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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医用多功能防拔管约束护具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医用多功能防拔管

约束护具，包括握力球、手指束缚套及手臂约束

护带，握力球的表面沿其周向套有一圈环形固定

套，环形固定套的外周面固定有手指束缚套，握

力球的表面且位于环形固定套的两侧各设有一

条连接带，连接带的两端分别与环形固定套连

接，两条连接带中远离手掌的一条连接带设有套

环，手指束缚套包括上片和下片，下片缝制于环

形固定套，上片和下片为可拆卸连接。本实用新

型将病人的手臂、手腕和手指进行束缚，有效的

防止病人拔管，便于病人进行握力训练，促进病

人血液循环，利于医护人员进行监测血氧饱和度

以及末梢血糖监测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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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医用多功能防拔管约束护具，其特征在于：包括握力球(1)、手指束缚套(2)及手

臂约束护带(3)，所述握力球的表面沿其周向套有一圈环形固定套(4)，所述环形固定套的

外周面固定有所述手指束缚套，所述握力球的表面且位于所述环形固定套的两侧各设有一

条连接带(5)，所述连接带的两端分别与所述环形固定套连接，两条连接带中远离手掌的一

条连接带设有套环(51)；

所述手指束缚套包括上片(21)和下片(22)，所述下片缝制于环形固定套，所述上片和

所述下片为可拆卸连接；

所述手臂约束护带包括护腕垫(31)、固定带(32)和束缚带(33)，所述固定带沿着所述

护腕垫的长度方向设置且缝制于护腕垫相背于手腕的表面，所述固定带的一端设有带扣

(321)，所述固定带的另一端且相背于护腕垫的表面设有钩毛贴(322)，所述固定带的表面

还设有与所述钩毛贴相匹配的绒毛贴(323)，所述束缚带的中部缝制于所述护腕垫和所述

固定带之间，所述束缚带的两端系于病床的床框；

还包括至少一根约束带(6)，所述约束带的一端缝制于护腕垫，所述约束带的另一端穿

过所述连接带的套环与护腕垫可拆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用多功能防拔管约束护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护腕垫包括海

绵内芯(311)及套于所述海绵内芯的护腕套(312)，所述护腕套和海绵内芯为可拆卸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医用多功能防拔管约束护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护腕套包括内

层的防水层和外层的亲肤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用多功能防拔管约束护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护腕垫设有加

速度传感器(313)、脉搏血氧饱和度传感器(314)、充电电池(315)、无线信号收发装置(316)

和控制器(317)，所述加速度传感器、所述脉搏血氧饱和度传感器、所述充电电池和所述无

线信号收发装置皆与所述控制器电连接，所述无线信号收发装置与外周处理设备(7)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医用多功能防拔管约束护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周处理设备

为手机、平板电脑和计算机中的至少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用多功能防拔管约束护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护腕垫与手腕

之间设有可拆卸连接的夏季透气降温垫(8)，所述夏季透气降温垫为聚乙烯醇垫或硅胶垫。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医用多功能防拔管约束护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夏季透气降温

垫与手腕接触的表面设有若干条均匀分布的断续条(81)，每条所述断续条沿所述夏季透气

降温垫的宽度方向设置，所有断续条相互之间沿所述夏季透气降温垫的长度方向排布，每

一所述断续条皆由若干不连接的凸条(811)组成，且两相邻的断续条皆为一断续条的凸条

与另一断续条的相邻两凸条之间的间隙(812)相对应。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用多功能防拔管约束护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握力球为橡胶

握力球或硅胶握力球。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医用多功能防拔管约束护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握力球的内部

设有中空的内腔(11)，所述内腔内填充弹性材料，所述握力球具有压力调节孔，所述压力调

节孔贯穿所述握力球的内、外表面，所述压力调节孔设有与其相匹配的活塞(9)。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用多功能防拔管约束护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片和所述

下片通过第二拉链(23)实现可拆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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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多功能防拔管约束护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护理用具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医用多功能防拔管约束

护具。

背景技术

[0002] 住院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根据病情的不同往往会使用各种各样不同功能的导管，

如：气管插管、胃管、尿管、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胸腔引流管等，这些导管对于患

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管子犹如病人的生命线，有些导管的脱落对患者是致命的，但是

有些病人往往由于疼痛、瘙痒等原因无意识的去拔管，这种非计划性拔管，轻者需要将导管

重置，增加患者的痛苦，延长住院时间，给患者带来经济损失，严重的可能导致病人病情恶

化，甚至危机病人生命。

[0003] 中国专利公布号CN  201394110Y公开的一种上肢束缚带，绷带的一端设有方形扣，

绷带的另一端设有若干个子母扣，绷带的反面设有腕带，腕带的正反面两端设有子母扣，使

用时先将绷带设有若干个子母扣的一端穿过绷带另一端的方形扣，扣上子母扣后挂于患者

的颈部，再将患者的手挽固定在腕带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病人上肢的活动，但是这种

上肢束缚带无法对病人的手指进行束缚，病人仍然可以通过手指的活动进行拔管，防病人

拔管的可靠性较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医用多功能防拔管约束护具，将病人

的手臂、手腕和手指进行束缚，有效的防止病人拔管，便于病人进行握力训练，促进病人血

液循环，利于医护人员进行监测血氧饱和度以及末梢血糖监测等操作。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一种医用多功能防拔

管约束护具，包括握力球、手指束缚套及手臂约束护带，所述握力球的表面沿其周向套有一

圈环形固定套，所述环形固定套的外周面固定有所述手指束缚套，所述握力球的表面且位

于所述环形固定套的两侧各设有一条连接带，所述连接带的两端分别与所述环形固定套连

接，两条连接带中远离手掌的一条连接带设有套环；

[0006] 所述手指束缚套包括上片和下片，所述下片缝制于环形固定套，所述上片和所述

下片为可拆卸连接；

[0007] 所述手臂约束护带包括护腕垫、固定带和束缚带，所述固定带沿着所述护腕垫的

长度方向设置且缝制于护腕垫相背于手腕的表面，所述固定带的一端设有带扣，所述固定

带的另一端且相背于护腕垫的表面设有钩毛贴，所述固定带的表面还设有与所述钩毛贴相

匹配的绒毛贴，所述束缚带的中部缝制于所述护腕垫和所述固定带之间，所述束缚带的两

端系于病床的床框；

[0008] 还包括至少一根约束带，所述约束带的一端缝制于护腕垫，所述约束带的另一端

穿过所述连接带的套环与护腕垫可拆卸连接。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208725994 U

3



[0009] 进一步地说，所述护腕垫包括海绵内芯及套于所述海绵内芯的护腕套，所述护腕

套和海绵内芯为可拆卸连接。

[0010] 进一步地说，所述护腕套包括内层的防水层和外层的亲肤层。

[0011] 进一步地说，所述护腕垫设有加速度传感器、脉搏血氧饱和度传感器、充电电池、

无线信号收发装置和控制器，所述加速度传感器、所述脉搏血氧饱和度传感器、所述充电电

池和所述无线信号收发装置皆与所述控制器电连接，所述无线信号收发装置与外周处理设

备连接。

[0012] 进一步地说，所述外周处理设备为手机、平板电脑和计算机中的至少一种。

[0013] 进一步地说，所述护腕垫与手腕之间设有可拆卸连接的夏季透气降温垫，所述夏

季透气降温垫为聚乙烯醇垫或硅胶垫。

[0014] 进一步地说，所述夏季透气降温垫与手腕接触的表面设有若干条均匀分布的断续

条，每条所述断续条沿所述夏季透气降温垫的宽度方向设置，所有断续条相互之间沿所述

夏季透气降温垫的长度方向排布，每一所述断续条皆由若干不连接的凸条组成，且两相邻

的断续条皆为一断续条的凸条与另一断续条的相邻两凸条之间的间隙相对应。

[0015] 进一步地说，所述握力球为橡胶握力球或硅胶握力球。

[0016] 进一步地说，所述握力球的内部设有中空的内腔，所述内腔内填充弹性材料，所述

握力球具有压力调节孔，所述压力调节孔贯穿所述握力球的内、外表面，所述压力调节孔设

有与其相匹配的活塞。

[0017] 进一步地说，所述上片和所述下片通过第二拉链实现可拆卸连接。

[001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至少具有以下几点：

[0019] 本实用新型设有握力球、手指束缚套、手臂约束护带和至少一根约束带，手臂约束

护带将病人的手臂捆绑束缚于床框，手指束缚套能同时容纳五根手指以将病人的手指进行

束缚，防止病人通过手指进行拔管，手指束缚套固定于握力球的环形固定套，便于病人进行

握力训练，从而促进血液循环，约束带的一端缝制于护腕垫，约束带的另一端穿过连接带的

套环通过手指之间的缝隙后与护腕垫通过魔术贴实现可拆卸连接，根据病人手的大小调节

魔术贴贴合的位置，有效限制病人手腕的活动，从而起到防拔管的作用；

[0020] 本实用新型的手指束缚套包括上片和下片，下片缝制于环形固定套，上片和下片

通过第二拉链实现可拆卸连接，从而有利于医护人员通过病人的手指对病人进行心电监

护、抽血等监护检查；

[0021] 本实用新型的握力球的表面套有环形固定套，握力球的表面且位于环形固定套的

两侧各设有一条连接带，从而将环形固定套稳定的套于握力球，防止握力球在病人握力训

练或挣扎时滑脱；

[0022] 本实用新型的护腕垫包括海绵内芯及套于海绵内芯的护腕套，护腕套相背于手腕

的一侧设有第一拉链，护腕套与内芯通过第一拉链实现可拆卸连接，从而便于护腕套进行

更换及清洗，更佳的是，护腕套包括内层的防水层和外层的亲肤层，护腕套表面的亲肤层使

护腕套与病人接触的表面更加柔软，使病人佩戴更加舒适，防水层防止病人的汗液渗湿海

绵内芯，使海绵内芯可长期使用；

[0023] 本实用新型的护腕垫与手腕之间设有可拆卸连接的夏季透气降温垫，夏季透气降

温垫的表面的两侧与护腕垫的两侧面通过魔术贴实现连接，夏季透气降温垫为聚乙烯醇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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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硅胶垫，当病房内温度过高时，可贴上夏季透气降温垫，使病人皮肤表面干爽舒适，更值

得一提的是，夏季透气降温垫与手腕接触的表面设有若干条均匀分布的断续条，当病人挣

扎时，对病人的手腕进行按摩，促进血液循环；

[0024] 本实用新型的海绵内芯设有加速度传感器和脉搏血氧饱和度传感器，利用脉搏血

氧饱和度传感器测得病人的血氧饱和度和脉搏，当病人挣脱手臂约束护带时，通过加速度

传感器感应病人的运动状况，再通过无线信号收发装置将血氧饱和度、脉搏及病人手臂的

运动情况传送至医护人员的手机、平板电脑等外周设备便于进行实时监控；

[0025] 本实用新型的握力球的内部设有中空的内腔，内腔内填充弹性材料，握力球具有

压力调节孔，压力调节孔贯穿握力球的内、外表面，通过调节内腔内弹性材料的填充量，从

而改变握力球的阻力，满足不同病人的需求。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护腕垫的剖视图；

[0028]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护腕垫与夏季透气降温垫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夏季透气降温垫的结构示意图之一；

[0030]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夏季透气降温垫的结构示意图之二；

[0031]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握力球的剖视图；

[0032] 图7是本实用新型的控制原理图；

[0033] 附图中各部分标记如下：

[0034] 握力球1、内腔11、手指束缚套2、上片21、下片22、第二拉链23、手臂约束护带3、护

腕垫31、海绵内芯311、护腕套312、加速度传感器313、脉搏血氧饱和度传感器314、充电电池

315、无线信号收发装置316、控制器317、第一拉链3121、固定带32、带扣321、钩毛贴322、绒

毛贴323、束缚带33、环形固定套4、连接带5、套环51、约束带6、外周处理设备7、夏季透气降

温垫8、断续条81、凸条811、间隙812、活塞9和魔术贴10。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以使本实用新型的优点

和特征能更易于被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从而对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明确

的界定。

[0036] 实施例一：一种医用多功能防拔管约束护具，如图1所示，包括握力球1、手指束缚

套2及手臂约束护带3，所述握力球1的表面沿其周向套有一圈环形固定套4，所述环形固定

套4的外周面固定有所述手指束缚套2，所述手指束缚套2同时容纳五根手指，所述握力球1

的表面且位于所述环形固定套4的两侧各设有一条连接带5，所述连接带5的两端分别与所

述环形固定套4连接，两条连接带5中远离手掌的一条连接带5设有套环51；

[0037] 所述手指束缚套2包括上片21和下片22，所述下片22缝制于环形固定套4，所述上

片21和所述下片22为可拆卸连接；

[0038] 所述手臂约束护带3包括护腕垫31、固定带32和束缚带33，所述固定带32沿着所述

护腕垫31的长度方向设置且缝制于护腕垫相背于手腕的表面，所述固定带32的一端设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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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321，所述固定带32的另一端且相背于护腕垫31的表面设有钩毛贴322，所述固定带32的

表面还设有与所述钩毛贴相匹配的绒毛贴323，所述束缚带33的中部缝制于所述护腕垫31

和所述固定带32之间，所述束缚带33的两端系于病床的床框；

[0039] 还包括至少一根约束带6，所述约束带6的一端缝制于护腕垫31，所述约束带6的另

一端穿过所述连接带5的套环51与护腕垫31可拆卸连接；

[0040] 优选的，所述约束带6的数量为3根；

[0041] 具体实施时，所述约束带的另一端与所述护腕垫31通过魔术贴10实现可拆卸连

接；

[0042] 所述护腕垫31的长度为26-28cm，所述护腕垫31的宽度为7-9cm，所述固定带32的

长度为39-40cm；

[0043] 所述握力球1的外径为6cm。

[0044] 实施例二：一种医用多功能防拔管约束护具，如图1-7所示，包括握力球11、手指束

缚套2及手臂约束护带3，所述握力球1的表面沿其周向套有一圈环形固定套4，所述环形固

定套4的外周面固定有所述手指束缚套2，所述手指束缚套2同时容纳五根手指，所述握力球

1的表面且位于所述环形固定套4的两侧各设有一条连接带5，所述连接带5的两端分别与所

述环形固定套4连接，两条连接带5中远离手掌的一条连接带5设有套环51；

[0045] 所述手指束缚套2包括上片21和下片22，所述下片22缝制于环形固定套4，所述上

片21和所述下片22为可拆卸连接；

[0046] 所述手臂约束护带3包括护腕垫31、固定带32和束缚带33，所述固定带32沿着所述

护腕垫31的长度方向设置且缝制于护腕垫相背于手腕的表面，所述固定带32的一端设有带

扣321，所述固定带32的另一端且相背于护腕垫31的表面设有钩毛贴322，所述固定带32的

表面还设有与所述钩毛贴相匹配的绒毛贴323，所述束缚带33的中部缝制于所述护腕垫31

和所述固定带32之间，所述束缚带33的两端系于病床的床框；

[0047] 还包括至少一根约束带6，所述约束带6的一端缝制于护腕垫31，所述约束带6的另

一端穿过所述连接带5的套环51与护腕垫31可拆卸连接；

[0048] 优选的，所述约束带6的数量为3根；

[0049] 具体实施时，所述约束带的另一端与所述护腕垫31通过魔术贴10实现可拆卸连

接；

[0050] 所述护腕垫31的长度为26-28cm，所述护腕垫31的宽度为7-9cm，所述固定带32的

长度为39-40cm；

[0051] 所述握力球1的外径为6cm。

[0052] 所述护腕垫31包括海绵内芯311及套于所述海绵内芯311的护腕套312，所述护腕

套312和海绵内芯311为可拆卸连接；

[0053] 具体实施时，所述护腕套312相背于手腕的一侧设有第一拉链3121，所述护腕套

312与所述海绵内芯通过第一拉链3121实现可拆卸连接。

[0054] 所述护腕套312包括内层的防水层和外层的亲肤层；

[0055] 具体实施时，所述防水层为涤纶防水层或纤维防水层，所述亲肤层为棉绒层、化纤

绒层或丝绒层。

[0056] 所述护腕垫31设有加速度传感器313、脉搏血氧饱和度传感器314、充电电池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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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信号收发装置316和控制器317，所述加速度传感器313、所述脉搏血氧饱和度传感器

314、所述充电电池315和所述无线信号收发装置316皆与所述控制器317电连接，所述无线

信号收发装置316与外周处理设备7连接；

[0057] 具体实施时，所述脉搏血氧饱和度传感器314贴近病人的脉搏。

[0058] 所述外周处理设备7为手机、平板电脑和计算机中的至少一种。

[0059] 所述护腕垫31与手腕之间设有可拆卸连接的夏季透气降温垫8，所述夏季透气降

温垫8为聚乙烯醇垫或硅胶垫；

[0060] 具体实施时，所述夏季透气降温垫8的表面两侧与护腕垫的两侧面通过魔术贴10

实现连接。

[0061] 所述夏季透气降温垫8与手腕接触的表面设有若干条均匀分布的断续条81，每条

所述断续条81沿所述夏季透气降温垫8的宽度方向设置，所有断续条81相互之间沿所述夏

季透气降温垫8的长度方向排布，每一所述断续条81皆由若干不连接的凸条811组成，且两

相邻的断续条81皆为一断续条81的凸条811与另一断续条81的相邻两凸条811之间的间隙

812相对应。

[0062] 所述握力球为橡胶握力球或硅胶握力球。

[0063] 所述握力球的内部设有中空的内腔11，所述内腔11内填充弹性材料，所述握力球

具有压力调节孔，所述压力调节孔贯穿所述握力球的内、外表面，所述压力调节孔设有与其

相匹配的活塞9。

[0064] 所述上片21和所述下片22通过第二拉链23实现可拆卸连接。

[0065]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如下：将护腕垫通过固定带固定于病人的手腕处，束缚带

的两端系于病床的床框，再把病人的手指放入手指束缚套，约束带穿过连接带的套环通过

手指之间的缝隙后与护腕垫连接，通过此种设计将病人的手臂、手腕和手指进行束缚，有效

的防止病人拔管，便于病人通过握力球进行握力训练，促进血液循环。

[0066]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

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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