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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外科护理支撑装置，包括

支撑板、驱动座、固定座和支撑盖，驱动座和固定

座设置在支撑板两端，支撑板上设有扶手，支撑

盖可拆卸地盖设在扶手上，驱动座上设有驱动装

置，能够驱动支撑板翻转，固定座用于撑起支撑

板的另一端不会坠落。驱动支撑板翻转180度，扶

手能防止病人坠床，使病人趴在支撑盖上，医护

人员可通过支撑板上的条形通孔，对病人背部进

行拍背。使用上述外科护理支撑装置，能够帮助

翻转病人，减少医护人员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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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外科护理支撑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板、支撑盖、固定座和驱动座，所述支

撑板水平设置，所述支撑板的一端设有转轴，所述支撑板通过转轴与固定座相连接，所述驱

动座上设有驱动装置，所述支撑板的另一端设有连轴，所述支撑板通过连轴与驱动装置相

连接；

所述支撑板上开设有通孔，所述通孔上设有可开闭的孔盖，所述支撑板的转轴和连轴

的两侧设有扶手，所述扶手远离的支撑板的一侧与支撑盖可拆卸地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科护理支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盖与扶手的连接位

置能够调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外科护理支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板上设有用于固定

病人的固定装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科护理支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盖靠近支撑板的一

侧铺设有软垫。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科护理支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盖上开设有圆形通

孔。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科护理支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座包括升降装置和

支撑座，所述支撑座设置在升降装置顶端；

所述支撑座上设有半球形凹槽，所述凹槽内设有转动球，所述转动球能够凹槽内转动，

所述转轴与转动球相连接，所述转轴能够伸缩；

所述支撑板包括两段，分别为上支撑板和下支撑板，所述上支撑板靠近转轴，所述下支

撑板靠近连轴，所述上支撑板和下支撑板铰接，所述扶手采用能够弯折的材料。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外科护理支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转轴包括套筒和插杆，

所述套筒内壁设有滑槽，所述插杆上设有与滑槽适配的滑块，所述插杆插装在套筒内，且与

套筒滑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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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护理支撑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辅助器械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外科护理支撑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外科手术简称手术，俗称开刀，凡指透过外科设备或外科仪器，经外科医师或其他

专业人员的操作下，进入人体或其他生物组织，以外力方式排除病变、改变构造或植入外来

物的处理过程。从手术完毕到病人基本上恢复健康的这一段时间，称为手术后期。手术后处

理的目的，是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减轻病人的痛苦，预防和及时处理术后并发症，使病人

顺利恢复健康。

[0003] 手术后期，最常见的反应有疼痛、发热、恶心、呕吐、呃逆等。在麻醉作用消失后，病

人会开始感觉切口疼痛，24小时内最剧烈，2～3日后明显减轻，故中、大型手术后24小时内，

可常规肌肉注射哌替啶50mg或吗啡10mg，应安静休息、避免用力活动，以减轻疼痛，因而此

时的病人四肢不便，需要卧躺休息。有一部分病人为防止术后并发症，需要对病人的背部进

行拍背，在拍背时，因病人难以移动，要医护人员将病人上半身扶起，既要扶着病人又要拍

背，对医护人员的劳力负担比较大，造成了一定的工作困难。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外科护理支撑装

置，能够帮助病人翻身，对病人的背部进行拍背，节省医护人员的劳力负担。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外科护理支撑装

置，包括支撑板、支撑盖、固定座和驱动座，所述支撑板水平设置，所述支撑板的一端设有转

轴，所述支撑板通过转轴与固定座相连接，所述驱动座上设有电机，所述电机的输出轴朝向

水平方向，所述支撑板的另一端设有连轴，所述支撑板通过连轴与电机的输出轴相连接；

[0006] 所述支撑板上开设有通孔，所述通孔上设有可开闭的孔盖，所述支撑板的转轴和

连轴的两侧设有扶手，所述扶手远离的支撑板的一侧与支撑盖可拆卸地连接。

[0007] 将支撑盖与扶手连接，通过驱动装置带动连轴使支撑板翻转，翻转过程中，扶手和

支撑盖能够防止病人不会掉落。翻转180度后，此时支撑板在上，支撑盖在下，病人趴在支撑

盖上，医务人员可通过打开支撑板上的通孔，对病人的背部进行拍背。固定座用于连接和支

撑支撑板的另一端，防止支撑板倒塌。

[0008] 上述外科护理支撑装置的有益效果是：能够将病人整个翻身过来，通过通孔对病

人拍背，既节省了医护人员的劳力，也避免了病人在被人力翻动时感到的不适。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支撑盖与扶手的连接位置能够调整。

[0010] 在将支撑盖与扶手连接时，可以根据病人的体型调整，让支撑盖更贴近病人，防止

病人在翻转时跌落并撞在支撑盖上。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支撑板上设有用于固定病人的固定装置。

[0012] 固定装置用于固定病人，防止病人撞击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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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进一步地，所述支撑盖靠近支撑板的一侧铺设有软垫。

[0014] 当病人翻转趴在支撑盖上时，柔软的软垫能够让病人较为舒适。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支撑盖上开设有圆形通孔。

[0016] 当病人翻转趴在支撑盖上时，将病人的头部放在通孔，方便透气，提升舒适感。

[0017] 进一步地，所述固定座包括升降装置和支座，所述支座设置在升降装置顶端；所述

支撑座上设有半球形凹槽，所述凹槽内设有转动球，所述转动球能够凹槽内转动，所述转轴

与转动球相连接，所述转轴能够伸缩；所述支撑板包括两段，分别为上支撑板和下支撑板，

所述上支撑板靠近转轴，所述下支撑板靠近连轴，所述上支撑板和下支撑板铰接。

[0018] 上支撑板和下支撑板分别用于支撑病人的上身和下身，升降装置能够带动支撑座

上升，支撑座上升，转动球向下转动，带动转轴向上转动并伸长，转轴带动上支撑板向上转

动，使病人由平躺的姿势变为斜躺。

[0019] 进一步地，所述转轴包括套筒和插杆，所述套筒内壁设有滑槽，所述插杆上设有与

滑槽适配的滑块，所述插杆插装在套筒内，且与套筒滑动连接。

[0020] 转动时，滑块和滑槽的限位关系能够一起转动，伸缩时，插杆的滑块在滑槽内滑动

达到伸缩效果。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支撑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的支撑盖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的支撑板立起的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的转轴的结构示意图；

[0026] 附图标记：100-支撑板、110-上支撑板、111-通孔、112-孔盖、120-下支撑板、130-

扶手、140-连轴、150-转轴、151-插杆、152-套筒、153-滑块、154-滑槽、160-支撑盖、161-螺

栓、162-圆形通孔、170-弹簧绳、200-驱动座、210-电机、300-固定座、310-推杆电机、320-支

撑座、321-凹槽、322-转动球。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实施例进行详细的描述。以下实施例仅用于

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因此只作为示例，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在本发明申请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上”、“下”、“前”、“后”、“左”、“右”等，指示

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

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部件或结构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

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8] 请参阅图1、图2、图3和图4，本发明提供一种外科护理支撑装置，包括支撑板100、

支撑盖160、固定座300和驱动座200，固定座300和驱动座200分别设置在支撑板100的左右

两端，支撑板100的左端设有转轴150，支撑板100的右端设有连轴140，支撑板100的前后两

侧设有扶手130，上方设有与扶手130可拆卸连接的支撑盖160，支撑板100上开设有通孔

111，通孔111上设有可开闭的孔盖112。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10916924 A

4



[0029] 支撑板100通过转轴150与固定座300连接，支撑板100通过连轴140与驱动座200连

接。驱动座200上设有驱动装置，启动驱动装置，可以带动支撑板100翻转，让病人趴在支撑

盖160上，医护人员可以支撑板100上的孔盖112，通过通孔111对病人的背部进行拍背。具体

地，在本实施例中，驱动装置采用电机210，电机210设置在驱动座200上，电机210的输出轴

朝向左方支撑板100，并与连轴140相连接，电机210启动能够带动支撑板100转动。使用电机

210，不需要人力劳动，非常方便，在其他实施例中，驱动装置也可以采用手摇式转盘等装

置。

[0030] 支撑板100的前后两侧设有扶手130，除了扶手130作用外，还能够在支撑板100翻

转时挡住病人，防止病人掉落，在平时也能够防止病人坠床。扶手130与支撑盖160可拆卸地

连接，连接方式为螺纹连接，扶手130的左右两边均设有螺纹通孔，支撑盖160的侧面设有两

个与扶手130对应的螺纹孔，将螺纹通孔和螺纹孔对准，可以使用螺栓161进行固定。具体

地，扶手130上的螺纹通孔具有多个，均匀、竖直的排列，对应不同高度的螺纹通孔进行连

接，使得支撑盖160的高度可调，对于胖瘦体型不一的病人，可以相应调整高度，避免病人在

支撑板100翻转过程中产生坠落，撞到支撑盖160。

[0031] 支撑板100上还设有固定装置，用于固定病人，防止病人在支撑板100翻转时因重

力而撞击扶手130，避免病人受伤。具体地，如图2所示，固定装置采用弹簧绳170，弹簧绳170

的一端设置在支撑板100的一侧，弹簧绳170的另一端上设有卡扣，卡扣能够与支撑板100的

另一侧扣接，弹簧绳170具有多根，对病人身体从上到下多个位置进行限定，在弹力作用下，

能够防止病人在翻转时产生位移。当然，在其他实施例中也可以采用捆绑绳或病床手脚铐

等固定装置。

[0032] 为了提升病人的舒适度，支撑盖160上铺设有柔软的软垫，支撑板100翻转后病人

趴在支撑盖160上，柔软的软垫相对于冰冷坚硬的材料能够更让病人感到舒适。由于病人的

面部朝向支撑盖160，不方便呼吸透气，需要将病人的头部往旁偏，而长时间的歪头会导致

脖子僵硬不适，因此如图3所示，支撑盖160上还设有圆形通孔162，用于病人在趴着的时候

放置头部，方便透气，提高舒适感。

[0033] 病人需要吃饭时，平躺和平趴的姿势均不方便喂食，需要将病人扶起并一直扶着

进行喂食，这样对于看护人员来说极为不便。因此在本实施例中，如图4和图5所示，支撑板

100包括上支撑板110和下支撑板120，固定座300能够升降，以带动上支撑板110立起，让病

人能够斜躺或坐起。

[0034] 支撑板100的左侧设有转轴150，用于连接固定座300，固定座300用于支撑支撑板

100的左端，防止支撑板100坠落。转轴150为可伸缩式，具体地，包括套筒152和插杆151，插

杆151的一端与固定座300连接，插杆151的另一端插装在套筒152内，并与套筒152滑动连

接。套筒152的左端用于插装插杆151，套筒152的右端与支撑板100连接，使套筒152能够绕

支撑板100转动。套筒152的内壁上设有滑槽154，插杆151上设有与滑槽154适配的滑块153，

滑块153既能够在滑槽154内滑动，也能够起到在周向上的限位作用，当支撑板100转动时，

带动套筒152转动时，滑槽154带动滑块153一起转动，使插杆151与套筒152一起转动。这种

设计的转轴150既能够转动，也能够伸缩。

[0035] 支撑板100分为两部分，上支撑板110靠近转轴150，下支撑板120靠近连轴140，上

下支撑板120与下支撑板120铰接，并且扶手130采用能够弯折的材料，如弹性材料等。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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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300包括升降装置和支撑座320，支撑座320设置在升降装置的顶端，在支撑座320的侧壁

上设有半球形的凹槽321，凹槽321内设有转动球322，转动球322能够在凹槽321内朝任何方

向转动，转动球322与转轴150连接。本实施方式中，升降装置采用推杆电机310，能够推动支

撑座320升降。

[0036] 当启动推杆电机310时，推动支撑座320向上移动，转动球322带动转轴150向上转

动，转动球322与转轴150的连接部位向下转动，转轴150在向上转动时，由于距离变长，转轴

150逐渐伸长。转轴150的右端与支撑板100固定连接，带动支撑板100向上转动，由于上支撑

板110和下支撑板120铰接，下支撑板120保持不动，上支撑板110向上转动。由此可让上支撑

板110立起，使病人由平卧的姿势变为斜躺，方便喂食。

[0037] 上述外科护理支撑装置的工作原理是：在需要给病人翻身拍打背部时，用弹簧绳

170把病人全身固定，将支撑盖160盖在扶手130上，按照病人身材调整与扶手130的连接高

度使病人尽可能的贴近支撑盖160，将头部从圆形通孔162露出，并通过螺栓161固定，打开

电机210，电机210带动连轴140使支撑板100转动180度，使病人背部朝上，此时可以打开孔

盖112，通过通孔111对病人背部进行拍背。

[0038] 在需要给病人立起喂食时，启动推杆电机310，推动支撑座320向上，转动球322向

下转动，并拉动插杆151从套筒152中滑出，使得转轴150向上转动并伸长，转轴150带动上支

撑板110向上转动，即可将病人的上半身立起，方便喂食等。

[0039] 使用上述外科护理支撑装置，在病人需要拍背或进食时，能够帮助医护人员将病

人翻转拍背或立起喂食，不仅节省了人力，还可以保证病人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0040]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对于本领域技

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

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

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

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发明

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41]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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