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2143686.0

(22)申请日 2019.12.04

(73)专利权人 姜剑魁

地址 257000 山东省东营市济南路31号胜

利油田中心医院

(72)发明人 姜剑魁　宋晓燕　

(74)专利代理机构 合肥左心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34152

代理人 吴朝

(51)Int.Cl.

A61F 5/058(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透气多功能骨科夹板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透气多功能骨科夹

板，包括两个呈对称设置的夹持架，所述夹持架

呈弧形设置，两个所述夹持架的两端均固定连接

有固定板，四个所述固定板呈相互对称设置，四

个所述固定板的两端均设有第一螺纹槽，位于不

同固定板上且相互靠近的两个所述第一螺纹槽

之间均螺纹连接有螺纹柱，两个所述夹持架上均

设有多个透气缺口。本实用新型极大的增加了病

人受伤被夹持部位的透气性，使病人的受伤部位

可以在透气环境下正常恢复，还可以对病人的受

伤部位进行支撑，使病人不需要自身发力来完成

支撑，避免了对病人的二次伤害，进一步保证了

病人可以正常进行恢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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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透气多功能骨科夹板，包括两个呈对称设置的夹持架(1)，其特征在于，所述夹

持架(1)呈弧形设置，两个所述夹持架(1)的两端均固定连接有固定板(2)，四个所述固定板

(2)呈相互对称设置，四个所述固定板(2)的两端均设有第一螺纹槽(3)，位于不同固定板

(2)上且相互靠近的两个所述第一螺纹槽(3)之间均螺纹连接有螺纹柱(4)，两个所述夹持

架(1)上均设有多个透气缺口(5)，两个所述夹持架(1)相互远离的两个侧壁上均固定连接

有基座(6)，两个所述基座(6)上均设有辅助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透气多功能骨科夹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辅助装置包括设

置在基座(6)远离夹持架(1)的一侧壁上的容纳槽(7)，所述容纳槽(7)内正对且相互靠近的

两个内壁之间固定连接有转轴(8)，所述转轴(8)位于容纳槽(7)的一端设置，所述转轴(8)

上转动连接有转动环(9)，所述转动环(9)远离转轴(8)的一侧壁上固定连接有固定杆(10)，

所述固定杆(10)远离转动环(9)的一端设有第二螺纹槽(11)，所述第二螺纹槽(11)内螺纹

连接有螺纹杆(12)，所述螺纹杆(12)远离第二螺纹槽(11)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支撑座(13)，

所述支撑座(13)远离夹持架(1)大的一侧壁上固定连接有挂钩(14)，所述容纳槽(7)内设有

夹持装置，所述夹持装置正对固定杆(10)设置，所述夹持装置远离转轴(8)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透气多功能骨科夹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夹持装置包括设

置在容纳槽(7)关于固定杆(10)的两个侧壁上的两个弹簧槽(15)，两个所述弹簧槽(15)呈

对称设置，所述弹簧槽(15)远离固定杆(10)的一侧内壁上固定连接有弹簧(16)，所述弹簧

(16)远离弹簧槽(15)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支撑板(17)，所述支撑板(17)远离弹簧(16)的一端

固定连接有V型板(18)，所述V型板(18)的两端均固定连接有限位杆(19)，所述容纳槽(7)关

于固定杆(10)的两个侧壁上均设有两个限位槽(20)，四个所述限位槽(20)分别正对四个限

位杆(19)设置，所述限位杆(19)滑动连接在对应的限位槽(20)中，所述限位槽(20)靠近固

定杆(10)的一端侧壁上固定连接有第一限位环(21)，所述限位杆(19)远离固定杆(10)的一

端固定连接有第二限位环(22)。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透气多功能骨科夹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座(13)远离

螺纹杆(12)的一端套设有防滑垫(2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透气多功能骨科夹板，其特征在于，四个所述螺纹柱(4)

的一端均固定连接有转盘(24)。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透气多功能骨科夹板，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夹持架(1)

相互靠近的两个侧壁上均设有保护垫(25)，所述透气缺口(5)贯穿保护垫(25)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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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透气多功能骨科夹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用具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透气多功能骨科夹板。

背景技术

[0002]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会因为各种意外导致自身出现骨折等骨科损伤，继而需

要进行相应的骨科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就需要用到相应的骨科夹板来对受伤部位进行夹持

固定，使受伤部位可以正常进行恢复。

[0003] 现有的骨科夹板在对受伤部位进行夹持固定时，会将整个部位包裹住，这样一来

便会不利于该部位的正常排汗等生理活动，使得病人的该部位在恢复期间十分不适，继而

降低了用户的恢复速度，且当病人受伤治疗后，受伤部位不方便直接放置(如受伤的手搭接

在桌子上或是受伤的手直接垂下等)，现有的骨科夹板无法帮助病人完成对受伤部位的支

撑，需要病人自身发力来完成对受伤部位的放置，这样会对病人造成二次伤害，继而影响病

人的正常恢复。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如：现有的骨科夹板透气

性差，会极大的阻碍病人受伤部位排汗等生理活动的正常进行，继而降低病人的恢复速度，

且现有的骨科夹板无法对病人的受伤部位供支撑，使得用户需要自身发力来完成对受伤部

位的支撑，对病人造成了二次伤害，不利于病人的恢复工作。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透气多功能骨科夹板，包括两个呈对称设置的夹持架，所述夹持架呈弧形设

置，两个所述夹持架的两端均固定连接有固定板，四个所述固定板呈相互对称设置，四个所

述固定板的两端均设有第一螺纹槽，位于不同固定板上且相互靠近的两个所述第一螺纹槽

之间均螺纹连接有螺纹柱，两个所述夹持架上均设有多个透气缺口，两个所述夹持架相互

远离的两个侧壁上均固定连接有基座，两个所述基座上均设有辅助装置。

[0007] 优选的，所述辅助装置包括设置在基座远离夹持架的一侧壁上的容纳槽，所述容

纳槽内正对且相互靠近的两个内壁之间固定连接有转轴，所述转轴位于容纳槽的一端设

置，所述转轴上转动连接有转动环，所述转动环远离转轴的一侧壁上固定连接有固定杆，所

述固定杆远离转动环的一端设有第二螺纹槽，所述第二螺纹槽内螺纹连接有螺纹杆，所述

螺纹杆远离第二螺纹槽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支撑座，所述支撑座远离夹持架大的一侧壁上固

定连接有挂钩，所述容纳槽内设有夹持装置，所述夹持装置正对固定杆设置，所述夹持装置

远离转轴设置。

[0008] 优选的，所述夹持装置包括设置在容纳槽关于固定杆的两个侧壁上的两个弹簧

槽，两个所述弹簧槽呈对称设置，所述弹簧槽远离固定杆的一侧内壁上固定连接有弹簧，所

述弹簧远离弹簧槽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支撑板，所述支撑板远离弹簧的一端固定连接有V型

板，所述V  型板的两端均固定连接有限位杆，所述容纳槽关于固定杆的两个侧壁上均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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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限位槽，四个所述限位槽分别正对四个限位杆设置，所述限位杆滑动连接在对应的限

位槽中，所述限位槽靠近固定杆的一端侧壁上固定连接有第一限位环，所述限位杆远离固

定杆的一端固定连接有第二限位环。

[0009] 优选的，所述支撑座远离螺纹杆的一端套设有防滑垫。

[0010] 优选的，四个所述螺纹柱的一端均固定连接有转盘。

[0011] 优选的，两个所述夹持架相互靠近的两个侧壁上均设有保护垫，所述透气缺口贯

穿保护垫设置。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在本装置中，夹持架和多个透气缺口的设置使得病人

的被夹持部位可以正常透气，病人受伤部位的排汗等生理活动可以正常进行，继而使得病

人的恢复工作可以正常进行，且辅助装置的设置使得用户的受伤部位可以得到足够的支

撑，继而使用户不再需要自身发力来完成受伤部位的支撑，极大的提高了病人的恢复速度。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透气多功能骨科夹板的正面结构剖视图；

[0014] 图2为图1中A结构的放大图；

[0015] 图3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透气多功能骨科夹板的辅助装置部分侧面结构剖视

图。

[0016] 图中：1夹持架、2固定板、3第一螺纹槽、4螺纹柱、5透气缺口、6基座、7容纳槽、8转

轴、9转动环、10固定杆、11第二螺纹槽、12螺纹杆、13支撑座、14挂钩、15弹簧槽、16弹簧、17

支撑板、18  V型板、19限位杆、20限位槽、21第一限位环、22第二限位环、23防滑垫、24转盘、

25保护垫。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

[0018] 参照图1-3，一种透气多功能骨科夹板，包括两个呈对称设置的夹持架1，夹持架1

呈弧形设置，弧形设置使得两个夹持架1可以更好的贴合人体，完成夹持固定工作，两个夹

持架1的两端均固定连接有固定板2，四个固定板2呈相互对称设置，四个固定板2的两端均

设有第一螺纹槽3，位于不同固定板2上且相互靠近的两个第一螺纹槽3之间均螺纹连接有

螺纹柱4，借助螺纹柱4在两个第一螺纹槽3  内的转动，带动两个固定板2相互靠近，继而带

动两个夹持架1相互靠近完成对病人受伤部位的夹持，四个螺纹柱4的一端均固定连接有转

盘24，转盘24的设置方便了用户转动螺纹柱4完成固定工作，两个夹持架1上均设有多个透

气缺口5，透气缺口5的设置使得病人的被夹持部位可以充分的接触到外界空气，继而使得

病人受伤部位的排汗等生理活动不会受到影响，恢复工作可以正常进行；

[0019] 两个夹持架1相互靠近的两个侧壁上均设有保护垫25，保护垫  25的设置使得病人

的皮肤在夹持时不会受到夹持架1的伤害，保证了病人的安全，透气缺口5贯穿保护垫25设

置，这样设置使得保护垫25不会影响到病人受伤部位的正常透气，两个夹持架1相互远离的

两个侧壁上均固定连接有基座6，两个基座6上均设有辅助装置，辅助装置包括设置在基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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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夹持架1的一侧壁上的容纳槽7，容纳槽7内正对且相互靠近的两个内壁之间固定连接

有转轴8，转轴8  位于容纳槽7的一端设置，转轴8上转动连接有转动环9，转动环9  远离转轴

8的一侧壁上固定连接有固定杆10，这样设置使得用户可以根据需要来对固定杆10的位置

进行移动，当需要支撑时，拉动固定杆10，使固定杆10带动转动环9在转轴8上转动到合适位

置，完成支撑工作，这样一来便不需要病人自身发力来完成受伤部位的支撑，极大的保护了

病人不会受到二次伤害，可以正常进行恢复工作，当不需要进行支撑时可以将固定杆10收

回容纳槽7内，方便了用户的使用，固定杆10远离转动环9的一端设有第二螺纹槽11，第二螺

纹槽  11内螺纹连接有螺纹杆12，螺纹杆12远离第二螺纹槽11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支撑座13，

螺纹杆12在第二螺纹槽11内转动可以推动支撑座13移动到指定位置上固定，螺纹杆12配合

第二螺纹槽11的设置使得支撑座13与基座6之间的距离可以自由的发生改变，继而使得病

人可以在不同位置上完成对受伤部位的支撑；

[0020] 支撑座13远离螺纹杆12的一端套设有防滑垫23，防滑垫23使得支撑座13在进行支

撑工作时不会出现滑动，进一步保证了支撑座13的稳定，支撑座13远离夹持架1大的一侧壁

上固定连接有挂钩14，螺纹杆12和第二螺纹槽11的自身螺纹使得挂钩14在螺纹杆12收回第

二螺纹槽11内时，始终位于支撑座13远离夹持架1的一侧壁上，这样一来挂钩14便不会干涉

到支撑座13收回到容纳槽7中，挂钩14的设置使得固定杆10可以借助挂钩14完成挂制固定，

极大的满足了用户不同位置的使用需求，容纳槽7内设有夹持装置，夹持装置正对固定杆10

设置，夹持装置远离转轴8设置，远离转轴8设置使得夹持装置可以更好的完成对固定杆10

的夹持固定，夹持装置包括设置在容纳槽7关于固定杆10的两个侧壁上的两个弹簧槽15，两

个弹簧槽15呈对称设置，弹簧槽15远离固定杆10的一侧内壁上固定连接有弹簧16，弹簧16

远离弹簧槽15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支撑板17，支撑板17远离弹簧16的一端固定连接有V型板

18，弹簧16推动支撑板17继而推动V型板18，完成对容纳槽7内固定杆10的夹持固定，使固定

杆10不会脱离容纳槽7，不会影响到整个装置的正常使用，V型板18的V型设置使得固定杆10

在人工拉动时，可以被推动继而靠近弹簧槽15移动，这样一来固定杆10便可以正常移动不

受阻碍，V型板18的两端均固定连接有限位杆19，容纳槽7关于固定杆  10的两个侧壁上均设

有两个限位槽20，四个限位槽20分别正对四个限位杆19设置，限位杆19滑动连接在对应的

限位槽20中，限位杆  19和限位槽20的设置使得V型板18只能在指定轨迹上移动，不会发生

偏转，这样一来便保证了装置的稳定性，限位槽20靠近固定杆  10的一端侧壁上固定连接有

第一限位环21，限位杆19远离固定杆  10的一端固定连接有第二限位环22，第一限位环21和

第二限位环  22的设置使得限位杆19不会完全脱离限位槽20，继而使得V型板  18的行程被

限制在固定范围内，这样一来V型板18的稳定便得到了进一步保证。

[0021] 本实用新型中，使用者使用该装置时，首先将两个夹持架1放置在病人受伤部位的

两侧，并将八个第一螺纹槽3相互对齐，接着转动转盘24，转盘24带动螺纹柱4在第一螺纹槽

3内转动，继而带动固定板2和夹持架1相互靠近，完成对病人受伤部位的夹持，夹持完成后

夹持架1上的透气缺口5使得病人的被夹持部位可以顺利接触到外界空气，这样一来病人受

伤部位的排汗等生理活动可以正常进行，病人的恢复工作可以正常进行，接着根据所处位

置拉动其中一个固定杆  10，固定杆10带动转动环9在转轴8上转动到合适位置，固定杆10 

在一端过程中，会推动V型板18，继而推动支撑板17挤压弹簧16，这样一来两个V型板18之间

的距离便会增大，固定杆10可以顺利转动，接着根据所处的环境，转动螺纹杆12，使螺纹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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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第二螺纹槽11内转动的过程中推动支撑座13移动到合适位置并固定住，接着将支撑座

13放置在支撑面上或是将挂钩14挂在悬挂物上完成支撑固定，使病人不再需要自身发力来

完成对受伤部位的支撑，避免了对病人的二次伤害，进一步保证了病人的顺利恢复。

[0022]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实用

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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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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