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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于伤口换药的更换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便于伤口换药的更

换装置，包括车体，所述车体设置有储物件、换药

架、支架腔、电源柜、操作腔、洗手装置；所述换药

架包括支撑柱和支撑架，所述支撑柱一端固定在

车体上，另一端能够伸出车体并转动，所述支撑

架包括支撑台、第一支杆、第二支杆、以及通过支

杆安装在支撑台上的弧形板、集污槽，所述弧形

板的最低处设有排污孔且其底部可拆除的安装

集污槽；所述支架腔的位置刚好容纳某一位置的

支撑架且设置有紫外灯a，可以一次性针对不同

位置、不同种类、不同感染程度的伤口进行换药，

增加换药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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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于伤口换药的更换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车体(1)，所述车体(1)设置有储物

件(2)、换药架(3)、支架腔(4)、电源柜(5)、操作腔(6)、洗手装置(7)；所述换药架(3)包括支

撑柱(31)和支撑架(32)，所述支撑柱(31)一端固定在车体(1)上，另一端能够伸出车体(1)

并转动，所述支撑架(32)包括支撑台(321)、第一支杆(322)、第二支杆(323)、以及通过支杆

安装在支撑台(321)上的弧形板(324)、集污槽(325)，所述弧形板(324)的最低处设有排污

孔(3241)且其底部可拆除的安装集污槽(325)；所述支架腔(4)的位置刚好容纳某一位置的

支撑架(32)且设置有紫外灯a。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伤口换药的更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柱(31)包括

固定安装于车体(1)的底座(311)、L型旋转轴(312)、伸长杆(313)，所述L型旋转轴(312)一

端套接在底座(311)上且能够相对于底座(311)转动，所述L型旋转轴(312)的另一端可伸缩

的安装所述伸长杆(313)，所述底座(311)上设置有能够锁定/开启L型旋转轴(312)的手柄I

(31a)，L型旋转轴(312)上设置有能够锁定/开启伸长杆(313)的手柄II(32a)。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任一项所述的便于伤口换药的更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支杆(322)和第二支杆(323)均为长度可调节的伸缩杆。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伤口换药的更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洗手装置(7)包

括能够释放净水的储水件(71)、洗手池(72)、与所述洗手池(72)的污水出口依次连接水管

(73)和污水瓶(74)，所述洗手池(72)内嵌在车体(1)的顶部，洗手池(72)的最高处与车体

(1)的顶部平面位于相同高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伤口换药的更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操作腔(6)具有

唯一开放面且其内部设有紫外灯b(6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伤口换药的更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车体(1)的顶部

还设有污染器械盘(8)、垃圾桶(9)，所述垃圾桶(9)包括两个独立的腔体。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伤口换药的更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物件(2)设置

为抽屉形式，包括抽屉a(21)、抽屉b(22)、抽屉c(23)、抽屉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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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于伤口换药的更换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外科护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便于伤口换药的更换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对于无法行走的具有外部伤口的患者，护理人员的换药步骤一般是：  (1)进

入病房，评估患者伤口情况；(2)回到治疗室准备用具；(3)携带用具对患者进行换药；(4)清

洁换药过程中的废液。对于不同的患者，则要依次进行上述过程，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病房无专用固定器械，无法将患者的伤口固定在一个较好的姿势进行换药操作；(2)换

药过程中的冲洗液不易收集，同时容易污染病床；(3)对于清洁伤口、感染伤口、污染伤口的

处理用具不同，护理人员需要预先进行评估；(4)无法解决护理人员的洗手问题；

[0003] (5)消耗时间长，流程复杂，无法一次性进行多个患者的换药。

[0004] 中国实用新型CN208851904U公开了一种多功能医用换药车，包括药品器械放置台

和换药车底座，所述药品器械放置台的顶端焊接有栏杆固定杆，且药品器械放置台的底端

焊接有换药车固定架，相邻的所述栏杆固定杆之间焊接有放置台栏杆，所述放置台栏杆的

一侧卡合有药品罐固定架，所述药品罐固定架的一侧设置有固定架卡扣，本实用新型的换

药车上端卡合有药品罐固定架，更方便药物放置在换药车上使用，同时药品罐固定架为伸

缩式结构，能够调节药品罐放置槽的大小，然而其仍然无法解决冲洗液、洗手等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缺点，提供一种便于伤口换药的更换

装置，可以一次性针对不同位置、不同种类、不同感染程度的伤口进行换药，增加换药效率。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便于伤口换药的更换装置，包括车体，所述车体设置有储物件、换药架、支架

腔、电源柜、操作腔、洗手装置；所述储物件用来存放器具、冲洗液体、固体药品、其他用品；

所述操作腔用来护理人员在换药过程中对于药品、纱布进行处理；所述洗手装置用于护理

人员在换药前、中、后的清洁，防止感染；车体带有轮子，且轮子带有自锁定功能，防止换药

过程中的滑移。

[0008] 所述换药架主要是针对一些骨科外伤类患者，可以在病房对患者伤口处的四肢进

行支撑以充分暴露伤口，所述换药架包括支撑柱和支撑架，所述支撑柱一端固定在车体上，

另一端能够伸出车体并转动，这样能够便于收纳，且支撑柱在伸出时具有可调节性，能够满

足不同伤口部位的支撑要求；所述支撑架包括支撑台、第一支杆、第二支杆、以及通过支杆

安装在支撑台上的弧形板、集污槽，所述弧形板用来支撑和固定患者的四肢以暴露伤口，为

了便于清洁和消毒采用硬质塑料PVC、PS等构成，在此弧形板呈两端高中间低的盆地形式，

所述弧形板的最低处设有排污孔且其底部可拆除的安装集污槽，在换药过程中用于冲洗的

液体可以方便的经由排污孔排出到集污槽，而集污槽可以拆卸后倒掉液体，集污槽可以通

过螺钉、卡扣、滑槽等方式安装在弧形板的底部；所述支架腔的位置刚好容纳某一位置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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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架且设置有紫外灯a，由于护理人员可能一次性对多个患者进行换药，所在支架腔设置紫

外灯可以更进一步对于弧形板进行消毒，避免交叉感染。

[0009] 优选地，所述支撑柱包括固定安装于车体的底座、L型旋转轴、伸长杆，所述L型旋

转轴一端套接在底座上且能够相对于底座转动，在必要时，也可以设计为L型旋转轴能够相

对于底座升降，所述L型旋转轴的另一端可伸缩的安装伸长杆，所述底座上设置有能够锁

定/开启L型旋转轴的手柄I，L型旋转轴上设置有能够锁定/开启伸长杆的手柄II，通过这种

结构，支撑柱具有旋转以及水平伸长的的功能。

[0010] 优选地，所述第一支杆和第二支杆均为长度可调节的伸缩杆，这种结构下，通过第

一支杆和第二支杆可以调节弧形板的水平高度，也可以使第一支杆和第二支杆高度不一致

实现弧形板的倾斜。

[0011] 优选地，在换药装置中，一些脓水、污染物可能会意外沾染在护理人员手上，同时

针对不同患者的换药，护理人员必须进行洗手，所以设置洗手装置能够极大的方便护理人

员进行清洁，提高效率，所述洗手装置包括能够释放净水的储水件、洗手池、与所述洗手池

的污水出口依次连接水管和污水瓶，所述洗手池内嵌在车体的顶部，洗手池的最高处与车

体的顶部平面位于相同高度。

[0012] 优选地，所述操作腔是一个相对无菌的场所，具有唯一开放面且其内部设有紫外

灯b，在操作腔中可能会放置一些通用清洁镊子或其他用具，为防止这些用具在移动中污

染，所以设置操作腔，其中的紫外灯b可以对其进一步消毒，而且操作腔也可以供医护人员

进行剪裁纱布等操作。

[0013] 优选地，所述车体的顶部还设有污染器械盘、垃圾桶，所述垃圾桶包括两个独立的

腔体，由于本装置是为了方便护理人员对多个伤员进行统一换药，其中会产生各种污染器

械和医疗垃圾，所以特别设置污染器械盘和垃圾桶，垃圾桶具有多个腔体以便分类不同的

废弃物，如固体废弃物和液体废弃物。

[0014] 优选地，所述储物件设置为抽屉形式，包括抽屉a、抽屉b、抽屉c、抽屉  d，针对不同

状况的伤口，护理人员需要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一般伤口、感染伤口、污染伤口中，所用到

的器具和器材也并不相同，所以采用分类存放的方式，四个抽屉可分别承装来器具、冲洗液

体、固体药品、其他用品，方便医护人员使用，而且可以满足换药过程的需要。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6] (1)利用支撑架对患者的肢体进行固定和支撑，充分暴露伤口方便护理人员换药；

[0017] (2)排污孔和集污槽可以方便的收集换药过程中的废弃液，防止污染病床、患者或

者护理人员；

[0018] (3)储存件多个分隔空间可一次性存放器具、冲洗液体、药品和辅助用具，满足对

于清洁伤口、感染伤口、污染伤口的处理要求，且分类存放方便护理人员寻找；

[0019] (4)解决护理人员的洗手问题，可消耗时间长，流程复杂换药效率低；

[0020] (5)单独的操作腔和紫外灯创建了独立的无菌空间，保证了操作洁净性；

[0021] (6)支架腔中的紫外灯对接触肢体的弧形板进行消毒，保证不同病人不会交叉感

染；

[0022] (7)可一次性解决不同位置、不同种类、不同感染程度的伤口进行换药，增加换药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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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本装置可增加外科病房的换药效率，解决现在医护人员短缺的现状，对患者、家

属、社会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的立体图；

[0026] 图3为本实用新型水管、污水瓶的示意图；

[0027] 图中，1-车体、2-储物件、21-抽屉a、22-抽屉b、23-抽屉c、24-抽屉d、  3-换药架、

31-支撑柱、311-底座、312-L型旋转轴、313-伸长杆、31a-手柄I、  32-支撑架、321-支撑台、

322-第一支杆、323-第二支杆、324-弧形板、325-集污槽、32a-手柄II、4-支架腔、5-电源柜、

6-操作腔、61-紫外灯b、7-洗手装置、71-储水件、72-洗手池、73-水管、74-污水瓶、8-污染器

械盘、9-垃圾桶。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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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9] 请参见图1，一种便于伤口换药的更换装置，包括车体1，所述车体1设置有储物件

2、换药架3、支架腔4、电源柜5、操作腔6、洗手装置7、污染器械盘8、垃圾桶9，所述车体1具有

自锁定功能。

[0030] 首先，在车体1的顶端，从左到右依次设置操作腔6、垃圾桶9、污染器械盘8、洗手装

置7，这样设置的好处是，在操作腔6进行操作后可以随时把产生的废弃物放入垃圾桶9，将

污染器械放在污染器械盘8，洗手装置7与操作腔6  分设在两端避免洗手时有水溅射到操作

腔6；

[0031] 所述操作腔6是一个相对无菌的场所，具有唯一开放面且其内部设有紫外灯b61，

在操作腔6中可能会放置一些通用清洁镊子即每次换药中仅用来解除洁净纱布或敷料的镊

子或其他用具，为防止这些用具在移动中污染，所以设置操作腔6，其中的紫外灯b61可以对

其进一步消毒，而且操作腔6也可以供医护人员进行剪裁纱布等操作；

[0032] 所述污染器械盘8为常见托盘，主要盛放污染后待清洁的器具，如镊子；

[0033] 所述垃圾桶9包括两个独立的腔体以应对不同的废弃物，如固体废弃物和液体废

弃物，为方便医护人员操作，可采用推盖式垃圾桶；

[0034] 所述洗手装置7包括能够释放净水的储水件71、洗手池72、与所述洗手池  72的污

水出口依次连接水管73和污水瓶74，所述储水件71可以为底端具有水龙头的水桶，能够在

压力下自动出水，节省能源，所述洗手池72内嵌在车体1 的顶部，洗手池72的最高处与车体

1的顶部平面位于相同高度，这样节省空间而且最大程度避免水花四溅；在换药装置中，如

果遇到一些脓水、污染物可能会意外沾染在护理人员手上时可以随时进行清洁，而且针对

不同病人的换药也可避免了护理人员来回跑洗手间的弊端，提高换药效率。

[0035] 在车体1的中部主体部分，从左到右依次是储物件2、支架腔3、换药架3  和电源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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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所述换药架3仅占据车体靠前一部分的空间，其顶端正对洗手池  72，其后部空间可以容

纳水管73和污水瓶74；

[0036] 所述储物件2设置为抽屉形式，从上到下依次包括抽屉a21、抽屉b22、抽屉c23、抽

屉d24，针对不同状况的伤口，护理人员需要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一般伤口、感染伤口、污

染伤口中，所用到的器具和器材也并不相同，所以采用分类存放的方式，四个抽屉可分别承

装来器具如镊子、纱布、冲洗液体如生理盐水、固体药品、其他用品如油纱、引流管、敷料等，

方便医护人员使用，而且可以满足换药过程的需要。

[0037] 所述支架腔4的位置刚好容纳某一位置的支撑架32且设置有紫外灯a，由于护理人

员可能一次性对多个患者进行换药，所在支架腔4设置紫外灯a可以更进一步对于弧形板

324进行消毒，避免交叉感染；同时，支架腔4与后部联通，通过支架腔4也可以取出污水瓶

74；

[0038] 所述换药架3主要是针对一些骨科外伤类患者，可以在病房对患者伤口处的四肢

进行支撑以充分暴露伤口，所述换药架3包括支撑柱31和支撑架32；

[0039] 所述支撑柱31一端固定在车体1上，另一端能够伸出车体1并转动，这样能够便于

收纳，且支撑柱31在伸出时具有可调节性，能够满足不同伤口部位的支撑要求；所述支撑柱

31包括固定安装于车体1的底座311、L型旋转轴312、伸长杆313，所述L型旋转轴312一端套

接在底座311上且能够相对于底座311  转动，在必要时，也可以设计为L型旋转轴312能够相

对于底座311升降，所述L型旋转轴32的另一端可伸缩的安装有伸长杆313，所述底座311上

设置有能够锁定/开启L型旋转轴312的手柄I31a，L型旋转轴312上设置能够锁定/  开启伸

长杆313的手柄II32a，通过这种结构，支撑柱31具有旋转以及水平伸长的的功能。

[0040] 所述支撑架32包括支撑台321、第一支杆322、第二支杆323、以及通过支杆安装在

支撑台321上的弧形板324、集污槽325，所述第一支杆322和第二支杆323均为长度可调节的

伸缩杆，这种结构下，通过第一支杆322和第二支杆323可以调节弧形板324的水平高度，也

可以使第一支杆322和第二支杆  323高度不一致实现弧形板324的倾斜，所述弧形板324用

来支撑和固定患者的四肢以暴露伤口，为了便于清洁和消毒采用硬质塑料PVC构成，弧形板

324  呈两端高中间低的盆地形式，所述弧形板324的最低处设有排污孔3241且其底部可拆

除的安装集污槽325，在换药过程中用于冲洗的液体可以方便的经由排污孔3241排出到集

污槽325，而集污槽325可以拆卸后倒掉液体，集污槽325  可以通过滑槽方式安装在弧形板

的底部324。

[0041] 本装置使用方法：

[0042] 首先，检查储物件2中器具是否齐备，储水件71中是否有充足的净水，如果没有进

行补充；

[0043] 推动换药装置到第一个需要换药的病床，打开支架腔4，拧动手柄I31a旋转L型旋

转轴312使支撑架32从支架腔4中移出，然后通过调节伸长杆313、第一支杆321、第二支杆

322调节弧形板324到易于支撑、固定患者肢体的位置，充分暴露伤口；

[0044] 洗手后进行换药操作，其中必要的洁净操作在操作腔6中进行；

[0045] 换药结束后，如果进行冲洗操作则取出集污槽325，将污水倒入垃圾桶9；然后清洁

弧形板324，清洁后将弧形板324收回至支架腔4，并开启紫外灯a，以及紫外灯b61；

[0046] 进行下一患者的换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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