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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血液透析上肢稳定托架，涉及病人支承

面上的装置领域，包括底座，底座上转动连接有

丝杠，丝杠上连接有螺母，螺母上凸设有延伸部，

延伸部上下滑动连接有一滑块，所述底座上还铰

接有放置架，放置架的上开设有凹槽，放置架的

底面开设有滑槽；底座的侧边还凸设有平板，平

板上靠近滑块的一端铰接有升降板，滑块的下端

与升降板始终滑动接触，平板未与升降板连接的

一端设有顶升升降板的微调螺栓。本实用新型实

现了往复循环抬升患者手臂再放下的动作，起到

利用外力活动手臂的作用，同时手臂在活动时由

凹槽限制不能弯曲，避免了胶布崩开针头脱落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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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血液透析上肢稳定托架，包括底座（1），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上转动连接有

丝杠（2），丝杠（2）上连接有螺母（3），螺母（3）上凸设有延伸部（31），延伸部（31）上下滑动连

接有一滑块（4），所述底座（1）上还铰接有放置架（5），放置架（5）位于丝杠（2）的上方，放置

架（5）的上表面开设有用于放置患者手臂的凹槽（51），放置架（5）的底面开设有与滑块（4）

相配合的滑槽（54），滑块（4）的滑动方向与丝杠（2）的轴线方向一致；所述底座（1）的侧边还

凸设有平板（11），平板（11）上靠近滑块（4）的一端铰接有升降板（6），升降板（6）的开放端与

放置架（5）的开放端位于同一端，所述滑块（4）的下端与升降板（6）始终滑动接触，所述平板

（11）未与升降板（6）连接的一端设有顶升升降板（6）的微调螺栓（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血液透析上肢稳定托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置架（5）背离铰

接点的一端设有手握装置（8），手握装置（8）包括啮合连接的带有把手的蜗杆（82），和半蜗

轮（81）；所述放置架（5）的凹槽（51）内开设有弧槽（52），所述半蜗轮（81）与弧槽（52）滑动连

接，半蜗轮（81）内固定设有蜗杆（82），蜗杆（82）斜向插入放置架（5）。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血液透析上肢稳定托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半蜗轮（81）的两侧

均凸设有弧形边（84），所述弧槽（52）的两侧均开设有与弧形边（84）相匹配的矮弧面（5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血液透析上肢稳定托架，其特征在于，所述丝杠（2）的两端伸

出底座（1）并固定连接有旋钮（21）；或者丝杠（2）的一端伸出底座（1）并连接有驱动装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血液透析上肢稳定托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凹槽（51）内固

定铺设有软垫。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血液透析上肢稳定托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块（4）包括竖直

的连接轴（42）和位于连接轴（42）上端的滑动部（41），滑动部（41）与所述滑槽（54）滑动连

接，连接轴（42）与所述延伸部（31）上下滑动连接；所述连接轴（42）的下端为半球面，所述升

降板（6）上开设有长槽（71），长槽（71）的长方向与丝杠（2）的轴线方向一致，长槽（71）的截

面为与半球面曲率一致的弧形，半球面与长槽（71）滑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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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血液透析上肢稳定托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病人支承面上的装置领域，尤其是一种血液透析上肢稳定托架。

背景技术

[0002] 血液透析时治疗终末期肾脏疾病的主要方法，透析过程代替了肾脏的排泄功能，

一旦开始治疗，不能随意中断，所以患者需要事前接受动静脉造瘘术。血液透析前需要建立

血管通路，造瘘术是运用血管外科技术人为建立一条动静脉之间的通路，为血液透析提供

长期有效的体外循环血管通路。

[0003] 通常，造瘘术的手术部位优先考虑前臂，再考虑上臂，透析时医护人员会用胶布将

导管固定在患者的手臂上，内瘘开在手腕及臂腕部位的患者很容易在手臂动作时使胶布失

去粘性脱离皮肤，导致针头脱落。单次透析时长在四个小时以上，患者持续僵直手臂会酸

麻，这就使患者总想活动一下手臂。

[0004] 为了让患者在透析时可以轻度活动手臂，又不能使针头脱落，需要一种有效的工

具来辅助患者进行活动。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上述情况，为克服现有技术之缺陷，本实用新型之目的就是提供一种血液透

析上肢稳定托架。

[0006] 其解决方案是，一种血液透析上肢稳定托架，包括底座，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上

转动连接有丝杠，丝杠上连接有螺母，螺母上凸设有延伸部，延伸部上下滑动连接有一滑

块，所述底座上还铰接有放置架，放置架位于丝杠的上方，放置架的上表面开设有用于放置

患者手臂的凹槽，放置架的底面开设有与滑块相配合的滑槽，滑块的滑动方向与丝杠的轴

线方向一致；所述底座的侧边还凸设有平板，平板上靠近滑块的一端铰接有升降板，升降板

的开放端与放置架的开放端位于同一端，所述滑块的下端与升降板始终滑动接触，所述平

板未与升降板连接的一端设有顶升升降板的微调螺栓。

[0007] 优选地，所述放置架背离铰接点的一端设有手握装置，手握装置包括啮合连接的

带有把手的蜗杆，和半蜗轮；所述放置架的凹槽内开设有弧槽，所述半蜗轮与弧槽滑动连

接，半蜗轮内固定设有蜗杆，蜗杆斜向插入放置架。

[0008] 优选地，所述半蜗轮的两侧均凸设有弧形边，所述弧槽的两侧均开设有与弧形边

相匹配的矮弧面。

[0009] 优选地，所述丝杠的两端伸出底座并固定连接有旋钮；或者丝杠的一端伸出底座

并连接有驱动装置。

[0010] 优选地，所述凹槽内固定铺设有软垫。

[0011] 优选地，所述滑块包括竖直的连接轴和位于连接轴上端的滑动部，滑动部与所述

滑槽滑动连接，连接轴与所述延伸部上下滑动连接；所述连接轴的下端为半球面，所述升降

板上开设有长槽，长槽的长方向与丝杠的轴线方向一致，长槽的截面为与半球面曲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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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弧形，半球面与长槽滑动连接。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3] 1 .将丝杠螺母、滑块和升降板相结合，实现了往复循环抬升患者手臂再放下的动

作，起到利用外力活动手臂的作用，同时手臂在活动时由凹槽限制不能弯曲，避免了胶布崩

开针头脱落的情况；

[0014] 2.利用微调螺栓来调节升降板的坡度，以适应不同的患者不同的需求；

[0015] 3.手握装置针对手腕部开设内瘘的患者有良好的固定限制作用，手腕可以活动的

患者可以拆除半蜗轮，用途广泛。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放置架处于水平状态时的示意图；

[0018] 图3为放置架处于升起状态时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侧视图；

[0020] 图5为底座、螺母和滑块之间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为放置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为放置架的侧视图；

[0023] 图8为手握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9为滑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10为升降板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7] 由图1‑10给出，一种血液透析上肢稳定托架，包括底座1，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

上转动连接有丝杠2，丝杠2上连接有螺母3，螺母3上凸设有延伸部31，延伸部31上下滑动连

接有一滑块4，所述底座1上还铰接有放置架5，放置架5位于丝杠2的上方，不限于在放置架5

的下表面固定设置上铰接部55，在底座1的一端设置与上铰接部55相配合的下铰接部13，实

现放置架5与底座1的铰接，放置架5的上表面开设有用于放置患者手臂的凹槽51，凹槽51的

具体形状不做限制，但应符合人体手臂外形特点，凹槽51边沿光滑倒圆，放置架5的底面开

设有与滑块4相配合的滑槽54，滑块4的滑动方向与丝杠2的轴线方向一致，滑块4的移动受

制于螺母3，螺母3也受到滑槽54的限制，丝杠2转动时螺母3只能移动不能转动，不限于将滑

块4与滑槽54设置在凹槽51的同一侧，便于滑块4与滑槽54滑动连接；所述底座1的侧边还凸

设有平板11，平板11上靠近滑块4的一端铰接有升降板6，升降板6的开放端与放置架5的开

放端位于同一端，所述滑块4的下端与升降板6始终滑动接触，所述平板11未与升降板6连接

的一端设有顶升升降板6的微调螺栓7。微调螺栓7自下而上穿过平板11并与平板11螺纹连

接，转动微调螺栓7，其上端顶起升降板6的开放端，螺母3带动滑块4在升降板6上行走，滑块

4随着升降板6坡度的升高逐渐顶升放置架5的开放端，丝杠2反转时滑块4下行，放置架5的

开放端下降复位，以此循环；放置架5复位时应保持水平，不限于在底座1上凸设承接块12来

承接放置架5的开放端。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15083018 U

4



[0028] 所述放置架5背离铰接点的一端设有手握装置8，手握装置8包括啮合连接的带有

把手的蜗杆82，和半蜗轮81，半蜗轮81即为整圆的蜗轮沿某一直径去除一半的蜗轮；所述放

置架5的凹槽51内开设有弧槽52，所述半蜗轮81与弧槽52滑动连接，半蜗轮81内固定设有蜗

杆82，蜗杆82斜向插入放置架5。手握装置8用于让患者握住握杆83以起到限制患者手腕大

幅度运动的目的，蜗杆82的光滑段与放置架5转动连接，蜗杆82的螺纹段与半蜗轮81啮合，

患者可以利用把手来转动蜗杆82进而转动半蜗轮81上的蜗杆82来调节手掌朝向的角度，使

患者手腕放置更舒适。

[0029] 所述半蜗轮81的两侧均凸设有弧形边84，所述弧槽52的两侧均开设有与弧形边84

相匹配的矮弧面53。半蜗轮81与弧槽52之间的滑动时通过弧形边84和矮弧面53滑动连接实

现的，由于半蜗轮81无法设置中心轴，所以通过滑动形式与整个放置架5连接，矮弧面53开

设在弧槽52的上表面，这样半蜗轮81是可拆卸的，内瘘未开设在手腕部的患者可以不使用

手握装置8。

[0030] 所述丝杠2的两端伸出底座1并固定连接有旋钮21；或者丝杠2的一端伸出底座1并

连接有驱动装置。患者在透析过程中感觉手臂僵直可以通过拧动旋钮21来摆动手臂进行活

动；部分患者血液中水分过多，会有发汗心慌的症状，不便于自己控制丝杠2转动，而血透室

要保持安静、整洁的环境，家属进入治疗区会增加患者感染机会，所以患者透析时没有家属

陪同，这时驱动装置带动丝杠2往复运动会让患者省力很多，驱动装置不限于电机或带轮。

[0031] 所述凹槽51内固定铺设有软垫。软垫增加患者的舒适度，尤其是在天冷的季节不

会使患者外露的手臂感触过于冰凉。

[0032] 所述滑块4包括竖直的连接轴42和位于连接轴42上端的滑动部41，滑动部41与所

述滑槽54滑动连接，连接轴42与所述延伸部31上下滑动连接；所述连接轴42的下端为半球

面，所述升降板6上开设有长槽71，长槽71的长方向与丝杠2的轴线方向一致，长槽71的截面

为与半球面曲率一致的弧形，半球面与长槽71滑动连接。升降板6在升高时会与连接轴42之

间产生倾斜角，因此将连接轴42的下端设为半球面，即连接轴42与升降板6之间为电接触，

避免升降板6一端升高导致连接轴42在滑动过程中卡死，同理，滑动部41与滑槽54之间的连

接面也应圆角过度；另外，滑动部41与滑槽54之间应留有上下活动的空隙，让滑动部41在滑

槽54中运动自如。

[0033]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实现转动微调螺栓7将升降板6调整至合适坡度，患者开设

透析后，将铰接点一端靠近患者躯体，患者的手臂放入凹槽51中，手握握杆83，转动蜗杆82

调整蜗杆82的角度至舒适位置，等患者感觉手臂酸麻僵直需要活动时，手动转动旋钮21或

利用驱动装置带动丝杠2转动，丝杠2转动时螺母3朝向手握装置8一端移动，电动滑块4在滑

槽54和升降板6上滑动，滑块4艳升降板6的坡度顶升放置架5，此时患者手部跟随放置架5升

起，丝杠2反转时螺母3带动滑块4回到铰接点一端，放置架5逐渐下降放平患者手臂；患者的

四肢受到握杆83限制而不能下意识握拳或转动，保护手腕处针头不脱落，臂腕在凹槽51中

不能随意弯曲，不限于在凹槽51上配置束缚带现有技术来防止患者的手臂抽出。

[0034] 需要注意的是，底座1不应固定，固定的底座1会限制患者手臂放置的位置，底座1

放置在时需要露出微调螺栓7；托架放置时应保持患者手臂放入凹槽51后依旧与肩平直。

[003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36] 1 .将丝杠螺母、滑块和升降板相结合，实现了往复循环抬升患者手臂再放下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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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起到利用外力活动手臂的作用，同时手臂在活动时由凹槽限制不能弯曲，避免了胶布崩

开针头脱落的情况；

[0037] 2.利用微调螺栓来调节升降板的坡度，以适应不同的患者不同的需求；

[0038] 3.手握装置针对手腕部开设内瘘的患者有良好的固定限制作用，手腕可以活动的

患者可以拆除半蜗轮，用途广泛。

[0039]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并非对本实用新型的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设计

构思的前提下，本领域所属技术人员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

应纳入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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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6 页

7

CN 215083018 U

7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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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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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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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5/6 页

11

CN 215083018 U

11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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