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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趴跪位接产装置，包

括依次翻转连接的跪垫、趴垫和枕垫，所述枕垫

下方还设有用于调节高度的升降机构，所述升降

机构包括底座、升降杆、顶座和限位结构，升降杆

固定于底座上方，所述顶座开设有升降槽，升降

杆穿入到升降槽内，所述限位结构位于升降槽和

升降杆之间；枕垫的水平高度大于跪垫的水平高

度，趴垫倾斜设置，所述趴垫中部设有配合产妇

腹部凹腔。通过升降机构对枕垫的高度和趴垫的

倾斜角度进行调节，以使产妇可以在接产装置上

找到最为舒适的前倾趴跪位姿势，促使胎儿入

盆、俯屈、旋转、下降和娩出。趴垫表面的凹腔使

产妇的腹部能够与垫子紧密接触，躯干在接产装

置的支撑下，无需手臂施力，避免双手及手臂肌

肉痉挛,产妇不易滑落，防止跌倒，保障母婴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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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趴跪位接产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翻转连接的跪垫（3）、趴垫（2）和枕垫

（1），所述枕垫（1）下方还设有用于调节高度的升降机构，所述升降机构包括底座（5）、升降

杆（50）、顶座（10）和限位结构，升降杆（50）固定于底座（5）上方，所述顶座（10）开设有升降

槽，升降杆（50）穿入到升降槽内，所述限位结构位于升降槽和升降杆（50）之间；

枕垫（1）的水平高度大于跪垫（3）的水平高度，趴垫（2）倾斜设置，所述趴垫（2）中部设

有配合产妇腹部凹腔（2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趴跪位接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结构包括螺纹孔和限

位螺杆（11），螺纹孔位于顶座（10）表面，螺纹孔朝向升降槽内部，所述限位螺杆（11）与螺纹

孔啮合并挤压升降杆（50）侧壁以限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趴跪位接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枕垫（1）的前方设有用于

产妇抓握的抓握杆（4）。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趴跪位接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抓握杆（4）包括侧握杆

（40），侧握杆（40）位于枕垫（1）任意两侧的前方或上表面。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趴跪位接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抓握杆（4）共包括两个侧

握杆（40），侧握杆（40）均呈矩形，侧握杆（40）包括依次连接的内竖杆（401）、上横杆（402）、

外竖杆（403）和下横杆（404），所述下横杆（404）的高度与枕垫（1）齐平且位于枕垫（1）前方，

上横杆（402）位于下横杆（404）上方，内竖杆（401）靠近枕垫（1）中部，外竖杆（403）靠近枕垫

（1）侧边部。

6.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趴跪位接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抓握杆（4）包括中握杆

（41），中握杆（41）位于枕垫（1）中部的前方，中握杆（41）的高度与枕垫（1）齐平。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趴跪位接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5）包括底板（51）、结

构板（54）和支撑柱（53），所述底板（51）的前方设有前支板（52），所述前支板（52）与底板

（51）一体成型呈“凸”形，所述结构板（54）位于底板（51）上方，结构板（54）两侧与升降杆

（50）连接，所述支撑柱（53）两端连接支撑柱（53）和前支板（5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趴跪位接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跪垫（3）上表面开设有两

个用于产妇膝盖定位的凹槽（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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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趴跪位接产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助产器械，具体为一种趴跪位接产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产妇在接产时通常是以仰卧位为主。产妇仰卧时身体往后靠紧贴产床

垫形成后仰的姿势，这样胎儿的重力朝向母体背部脊柱，加重产妇背痛，导致胎儿纵轴与产

妇骨盆产轴不一致，不利胎头入盆、旋转、下降和娩出，造成胎头位置异常、产程延长或停

滞，产妇最终以难产和剖宫产结束分娩。

[0003] 而对于胎儿呈枕后位或胎头位置异常，产妇腰骶部疼痛，或产妇仰卧或侧卧位发

现胎儿宫内窘迫时，助产士常规建议产妇尝试调整体位，其中趴跪位可以增加产妇舒适度，

促进胎头旋转，有效的纠正胎头位置异常和缓解胎儿宫内窘迫。

[0004] 趴跪位的作用如下：产妇身体前倾，躯干挺直能够有效的利用重力作用，使胎儿纵

轴与产妇骨盆产轴一致，骨盆不受压，比仰卧、侧卧更有利增大骨盆的径线、空间和容量；便

于背部按摩和产妇骨盆摇摆；缓解脐带受压的发生；促使胎儿在母体骨盆腔内有效的入盆、

俯屈、旋转、下降和娩出。

[0005] 目前临床上没有供产妇进行趴跪位接产的专用器械，一般是通过让产妇跪在床上

或地板上，身体前倾靠在床头、靠椅、分娩球或其他支撑物上，其缺点在于产妇手部无支靠/

抓握的物件，在产妇施力时（或施力后乏力阶段）易造成跌倒，而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和风

险，故需要多名助产士进行陪护，以固定产妇躯干，避免危险发生，也增加接产人员劳动强

度，占用较大的医疗人力资源。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趴跪位接产装置，通过升降机构对枕垫的高度

和趴垫的倾斜角度进行调节，以使产妇可以在接产装置上找到最为舒适的前倾趴跪位姿

势，趴垫表面的凹腔使得产妇可以以趴跪姿势趴在趴垫表面，躯干在接产装置的支持下，无

需手臂施力，产妇不易滑落，防止跌倒，保障安全。

[0007]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一种趴跪位接产装置，

包括依次翻转连接的跪垫、趴垫和枕垫，所述枕垫下方还设有用于调节高度的升降机构，所

述升降机构包括底座、升降杆、顶座和限位结构，升降杆固定于底座上方，所述顶座开设有

升降槽，升降杆穿入到升降槽内，所述限位结构位于升降槽和升降杆之间；枕垫的水平高度

大于跪垫的水平高度，趴垫倾斜设置，所述趴垫中部设有配合产妇腹部凹腔。

[0008] 优选的，所述限位结构包括螺纹孔和限位螺杆，螺纹孔位于顶座表面，螺纹孔朝向

升降槽内部，所述限位螺杆与螺纹孔啮合并挤压升降杆侧壁以限位。

[0009] 优选的，所述枕垫的前方设有用于产妇抓握的抓握杆。

[0010] 优选的，所述抓握杆包括侧握杆，侧卧杆位于枕垫任意两侧的前方或上表面。

[0011] 优选的，所述抓握杆共包括两个侧握杆，侧握杆均呈矩形，侧握杆包括依次连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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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竖杆、上横杆、外竖杆和下横杆，所述下横杆的高度与枕垫齐平且位于枕垫前方，上横杆

位于下横杆上方，内竖杆靠近枕垫中部，外竖杆靠近枕垫侧边部。

[0012] 优选的，所述抓握杆包括中握杆，中握杆位于枕垫中部的前方，中握杆的高度与枕

垫齐平。

[0013] 优选的，所述底座包括底板、结构板和支撑柱，所述底板的前方设有前支板，所述

前支板与底板一体成型呈“凸”形，所述结构板位于底板上方，结构板两侧与升降杆连接，所

述支撑柱两端连接支撑柱和前支板。

[0014] 优选的，所述跪垫上表面开设有两个用于产妇膝盖定位的凹槽。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的一种趴跪位接产装置，具有如下有益效

果：

[0016] 一、采用本实用新型的趴跪位接产装置，使用时产妇双膝跪在跪垫上方，避免长久

跪坐而造成膝盖疼痛，之后大腿、腹部和躯干以倾斜的姿势趴在趴垫上方，双手扶在枕垫上

方将头放在手臂上进行休息，或者直接将头趴在枕垫上身体以前倾跪位进行休息。通过该

接产装置使产妇以保持合适的前倾趴跪位，能够有效的利用重力作用，使胎儿纵轴与产妇

骨盆产轴一致，骨盆不受压，比仰卧、侧卧更有利增大骨盆的径线、空间和容量；便于背部按

摩和产妇骨盆摇摆；缓解脐带受压的发生；解除手腕关节的紧张；促使胎儿在母体骨盆腔内

有效的入盆、俯屈、旋转、下降和娩出。

[0017] 二、枕垫设置在头侧，以枕垫和趴垫对上半身进行支撑，缓解手部紧张和压力，无

需产妇以手臂进行支撑，避免双手及手臂肌肉痉挛。

[0018] 三、由于枕垫和趴垫对整个躯干进行了支撑，趴垫中部开设了可调整大小空间的

凹腔，趴跪位时根据产妇腹部大小选择合适的凹腔，使产妇的腹部轻松置入到凹腔内，能够

与垫子紧密接触，即使产妇乏力时也有趴垫有效的进行支撑，无需担心产妇从接产装置上

方滑倒，从而保障母婴的安全。

[0019] 在趴跪位接产装置的辅助下，产妇在家属和1位助产士的陪护下，即可实现趴跪位

接产，减少参与的助产士数量，接产助产士只要控制好胎头下降娩出的速度即可，无需扶持

产妇躯干，减少助产士人力，降低助产士工作的劳动强度和体力消耗。

[0020] 四、产妇在分娩过程中，可以抓握枕垫或枕垫上的抓握杆以使得手部具有着力点，

可以更好的控制分娩时所需的力量，降低会阴裂伤的机率。

[0021] 五、枕垫下方设置了升降机构，通过调节升降杆和升降槽之间的活动，调整枕垫的

高度和趴垫倾斜的角度，以满足不同产妇的舒适需求。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趴跪位接产装置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实施例中趴跪位接产装置的侧视图。

[0024] 图3为实施例中接产装置的结构示意图（抬高状态）。

[0025] 图4为实施例中接产装置的侧视图（抬高状态）。

[0026] 图5为实施例中升降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6为图5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8] 图7为实施例中底座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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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附图标记：1、枕垫；10、顶座；11、限位螺杆；2、趴垫；20、凹腔；3、跪垫；30、凹槽；4、

抓握杆；40、侧握杆；401、内竖杆；402、上横杆；403、外竖杆；404、下横杆；41、中握杆；5、底

座；50、升降杆；51、底板；52、前支板；53、支撑柱；54、结构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描述。

[0031] 如图1至4所示的趴跪位接产装置，包括依次翻转连接的跪垫3、趴垫2和枕垫1，枕

垫1下方还设有用于调节高度的升降机构，升降机构包括底座5、升降杆50、顶座10和限位结

构，升降杆50固定于底座5上方，顶座10开设有升降槽，升降杆50穿入到升降槽内，限位结构

位于升降槽和升降杆50之间；枕垫1的水平高度大于跪垫3的水平高度，趴垫2倾斜设置，趴

垫2中部设有配合产妇不同腹部大小的凹腔20。

[0032] 跪垫3上表面开设有两个用于产妇膝盖定位的凹槽30，产妇在跪坐在跪垫3上时，

可以通过凹槽30对躯干的位置进行定位，以保持正确的前倾趴跪位姿势。

[0033] 如图6所示，限位结构包括螺纹孔和限位螺杆11，螺纹孔位于顶座10表面，螺纹孔

朝向升降槽内部，限位螺杆11与螺纹孔啮合并挤压升降杆50侧壁以限位，通过限位螺杆11

在螺纹孔内顶紧升降杆50的方式将升降杆50进行限制。

[0034] 当需要调节枕垫1高度和趴垫2的倾斜角度时，通过旋出限位螺杆11使得顶座10相

对升降杆50进行升降活动，达到目标高度后旋紧限位螺杆11，使得限位螺杆11顶紧在升降

杆50侧表面，达到限制升降杆50和顶座10的目的。

[0035] 如图5所示，枕垫1的前方设有用于产妇抓握的抓握杆4，抓握杆4包括两个侧握杆

40和中握杆41，两个侧握杆40位于枕垫1两侧，中握杆41位于枕垫1中部，侧握杆40和中握杆

41均位于枕垫1的前方，产妇在分娩时可以握紧抓握杆4进行施力，侧握杆40和中握杆41允

许产妇可以以多种自由的姿势进行抓握，以达到最为舒适的体位。

[0036] 其中，侧握杆40均呈矩形，侧握杆40包括依次连接的内竖杆401、上横杆402、外竖

杆403和下横杆404，下横杆404的高度与枕垫1齐平且位于枕垫1前方，上横杆402位于下横

杆404上方，内竖杆401靠近枕垫1中部，外竖杆403靠近枕垫1侧边部。

[0037] 内竖杆401、上横杆402、外竖杆403和下横杆404使得产妇可以抓握多个部位，并且

可以反手、正手进行抓握，抓握的姿势可以更多，允许产妇在多个抓握姿势中找到最为舒适

的抓握方式；且在本实施例中，矩形的侧握杆40使得产妇可以从侧握杆40中部穿过正手抓

握下横杆404；上横杆402既可以正手抓握也可以反手抓握，而内竖杆401和外竖杆403均为

间距不同的正手抓握方式。

[0038] 如图7所述，底座5包括底板51、结构板54和支撑柱53，底板51的前方设有前支板

52，前支板52与底板51一体成型呈“凸”形，结构板54位于底板51上方，结构板54两侧与升降

杆50连接，支撑柱53两端连接支撑柱53和前支板52。

[0039] 底板51增加了整个底座5的接触面积，提高摩擦力，避免产妇在压靠时，底座5前

移；而前支板52使得底板51的跨幅增加，避免底座5朝向前侧翻倒，提高底板51的稳定性。

[0040] 而结构板54和支撑柱53用于将整个底座构成框架结构，使得前支板52在底座5向

前侧压时，能够承受更大的压力，避免前支板52形变扭曲或折断，而结构板54和底板51之间

留有空间，可以用来放置配重的钢块，为底座提供更高的稳定性，避免底座滑动、晃动或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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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结构板54和底板51之间的空间还可以用来摆放其他接产工具如一次性的产包、脸盆等，

提高接产装置的储放空间。

[0041] 在趴跪位接产装置使用时，其使用步骤如下：

[0042] 1 .产妇双膝和小腿跪在跪垫3的凹槽中，将膝盖贴近趴垫2的底端，若产妇上身长

度较长，则膝盖在凹槽30内后移以使腹部可以放入到趴垫2的凹腔20内。

[0043] 2.产妇双手支撑在趴垫2或枕垫1上，上身不断贴合趴垫2表面，并将隆起的腹部放

入到凹腔20内，凹腔20为拼接式，根据产妇腹部大小可以灵活调节凹腔的空间，以使产妇的

腹部得到托举和放松。

[0044] 3.产妇跪位将身体重心放置在膝盖处，使得重心落在跪垫3上，与助产士沟通，使

得助产士将限位螺杆11旋出，并对顶座10和底座5之间的高度进行调节，使得枕垫1高度和

趴垫2的倾斜角度不断的调节，以使产妇可以找到最为舒适的前倾趴跪位姿势。

[0045] 4 .产妇躯干完全贴合趴垫2表面，并将手向前伸至抓握杆4处，在多个杆（内竖杆

401、上横杆402、外竖杆403、下横杆404和中握杆41）之间挑选最为舒适和安全的抓握姿势，

以保证分娩时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0046] 以上所述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不脱离

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型和改进，这些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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