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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儿惊厥多功能急救箱，解决了在院内

抢救惊厥患儿时浪费时间和人力且容易贻误抢

救引起家属恐慌的问题；包括箱本体，箱本体上

固定连接有两个定位板，每个定位板上都设有导

槽，导槽内都设有剪式伸缩架，剪式伸缩架上设

有可随剪式伸缩架升降的第一L型固定板和第二

L型固定板，第一L型固定板之间设有第一收纳

箱，第二L型固定板之间设有第二收纳箱，第二L

型固定板上都设有L型导槽和竖直导槽，L型导槽

和竖直导槽内都滑动连接有第二圆柱导销，第二

圆柱导销与剪式伸缩架固定连接；本设计达到了

最短时间内实施现场救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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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小儿惊厥多功能急救箱，包括箱本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箱本体(1)上固定连

接有两个定位板(2)，两个所述定位板(2)左右对称且结构相同，每个定位板(2)上都设有导

槽(3)，每个所述导槽(3)内都设有可前后滑动的第一圆柱导销，每个所述第一圆柱导销上

固定连接有剪式伸缩架(4)，每个所述剪式伸缩架(4)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定位销，每个所

述定位销与对应的定位板(2)转动连接，每个所述剪式伸缩架(4)上设有可随剪式伸缩架

(4)升降的第一L型固定板(5)和第二L型固定板(6)，两个第一L型固定板(5)之间设有第一

收纳箱(7)，两个第二L型固定板(6)之间设有第二收纳箱(8)，每个第二L型固定板(6)上都

设有L型导槽(9)和竖直导槽(10)，L型导槽(9)和竖直导槽(10)内都滑动连接有第二圆柱导

销，所述第二圆柱导销与剪式伸缩架(4)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儿惊厥多功能急救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本体(1)上

设有第一置物槽(11)和第二置物槽(12)，所述第一置物槽(11)在两个剪式伸缩架(4)的左

方，且第一置物槽(11)的下方设有第一抽屉(13)，所述第二置物槽(12)在两个剪式伸缩架

(4)的右方，且第二置物槽(12)的下方设有第二抽屉(14)，所述第一抽屉(13)和第二抽屉

(14)都与箱本体(1)通过第一锁扣(15)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小儿惊厥多功能急救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本体(1)

的前后两端都通过合页连接有挡板(16)，挡板(16)在第一置物槽(11)和第二置物槽(12)之

间，所述箱本体(1)的左端铰接有第一盖体(17)，所述箱本体(1)的右端铰接有第二盖体

(18)，所述第一盖体(17)和第二盖体(18)与挡板(16)之间都通过第二锁扣(19)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小儿惊厥多功能急救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盖体(17)

上固定连接有第一带体(20)，所述第二盖体(18)上固定连接有第二带体(21)。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小儿惊厥多功能急救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板(16)上设

有置物袋体(2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儿惊厥多功能急救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收纳箱

(7)为可前后拉动的抽屉。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儿惊厥多功能急救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收纳箱

(8)内固定连接有瓶体放置架(23)，所述瓶体放置架(23)上设有拉动抠手(24)。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小儿惊厥多功能急救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盖体(17)

和第二盖体(18)上都设有凹槽(25)，所述凹槽(25)的底端设有多个插孔(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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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儿惊厥多功能急救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护理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小儿惊厥多功能急救箱。

背景技术

[0002] 惊厥也称为抽筋、抽搐，属于神经系统疾病，发病较急，是常见的危机症之一。主要

表现为四肢或全身、面部呈阵发性抽动，同时伴有眼球上翻、目光斜视、神志不清等，短则几

分钟后症状消失，恢复常态，重则持续半小时以上，反复发作。以婴幼儿发病常见。

[0003] 惊厥病因一般与感染、颅脑疾病、中毒、代谢异常、水电解质紊乱有关，其中感染是

主要原因。小儿身体功能发育尚不完全，免疫力低下，血脑屏障功能不足，各种病毒及微生

物无一进入脑组织，引发感染性惊厥。一般短暂的惊厥不会对大脑造成明显影响，症状消失

后恢复意识。但持续性、反复性发作可对患儿造成神经系统损害，留下后遗症，影响患儿的

身体和智力发育。

[0004] 大量的惊厥患儿使护士在床位安排时无法将每一个有惊厥发作危险的患儿都就

近安排在抢救室。当非抢救室患儿突发惊厥时抢救人员需分工推抢救车、取抢救药，既浪费

时间及人力，又显得抢救忙乱，如果发生在值班人员较少的夜间，则易贻误抢救并引起家属

的恐慌及不满。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小儿惊厥多功能急救箱，解决

了在院内抢救惊厥患儿时浪费时间和人力且容易贻误抢救引起家属恐慌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包括箱本体，所述箱本体上固定

连接有两个定位板，两个所述定位板左右对称且结构相同，每个定位板上都设有导槽，每个

所述导槽内都设有可前后滑动的第一圆柱导销，每个所述第一圆柱导销上固定连接有剪式

伸缩架，每个所述剪式伸缩架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定位销，每个所述定位销与对应的定位

板转动连接，每个所述剪式伸缩架上设有可随剪式伸缩架升降的第一L型固定板和第二L型

固定板，两个第一L型固定板之间设有第一收纳箱，两个第二L型固定板之间设有第二收纳

箱，每个第二L型固定板上都设有L型导槽和竖直导槽，L型导槽和竖直导槽内都滑动连接有

第二圆柱导销，所述第二圆柱导销与剪式伸缩架固定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箱本体上设有第一置物槽和第二置物槽，所述第一置物槽在两个剪

式伸缩架的左方，且第一置物槽的下方设有第一抽屉，所述第二置物槽在两个剪式伸缩架

的右方，且第二置物槽的下方设有第二抽屉，所述第一抽屉和第二抽屉都与箱本体通过第

一锁扣连接。

[0008] 优选的，所述箱本体的前后两端都通过合页连接有挡板，挡板在第一置物槽和第

二置物槽之间，所述箱本体的左端铰接有第一盖体，所述箱本体的右端铰接有第二盖体，所

述第一盖体和第二盖体与挡板之间都通过第二锁扣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第一盖体上固定连接有第一带体，所述第二盖体上固定连接有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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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体。

[0010] 优选的，所述挡板上设有置物袋体。

[0011] 优选的，所述第一收纳箱为可前后拉动的抽屉。

[0012] 优选的，所述第二收纳箱内固定连接有瓶体放置架，所述瓶体放置架上设有拉动

抠手。

[0013] 优选的，所述第一盖体和第二盖体上都设有凹槽，所述凹槽的底端设有多个插孔。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通过剪式伸缩架可将放

置于一定空间内的第一收纳箱和第二收纳箱升高、定位，便于抢救使用时快速取出所需品

的同时，合理利用了箱本体内的空间；箱本体内布局合理，只需要对各层合理分类放置物

品、完善标志即可，省去了设计、制作等繁琐工序；且取用方便、快捷，护士经简单培训即可

掌握；即使在人员较少的夜间，护士单人也能快速实施惊厥急救，达到最短时间内实施现场

救治的目的；同时，节约了护士往返的人力消耗，优化了抢救流程。

附图说明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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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附图中：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剪式伸缩架与第一收纳箱、第二收纳箱连接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展开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实用新型第二L型固定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是图1中A部放大示意图。

[0021] 图6是图1中B部放大示意图。

[0022] 图7是本实用新型第二盖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箱本体、2-定位板、3-导槽、4-剪式伸缩架、5-第一L型固定板、6-第二L型

固定板、7-第一收纳箱、8-第二收纳箱、9-L型导槽、10-竖直导槽、11-第一置物槽、12-第二

置物槽、13-第一抽屉、14-第二抽屉、15-第一锁扣、16-挡板、17-第一盖体、18-第二盖体、

19-第二锁扣、20-第一带体、21-第二带体、22-置物袋体、23-瓶体放置架、24-拉动抠手、25-

凹槽、26-插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现在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附图为简化的示意图，仅以示

意方式说明本实用新型基本结构，因此其仅显示与本实用新型有关的构成。

[0025] 参照图1-7所示，本实用新型包括箱本体1，所述箱本体1上固定连接有两个定位板

2，两个所述定位板2左右对称且结构相同，每个定位板2上都设有导槽3，每个所述导槽3内

都设有可前后滑动的第一圆柱导销，每个所述第一圆柱导销上固定连接有剪式伸缩架4，每

个所述剪式伸缩架4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定位销，每个所述定位销与对应的定位板2转动连

接，每个所述剪式伸缩架4上设有可随剪式伸缩架4升降的第一L型固定板5和第二L型固定

板6，两个第一L型固定板5之间设有第一收纳箱7，两个第二L型固定板6之间设有第二收纳

箱8，每个第二L型固定板5上都设有L型导槽9和竖直导槽10，L型导槽9和竖直导槽10内都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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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连接有第二圆柱导销，所述第二圆柱导销与剪式伸缩架4固定连接。

[0026] 进一步的，所述箱本体1上设有第一置物槽11和第二置物槽12，所述第一置物槽11

在两个剪式伸缩架4的左方，且第一置物槽11的下方设有第一抽屉13，所述第二置物槽12在

两个剪式伸缩架4的右方，且第二置物槽12的下方设有第二抽屉14，所述第一抽屉13和第二

抽屉14都与箱本体1通过第一锁扣15连接。

[0027] 以物品体积、存放安全、取用方便为原则布局箱内物品。第一收纳箱7及第一置物

槽11、第二置物槽12内分别放置有惊厥急救药品地西泮注射液及苯巴比妥分针各一支、百

分之0.9氯化钠注射液2支，砂轮、肛门体温计、消毒石蜡油棉球、一次性检查手套、一次性小

儿肛管、牙垫小儿口咽通气管、一次性消毒压舌板各一支，方便快捷打开使用；第二收纳箱

8、第一抽屉13、第二抽屉14内分别放置氧气湿化瓶及一次性吸氧管导管1套，安尔碘消毒液

1瓶、棉签压脉带1根、静脉留置针2个，预冲式导管冲洗器2个，1、2、5、10ml一次性注射器各

一个，5号、7号一次性静脉输液针各2个，一次性输液贴1包，3M透明贴2个，弯盘和黄色垃圾

袋各1个，按类别以松紧带分别捆绑。

[0028] 其中，为了方便使用，所述第一收纳箱7为可前后拉动的抽屉。

[0029] 在需要使用到吸氧装置时，需将剪式伸缩架向上拉起，在拉动的同时第一圆柱导

销在导槽3内滑动，定位销在定位板2上转动，第一收纳箱7、第二收纳箱8的位置升高，且第

一收纳箱7和第二收纳箱8之间的位置也会增大，便于使用抢救用品，同时，第二圆柱销在L

型导槽9内滑动，当滑动到L型导槽9的最左端时，第一收纳箱7会同时沿L型导槽9和竖直导

槽10向下滑动将剪式伸缩架4定位，在需要使用第一抽屉13和第二抽屉14内的物品时，只需

通过第一锁扣15打开后拉出即可，第一置物槽11、第二置物槽12及第一收纳箱7是由箱本体

1上的箱盖直接覆盖的，只需将箱盖打开就可直接使用里面带的物品了。

[0030] 如图3所示，为了方便打开第一置物槽11、第二置物槽12及第一收纳箱7的全部或

部分使用，所述箱本体1的前后两端都通过合页连接有挡板16，挡板16在第一置物槽11和第

二置物槽12之间，所述箱本体1的左端铰接有第一盖体17，所述箱本体1的右端铰接有第二

盖体18，所述第一盖体17和第二盖体18与挡板16之间都通过第二锁扣19连接。

[0031] 如果只需要使用第一置物槽11内的物品，只需要打开第一盖体17即可，如果只需

使用第二置物槽12内的物品，只需要打开第二盖体18即可，如果需要用到的物品比较多就

需将第一盖体17、第二盖体18都打开才行，这时的第二锁扣19全部打开，挡板16也可打开便

于第二收纳箱8内的物品的使用。

[0032] 为了方便携带急救箱，所述第一盖体17上固定连接有第一带体20，所述第二盖体

18上固定连接有第二带体21。

[0033] 为了增大放置空间，方便放置一些一次性手套等、或者一些备用品；所述挡板16上

设有置物袋体22。

[0034] 为了方便放置易洒落等药品和便于操控剪式伸缩架，所述第二收纳箱8内固定连

接有瓶体放置架23，所述瓶体放置架23上设有拉动抠手24。

[0035] 为了方便放置一些注射药品等易碎药品，所述第一盖体17和第二盖体18上都设有

凹槽25，所述凹槽25的底端设有多个插孔26。

[0036]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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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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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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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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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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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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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