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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医用安全防护固定

垫，属于医用一次性耗材，其包括防护垫、防护垫

底垫、上肢固定部件和手术床固定部件，防护垫

包括躯干防护部、上肢防护部和头部防护部，躯

干防护部被配置为能翻折形成对病患手臂进行

固定和防护的同时形成一个对病患大腿进行依

靠的拱形垫，上肢防护部设置于躯干防护部的上

部且向其两侧延伸，头部防护部设置于躯干防护

部的顶端中部且沿其上方延伸，防护垫底垫粘接

于所述防护垫的背面，上肢固定部件被配置为固

定病患的上肢，手术床固定部件被配置为将整个

固定垫固定于手术床上。上述医用安全防护固定

垫不仅设计巧妙，提高了病患的舒适性；而且不

会造成交叉感染，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手术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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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医用安全防护固定垫，其包括防护垫、防护垫底垫、上肢固定部件和手术床固定

部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护垫包括躯干防护部、上肢防护部和头部防护部，所述躯干防护

部被配置为能翻折形成对病患手臂进行固定和防护的同时形成一个对病患大腿进行依靠

的拱形垫，所述上肢防护部设置于躯干防护部的上部且向其两侧延伸，所述头部防护部设

置于躯干防护部的顶端中部且向其上方延伸，所述防护垫底垫粘接于所述防护垫的背面，

所述上肢固定部件被配置为固定病患的上肢，所述手术床固定部件被配置为将整个固定垫

固定于手术床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用安全防护固定垫，其特征在于，所述躯干防护部的两侧均

能翻折地粘接有一躯干防水透气垫，所述躯干防水透气垫伸出躯干防护部的侧边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用安全防护固定垫，其特征在于，所述躯干防护部的中部与

所述防护垫底垫之间设置有躯干防水垫，所述躯干防水垫伸出所述躯干防护部的底端设

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用安全防护固定垫，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护垫的正面上设置

有凸凹不平的立体防滑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用安全防护固定垫，其特征在于，所述躯干防护部的底端开

设有一个U型缺口。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用安全防护固定垫，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肢固定部件为粘接

于所述上肢防护部和防护垫底垫之间的上肢固定带，所述上肢固定带配合魔术扣、金属纽

扣、环扣的任一种方式进行左右侧互相固定。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医用安全防护固定垫，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术床固定部件包括

位于上肢固定带中部的上肢手术床固定组件和位于躯干防护部和防护垫底垫之间的手术

床固定带。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医用安全防护固定垫，其特征在于，所述躯干防水垫上开设有

若干个用于增加躯干防水垫的附着力的小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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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医用安全防护固定垫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用耗材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医用安全防护固定垫。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在腹腔镜手术、泌尿外科、妇科和其他一般的外科手术中，病人通常被放置在

手术室的桌面或者手术床上，头向下倾斜(通常称为特伦德伦伯卧位)，当前有众多将病患

固定的方式，但是所有的方式都有缺陷，例如将病患平放于手术床上，双手放置于身体两侧

后用皮带固定上半身或将病患放置于一个可重复使用的保护套内放置于手术床上后用皮

带固定上半身等。诸如此类设计均有如下缺点：1、无法解决病患与重复使用器械的接触，造

成了极大的感染风险；  2、病患无法在手术过程中得到很好的固定，头部、手臂、躯干等位置

都没有进行分别的固定，且固定的力度无法达到病患舒适的效果；3、病患在手术过程中与

手术床垫直接接触，容易在手术过程中丢失大量的体温，容易造成病患出现低温症，增加了

手术的风险，不利于病患术后的恢复；4、病患与手术床垫接触的部分因为透气性不良，容易

产生褥疮等疾病。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医用安全防护固定垫，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病患固

定方式存在的感染风险大、舒适性差和存在一定手术风险的问题。

[0004] 为达此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医用安全防护固定垫，其包括防护垫、防护垫底垫、上肢固定部件和手术床固

定部件，所述防护垫包括躯干防护部、上肢防护部和头部防护部，所述躯干防护部被配置为

能翻折形成对病患手臂进行固定和防护的同时形成一个对病患大腿进行依靠的拱形垫，所

述上肢防护部设置于躯干防护部的上部且向其两侧延伸，所述头部防护部设置于躯干防护

部的顶端中部且向其上方延伸，所述防护垫底垫粘接于所述防护垫的背面，所述上肢固定

部件被配置为固定病患的上肢，所述手术床固定部件被配置为将整个固定垫固定于手术床

上。

[0006] 特别地，所述躯干防护部的两侧均能翻折地粘接有一躯干防水透气垫，所述躯干

防水透气垫伸出躯干防护部的侧边设置。

[0007] 特别地，所述躯干防护部的中部与所述防护垫底垫之间设置有躯干防水垫，所述

躯干防水垫伸出所述躯干防护部的底端设置。

[0008] 特别地，所述防护垫和防护垫底垫均采用透气弹性海绵材料制成，且所述防护垫

的正面上设置有凸凹不平的立体防滑结构，增强了透气性能，又增加了接触表面的摩擦力，

防止病患在固定过程中滑出固定垫。

[0009] 特别地，所述躯干防护部的底端开设有一个U型缺口，以方便临床中实施手术及过

程液体的收集。

[0010] 特别地，所述上肢固定部件为粘接于所述上肢防护部和防护垫底垫之间的上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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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带，所述上肢固定带配合魔术扣、金属纽扣、环扣的任一种方式进行左右侧互相固定。

[0011] 特别地，所述手术床固定部件包括位于上肢固定带中部的上肢手术床固定组件和

位于躯干防护部和防护垫底垫之间的手术床固定带。

[0012] 特别地，所述躯干防水垫采用高分子透明膜材料制成，其上开设有若干个小孔，通

过使小孔两侧的防护垫和防护垫底垫的海绵直接粘接增加躯干防水垫的附着力。

[0013] 特别地，所述躯干防水透气垫采用无纺布或棉布等透气材料制成，其随躯干防护

部一起翻折对病患背臀部起到隔绝防护的作用。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与现有技术相比所述医用安全防护固定垫具有以下优

点：

[0015] 1)使用一次性材料灭菌处理，解决了重复使用造成的病患交叉感染问题；

[0016] 2)结合临床需求设计符合人体生理构造的结构可以对病患的头部、手臂、躯干，大

腿等部位进行很好的固定和防护，同时有较好的病患体验；

[0017] 3)采用弹性海绵材料可以很好的隔绝人体与手术床垫之间的温度散失，降低因手

术过程产生的低温症发生的概率；海绵有良好的透气性能可以防止接触部位因出汗造成的

褥疮等疾病的风险；

[0018] 4)防护垫在手术部分周边有多层防水设计，可以防止手术过程中的液体浸湿坐

垫。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提供的医用安全防护固定垫的正面图；

[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提供的医用安全防护固定垫的背面图；

[0021] 图3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提供的医用安全防护固定垫的防护垫的正面图；

[0022] 图4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提供的医用安全防护固定垫的防护垫的剖面图；

[0023] 图5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提供的医用安全防护固定垫的上肢固定带的结构

示意图；

[0024] 图6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提供的医用安全防护固定垫的上肢固定带的侧视

图；

[0025] 图7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提供的医用安全防护固定垫的躯干防水垫的结构

示意图；

[0026] 图8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提供的医用安全防护固定垫的手术床固定带的结

构示意图；

[0027] 图9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提供的医用安全防护固定垫固定于手术床的示意

图；

[0028] 图10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提供的医用安全防护固定垫的病患使用状态图；

[0029] 图11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提供的医用安全防护固定垫的病患固定好后的

状态图；

[0030] 图12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提供的医用安全防护固定垫的病患调节至特伦

德伦伯卧位的示意图。

[0031] 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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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1、防护垫；2、防护垫底垫；3、上肢固定带；5、躯干防护部；6、上肢防护部；7、头部防

护部；8、上肢手术床固定组件；9、手术床固定带；10、手术床；11、躯干防水透气垫；12、躯干

防水垫；13、小孔；14、U型缺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0034] 为了便于理解本实用新型，下面将参照相关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更全面的描

述。附图中给出了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但是，本实用新型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实

现，并不限于本文所描述的实施例。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例的目的是使对本实用新型的公

开内容理解的更加透彻全面。需要说明的是，当部件被称为“固定于”另一个部件，它可以直

接在另一个部件上或者也可以存在居中的部件。当一个部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部件，

它可以是直接连接到另一个部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部件。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垂直

的”、“水平的”、“左”、“右”以及类似的表述只是为了说明的目的，并不表示是唯一的实施方

式。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实用新型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

述具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及/或”包括一个

或多个相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35] 请参阅图1至图9所示，本实施例中，一种医用安全防护固定垫包括防护垫1、防护

垫底垫2、上肢固定带3和手术床固定带9，防护垫1和防护垫底垫  2均采用透气弹性海绵材

料制成，且防护垫1的正面上设置有波浪或锯齿状的防滑结构，增强了透气性能，又增加了

接触表面的摩擦力，防止病患在固定过程中滑出固定垫，防护垫1包括躯干防护部5、上肢防

护部6和头部防护部7，上肢防护部6设置于躯干防护部5的上部且向其两侧延伸，头部防护

部7设置于躯干防护部5的顶端中部且向其上方延伸，防护垫底垫2粘接于防护垫1的背面，

上肢固定带3使用胶水粘接与防护垫底垫2和防护垫1之间，且上肢固定带3对应上肢防护部

6的位置设置，上肢固定带3配合魔术扣、金属纽扣、环扣的任一种方式进行左右侧互相固

定，上肢固定带3的中部设置有用于将上肢手术床固定组件8，躯干防护部5和防护垫底垫2

之间使用胶水粘接有手术床固定带9。通过上肢手术床固定组件8将固定垫的上部固定于手

术床10上，通过手术床固定带9将固定垫的下部固定于手术床10上，起到减少捆绑压力的效

果。

[0036] 躯干防护部5的两侧均能翻折地粘接有一躯干防水透气垫11，躯干防水透气垫11

伸出躯干防护部5的侧边设置，躯干防水透气垫11采用无纺布、棉布等透气材料制成，躯干

防水透气垫11与躯干防护部5一起翻折形成对病患手臂进行固定和防护的同时形成一个对

病患大腿进行依靠的拱形垫，躯干防护部5 的中部与防护垫底垫2之间设置有躯干防水垫

12，躯干防水垫12伸出躯干防护部5的底端设置，躯干防水垫12使用高分子透明膜材料，其

上有若干个小孔13  (方孔、圆孔或不规则形状)，通过小孔13两侧海绵的直接粘接增加躯干

防水垫12的附着力。

[0037] 躯干防护部5的底端开设有一个U型缺口14，以方便临床中实施手术及过程液体的

收集，上述防护垫1、防护垫底垫2、上肢固定带3、手术床固定带9、躯干防水透气垫11和躯干

防水垫12均使用一次性材料灭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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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请参阅图10至图12所示，使用时，将固定垫放置于手术床10，先通过上肢手术床固

定组件8及手术床固定带9将固定垫固定于手术床10上，病患平卧于防护垫1的正面中心位

置，手臂放置于体侧，依次翻折躯干防护部5的两个侧边到防护垫1的正面，躯干防护部5部

分将病患手臂保护，躯干防水透气垫11与躯干防护部5一起翻折垫至病患臀部后通过上肢

固定带3对患者的上肢部位进行固定，病患大腿压于躯干防护部5和躯干防水透气垫11翻折

形成的拱型垫之上，当将病患固定好后，可以根据需要调节病患至特伦德伦伯卧位。

[0039] 注意，上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及所运用技术原理。本领域技术人员会

理解，本实用新型不限于这里所述的特定实施例，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能够进行各种明

显的变化、重新调整和替代而不会脱离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因此，虽然通过以上实施例

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但是本实用新型不仅仅限于以上实施例，在不脱离

本实用新型构思的情况下，还可以包括更多其他等效实施例，而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

的权利要求范围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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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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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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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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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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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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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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