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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小型输液治疗推车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多功能小型输液治疗

推车，包括主体支架、储物盒、免洗手消毒凝胶固

定装置、利器盒、剪刀盛放装置、废物桶、底座；所

述主体支架的中上部固定设置有储物盒，所述储

物盒的一侧还设置有U型免洗手消毒凝胶固定装

置，所述储物盒的另一侧还设置有利器盒与剪刀

盛放装置，所述储物盒的下方设置有废物桶，所

述的废物桶位于底座的上表面；所述底座的下方

设置有避震万向轮。其优点表现在：本装置通过

加装免洗手消毒凝胶固定装置、剪刀放置装置、

利器盒、储物盒以及废物桶能够为医护人员提供

便捷，也便于工作人员拔针后就地及时分类处置

医疗废物，避免锐器伤人的发生，同时也提高医

疗废物规范处置的效率，提高医护人员与患者的

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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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小型输液治疗推车，其特征在于，包括主体支架、储物盒、免洗手消毒凝

胶固定装置、利器盒、剪刀盛放装置、废物桶、底座；所述主体支架的中上部固定设置有储物

盒，所述储物盒包括储物盒体和储物双向抽屉，所述储物盒体的上表面设置有凹槽，所述储

物盒体的内部还设置有储物双向抽屉，所述储物双向抽屉上设置有拉手；所述储物盒的一

侧还设置有U型免洗手消毒凝胶固定装置，所述的免洗手消毒凝胶固定装置固定设置在主

体支架上，所述储物盒的另一侧还设置有利器盒与剪刀盛放装置，所述的利器盒与剪刀盛

放装置位于储物盒的下方，并固定设置在所述主体支架上；所述储物盒的下方还设置有4个

废物桶，所述的废物桶位于底座的上表面，所述的废物桶包括两个高桶和两个低桶，所述底

座的表面上固定设置有一支撑网，所述的两个高桶与两个低桶之间相互紧贴并放置在底座

表面的支撑网上；所述底座的下方还设置有避震万向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小型输液治疗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凹槽的长度和宽

度大小与储物盒体的长度以及宽度大小相同，其凹槽的高度为2‑5c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小型输液治疗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高桶与低桶之

间的宽度之比为2:1，高度之比也为2: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小型输液治疗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高桶与低桶上均

设置有一翻盖。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小型输液治疗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避震万向轮设

置在底座的四角，并在位于一斜对角的避震万向轮上设置踩踏式的制动装置，所述的制动

装置上设置有防滑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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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小型输液治疗推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多功能小型输液治疗推车。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使用的小型输液治疗车一般就是上下两层方盘和两个废物桶组成。现有的治

疗车具有以下缺点：(1)输液推车结构简单不能规范存放所需物品；(2)无利器盒和剪刀存

放装置，拔针后不能就地及时毁形分类处置，护士只能到医疗废物分类暂存点去分类处置，

护士既费时费力又增加针刺伤的风险；(3)废物桶数量少，输液废物分类放置不能一步到

位；(4)无免洗手凝胶存放固定装置，致使大大降低护士洗手的依从性。

[0003] 中国专利申请：CN208741366U公开了一种多功能医用输液治疗推车，包括车体以

及铰接设置在车体上的翻盖，翻盖的内面设置有用于固定储液罐的定位件，车体上开设有

能够容置储液罐穿过的通孔，车体上围绕通孔边缘的部分承托翻盖；车体的底部设置有至

少三个脚轮。该装置主要通过翻盖和定位件的设置，使其能够充分医用推车的内部空间用

于放置占用体积较大的储液罐，提升推车的运输能力，但该装置主要是对患者储液罐进行

归类标识，但对于使用后的无菌物品以及使用后的医用垃圾的有序归类并未有涉及，因此

对于本装置来讲仍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不利于推广使用。

[0004] 中国专利申请：CN202515924U公开了一种方便临床处置的治疗手推车，主要特点

是在其上层治疗品台面的两侧端分别设置低输液瓶护栏和高输液瓶护栏，在其中层台面上

分别设置医疗垃圾分类桶，医疗垃圾投放盖口分别对应设置在上层治疗品台面上，在下层

框架上设置备用品台面。该装置虽然能够对临床上使用的物品进行收纳和储存的作用，但

护理效果不佳，不能有序的将不同的无菌物品与生活垃圾进行合理分类，而且该装置中的

收纳装置以及垃圾桶装置都为开口设置，容易对无菌装置造成感染，且使用后的无菌物品

和生活垃圾所散发的气味很容易给周围的患者和医护人员造成不适。

[0005] 所以综上所述，现亟需要一种结构简单，实用性强，能够对无菌物品和输液物品进

行有序分类，并且能够将使用后的输液废物进行合理放置，方便医护人员操作的新型多功

能小型输液治疗推车，但是关于这种新型的多功能小型输液治疗推车，目前还未见报道。

发明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多功能小型输液治疗推车。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多功能小型输液治疗推车，包括主体支架、储物盒、免洗手消毒凝胶固定装

置、利器盒、剪刀盛放装置、废物桶、底座；所述主体支架的中上部固定设置有储物盒，所述

储物盒包括储物盒体和储物双向抽屉，所述储物盒体的上表面设置有凹槽，所述储物盒体

的内部还设置有储物双向抽屉，所述储物双向抽屉上设置有拉手；所述储物盒的一侧还设

置有U型免洗手消毒凝胶固定装置，所述的免洗手消毒凝胶固定装置固定设置在主体支架

上，所述储物盒的另一侧还设置有利器盒与剪刀盛放装置，所述的利器盒与剪刀盛放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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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储物盒的下方，并固定设置在所述主体支架上；所述储物盒的下方还设置有4个废物

桶，所述的废物桶位于底座的上表面，所述的废物桶包括两个高桶和两个低桶，所述底座的

表面上固定设置有一支撑网，所述的两个高桶与两个低桶之间相互紧贴并放置在底座表面

的支撑网上；所述底座的下方还设置有避震万向轮。

[0009] 在上述所述的多功能小型输液治疗推车中，作为一个优选方案，所述凹槽的长度

和宽度大小与储物盒体的长度以及宽度大小相同，其凹槽的高度为2‑5cm。

[0010] 在上述所述的多功能小型输液治疗推车中，作为一个优选方案，所述的高桶与低

桶之间的宽度之比为2:1，高度之比也为2:1。

[0011] 在上述所述的多功能小型输液治疗推车中，作为一个优选方案，所述高桶与低桶

上均设置有一翻盖。

[0012] 在上述所述的多功能小型输液治疗推车中，作为一个优选方案，所述的避震万向

轮设置在底座的四角，并在位于一斜对角的避震万向轮上设置踩踏式的制动装置，所述的

制动装置上设置有防滑纹。

[0013] 本实用新型优点在于：

[0014] 1、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安全性、稳定性及匹配性能良好、且实用性强。

[0015] 2、本实用新型中且所述储物盒的设置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因物品准备不周全而产

生的多次或无效往返，减少护士的工作量，提高了护士的工作效率。

[0016] 3、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废物桶的设置能够针对不同的医疗废物和生活拉紧进行合

理分类规整，使输液废物分类处置能够一步到位完成，同时也避免了医疗垃圾与生活垃圾

之间混合污染，给患者和医护人员造成不适。

[0017] 4、本实用新型中所述避震万向轮上双向制动装置的设置能够方便医护人员进行

操作，符合节力的原则，避免了推车出现侧滑情况的发生。

附图说明

[0018] 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多功能小型输液治疗推车的结构示意图。

[0019] 附图2是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多功能小型输液治疗推车主体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3是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多功能小型输液治疗推车底座上废物箱的结构示意

图。

[0021] 附图4是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多功能小型输液治疗推车储物盒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

本实用新型而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实用新型记载的内

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实用新型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

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范围。

[0023] 附图中涉及的附图标记和组成部分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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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0025] 实施例1一种多功能小型输液治疗推车

[0026] 请参见附图1‑4所示，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多功能小型输液治疗推车的结构

示意图。附图2是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多功能小型输液治疗推车主体支架的结构示意图。附图

3  是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多功能小型输液治疗推车底座上废物箱的结构示意图。附图4是本

实用新型中所述多功能小型输液治疗推车储物盒的结构示意图。

[0027] 本装置主要适用于社区卫生站和小型门诊输液治疗来使用，通过增加不同的医疗

装置来为医护提供方便，其具体为一种多功能小型输液治疗推车，包括主体支架1、储物盒

2、免洗手消毒凝胶固定装置3、利器盒4、剪刀盛放装置5、废物桶6、底座7；所述主体支架  1

的中上部固定设置有储物盒2，所述的储物盒2为长方体结构设置，所述的储物盒2可通过焊

接固定在主体支架1上，所述的储物盒2包括储物盒体21和储物双向抽屉22，所述储物盒体

21的上表面设置有凹槽23，所述储物盒体21的内部还设置有储物双向抽屉22，所述储物双

向22上设置有拉手24，所述的储物双向抽屉22便于放置收纳消毒物品，如清洁止血带、输液

针、输液贴、棉签等输液用品，且所述储物双向抽屉22的设置能够方便医护人员对不同物品

进行规范容纳分类，并在使用过程中给医护人员提供方便，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同时

也避免了不同物品之间相互交叉造成感染；所述储物盒2的一侧还设置有U型免洗手消毒凝

胶固定装置3，所述的U型免洗手消毒凝胶固定装置3可用来放置洗手液，方便医护人员洗

手，提高手卫生的依从性；所述的洗手凝胶固定装3置可通过焊接或者设置挂钩的方式固定

设置在主体支架1上，所述储物盒2的另一侧还设置有利器盒4  与剪刀盛放装置5，所述的利

器盒4与剪刀盛放装置5位于储物盒2的下方，并固定设置在所述主体支架1上，所述的利器

盒4可以盛放已使用的注射器针头、输液器针头、刀片、药棉等医疗废弃物，并且现国内普遍

使用的医用利器盒都放置于地面角落，而本装置中主体支架1上利器盒与剪刀盛放装置的

设置能够避免病人或医护人员在行走过程中将医用利器盒踢翻，造成医疗废弃物泼洒进而

引起细菌或病毒传播的情况发生，同时也避免造成医疗废弃物泼洒出来造成二次污染和针

刺伤等问题；所述储物盒2的下方还设置有4个废物桶6，所述废物桶6的形状可以为长方体

或者圆柱体设置，所述的废物桶6位于底座7的上表面，所述的废物桶6包括两个高桶61和两

个低桶62，所述底座7的表面上固定设置有一支撑网71，所述的两个高桶61与两个低桶62之

间相互紧贴并放置在底座表面的支撑网71  上，所述底座表面支撑网71的设置能够使车身

更为轻便，减轻工作人员的工作量；所述底座的下方还设置有避震万向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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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在本实施例中，优选所述凹槽23的长度和宽度大小与储物盒体21的长度以及宽度

大小相同，其凹槽的高度为2‑5cm，所述的凹槽23内便于放置无菌物品，使治疗推车在推行

的过程中，台面上的物品不易滑落。

[0029] 在本实施例中，优选所述的高桶61与低桶62之间的宽度之比为2:1，高度之比也为

2:1，所述的两个高桶可以为感染性医疗废桶，放置输液空瓶废桶；两个低桶可以为放置污

染性止血带废桶，生活垃圾桶，本装置通过对输液桶之间的高度、宽度进行成比例设置有利

于对桶之间的相互区分，并且能够针对不同的医疗废物和生活拉紧进行合理分类规整，使

输液废物分类处置能够一步到位完成，同时也避免了医疗垃圾与生活垃圾之间混合污染，

给患者和医护人员造成不适。

[0030] 在本实施例中，优选所述高桶61与低桶62上均设置有一翻盖63，所述翻盖63的设

置能够阻挡医疗废物与生活垃圾所散发出来的气味，避免给患者和医护人员造成嗅觉上的

不便，提高了医护人员与患者的舒适度。

[0031] 在本实施例中，优选所述的避震万向轮8设置在底座7的四角，并在位于一斜对角

的避震万向轮8上设置踩踏式的制动装置81，所述制动装置81的双向设置能够方便医护人

员进行操作，符合节力的原则，所述的制动装置81上还设置有防滑纹82，所述防滑纹82的设

置能够增加医护人员脚部与制动装置的接触面积，防止在踩踏的时候发生侧滑，造成不必

要的损害。

[0032]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安全性、稳定性及匹配性能良好、

且实用性强，车身可采用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具有不易变形等特点，且可采用常规消毒方法

进行表面擦拭消毒并重复使用，车内放置的物品共性及针对性兼而有之，能满足临床不同

患者输液治疗时的使用；本装置主要适用于社区卫生站和小型门诊输液治疗用，且所述储

物盒的设置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因物品准备不周全而产生的多次或无效往返，减少护士的工

作量，提高了护士的工作效率；所述增加的洗手装置、剪刀放置装置、利器盒以及废物桶能

够为医护人员提供便捷，便于工作人员需要及时洗手，提高卫生的依从性；也便于工作人员

拔针后就地及时分类处置医疗废物，避免针刺伤人的发生，同时也提高医疗废物规范处置

的效率，提高医护人员与患者的舒适度。

[0033]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补充，这些改进和补充

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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