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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医用便携可加热液体输液架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医用便携可加热液

体输液架，包括输液架主体、加热组件、调节组件

和连接块，加热组件，其设置于所述输液架主体

外部的上方；调节组件，其安装于所述输液架主

体外部的中部；连接块，其设置于所述输液架主

体的下端，所述连接块的外部安装有移动架，所

述移动架的下方安装有滑轮。该一种医用便携可

加热液体输液架固定件通过螺栓副将恒温加热

器固定在输液架主体的外部，辅助件与恒温加热

器之间构成三角结构，使恒温加热器更加稳定，

恒温加热器可以对液体加热，使液体保持三十七

度的恒温状态，防止液体过凉刺激患者，且不利

于患者对药物的吸收，恒温加热器设置有蓄电

池，可以在无插座的情况下对液体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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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医用便携可加热液体输液架，包括：

输液架主体(1)；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加热组件(2)，其设置于所述输液架主体(1)外部的上方；

调节组件(3)，其安装于所述输液架主体(1)外部的中部；

连接块(4)，其设置于所述输液架主体(1)的下端，所述连接块(4)的外部安装有移动架

(5)，所述移动架(5)的下方安装有滑轮(6)；

升降组件(7)，其设置于所述连接块(4)的下方；

所述加热组件(2)包括：

固定件(201)；

螺栓副(202)，其安装于所述固定件(201)的外部；

恒温加热器(203)，其连接于所述固定件(201)的右端；

辅助件(204)，其安装于所述恒温加热器(203)下端的左侧；

蓄电池(205)，其安装于所述恒温加热器(203)下端的右侧；

电线(206)，其连接于所述蓄电池(205)的下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医用便携可加热液体输液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件

(201)和恒温加热器(203)之间为固定连接，且固定件(201)和辅助件(204)之间为固定连

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医用便携可加热液体输液架，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组件

(3)包括：

第一支架(301)；

第二支架(302)，其设置于所述第一支架(301)的下端；

上支撑板(303)，其安装于所述第一支架(301)的右侧；

细绒层(304)，其粘接于所述上支撑板(303)的上方；

置物布(305)，其连接于所述上支撑板(303)的下方；

下支撑板(306)，其安装于所述第二支架(302)的右侧；

活动槽(307)，其设置于所述第一支架(301)和第二支架(302)的外部；

辅助架(308)，其连接于所述活动槽(307)的外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医用便携可加热液体输液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支架

(301)和第二支架(302)之间为活动连接，且第一支架(301)和第二支架(302)通过输液架主

体(1)和活动槽(307)之间构成活动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医用便携可加热液体输液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置物布

(305)的形状为折叠状，且置物布(305)和第二支架(302)之间为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医用便携可加热液体输液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组件

(7)包括：

动力盒(701)；

伺服电机(702)，其安装于所述动力盒(701)的内部；

旋转轴(703)，其设置于所述伺服电机(702)的一侧；

升降绳(704)，其连接于所述旋转轴(703)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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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层(705)，其设置于所述升降绳(704)的外部；

悬挂架(706)，其安装于所述输液架主体(1)的顶部；

辅助轴(707)，其安装于所述悬挂架(706)的内部；

缓冲块(708)，其连接于所述悬挂架(706)外部的下端；

挂钩(709)，其连接于所述升降绳(704)的末端；

开关(710)，其安装于所述输液架主体(1)的表面；

保护盖(711)，其设置于所述开关(710)的外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医用便携可加热液体输液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绳

(704)通过旋转轴(703)和伺服电机(702)之间构成活动结构，且升降绳(704)和挂钩(709)

之间为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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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医用便携可加热液体输液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领域，具体为一种医用便携可加热液体输液架。

背景技术

[0002] 输液架常用于医疗行业，输液架通常由直杆和挂钩组成，输液时用来使输液瓶悬

挂在高处，防止血液回流，输液架后因发展拥有天轨输液架以及输液椅，根据不同科室可使

用不同的输液架，从而对患者进行治疗。

[0003] 市场上的冲洗输液架不具有液体加热功能，冬天液体温度过低会刺激患者病情的

问题，为此，我们提出一种医用便携可加热液体输液架。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医用便携可加热液体输液架，以解决上述背景技

术中提出的市场上的冲洗输液架不具有液体加热功能，冬天液体温度过低会刺激患者病情

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医用便携可加热液体输液

架，包括：

[0006] 输液架主体；

[0007] 还包括：

[0008] 加热组件，其设置于所述输液架主体外部的上方；

[0009] 调节组件，其安装于所述输液架主体外部的中部；

[0010] 连接块，其设置于所述输液架主体的下端，所述连接块的外部安装有移动架，所述

移动架的下方安装有滑轮；

[0011] 升降组件，其设置于所述连接块的下方；

[0012] 所述加热组件包括：

[0013] 固定件；

[0014] 螺栓副，其安装于所述固定件的外部；

[0015] 恒温加热器，其连接于所述固定件的右端；

[0016] 辅助件，其安装于所述恒温加热器下端的左侧；

[0017] 蓄电池，其安装于所述恒温加热器下端的右侧；

[0018] 电线，其连接于所述蓄电池的下方。

[0019] 优选的，所述固定件和恒温加热器之间为固定连接，且固定件和辅助件之间为固

定连接。

[0020] 优选的，所述调节组件包括：

[0021] 第一支架；

[0022] 第二支架，其设置于所述第一支架的下端；

[0023] 上支撑板，其安装于所述第一支架的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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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细绒层，其粘接于所述上支撑板的上方；

[0025] 置物布，其连接于所述上支撑板的下方；

[0026] 下支撑板，其安装于所述第二支架的右侧；

[0027] 活动槽，其设置于所述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的外部；

[0028] 辅助架，其连接于所述活动槽的外部。

[0029] 优选的，所述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之间为活动连接，且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通过

输液架主体和活动槽之间构成活动结构。

[0030] 优选的，所述置物布的形状为折叠状，且置物布和第二支架之间为固定连接。

[0031] 优选的，所述升降组件包括：

[0032] 动力盒；

[0033] 伺服电机，其安装于所述动力盒的内部；

[0034] 旋转轴，其设置于所述伺服电机的一侧；

[0035] 升降绳，其连接于所述旋转轴的外部；

[0036] 防护层，其设置于所述升降绳的外部；

[0037] 悬挂架，其安装于所述输液架主体的顶部；

[0038] 辅助轴，其安装于所述悬挂架的内部；

[0039] 缓冲块，其连接于所述悬挂架外部的下端；

[0040] 挂钩，其连接于所述升降绳的末端；

[0041] 开关，其安装于所述输液架主体的表面；

[0042] 保护盖，其设置于所述开关的外部。

[0043] 优选的，所述升降绳通过旋转轴和伺服电机之间构成活动结构，且升降绳和挂钩

之间为固定连接。

[0044]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医用便携可加热液体输液架，具备以下有益效果：该一种

医用便携可加热液体输液架，通过加热组件可以对患者的膀胱冲洗液进行恒温加热在度，

防止因天气寒冷液体低于体温刺激患者，造成患者的不适，调节组件可以使输液架主体为

患者提供支撑以及置物的作用，升降组件可以便捷医护人员对膀胱冲洗液的挂置。

[0045] 1、本实用新型通过固定件通过螺栓副将恒温加热器固定在输液架主体的外部，辅

助件与恒温加热器之间构成三角结构，使恒温加热器更加稳定，恒温加热器可以对液体加

热，使液体保持三十七度的恒温状态，防止液体过凉刺激患者，且不利于患者对药物的吸

收，恒温加热器设置有蓄电池，可以在无插座的情况下对液体加热，增加恒温加热器的使用

范围。

[0046] 2、本实用新型通过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呈上下摆放环绕在输液架主体的外部，可

以在其外部的辅助架的活动槽内水平旋转移动，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由合金制作成，其第

一支架上端粘接有细绒层，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配合输液架主体可以对患者起到支撑作

用，细绒层增加患者的舒适度，置物布连接在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的内部，可以通过分开第

一支架和第二支架使折叠状的置物布延展开，置物布为涤纶化纤材料制作而成，材质较硬，

可以在其上端放置手机以及药物等物品。

[0047] 3、本实用新型通过升降绳的下端连接在旋转轴的外部，通过伺服电机带动其旋

转，从而使升降绳连接的挂钩上升或下降，防护层设置在升降绳的外部，可以防止升降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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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液架主体的内部摩擦，在需要悬挂大体积液体时，可以通过向左按动开关使挂钩下降，无

需医护人员托举大体积液体进行挂置，可以为医护人员提供便捷，缓冲块可以对挂钩上升

时起到缓冲作用，防止挂钩与悬挂架碰撞。

附图说明

[0048]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医用便携可加热液体输液架的外部结构示意图；

[0049]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医用便携可加热液体输液架的置物布结构示意图；

[0050]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医用便携可加热液体输液架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51] 图中：1、输液架主体；2、加热组件；201、固定件；202、螺栓副；203、恒温加热器；

204、辅助件；205、蓄电池；206、电线；3、调节组件；301、第一支架；302、第二支架；303、上支

撑板；304、细绒层；305、置物布；306、下支撑板；307、活动槽；308、辅助架；4、连接块；5、移动

架；6、滑轮；7、升降组件；701、动力盒；702、伺服电机；703、旋转轴；704、升降绳；705、防护

层；706、悬挂架；707、辅助轴；708、缓冲块；709、挂钩；710、开关；711、保护盖。

具体实施方式

[0052]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医用便携可加热液体输液架，包括：输液架主体1；加热组件

2，其设置于输液架主体1外部的上方；调节组件3，其安装于输液架主体1外部的中部；连接

块4，其设置于输液架主体1的下端，连接块4的外部安装有移动架5，移动架5的下方安装有

滑轮6；加热组件2包括：固定件201，固定件201和恒温加热器203之间为固定连接，且固定件

201和辅助件204之间为固定连接，固定件201通过螺栓副202将恒温加热器203固定在输液

架主体1的外部，辅助件204与恒温加热器203之间构成三角结构，使恒温加热器203更加稳

定，恒温加热器203可以对液体加热，使液体保持三十七度的恒温状态，防止液体过凉刺激

患者，且不利于患者对药物的吸收，恒温加热器203设置有蓄电池205，可以在无插座的情况

下对液体加热，增加恒温加热器203的使用范围；螺栓副202，其安装于固定件201的外部；恒

温加热器203，其连接于固定件201的右端；辅助件204，其安装于恒温加热器203下端的左

侧；蓄电池205，其安装于恒温加热器203下端的右侧；电线206，其连接于蓄电池205的下方；

调节组件3包括：第一支架301，第一支架301和第二支架302之间为活动连接，且第一支架

301和第二支架302通过输液架主体1和活动槽307之间构成活动结构，第一支架301和第二

支架302呈上下摆放环绕在输液架主体1的外部，可以在其外部的辅助架308的活动槽307内

水平旋转移动，第一支架301和第二支架302由合金制作成，其第一支架301上端粘接有细绒

层304，第一支架301和第二支架302配合输液架主体1可以对患者起到支撑作用，细绒层304

增加患者的舒适度；第二支架302，其设置于第一支架301的下端；上支撑板303，其安装于第

一支架301的右侧；细绒层304，其粘接于上支撑板303的上方；置物布305，其连接于上支撑

板303的下方，置物布305的形状为折叠状，且置物布305和第二支架302之间为固定连接，置

物布305连接在第一支架301和第二支架302的内部，可以通过分开第一支架301和第二支架

302使折叠状的置物布305延展开，置物布305为涤纶化纤材料制作而成，材质较硬，可以在

其上端放置手机以及药物等物品；下支撑板306，其安装于第二支架302的右侧；活动槽307，

其设置于第一支架301和第二支架302的外部；辅助架308，其连接于活动槽307的外部。

[0053] 如图3所示，升降组件7，其设置于连接块4的下方；升降组件7包括：动力盒701；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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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电机702，其安装于动力盒701的内部；旋转轴703，其设置于伺服电机702的一侧；升降绳

704，其连接于旋转轴703的外部，升降绳704通过旋转轴703和伺服电机702之间构成活动结

构，且升降绳704和挂钩709之间为固定连接，升降绳704的下端连接在旋转轴703的外部，通

过伺服电机702带动其旋转，从而使升降绳704连接的挂钩709上升或下降，防护层705设置

在升降绳704的外部，可以防止升降绳704与输液架主体1的内部摩擦，在需要悬挂大体积液

体时，可以通过向左按动开关710使挂钩709下降，无需医护人员托举大体积液体进行挂置，

可以为医护人员提供便捷，缓冲块708可以对挂钩709上升时起到缓冲作用，防止挂钩709与

悬挂架706碰撞；防护层705，其设置于升降绳704的外部；悬挂架706，其安装于输液架主体1

的顶部；辅助轴707，其安装于悬挂架706的内部；缓冲块708，其连接于悬挂架706外部的下

端；挂钩709，其连接于升降绳704的末端；开关710，其安装于输液架主体1的表面；保护盖

711，其设置于开关710的外部。

[0054] 综上，该医用便携可加热液体输液架，移动架5数量设置为六根等距安装在连接块

4的外部，移动架5下端安装有滑轮6使输液架主体1移动更加方便，动力盒701安装在连接块

4的下端，其重量可以使输液架主体1重心降低，增加输液架主体1的稳定性，向左按动开关

710使伺服电机702(型号40ST‑M003D2)逆时针旋转，带动旋转轴703逆时旋转时升降绳704

末端的挂钩709下降，向右按动即可以使挂钩709上升，保护盖711可以防护患者误碰开关

710，方便医护人员对大体积液体的挂置，为医护人员提供便捷，升降绳704外部的防护层

705可以防止升降绳704与输液架主体1的内部摩擦，缓冲块708可以对挂钩709上升时起到

缓冲作用，防止挂钩709与悬挂架706碰撞，恒温加热器203通过固定件201和螺栓副202固定

在输液架主体1的外部，恒温加热器203可以对液体加热，使液体保持三十七度的恒温状态，

防止液体过凉刺激患者，且不利于患者对药物的吸收，辅助件204与恒温加热器203之间构

成三角结构，使恒温加热器203更加稳定，恒温加热器203设置有蓄电池205，可以在无插座

的情况下对液体加热，增加恒温加热器203的使用范围，第一支架301和第二支架302合并在

一起可以配合输液架主体1在患者移动时起到支撑作用，分开第一支架301和第二支架302

使折叠状的置物布305延展开，置物布305为涤纶化纤材料制作而成，材质较硬，可以在其上

端放置手机以及药物等物品，起到置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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