凸块、电动伸缩杆和固定杆，通过电动伸缩杆推动支架，使支架沿

着座椅本体两端滑动，调整了座椅本体的高度，从而方便护士对儿童进行抽血，提高了装置

便捷性，另外在支架升降的过程中，通过固定杆进一步对支架进行固定，保证了支架的稳定

性，防止座椅本体出现倾倒。

附图说明

[0018]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实用

新型的实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19] 在附图中：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实用新型腿部限位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实用新型头部稳定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标号：1、座椅本体；

[0024] 2、腿部限位机构；201、固定板；202、放置板；203、凹槽；204、转杆；205、旋钮；206、

连接块；207、螺杆；208、转盘；209、活动块；210、分隔板；

[0025] 3、头部稳定机构；301、滑槽；302、滑块；303、转块；304、转动板；305、转筒；306、伸

缩杆；307、横板；308、限位板；309、定位销；

[0026] 4、支架；5、凸块；6、电动伸缩杆；7、固定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优

选实施例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8] 实施例：如图1‑3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用于儿科的抽血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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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包括座椅本体1，座椅本体1两端设置有腿部限位机构2，腿部限位机构2包括固定板201、

放置板202、凹槽203、转杆204、旋钮205、连接块206、螺杆207、转盘208、活动块209和分隔板

210；

[0029] 座椅本体1两端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固定板201，固定板201顶端活动连接有放置

板202，放置板202底端对应固定板201顶部位置处开设有凹槽203，固定板201一端对应凹槽

203内部位置处通过螺纹连接有转杆204，转杆204一端贯穿放置板202一端，且转杆204一端

熔铸有旋钮205，放置板202底端通过螺栓对称固定连接有连接块206，两个连接块206之间

转动连接有螺杆207，螺杆207一端熔铸有转盘208，为了阻挡儿童的视线，放置板202顶端转

动连接有挡板，旋钮205和转盘208外侧均开设有防滑纹，螺杆207外侧对应放置板202底部

位置处通过螺纹连接有活动块209，活动块209底端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分隔板210；

[0030] 座椅本体1两端顶部位置处设置有头部稳定机构3，头部稳定机构3包括滑槽301、

滑块302、转块303、转动板304、转筒305、伸缩杆306、横板307、限位板308和定位销309；

[0031] 座椅本体1两端对应固定板201顶端开设有滑槽301，滑槽301内部滑动连接有滑块

302，滑块302一端转动连接有转块303，转块303外侧熔铸有转动板304，转动板304一端转动

连接有转筒305，转筒305一端通过螺纹连接有伸缩杆306，伸缩杆306另一固定连接有横板

307，两个横板307之间均熔铸有限位板308，为了方便调整限位板308的位置，转筒305外侧

均匀开设有防滑纹，限位板308外侧设置有海绵垫，滑块302两端对应转块303一侧位置处通

过螺纹连接有定位销309，为了对滑块302进行固定，座椅本体1两端对应滑槽301一侧位置

处开设有定位孔，定位销309贯穿滑块302与定位孔通过螺纹连接；

[0032] 座椅本体1两端底部位置活动连接有支架4，做座椅本体1两端对应支架4底部位置

处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凸块5，凸块5的顶端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电动伸缩杆6，电动伸缩杆

6顶端与支架4顶端固定连接，凸块5底端对应电动伸缩杆6两侧位置处活动连接有固定杆7，

为了方便调整座椅本体1的高度，固定杆7的顶端贯穿凸块5的顶端与支架4的顶端固定连

接，电动伸缩杆6通过内部电源进行供电。

[0033]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流程：在使用一种用于儿科的抽血辅助椅的过程

中，首先，将儿童放入座椅本体1内部后，然后根据儿童头部的高度，滑动滑块302，使滑块

302带着转块303沿着滑槽301移动，再转动定位销309，使定位销309对滑块302进行固定，另

外再通过转块303的配合，带着转动板304、横板307和限位板308转动，增加了装置的适应

性，对不同身高儿童的腿部进行限位，避免儿童在抽血时挣扎，保证抽血时的稳定性，避免

儿童受伤；

[0034] 接着，通过转动旋钮205，使旋钮205带着转杆204旋转，从而推动放置板202移动，

方便根据儿童的手臂长度，调整了放置板202的位置，便于对儿童的手臂进行支撑，另外通

过转动转盘208，使转盘208带着螺杆207旋转，推动活动块209和分隔板210移动，方便对不

同年龄段的儿童进行固定，保证儿童端坐的稳定性，并提高了装置的适应性，此外通过挡板

阻挡儿童的视线，避免儿童看的针管产生害怕心理，防止儿童挣扎激烈；

[0035] 最后，通过电动伸缩杆6推动支架4，使支架4沿着座椅本体1两端滑动，调整了座椅

本体1的高度，从而方便护士对儿童进行抽血，提高了装置便捷性，另外在支架4升降的过程

中，通过固定杆7进一步对支架4进行固定，保证了支架4的稳定性，防止座椅本体1出现倾

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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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实

用新型，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

说，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

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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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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