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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普外科用护理辅助装

置，包括与基座移动连接的换药装置、与基座连

接的支撑机构和与基座移动连接的座板，换药装

置基于底座以移动的方式与支撑机构和座板活

动连接，其中，换药装置包括同时设置于转盘上

的并且在转盘转动的情况下能够与支撑机构产

生相对位置变化的上药部、清洗部和包扎部。本

实用新型通过换药装置上的清洗部能够对患者

的肢体进行清洗，减少伤口感染概率，通过上药

部对患者肢体进行换药，通过包扎部对伤口进行

包扎，更加方便，并且更好的对患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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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普外科用护理辅助装置，包括与基座(1)移动连接的换药装置(A)、与基座(1)连

接的支撑机构(5)和与基座(1)移动连接的座板(9)，其特征在于，

其中，所述换药装置(A)包括同时设置于转盘(61)上并且在所述转盘(61)转动的情况

下能够与所述支撑机构(5)产生相对位置变化的上药部(3)、清洗部(2)和包扎部(4)。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普外科用护理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药部(3)、所述清洗

部(2)和所述包扎部(4)以呈三角形均匀分布的方式设置于所述转盘(61)。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普外科用护理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转盘(61)能够在与所

述转盘(61)固定连接的把手(64)受外力作用的情况下通过第二活动机构(62)以转动的方

式与第一固定杆(63)转动连接。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普外科用护理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包扎部(4)包括第三

连接杆(41)、第一卡块(42)、第二卡块(44)、绷带卷(43)、弹簧(45)和挡块(46)，

其中，所述第三连接杆(41)与所述转盘(61)活动连接，所述第一卡块(42)与所述第三

连接杆(41)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卡块(44)与所述第三连接杆(41)可拆卸连接，所述绷带卷

(43)能够在所述第一卡块(42)和第二卡块(44)的卡紧的情况下与所述第三连接杆(41)活

动连接，

其中，所述挡块(46)通过所述弹簧(45)与所述第三连接杆(41)活动连接，在所述挡块

(46)受到外力的作用的情况下，所述挡块(46)能够以压缩所述弹簧(45)的方式与所述第二

卡块(44)活动连接；在所述挡块(46)受到外力消失的情况下，所述挡块(46)能够在所述弹

簧(45) 的作用下与所述第二卡块(44)固定连接。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普外科用护理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药部(3)包括第二

连接杆(31)、第二开关(33)、药液瓶(32)、第二液管(34)和雾化喷头(35)，

其中，所述药液瓶(32)通过所述第二连接杆(31)与所述转盘(61)活动连接，所述药液

瓶(32)能够通过设置有所述第二开关的所述第二液管(34)与所述雾化喷头(35)连通。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普外科用护理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部(2)包括第一

连接杆(21)、第一开关(23)、清洗瓶(22)、第一液管(24)和清洗喷头(25)，

其中，所述清洗瓶(22)通过所述第一连接杆(21)与所述转盘(61)活动连接，所述清洗

瓶(22)通过设置有所述第一开关(23)的所述第一液管(24)与所述清洗喷头(25)连通。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普外科用护理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机构(5)包括第

一液压泵(53)、第二液压泵(54)、第一液压杆(52)、第二液压杆(55)、支撑块(51)和支撑杆

(56)，

其中，所述支撑块(51)能够基于所述第一液压泵(53)以改变所述第一液压杆(52)伸缩

长度的方式与所述第一液压泵(53)活动连接，所述第二液压泵(54)与所述第一液压杆(52)

固定连接，所述支撑杆(56)基于所述第二液压泵(54)以改变所述第二液压杆(55)伸缩长度

的方式与所述第一液压杆(52)活动连接，所述第一液压泵(53)通过设置于所述第一液压泵

(53)底部的滚轮以滚动的方式与所述基座(1)移动连接。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普外科用护理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座板(9)通过第一活

动机构(10)与靠板(11)活动连接，所述靠板(11)通过液压机构(8)与所述基座(1)连接，

其中，所述液压机构(8)包括第四液压泵(81)、第四液压杆(82)、铰接机构(83)和连接

块(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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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述第四液压杆(82)能够基于所述铰接机构(83)与所述连接块(84)活动连接，

所述连接块(84)与所述靠板(11)固定连接，所述第四液压泵(81)能够以改变所述第四液压

杆(82)的伸缩长度的方式与所述靠板(11)活动连接，

在所述第四液压杆(82)伸长的情况下，所述靠板(11)能够以减小其与所述座板(9)之

间夹角(α)的方式和所述座板(9)活动连接，

在所述第四液压杆(82)缩短的情况下，所述靠板(11)能够以增大其与所述座板(9)之

间夹角(α)的方式和所述座板(9)活动连接。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普外科用护理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座板(9)通过垃圾处

理机构(7)与所述基座(1)活动连接，

其中，所述垃圾处理机构(7)包括第转动机构(71)、第三液压泵(73)、第三液压杆(74)、

垃圾桶(75)和伸缩机构(72)，

其中，所述座板(9)通过伸缩机构(72)以改变所述座板(9)位置的方式与所述基座(1)

连接，所述第三液压泵(73)基于转动机构(71)以旋转的方式与所述伸缩机构(72)连接，所

述垃圾桶(75)基于所述第三液压泵(73)以改变所述第三液压杆(74)伸缩长度的方式与所

述垃圾桶(75)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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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普外科用护理辅助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普外科护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普外科用护理辅助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普外科患者在经过手术治疗后，还需要进行护理才能恢复健康。在对普外科

患者进行护理时，每个护理人员都需要照顾多个患者。所以，往往一个护理人员非常忙碌，

为了及时便利地开展工作，需要为护理人员提供普外科用护理辅助装置。护理人员借助装

置对患者进行护理，非常方便。同时将垃圾统一收集，保证了护理环境的整洁。

[0003] 例如，公开号为CN204446465U的中国专利公开的一种普外科用护理辅助装置，包

括护理腔，护理腔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左立柱和右立柱，右立柱右侧设置有液压器支柱，液

压器支柱上部设置有右液压器，右液压器左侧连接有右液压伸缩柱，右液压伸缩柱左侧连

接有座椅；护理腔下部设置有左液压器，左液压器上部连接有左液压伸缩柱，左液压伸缩柱

上部设置有左套筒，左套筒上部设置有固定板，护理腔上部设置有螺杆，螺杆下部连接有挤

压板；护理腔上部右侧设置有吸尘器，吸尘器下部连接有进尘腔。该实用新型装置能有效地

针对普外科患者进行护理，方便患者坐在装置上进行护理，并方便换药，使用方便，方便除

尘，便于给患者提供一个良好的护理环境。

[0004] 但是该装置没有设立换药装置，在使用时需要去不停的取药很不方便。

[0005] 中国专利CN205832058U公开了一种内科护理用床，包括床板，所述床板的一侧安

装有滑道，滑道上通过一号滑动块安装有支撑套筒，支撑套筒自上而下的插入支撑杆，支撑

套筒与支撑杆之间通过锁紧旋钮实现相对固定，在支撑杆的顶部支撑有桌板，桌板的一侧

设有挡沿，在靠近挡沿位置的桌板上还开有通孔，通孔的下侧通过固定夹设置有杂物袋；所

述滑道上还设置有二号滑动块，二号滑动块的下部设置有置物箱。通过滑动块可以自由调

节桌板的位置，十分的方便可靠；能够根据病人或医护人员的需要随时升降到指定高度，活

动背板可以使病人在没有医护人员辅助的情况下直立起上半身；设有供如厕的装置，能够

极大地方便病人如厕，降低了护理人员的护理负担，使病人自行如厕。

[0006] 液压泵的两端分别与底板和靠板铰接或活动连接，是护理装置中一种调节靠板角

度的常规技术手段，已经被大量的专利文献公开，例如公开号为  CN207562048U的中国专利

公开了一种精神科护理床，包括床板和活动板，所述床板右端通过活动板转轴活动连接，所

述床板右端固定安装有床尾架，所述床板右侧前后两端均固定安装有腿部固定件，所述活

动板左端固定安装有床头架，所述活动板中部前后两侧均固定安装有手部固定件，所述床

板内腔左侧设有液压泵、液压缸、音乐播放器和扬声器所述液压泵右端通过输油管与液压

缸底部连通，所述床板右侧前后两侧面分别开有第二矩形槽和第一矩形槽，所述床板底端

固定安装有伸缩杆，所述伸缩杆底端活动安装有滚轮。本实用新型使用方便，操作简单，能

够有效防止患者过激行为导致意外现象的发生。

[0007] 例如，公开号为CN109646210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智能运动中医按摩式护理

床，包括支撑箱、上身板、腿板，所述支撑箱内设置有液压箱，所述液压箱上面设置有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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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所述分配阀因此而设置有单片机，所述单片机前方设置有液压泵，所述液压泵前方设置

有加注管，所述液压箱底部设置有排液管，所述支撑箱顶部设置有第一转轴，所述第一转轴

上面设置有所述上身板，所述上身板内设置有通槽，所述通槽内设置有伸缩杆。有益效果在

于：本发明利用温度传感器和电热丝根据温度对护理床进行热量补偿，保证病人的温度，增

加使用的舒适度，同时利用独立控制的2块腿板，方便模拟正常行走的交替运动，提高了病

人腿部康复效果，并且利用传动带带动按摩头沿上身整体移动，保证了对上身整体的按摩。

[0008] 例如，公开号为CN108670620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肝胆外科方便起身的护理康

复病床，包括底座、套筒、活塞杆、安装箱、第一电动推杆、架体、床板、第一链条、第一按摩

筒、双齿轮、第一轴杆、第二链条、推板、第二电动推杆、横板、第二按摩筒、第二轴杆、连接

框、第三电动推杆、第四电动推杆、转盘、液压箱、导油管、液压泵、通孔、电机、第三轴杆、单

齿轮和卡槽。该种肝胆外科方便起身的护理康复病床通过设置电动推杆对床板的转动，可

以更好的、更轻松的将患者搬起，降低了医务人员的工作难度，节约大量时间，提高的病床

的实用性；通过设置对患者背部、腿部进行按摩以及对要不进行运动，避免了患者长时间躺

在床上造成浑身酸痛，也促进了患者的血液循环，同时也节约了护理成本。

[0009] 通过对大量的现有专利进行查阅分析可以了解到，在护理装置中，采用液压装置

实现床板的转动是一种常规技术手段，通常将液压杆的两端设置为铰接或活动连接。

实用新型内容

[0010] 针对现有技术之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普外科用护理辅助装置。该装置包

括与基座移动连接的换药装置、与基座连接的支撑机构和与基座移动连接的座板，其中，所

述换药装置包括同时设置于转盘上的并且在所述转盘转动的情况下能够与所述支撑机构

产生相对位置变化的上药部、清洗部和包扎部。

[0011] 根据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上药部、所述清洗部和所述包扎部以呈三角形均

匀分布的方式设置于所述转盘。

[0012] 根据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转盘能够在与所述转盘固定连接的把手受外力作

用的情况下，通过第二活动机构以转动的方式与第一固定杆移动连接。

[0013] 根据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转盘上设置有能够放置所述清洗喷头的第一挂

钩，所述转盘上设置有能够放置所述雾化喷头的第二挂钩，所述转盘上设置有能够放置所

述绷带卷的绷带挂杆。

[0014] 根据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包扎部包括第三连接杆、第一卡块、第二卡块、绷

带卷、弹簧和挡块，其中，所述第三连接杆与所述转盘活动连接，所述第一卡块与所述第三

连接杆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卡块与所述第三连接杆可拆卸连接，所述绷带卷能够在所述第

一卡块和第二卡块的卡紧的情况下与所述第三连接杆活动连接，其中，所述挡块通过所述

弹簧与所述第三连接杆活动连接，在所述挡块受到外力的作用的情况下，所述挡块能够以

压缩所述弹簧的方式与所述第二卡块活动连接；在所述挡块受到外力消失的情况下，所述

挡块能够在所述弹簧的作用下与所述第二卡块固定连接。

[0015] 根据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上药部包括第二连接杆、第二开关、药液瓶、第二

液管和雾化喷头，其中，所述药液瓶通过所述第二连接杆与所述转盘活动连接，所述药液瓶

能够通过设置有所述第二开关的所述第二液管与所述雾化喷头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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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根据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清洗部包括第一连接杆、第一开关、清洗瓶、第一

液管和清洗喷头，其中，所述清洗瓶通过所述第一连接杆与所述转盘活动连接，所述清洗瓶

通过设置有所述第一开关的所述第一液管与所述清洗喷头连通。

[0017] 根据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支撑机构包括第一液压泵、第二液压泵、第一液压

杆、第二液压杆、支撑块和支撑杆，其中，所述支撑块能够基于所述第一液压泵以改变所述

第一液压杆伸缩长度的方式与所述第一液压泵活动连接，所述第二液压泵与所述第一液压

杆固定连接，所述支撑杆基于所述第二液压泵以改变所述第二液压杆伸缩长度的方式与所

述第一液压杆活动连接，所述第一液压泵通过设置于所述第一液压泵底部的滚轮以滚动的

方式与所述基座移动连接。

[0018] 根据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座板通过第一活动机构与靠板活动连接，所述靠

板通过液压机构与所述基座连接，其中，所述液压机构包括第四液压泵、第四液压杆、铰接

机构和连接块，其中，所述第四液压杆能够基于所述铰接机构与所述连接块活动连接，所述

连接块与所述靠板固定连接，所述第四液压泵能够以改变所述第四液压杆的伸缩长度的方

式与所述靠板活动连接，在所述第四液压杆伸长的情况下，所述靠板能够以减小其与所述

座板之间夹角的方式和所述座板活动连接，在所述第四液压杆缩短的情况下，所述靠板能

够以增大其与所述座板之间夹角的方式和所述座板活动连接。

[0019] 根据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座板通过垃圾处理机构与所述基座活动连接，其

中，所述垃圾处理机构包括第转动机构、第三液压泵、第三液压杆、垃圾桶和伸缩机构，其

中，所述座板通过伸缩机构以改变所述座板位置的方式与所述基座连接，所述第三液压泵

基于转动机构以旋转的方式与所述伸缩机构连接，所述垃圾桶基于所述第三液压泵以改变

所述第三液压杆伸缩长度的方式与所述垃圾桶连接。

[0020]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普外科用护理辅助装置的有益效果至少包括：本实用新型通

过设置支撑机构和换药装置，使得在使用护理装置时，通过支撑机构将患者的肢体支撑起

来方便护理人员对患者肢体部位的伤口进行处理，通过换药装置上的清洗部能够对患者的

肢体进行清洗，减少伤口感染概率，通过上药部对患者肢体进行换药，通过包扎部对伤口进

行包扎，更加方便，并且更好的对患者治疗。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普外科用护理辅助装置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包扎部的一种优选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转盘的一种侧视图；

[0024] 图4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换药装置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25] 附图标记列表

[0026] 1：基座                2：清洗部               3：上药部

[0027] 4：包扎部              5：支撑机构             6：固定机构

[0028] 7：垃圾处理机构        8：液压机构             9：座板

[0029] 10：第一活动机构       11：靠板                21：第一连接杆

[0030] 22：清洗瓶             23：第一开关            24：第一液管

[0031] 25：清洗喷头           26：第一挂钩            31：第二连接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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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32：药液瓶             33：第二开关            34：第二液管

[0033] 35：雾化喷头           36：第二挂钩            41：第三连接杆

[0034] 42：第一卡块           43：绷带卷              44：第二卡块

[0035] 45：弹簧               46：挡块                47：绷带挂杆

[0036] 51：支撑块             52：第一液压杆          53：第一液压泵

[0037] 54：第二液压泵         55：第二液压杆          56：支撑杆

[0038] 61：转盘               62：第二活动机构        63：第一固定杆

[0039] 64：把手               65：第二固定杆

[0040] 71：转动机构           72：伸缩机构            73：第三液压泵

[0041] 74：第三液压杆         75：垃圾桶              81：第四液压泵

[0042] 82：第四液压杆         83：铰接机构            84：连接块

[0043] A：换药装置           α：夹角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下面结合附图1至图4进行详细说明。

[0045] 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术语“第一”、“第二”、“第三”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

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数量。由此，限定有“第一”、

“第二”、“第三”和的特征可以明示或者隐含地包括一个或者更多个该特征。在本实用新型

的描述中，“多个”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除非另有明确具体的限定。

[0046]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纵向”、“横向”、“长度”、“宽

度”、“厚度”、“上”、“下”、“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顺

时针”、“逆时针”、“内侧”、“内部”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

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

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47] 在本实用新型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连”、“连接”、“固

定”等术语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

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

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

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含义。

[0048] 在本实用新型中，术语“以可拆卸的方式”是粘接、键连接、螺纹连接、销连接、卡

接、铰接、间隙配合或过渡配合中的一种。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

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含义。

[0049] 实施例1

[0050]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普外科用护理辅助装置，包括换药装置  A、支撑机

构5、基座1和座板9。换药装置A基于基座1以移动的方式与支撑机构5和座板9活动连接，支

撑机构5与座板9移动连接。换药装置A  包括上药部3、清洗部2和包扎部4。上药部3、清洗部2

和包扎部4呈三角形均匀分布于转盘61上且与转盘61活动连接。包扎部4在支撑机构5  为患

者肢体提供支撑的情况下，能够通过转盘61以转动的方式与上药部3  活动连接。本实用新

型设置有换药装置A，通过换药装置A上的清洗部2能够对患者的肢体进行清洗，减少伤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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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概率，通过上药部3对患者肢体进行换药，通过包扎部4对伤口进行包扎。其次，为患者的

肢体提供支撑机构  5，支撑机构5能够移动，以使得患者的肢体能够在合适的位置进行换

药，有利于换药，更有利于患者的伤口愈合。

[0051] 优选地，如图4和图3所示，清洗部2包括第一连接杆21、清洗瓶22、第一开关23、第

一挂钩26、第一液管24和清洗喷头25。其中，清洗瓶  22通过第一液管24与清洗喷头25连接。

第一连接杆22的一端与清洗瓶  22固定连接，第一连接杆22的另一端与转盘61活动连接。第

一液管24  上设置有能够控制清洗剂流出的第一开关23。第一挂钩26与转盘61固定连接。第

一挂钩26能够用来放置清洗喷头25。在需要使用清洗部2时，清洗瓶22基于第一开关23打开

的情况下能够通过第一液管24与清洗喷头  25连接。通过清洗部2能够对患者的伤口进行清

洗，防止伤口的感染。

[0052] 优选地，上药部3包括第二连接杆31、上药瓶32、第二开关33、第二挂钩36、第二液

管34和雾化喷头35。其中，上药瓶32通过第二液管  34与雾化喷头53连接。第二连接杆32的

一端与上药瓶32固定连接，第二连接杆32的另一端与转盘61活动连接。第二液管34上设置

有能够控制药液流出的第二开关33。第二挂钩36与转盘61固定连接。第二挂钩36 能够用来

放置雾化喷头35。在需要使用上药部3时，上药瓶32基于第二开关33打开的情况下能够通过

第二液管34与雾化喷头35连接。通过雾化喷头35能够将药液雾化喷到伤口上药液能够更容

易被吸收，治疗效果更好。

[0053] 优选地，如图2所示，包扎部4包括第三连接杆41、第一卡块42、绷带卷43、第二卡块

44、绷带挂杆47、弹簧45和挡块46。其中，第三连接杆41与转盘61活动连接。第一卡块42与第

三连接杆41固定连接，第二卡块44与第三连接杆41可拆卸连接。挡块46通过弹簧45与第三

连接杆41活动连接。绷带挂杆47与转盘61固定连接，绷带挂卷47能够将多余的绷带卷43挂

起，方便绷带卷43的换取。在需要换绷带卷43的情况下，对挡块46施加外力，挡块46转动弹

簧45被压缩，第二卡块44拆卸下来，换取新的绑带卷43，将第二卡块44安装上，挡块46基于

弹簧45的弹力作用转动卡紧第二卡块44。

[0054] 优选地，支撑机构5包括第一液压泵53、第一液压杆52、支撑块51、第二液压泵54、

第二液压杆55和支撑杆56。其中，第一液压泵53通过滚轮与基座1移动连接。基座1上设置有

能够供滚轮滚动的滚槽。支撑块51  基于第一液压泵53以改变第一液压杆52伸缩长度的方

式与第一液压泵53 活动连接。第二液压泵54与第一液压杆52固定连接，第二液压杆55的一

端与第二液压泵54活动连接，第二液压杆55的另一端与支撑杆56固定连接。支撑杆56基于

第二液压泵54以改变第二液压杆55伸缩长度的方式与第一液压杆52活动连接。通过第一液

压泵53和第二液压泵54能够调节支撑块51的位置，以使得患者的肢体位于合适的部位进行

换药，有利于患者恢复。

[0055] 优选地，换药装置A通过固定机构6与基座1活动连接，固定机构6  包括转盘61、第

二活动机构62、第一固定杆63、第二固定杆65和把手  64。其中，转盘61通过第二活动机构62

与第一固定杆63转动连接。第一固定杆63基于第二固定杆65与基座1活动连接。把手64与转

盘61固定连接。转盘61能够基于与转盘61固定连接的把手64受外力作用的情况下，通过第

二活动机构62以转动的方式与第一固定杆63连接。转盘61基于第二固定杆65以滚轮滚动的

方式与基座1移动连接。基座1上设置有能够供滚轮滚动的滚槽。通过固定机构6，换药装置A

能够改变位置，方便为患者换药。第二活动机构62包括设置于转盘61上的圆柱形孔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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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第一固定杆63上的且与圆柱形孔契合的圆柱形轴，从而转盘61能够在圆柱形轴与圆柱形

孔配合的情况下通过第二活动机构62与第一固定杆63转动连接。

[0056] 优选地，座板9通过第一活动机构10与靠板11活动连接。靠板11与液压机构8活动

连接。液压机构8包括第四液压泵81、第四液压杆82、铰接机构83和连接块84。其中，第四液

压泵81基于第四液压杆82通过和铰接机构83连接的连接块84与靠板11活动连接。第四液压

杆82通过铰接机构83与连接块84活动连接，连接块84与靠板11固定连接。第四液压泵81以

改变第四液压杆84伸缩长度的方式来改变座板9和靠板11之间的夹角α的大小。靠板11基于

第四液压泵81的作用以改变靠板11与座板  9之间的夹角α的大小的方式与座板9活动连接。

通过液压机构8的调节作用，患者可以选择躺着或者坐着治疗，选择最舒适的方式进行治

疗，方便患者。

[0057] 优选地，辅助装置还包括垃圾处理装置7，垃圾处置装置7包括转动机构71、伸缩机

构72、第三液压泵73、第三液压杆74和垃圾桶75。其中，座板9通过伸缩机构72与基座1活动

连接。通过伸缩机构72能够调节座板9的位置。转动机构71与伸缩机构72活动连接。第三液

压泵73以改变第三液压杆74伸缩长度的方式与垃圾桶75活动连接，第三液压泵73与转动机

构71固定连接。当需要使用垃圾桶75时，通过转动机构71将垃圾桶  75从座板9的下面转出，

通过第三液压泵73调节垃圾桶75的位置。不使用垃圾桶75时，通过转动机构71将垃圾桶转

进座板9的下面。

[0058] 为了便于理解，将本实用新型一种普外科用护理辅助装置的工作原理进行论述。

[0059] 在需要使用普外科用护理辅助装置时，首先患者位于座板9上通过调节伸缩机构

72将座板9调到合适的位置，根据患者需要调节液压机构8使得患者坐着或躺着，将患者的

肢体放置在支撑机构5上，调节支撑机构5使得支撑机构5位于患者最适合治疗的位置，通过

把手64转动转盘61，将设置于转盘61上的清洗部2转动到最适合清洗的位置对患者的肢体

进行清洗，继续转动转盘61将上药部3转到最合适上药的位置通过雾化喷头35能够将药液

以雾化的形式喷到伤口上，使得伤口更加容易吸收药液。最后转动转盘61将包扎部4转到最

适合包扎的位置对患者的伤口进行包扎。整个过程很方便护理人员，也方便患者的治疗。

[0060]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具体实施例是示例性的，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本实用新型

公开内容的启发下想出各种解决方案，而这些解决方案也都属于本实用新型的公开范围并

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明白，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其附图

均为说明性而并非构成对权利要求的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由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

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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