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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多功能治疗车，包括位

于上部的操作台、位于下部的置物台以及设置在

操作台和置物台之间的四个支撑杆，所述操作台

上方设置有悬挂支架，所述悬挂支架包括两个竖

直杆和连接竖直杆顶部的横杆，两个竖直杆底部

贯穿操作台并插装在位于前端的两个支撑杆内，

位于前端的两个所述支撑杆上分别设置有用于

调节悬挂支架高度的调节螺栓；本实用新型旨在

提供一种多功能治疗车，设置有多个带有挂钩的

横杆，能够方便临床使用；同时可以分类放置物

品，护理效率高，布局合理、可以最大利用空间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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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治疗车，包括位于上部的操作台、位于下部的置物台以及设置在操作台

和置物台之间的四个支撑杆，其特征在于：所述操作台上方设置有悬挂支架，所述悬挂支架

包括两个竖直杆和连接竖直杆顶部的横杆，两个竖直杆底部贯穿操作台并插装在位于前端

的两个支撑杆内，位于前端的两个所述支撑杆上分别设置有用于调节悬挂支架高度的调节

螺栓；还包括多个活动横杆，所述活动横杆竖直设置并可拆卸地连接在支撑杆上；所述竖直

杆在竖直方向上间隔设置有多个可供活动横杆穿过的通孔，活动横杆两端分别设置有用于

固定活动横杆的锁紧螺栓；所述横杆与活动横杆均沿长度方向间隔设置有若干挂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治疗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置物台底部设有带刹车

的万向轮，操作台顶面设有对放置物品进行防护的U型围栏，所述围栏底部固定在操作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治疗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操作台底部设有多个用

于收纳物品的抽屉，所述抽屉内放置有分隔架，所述分隔架呈网格状，用于将抽屉内空间分

隔为多个独立空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治疗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操作台侧面设置有用于

固定垃圾袋的固定装置和与固定装置连接的储袋盒，所述储袋盒内放置有一次性垃圾袋；

所述固定装置包括用于钩挂在操作台上的钩形悬挂部和用于固定垃圾袋的固定部；所述钩

形悬挂部包括前竖板、后竖板和将所述前竖板的上端与所述后竖板的上端连接的顶部横

板；所述固定部包括底部横板和封压环，所述底部横板在所述前竖板的前侧与所述前竖板

的下端垂直连接，在所述底部横板上形成有用于固定所述垃圾袋的袋口的环状开口，所述

封压环能够嵌入所述环状开口的内部，将所述垃圾袋的袋口封压固定在所述底部横板的环

状开口。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治疗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装置还包括由辅助

横板和辅助竖板构成的“L”形的辅助挂钩，在所述辅助横板的长度方向上的两端通过定位

铰链分别连接有延伸卡条，在所述前竖板的前表面上设置有多条在纵向上排列的卡槽，所

述辅助挂钩通过将延伸卡条转动而卡在所述卡槽的内部的方式与所述前竖板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治疗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储袋盒的底部与所述顶

部横板的上表面卡接，所述储袋盒的顶部设置有狭缝状的抽袋口，所述储袋盒的后箱面上

开设有将所述垃圾袋放置在所述储袋盒的内部的置袋口，所述置袋口上设置有封口板。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治疗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置物台上设置有置物

架，所述置物架包括向上开口的、呈四方体凹槽状的外框架，以及可放置于外框架内的分隔

板，所述分隔板包括沿外框架长度方向放置的横板和竖直方向垂直于横板的两块与外框架

内部宽度等长的竖板，所述竖板的中部和横板固定连接，所述分隔板的横截面为近似“土”

字型，所述分隔板放置于外框架内的一端部可与外框架的侧壁配合将外框架内空间分隔成

五个部分。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治疗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置物架内还包括与外框

架内部宽度等长的隔板，所述隔板中部设有向下方开口的隔板卡槽，所述横板上远离竖板

的部分设有多个向上开口的分隔板卡槽，所述隔板卡槽与分隔板卡槽可配合卡接从而使隔

板卡接在横板上。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治疗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置物架内还包括与外框

架内部宽度等长的试管架；所述外框架内底部设有凸起的分隔板卡位和试管架卡位，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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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隔板卡位沿长度方向距外框架的一端内壁的距离与所述分隔板的长度相等，所述试管架

卡位沿长度方向距外框架的另一端内壁的距离与试管架宽度相等。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治疗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分隔板上横板和竖板

围合成位于横板两侧的区域，为固定盒和消毒液盒，所述消毒液盒的中部水平方向设有一

个搁板，所述搁板的中部设有可将消毒液瓶放入的、与消毒液瓶外圆周形状适配的圆形通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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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治疗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多功能治疗车。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治疗车是护士每天执行护理操作使用频次最高的护理用具之一，主要用于

静脉输液、输血、采血等护理操作。目前治疗车上具有的输液挂钩较少，对于病区病人较多，

或者输液较多的科室，治疗车上的挂钩往往不满足使用，需要准备多辆治疗车；同时治疗车

台面上存放不安全，推车时易碰撞滑出；消毒液无固定架固定，推车及操作时容易导致消毒

液倾倒，造成资源浪费，且不易清洁；采血后的试管放在治疗车的台面上，推车时试管容易

掉落,影响采血标本的化验准确度。并且在对患者的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一些垃

圾，例如，在为患者进行静脉输液时，会产生使用过的棉签、使用过的注射器等垃圾，使用垃

圾桶或垃圾收盘收取医疗垃圾，具有占用治疗车的空间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旨在提供一种多功能治疗车，设置有多个带有挂钩的横杆，能够方便

临床使用；同时可以分类放置物品，护理效率高，布局合理、可以最大利用空间位置。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多功能治疗车，包括位于上部的操作台、位于下部的置物台以及设置在操作

台和置物台之间的四个支撑杆，所述操作台上方设置有悬挂支架，所述悬挂支架包括两个

竖直杆和连接竖直杆顶部的横杆，两个竖直杆底部贯穿操作台并插装在位于前端的两个支

撑杆内，位于前端的两个所述支撑杆上分别设置有用于调节悬挂支架高度的调节螺栓；还

包括多个活动横杆，所述活动横杆竖直设置并可拆卸地连接在支撑杆上；所述竖直杆在竖

直方向上间隔设置有多个可供活动横杆穿过的通孔，活动横杆两端分别设置有用于固定活

动横杆的锁紧螺栓；所述横杆与活动横杆均沿长度方向间隔设置有若干挂钩。

[0006] 优选的，所述置物台底部设有带刹车的万向轮，操作台顶面设有对放置物品进行

防护的U型围栏，所述围栏底部固定在操作台。

[0007] 优选的，所述操作台底部设有多个用于收纳物品的抽屉，所述抽屉内放置有分隔

架，所述分隔架呈网格状，用于将抽屉内空间分隔为多个独立空间。

[0008] 优选的，所述操作台侧面设置有用于固定垃圾袋的固定装置和与固定装置连接的

储袋盒，所述储袋盒内放置有一次性垃圾袋；所述固定装置包括用于钩挂在操作台上的钩

形悬挂部和用于固定垃圾袋的固定部；所述钩形悬挂部包括前竖板、后竖板和将所述前竖

板的上端与所述后竖板的上端连接的顶部横板；所述固定部包括底部横板和封压环，所述

底部横板在所述前竖板的前侧与所述前竖板的下端垂直连接，在所述底部横板上形成有用

于固定所述垃圾袋的袋口的环状开口，所述封压环能够嵌入所述环状开口的内部，将所述

垃圾袋的袋口封压固定在所述底部横板的环状开口。

[0009] 优选的，所述固定装置还包括由辅助横板和辅助竖板构成的“L”形的辅助挂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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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辅助横板的长度方向上的两端通过定位铰链分别连接有延伸卡条，在所述前竖板的前

表面上设置有多条在纵向上排列的卡槽，所述辅助挂钩通过将延伸卡条转动而卡在所述卡

槽的内部的方式与所述前竖板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储袋盒的底部与所述顶部横板的上表面卡接，所述储袋盒的顶部设

置有狭缝状的抽袋口，所述储袋盒的后箱面上开设有将所述垃圾袋放置在所述储袋盒的内

部的置袋口，所述置袋口上设置有封口板。

[0011] 优选的，所述置物台上设置有置物架，所述置物架包括向上开口的、呈四方体凹槽

状的外框架，以及可放置于外框架内的分隔板，所述分隔板包括沿外框架长度方向放置的

横板和竖直方向垂直于横板的两块与外框架内部宽度等长的竖板，所述竖板的中部和横板

固定连接，所述分隔板的横截面为近似“土”字型，所述分隔板放置于外框架内的一端部可

与外框架的侧壁配合将外框架内空间分隔成五个部分。

[0012] 优选的，所述置物架内还包括与外框架内部宽度等长的隔板，所述隔板中部设有

向下方开口的隔板卡槽，所述横板上远离竖板的部分设有多个向上开口的分隔板卡槽，所

述隔板卡槽与分隔板卡槽可配合卡接从而使隔板卡接在横板上。

[0013] 优选的，所述置物架内还包括与外框架内部宽度等长的试管架；所述外框架内底

部设有凸起的分隔板卡位和试管架卡位，所述分隔板卡位沿长度方向距外框架的一端内壁

的距离与所述分隔板的长度相等，所述试管架卡位沿长度方向距外框架的另一端内壁的距

离与试管架宽度相等。

[0014] 优选的，所述分隔板上横板和竖板围合成位于横板两侧的区域，为固定盒和消毒

液盒，所述消毒液盒的中部水平方向设有一个搁板，所述搁板的中部设有可将消毒液瓶放

入的、与消毒液瓶外圆周形状适配的圆形通孔。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6] 本实用新型公开的治疗车，设置有多个带有挂钩的活动横杆，能够满足输液需求

较多的科室使用，需要较多挂钩时，将固定在支撑杆上取下，安装在悬挂支架上即可满足使

用，不需要时可以将活动横杆收纳在操作台下；同时，设置有放置于治疗车置物台上的置物

架和可放置于治疗车抽屉内的分隔架，置物架由可取出的分隔板配合外框架的侧壁，共同

将外框架内空间分隔成多个部分，使物品定位放置，做到标识明确、方便取用，防止无菌物

品过期，提高工作效率，保证治疗安全；并且，治疗车上的垃圾袋固定装置能够利用钩形悬

挂部挂在治疗车的围栏上，垃圾袋的袋口通过封压环挤压固定在底部横板的环状开口处；

使用时，医护人员或患者将垃圾从环状开口处扔进垃圾袋，垃圾袋装满后，可将封压环提起

后收走垃圾，并从储袋盒中抽出新的垃圾袋，由封压环挤压固定在底部横板的环状开口处

进行新一轮的使用。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实施例图；

[0019] 图3为置物架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分隔板和隔板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试管架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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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6为置物架示意图；

[0023] 图7为分隔架结构示意图；

[0024] 图8为固定装置与储袋盒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9为固定装置整体结构侧视图；

[0026] 图10是固定装置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7] 图11是固定装置实施例的整体结构侧视图；

[0028] 图12是辅助挂钩结构示意图；

[0029] 图中：1-操作台、2-置物台、3-支撑杆、4-悬挂支架、5-竖直杆、6-横杆、7-调节螺

栓、8-活动横杆、9-通孔、10-置物架、11-外框架、12-分隔板、13-隔板、14-试管架、15-锁紧

螺栓、16-挂钩、17-万向轮、18-围栏、19-抽屉、20-分隔架；

[0030] 111-分隔板卡位、112-试管架卡位、12-分隔板、121-横板、122-竖板、123-分隔板

卡槽、124-固定盒、125-消毒液盒、126-搁板、131-隔板卡槽；

[0031] 100-储袋盒、110-抽袋口、120-顶板拉手、210-前竖板、211-卡槽、220-后竖板、

230-顶部横板、310-底部横板、320-环状开口、330-封压环、331-手柄、410-辅助横板、411-

延伸卡条、420-辅助竖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

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3] 如图1-12所示，一种多功能治疗车，包括位于上部的操作台1、位于下部的置物台2

以及设置在操作台1和置物台2之间的四个支撑杆3，操作台1上方设置有悬挂支架4，悬挂支

架4包括两个竖直杆5和连接竖直杆5顶部的横杆6，两个竖直杆5底部贯穿操作台1并插装在

位于前端的两个支撑杆3内，位于前端的两个支撑杆3上分别设置有用于调节悬挂支架4高

度的调节螺栓7；还包括多个活动横杆8，活动横杆8竖直设置并可拆卸地连接在支撑杆3上；

竖直杆5在竖直方向上间隔设置有多个可供活动横杆8穿过的通孔9，活动横杆8两端分别设

置有用于固定活动横杆8的锁紧螺栓15；横杆6与活动横杆8均沿长度方向间隔设置有若干

挂钩16。

[0034] 如图1-2所示，在临床使用中，治疗车在需要输液较多的科室中，可以通过旋转前

端支撑杆3上的调节螺栓7来调节悬挂支架4的高度，将悬挂支架4升高，以露出悬挂支架4两

侧的竖直杆5上的通孔9；同时取下可拆卸连接在支撑杆3上的活动横杆8，取下活动横杆8两

端的锁紧螺栓15，将活动横杆8置于两个竖直杆5之间，并使活动横杆8两端对准竖直杆5上

的通孔9，锁紧螺栓15穿过竖直杆5上的通孔9与活动横杆8连接，用于将活动横杆8固定在悬

挂支架4上；活动横杆8上设置有多个挂钩16，增加治疗车上的可悬挂数量，方便医护人员使

用；如果在临床使用中不在需要较多的挂钩16时，可将上述操作进行反向，将活动横杆8取

下固定在操作台1下部的支撑杆3上，并降低悬挂支架4的高度，方便医护人员进行移动。

[0035] 置物台2底部设有带刹车的万向轮17，操作台1顶面设有对放置物品进行防护的U

型围栏18，围栏18底部固定在操作台1。

[0036] 操作台1底部设有多个用于收纳物品的抽屉19，抽屉19内放置有分隔架20，分隔架

20呈网格状，用于将抽屉19内空间分隔为多个独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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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如图3-6所示，置物台2上设置有置物架10，置物架10包括向上开口的、呈四方体凹

槽状的外框架11，以及可放置于外框架11内的分隔板12，分隔板12包括沿外框架11长度方

向放置的横板121和竖直方向垂直于横板121的两块与外框架11内部宽度等长的竖板122，

竖板122的中部和横板121固定连接，分隔板12整体的横截面为近似“土”字型，将分隔板12

放置于外框架11内的一端部可与外框架11的侧壁配合将外框架11内空间分隔成五个部分，

分隔开的部分可分别装放不同的医疗物品，便于归置、取用；其中分隔板12上横板121和竖

板122围合成两个位于横板121两侧的固定区域，为固定盒124和消毒液盒125，消毒液盒125

的中部水平方向设有一个搁板126，搁板126的中部设有一个圆形通孔9，圆形通孔9的大小

可适合将护士平常使用的消毒液瓶放入，避免治疗车移动使消毒液瓶倾倒。

[0038] 为了在置物架10内分隔出更多的空间，用以放置更多的医疗物品，在横板121上远

离竖板122的部分设有多个向上开口的分隔板卡槽123，另外增设有与外框架11内部宽度等

长的隔板13，隔板13中部设有向下方开口的隔板卡槽131，隔板卡槽131与分隔板卡槽123可

配合卡接从而使隔板13卡接在横板121上，如此可将分隔板12所在区域多分隔出两个空间，

并且进一步为了隔板13分隔出的空间适应不同的医疗物品和不同数量的医疗物品，将分隔

板卡槽123设计为多个，如图3、4、6所示的实施方式为五个，可设计每个分隔板卡槽123间距

2cm。可放置物品例如：注射器、输液器、采血试管、静脉留置针、肾上腺素急救药等输血、输

液、采血常用物品。

[0039] 护士会经常需要给病人采血样，采血后的试管常置于治疗车顶部平放易掉落，因

此为了方便放置采血后试管，在置物架10内还设有与外框架11内部宽度等长的试管架14，

可放置在与分隔板12相对的外框架11内另一端，进一步为了方便将位于外框架11内的分隔

板12和试管架14卡住，使其不易移动，在外框架11内部底部设有凸起的分隔板卡位111和试

管架卡位112，分隔板卡位111沿外框架11长度方向距外框架11的一端内壁的距离与所述分

隔板12的长度相等，如此可将分隔板12正好卡放在外框架11侧壁和分隔板卡位111之间，试

管架卡位112沿长度方向距外框架11的另一端内壁的距离与试管架14宽度相等，如此试管

架14正好卡放在外框架11侧壁和试管架卡位112之间。

[0040] 如图7所示，治疗车上设有抽屉19，抽屉19内的物品放置没有归类，随意放置取用

不方便，护士的工作效率不高，为了归置抽屉19内物品摆放，分隔架20呈网格状，可放置在

抽屉19内，将抽屉19内的空间分隔开来；本实施例中分隔架20可将抽屉19内空间分成六个

部分。

[0041] 置物架10整体可以设计为长54cm，宽14cm，高8cm。

[0042] 如图8-9所示，治疗车的操作台1侧面设置有固定装置和与固定装置连接的储袋盒

100。固定装置包括用于钩挂在治疗车的围栏18上的钩形悬挂部和用于固定垃圾袋的固定

部。钩形悬挂部包括前竖板210、后竖板220和将前竖板210的上端与后竖板220的上端连接

的顶部横板230，前竖板210的长度与后竖板220的长度的比值为5比2。

[0043] 固定部包括底部横板310和封压环330，底部横板310在前竖板210的前侧与前竖板

210的下端垂直连接，在底部横板310上形成有用于固定垃圾袋的袋口的环状开口320，封压

环330能够嵌入环状开口320的内部，将垃圾袋的袋口封压固定在底部横板310的环状开口

320。

[0044] 封压环330的周面与底部横板310的环状开口320的边缘以能够相对转动的方式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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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在封压环330的边缘设置有手柄331；通过这样的结构，避免了单独设置封压环造成封压

环丢失的现象的发生，同时，将封压环的周面与底部横板的环状开口的边缘以能够相对转

动的方式连接，为封压环封压环状开口提供了准确的定位，封压更方便。

[0045] 另外，储袋盒100的底部与顶部横板230的上表面卡接，在储袋盒100的顶部设置有

狭缝状的抽袋口110，在储袋盒100的后箱面上开设有将垃圾袋放置在储袋盒100的内部的

置袋口，在置袋口上设置有封口板。通过这样的结构，在将固定装置作为备用装置不进行使

用时，能够将储袋盒从固定装置上取下，以将储袋盒和固定装置分别放置，从而有效地节省

空间。

[0046] 如图10-12所示，固定装置还包括由辅助横板410和辅助竖板420通过定位铰链连

接构成“L”形的辅助挂钩，在辅助横板410的长度方向上的两端通过定位铰链分别连接有延

伸卡条411，在前竖板210的前表面上设置有多条在纵向上排列的卡槽211，辅助挂钩通过将

延伸卡条411转动而卡在卡槽211的内部的方式与前竖板210连接。

[0047] 在辅助横板的长度方向上的两端通过定位铰链分别连接有延伸卡条，在前竖板的

前表面上设置有多条在纵向上排列的卡槽，辅助挂钩通过将延伸卡条转动而卡在卡槽的内

部的方式与前竖板连接。通过这样的结构，使该辅助挂钩能够根据治疗车的围栏18的具体

尺寸将延伸卡条卡在不同的卡槽的内部，从而更加稳定地固定该垃圾袋固定装置。

[0048] 储袋盒100包括盒体顶板和盒体侧板，盒体侧板的下端与顶部横板230的上表面固

定连接，在盒体顶板上开设有狭缝状的抽袋口110，盒体顶板与所述盒体侧板以能够相对转

动的方式连接，在盒体顶板的上表面设置有顶板拉手120。通过这样的结构，使向储袋盒中

加装垃圾袋的操作更加简便易行，节省了补充垃圾袋的时间。

[0049] 使用时，将固定装置的钩形悬挂部挂在治疗车的围栏18上，将垃圾袋的袋口通过

封压环330挤压固定在底部横板310的环状开口320处，医护人员或患者将垃圾从环状开口

320处扔进垃圾袋，垃圾袋装满后，可将封压环330提起后收走垃圾，并从储袋盒100中抽出

新的垃圾袋，由封压环330挤压固定在底部横板310的环状开口320处进行新一轮的使用。

[0050]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设置有“L”形的辅助挂钩的情况下，还需要根据治疗车的围

栏18的具体尺寸将延伸卡条411卡在前竖板210的不同的卡槽211的内部，并将辅助挂钩挂

在治疗车的围栏18上，从而更加稳定地固定该垃圾袋固定装置。

[0051] 通过以上结构，与不设置这样的治疗车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使用，使医护人员在对

患者进行诊疗时，不必在治疗车上单独放置垃圾收盘或垃圾桶，避免了在治疗车的推动过

程中，垃圾收盘或垃圾桶很容易从治疗车上掉落或发生倾倒，使垃圾掉落到地面上，从而加

重医院清洁人员的清洁负担的问题，且与利用垃圾收盘或垃圾桶清理垃圾相比，使用更方

便、更节省空间。

[0052] 当然，本实用新型还可有其它多种实施方式，在不背离本实用新型精神及其实质

的情况下，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根据本实用新型作出各种相应的改变和变形，但这些

相应的改变和变形都应属于本实用新型所附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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