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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头皮留置针防护扣罩，其属

于医疗用具技术领域。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头

皮留置针防护扣罩，包括防护罩，在防护罩上侧

设有防碰警示器，防碰警示器前侧设有警示扬声

器，警示扬声器前侧设有扬声器防护罩，警示扬

声器右侧设有音乐数据接口，防碰警示器右侧设

有警示器控制开关，警示控制开关下侧设有警示

复位按钮。本发明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有效地防

止了头皮留置针受到刮碰的影响，同保证了小儿

头皮留置针的安全使用，减轻了护理人员的工作

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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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头皮留置针防护扣罩，包括防护罩(1)，其特征在于：在防护罩(1)上侧设有防碰警示

器(2)，防碰警示器(2)前侧设有警示扬声器(3)，警示扬声器(3)前侧设有扬声器防护罩

(4)，警示扬声器(3)右侧设有音乐数据接口(5)，防碰警示器(2)右侧设有警示器控制开关

(6)，警示控制开关(6)下侧设有警示复位按钮(7)，防碰警示器(2)左侧设有音乐播放控制

开关(8)，音乐播放控制开关(8)下侧设有音量调节旋钮(9)，防碰警示器(2)下侧设有防碰

红外传感器(10)，防碰红外传感器(10)后侧通过防碰传感器固定座(11)和防护罩(1)连接，

防碰红外传感器(10)上侧设有传输信号线(12)，传输信号线(12)后侧设有导线固定凹槽

(13)，防碰红外传感器(10)前侧设有传感器防护罩(14)；防护罩(1)左侧设有电源盒(15)，

电源盒(15)内设有锂电池模块(16)，电源盒(15)左侧设有电源盒盖(17)，电源盒(15)下侧

设有充电器(18)，充电器(18)前侧设有充电接口(19)，充电接口(19)内设有橡胶防护塞

(20)，充电接口(19)上侧设有充电指示灯(21)，电源盒(15)前侧设有电源控制开关(22)，电

源控制开关(22)上侧设有工作指示灯(23)，防护罩(1)下侧设有留置针固定滑槽(24)，留置

针固定滑槽(24)前侧设有滑动保护罩(25)，滑动保护罩(25)后侧通过护罩移动滑块(26)和

留置针固定滑槽(24)连接，护罩移动滑块(26)前侧设有护罩滑块固定扣(27)，留置针固定

滑槽(24)内设有针体移动滑块(28)，针体移动滑块(28)右侧设有针体滑块固定扣(29)，针

体移动滑块(28)左侧设有留置针固定卡座(30)；

留置针固定卡座(30)上侧设有留置针固定凹槽(31)，留置针固定凹槽(31)内设有留置

针防滑垫(32)，留置针固定凹槽(31)上侧设有留置针固定夹板(33)，留置针固定夹板(33)

右侧通过夹板连接转轴(34)和留置针固定凹槽(31)连接，留置针固定夹板(33)下侧设有夹

板防护垫(35)，留置针固定夹板(33)左侧设有夹板固定卡扣(36)，夹板固定卡扣(36)下侧

通过夹板闭锁连接器(37)和留置针固定凹槽(31)连接，夹板闭锁连接器(37)左侧设有夹板

闭锁释放按钮(38)；

留置针固定滑槽(24)上侧设有药管固定滑槽(39)，药管固定滑槽(39)内设有药管移动

滑块(40)，药管移动滑块(40)前侧设有药管滑块固定扣(41)，药管移动滑块(40)左侧设有

药管固定卡座(42)；药管固定卡座(42)上侧设有药管固定凹槽(43)，药管固定凹槽(43)内

设有电动恒温加热器(44)，电动恒温加热器(44)上侧设有药管防滑加热垫(45)，药管防滑

加热垫(45)上侧设有加热温度传感器(46)，药管固定凹槽(43)上侧设有药管固定夹板

(47)，药管固定夹板(47)右侧通过药管夹板连接转轴(48)和药管固定凹槽(43)连接，药管

固定夹板(47)下侧设有药管防护垫(49)，药管固定夹板(47)左侧设有药管夹板固定扣

(50)，药管夹板固定扣(50)下侧通过药管闭锁连接器(51)和药管固定凹槽(43)连接，药管

闭锁连接器(51)左侧设有药管闭锁释放按钮(52)，药管固定卡座(42)右侧设有药管加热控

制器(53)，药管加热控制器(53)上侧设有温度显示屏(54)，药管加热控制器(53)前侧设有

加热控制开关(55)；

留置针固定滑槽(24)下侧设有护罩固定带(56)，护罩固定带(56)左侧设有弹性固定带

(57)，弹性固定带(57)通过弹性带固定连接器(58)和护罩固定带(56)连接，弹性固定带

(57)左侧设有长度调节条(59)，长度调节条(59)通过调节条固定连接器(60)和弹性固定带

(57)连接，长度调节条(59)外侧设有长度调节卡槽(61)，长度调节条(59)左侧设有长度调

节器(62)，长度调节器(62)左侧设有长度调节转轴(63)，长度调节转轴(63)通过调节转轴

紧固器(64)和长度调节器(62)连接，长度调节转轴(63)左侧设有长度调节转盘(65)，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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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带(56)下侧设有固定头带(66)，固定头带(66)上侧设有头带连接架(67)，头带连接架

(67)下侧设有头带调节转轴(68)，头带连接架(67)上侧设有头带固定连接器(69)，头带固

定连接器(69)通过头带连接转轴(70)和护罩固定带(56)连接，固定头带(66)下侧设有滑动

长度调节器(71)，滑动长度调节器(71)下侧设有滑动保护垫(72)，滑动保护垫(72)下侧通

过护垫滑动套管(73)和固定头带(66)连接，滑动保护垫(72)上侧设有柔性防护垫(74)。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5816937 B

3



头皮留置针防护扣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医疗用具技术领域，具体地讲是一种头皮留置针防护扣罩。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静脉留置针在临床输液中特别是在小儿科，深受广大病人和护士的欢迎，

对于小儿来说，可以减少由于反复穿刺引起的痛苦，减轻家长的顾虑情绪。静脉留置针又称

套管针，具有操作简单、套管柔软、套管在静脉内留置时间长且不易穿破血管等特点，在输

液前、中、和封管后均可通过留置针采血，减轻了护士的工作量，方便输入各种药物，且操作

简单、直观、费用低，减少了穿刺次数，避免了反复穿刺给病人带来的痛苦，保护了穿刺静

脉，提高了护士的工作效率。在目前的小儿头皮留置针的使用过程中，也存在着以下不足：

由于小儿头皮留置针裸露在小儿的头皮上，儿童在玩耍和睡觉时，会不小心碰掉留置针，给

自己带来伤痛。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使用方便，能使头皮留置针不受刮碰，保证留

置针安全使用的头皮留置针防护扣罩。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头皮留置针防护扣罩，包括防护罩，在防护罩上侧设有防碰

警示器，防碰警示器前侧设有警示扬声器，警示扬声器前侧设有扬声器防护罩，警示扬声器

右侧设有音乐数据接口，防碰警示器右侧设有警示器控制开关，警示控制开关下侧设有警

示复位按钮，防碰警示器左侧设有音乐播放控制开关，音乐播放控制开关下侧设有音量调

节旋钮，防碰警示器下侧设有防碰红外传感器，防碰红外传感器后侧通过防碰传感器固定

座和防护罩连接，防碰红外传感器上侧设有传输信号线，传输信号线后侧设有导线固定凹

槽，防碰红外传感器前侧设有传感器防护罩；

[0005] 防护罩左侧设有电源盒，电源盒内设有锂电池模块，电源盒左侧设有电源盒盖，电

源盒下侧设有充电器，充电器前侧设有充电接口，充电接口内设有橡胶防护塞，充电接口上

侧设有充电指示灯，电源盒前侧设有电源控制开关，电源控制开关上侧设有工作指示灯，防

护罩下侧设有留置针固定滑槽，留置针固定滑槽前侧设有滑动保护罩，滑动保护罩后侧通

过护罩移动滑块和留置针固定滑槽连接，护罩移动滑块前侧设有护罩滑块固定扣，留置针

固定滑槽内设有针体移动滑块，针体移动滑块右侧设有针体滑块固定扣，针体移动滑块左

侧设有留置针固定卡座；

[0006] 留置针固定卡座上侧设有留置针固定凹槽，留置针固定凹槽内设有留置针防滑

垫，留置针固定凹槽上侧设有留置针固定夹板，留置针固定夹板右侧通过夹板连接转轴和

留置针固定凹槽连接，留置针固定夹板下侧设有夹板防护垫，留置针固定夹板左侧设有夹

板固定卡扣，夹板固定卡扣下侧通过夹板闭锁连接器和留置针固定凹槽连接，夹板闭锁连

接器左侧设有夹板闭锁释放按钮；

[0007] 留置针固定滑槽上侧设有药管固定滑槽，药管固定滑槽内设有药管移动滑块，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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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移动滑块前侧设有药管滑块固定扣，药管移动滑块左侧设有药管固定卡座；

[0008] 药管固定卡座上侧设有药管固定凹槽，药管固定凹槽内设有电动恒温加热器，电

动恒温加热器上侧设有药管防滑加热垫，药管防滑加热垫上侧设有加热温度传感器，药管

固定凹槽上侧设有药管固定夹板，药管固定夹板右侧通过药管夹板连接转轴和药管固定凹

槽连接，药管固定夹板下侧设有药管防护垫，药管固定夹板左侧设有药管夹板固定扣，药管

夹板固定扣下侧通过药管闭锁连接器和药管固定凹槽连接，药管闭锁连接器左侧设有药管

闭锁释放按钮，药管固定卡座右侧设有药管加热控制器，药管加热控制器上侧设有温度显

示屏，药管加热控制器前侧设有加热控制开关；

[0009] 留置针固定滑槽下侧设有护罩固定带，护罩固定带左侧设有弹性固定带，弹性固

定带通过弹性带固定连接器和护罩固定带连接，弹性固定带左侧设有长度调节条，长度调

节条通过调节条固定连接器和弹性固定带连接，长度调节条外侧设有长度调节卡槽，长度

调节条左侧设有长度调节器，长度调节器左侧设有长度调节转轴，长度调节转轴通过调节

转轴紧固器和长度调节器连接，长度调节转轴左侧设有长度调节转盘，护罩固定带下侧设

有固定头带，固定头带上侧设有头带连接架，头带连接架下侧设有头带调节转轴，头带连接

架上侧设有头带固定连接器，头带固定连接器通过头带连接转轴和护罩固定带连接，固定

头带下侧设有滑动长度调节器，滑动长度调节器下侧设有滑动保护垫，滑动保护垫下侧通

过护垫滑动套管和固定头带连接，滑动保护垫上侧设有柔性防护垫。

[0010] 所述防碰警示器上侧设有装饰物固定座。

[0011] 所述警示扬声器左侧设有警示指示灯。

[0012] 所述音乐数据接口外侧设有橡胶防护盖。

[0013] 所述工作指示灯右侧设有欠压指示灯。

[0014] 所述药管加热控制器右侧设有温度调节旋钮。

[0015] 所述护罩固定带里侧设有头部保护软垫。

[0016] 所述长度调节转盘外侧设有调节防滑纹。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有效地防止了头皮留置针受到

刮碰的影响，同保证了小儿头皮留置针的安全使用，减轻了护理人员的工作强度，提高了工

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18] 附图1为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9] 附图2为本发明留置针固定卡座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3为本发明药管固定卡座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

[0022] 1：防护罩，2：防碰警示器，3：警示扬声器，4：扬声器防护罩，5：音乐数据接口，6：警

示器控制开关，7：警示复位按钮，8：音乐播放控制开关，9：音量调节旋钮，10：防碰红外传感

器，11：防碰传感器固定座，12：传输信号线，13：导线固定凹槽，14：传感器防护罩，15：电源

盒，16：锂电池模块，17：电源盒盖，18：充电器，19：充电接口，20：橡胶防护塞，21：充电指示

灯，22：电源控制开关，23：工作指示灯，24：留置针固定滑槽，25：滑动保护罩，26：护罩移动

滑块，27：护罩滑块固定扣，28：针体移动滑块，29：针体滑块固定扣，30：留置针固定卡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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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留置针固定凹槽，32：留置针防滑垫，33：留置针固定夹板，34：夹板连接转轴，35：夹板防

护垫，36：夹板固定卡扣，37：夹板闭锁连接器，38：夹板闭锁释放按钮，39：药管固定滑槽，

40：药管移动滑块，41：药管滑块固定扣，42：药管固定卡座，43：药管固定凹槽，44：电动恒温

加热器，45：药管防滑加热垫，46：加热温度传感器，47：药管固定夹板，48：药管夹板连接转

轴，49：药管防护垫，50：药管夹板固定扣，51：药管闭锁连接器，52：药管闭锁释放按钮，53：

药管加热控制器，54：温度显示屏，55：加热控制开关，56：护罩固定带，57：弹性固定带，58：

弹性带固定连接器，59：长度调节条，60：调节条固定连接器，61：长度调节卡槽，62：长度调

节器，63：长度调节转轴，64：调节转轴紧固器，65：长度调节转盘，66：固定头带，67：头带连

接架，68：头带调节转轴，69：头带固定连接器，70：头带连接转轴，71：滑动长度调节器，72：

滑动保护垫，73：护垫滑动套管，74：柔性防护垫，75：装饰物固定座，76：警示指示灯，77：橡

胶防护盖，78：欠压指示灯，79：温度调节旋钮，80：头部保护软垫，81：调节防滑纹。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参照附图，对本发明的头皮留置针防护扣罩进行详细描述。

[0024]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头皮留置针防护扣罩，包括防护罩1，在防护罩1上侧设有防

碰警示器2，防碰警示器2前侧设有警示扬声器3，警示扬声器3前侧设有扬声器防护罩4，警

示扬声器3右侧设有音乐数据接口5，防碰警示器2右侧设有警示器控制开关6，警示控制开

关6下侧设有警示复位按钮7，防碰警示器2左侧设有音乐播放控制开关8，音乐播放控制开

关8下侧设有音量调节旋钮9，防碰警示器2下侧设有防碰红外传感器10，防碰红外传感器10

后侧通过防碰传感器固定座11和防护罩1连接，防碰红外传感器10上侧设有传输信号线12，

传输信号线12后侧设有导线固定凹槽13，防碰红外传感器10前侧设有传感器防护罩14。

[0025] 如图1所示，防护罩1左侧设有电源盒15，电源盒15内设有锂电池模块16，电源盒15

前侧设有电源盒盖17，电源盒15下侧设有充电器18，充电器18前侧设有充电接口19，充电接

口19内设有橡胶防护塞20，充电接口19上侧设有充电指示灯21，电源盒15前侧设有电源控

制开关22，电源控制开关22上侧设有工作指示灯23，防护罩1下侧设有留置针固定滑槽24，

留置针固定滑槽24前侧设有滑动保护罩25，滑动保护罩25后侧通过护罩移动滑块26和留置

针固定滑槽24连接，护罩移动滑块26前侧设有护罩滑块固定扣27，留置针固定滑槽24内设

有针体移动滑块28，针体移动滑块28右侧设有针体滑块固定扣29，针体移动滑块28左侧设

有留置针固定卡座30。

[0026] 如图2所示，留置针固定卡座30上侧设有留置针固定凹槽31，留置针固定凹槽31内

设有留置针防滑垫32，留置针固定凹槽31上侧设有留置针固定夹板33，留置针固定夹板33

右侧通过夹板连接转轴34和留置针固定凹槽31连接，留置针固定夹板33下侧设有夹板防护

垫35，留置针固定夹板33左侧设有夹板固定卡扣36，夹板固定卡扣36下侧通过夹板闭锁连

接器37和留置针固定凹槽31连接，夹板闭锁连接器37左侧设有夹板闭锁释放按钮38。

[0027] 如图1所示，留置针固定滑槽24上侧设有药管固定滑槽39，药管固定滑槽39内设有

药管移动滑块40，药管移动滑块40前侧设有药管滑块固定扣41，药管移动滑块40左侧设有

药管固定卡座42。

[0028] 如图3所示，药管固定卡座42上侧设有药管固定凹槽43，药管固定凹槽43内设有电

动恒温加热器44，电动恒温加热器44上侧设有药管防滑加热垫45，药管防滑加热垫45上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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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加热温度传感器46，药管固定凹槽43上侧设有药管固定夹板47，药管固定夹板47右侧

通过药管夹板连接转轴48和药管固定凹槽43连接，药管固定夹板47下侧设有药管防护垫

49，药管固定夹板47左侧设有药管夹板固定扣50，药管夹板固定扣50下侧通过药管闭锁连

接器51和药管固定凹槽43连接，药管闭锁连接器51左侧设有药管闭锁释放按钮52，药管固

定卡座42右侧设有药管加热控制器53，药管加热控制器53上侧设有温度显示屏54，药管加

热控制器53前侧设有加热控制开关55。

[0029] 如图1所示，留置针固定滑槽24下侧设有护罩固定带56，护罩固定带56左侧设有弹

性固定带57，弹性固定带57通过弹性带固定连接器58和护罩固定带56连接，弹性固定带57

左侧设有长度调节条59，长度调节条59通过调节条固定连接器60和弹性固定带57连接，长

度调节条59外侧设有长度调节卡槽61，长度调节条59左侧设有长度调节器62，长度调节器

62左侧设有长度调节转轴63，长度调节转轴63通过调节转轴紧固器64和长度调节器62连

接，长度调节转轴63左侧设有长度调节转盘65，护罩固定带56下侧设有固定头带66，固定头

带66上侧设有头带连接架67，头带连接架67下侧设有头带调节转轴68，头带连接架67上侧

设有头带固定连接器69，头带固定连接器69通过头带连接转轴70和护罩固定带56连接，固

定头带66下侧设有滑动长度调节器71，滑动长度调节器71下侧设有滑动保护垫72，滑动保

护垫72下侧通过护垫滑动套管73和固定头带66连接，滑动保护垫72上侧设有柔性防护垫

74。

[0030] 在使用时，将防护罩1放置在患儿的头部，旋转操作长度调节转盘65，长度调节器

62可以根据患儿的头型对长度调节条59的长度进行调节，固定头带66可以对防护罩1进行

辅助固定，调节滑动长度调节器71可对固定头带66的长度进行调整，以便于将防护罩1紧密

的固定在患儿的头部，滑动保护垫72可以在固定防护罩1时对患儿的下颌部位进行防护。

[0031] 打开针体滑块固定扣29，可以通过针体移动滑块28和留置针固定滑槽24对留置针

固定卡座30滑动调整至留置针的位置，通过留置针固定夹板33和留置针固定凹槽31可以对

留置针进行有效固定，打开护罩滑块固定扣27，可通过护罩移动滑块26和留置针固定滑槽

24将滑动保护罩25滑动调整至留置针固定卡座30外侧，以便于对留置针进行有效防护，打

开药管滑块固定扣41，可以通过药管移动滑块40和药管固定滑槽39将药管固定卡座42滑动

调整至药管的位置，通过药管固定夹板47可以对药管进行有效固定，打开加热控制开关55，

药管加热控制器53可控制电动恒温加热器44对药管进行恒温加热，防止温差较大的药液对

患儿造成刺激，加热温度传感器46可以对加热的温度进行检测并可通过温度显示屏54进行

实时显示，以便于医务人员随时掌握药液的温度变化情况。

[0032] 打开警示器控制开关6，防碰警示器2可以进行防碰警示，当防碰红外传感器10检

测到障碍物时，警示扬声器3可以及时进行警示提醒，防止发生碰撞，按下警示复位按钮7或

远离障碍物时，可以停止警示提醒，打开音乐播放控制开关8，可以通过警示扬声器3播放患

儿喜欢的歌曲，有利于让患儿进行配合治疗，操作音量调节旋钮9，可以播放音乐的音量进

行调节。

[0033] 所述防碰警示器2上侧设有装饰物固定座75。这样设置，便于在防碰警示器2上侧

安装装饰物，可有效吸引患儿的兴趣并配合治疗。

[0034] 所述警示扬声器3左侧设有警示指示灯76。这样设置，可以在发生碰撞前进行闪光

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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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所述音乐数据接口5外侧设有橡胶防护盖77。这样设置，可以对音乐数据接口5进

行防护，防止杂物进入。

[0036] 所述工作指示灯23右侧设有欠压指示灯78。这样设置，可以在锂电池模块16电量

不足时进行欠压指示。

[0037] 所述药管加热控制器53右侧设有温度调节旋钮79。这样设置，可以根据需要对加

热温度进行灵活调节。

[0038] 所述护罩固定带56里侧设有头部保护软垫80。这样设置，可以在固定时对头部进

行防护。

[0039] 所述长度调节转盘65外侧设有调节防滑纹81。这样设置，可以防止在操作长度调

节转盘65时手部打滑。

[0040]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替换，这些改进和替换

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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