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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械领域，
涉及一种胎
心监护探头固定装置，
其包括固定主体，
所述固
定主体包括固定底盘和位于所述固定底盘上的
限位部件，
所述底盘的下表面设置有黏贴层，
所
述限位部件的中部设置有作用于胎心监护探头
的松紧调节件。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胎心监护探头
固定结构，
固定稳定、牢固，
使用方便，
使用时孕
产妇的舒适度高，
节约医护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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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胎心监护探头固定装置，
包括固定主体，
其特征在于，
所述固定主体包括固定底
盘（10）和位于所述固定底盘（10）上的限位部件（20），
所述固定底盘（10）的下表面设置有黏
贴层（101），
所述限位部件（20）的中部设置有作用于胎心监护探头（40）的松紧调节件（30）。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胎心监护探头固定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松紧调节件（30）
包括操作段（31）和调节段（32），
所述限位部件（20）上设置有供所述调节段（32）穿过的调节
孔。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胎心监护探头固定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调节段（32）上设
有靠近所述操作段（31）的设置有外螺纹的外螺纹区，
所述调节孔内设置有与所述外螺纹配
合的内螺纹。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胎心监护探头固定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调节段（32）的前
端连接有弹簧（33）。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胎心监护探头固定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弹簧（33）与胎心
监护探头（40）的接触面上设置有滚珠凹槽，
所述滚珠凹槽内设置有滚珠（331）。
6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胎心监护探头固定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调节段（32）的端
部设置有具有凹部的橡胶圈（322）。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胎心监护探头固定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固定底盘（10）设
置有开口。
8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胎心监护探头固定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限位部件（20）为
多根限位棱（202），
限位棱（202）在所述固定底盘（10）的上方汇集形成中心区，
所述调节孔
开设在所述中心区。
9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一种胎心监护探头固定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限位棱（202）为
四根。
10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胎心监护探头固定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固定底盘（10）
和所述限位部件（20）之间可拆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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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胎心监护探头固定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械领域，
涉及一种胎心监护探头固定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胎儿电子监护（EFM）简称胎心监护，
是检测胎心率、胎动、宫缩等信息的宫内监护
手段，
可以判断胎儿宫内状况，
从而侦测到胎儿窘迫的发生，
对降低胎儿患病率和病死率起
到一定的作用。胎儿电子监护已有40余年历史，
在发达国家发展迅速。在我国，
胎儿电子监
护作为常规产前检查中不可或缺的检测手段，
具有无创伤、操作简单、可重复等优点，
目前
临床上已广泛应用。
[0003] 围产期保健要求新入院的孕产妇常规入室胎心监护，
在院足月待产孕产妇进行胎
心监护1次/d，
进入第二产程、
行镇痛分娩的孕妇需要全程持续胎心监护直至胎儿娩出，
因
此胎心监护仪使用的频率可想而知。而随着国家允许生育二胎的政策出台，
在一段时间内
孕妇数量会显著增加，
且高危孕妇的比例将随之增加，
其围产儿检查的频率均会相应增加，
胎儿电子监护作为孕期常规产前检查不可或缺的检测重要手段。
[0004] 围产期保健检查需要对胎心和宫缩两个探头进行固定，
目前是使用两个绑带分别
将胎心探头和宫缩探头固定在孕产妇的腹壁上，
行胎心监护时需要产妇抬起腰部，
医护人
员弯腰俯身，
将绑带送到孕产妇身下，
再将绑带从另一侧腰部拽出，
费时费力，
这对孕期行
动不便的孕产妇以及工作繁忙的围产监护室医生、
分娩室助产士和产科病房护士来说无疑
是雪上加霜，
容易引起医务人员职业性骨骼肌肉损伤 ,造成职业劳损。捆缚弹性绑带松紧度
带有医护人员的个人主观判断，
这对宫缩的强弱程度会有些许影响，
同时绑带太紧会使孕
产妇感觉过于束缚，
增加不舒适感，
太松则无法描记出宫缩压力变化。当孕产妇改变体位侧
身时，
绑带的松紧度会发生改变，
会发生探头脱落，
需及时调整探头位置，
孕产妇由平卧位
变为半卧位时，
由于绑带的松紧问题再加上孕产妇宫底部呈圆弧形，
导致宫缩探头不能完
全贴合腹壁，
导致宫缩曲线数据描记不精确。滑脱、
移位，
容易造成数据采集中断，
不能及时
发现胎儿窘迫是产科最常见的危及胎儿健康和生命的综合症状，
可导致围产儿死胎、
死产、
新生儿窒息、
吸入性肺炎、
缺血缺氧性脑病、
死亡等严重并发症。
[0005] 此外，
医护人员在为胎膜早破或者临产分泌物多的孕产妇行胎心监护穿过孕妇腰
部时极有可能接触到分泌物或羊水，
同时羊水、
分泌物等液体随时可能浸湿绑带，
在绑带收
集消毒、
传递的过程中增加了交叉感染的风险。现有的固定绑带消毒后重复利用，
且并不是
一用一消毒，
而是一人用完再消毒，
后重复使用于她人，
增加了孕产妇院内感染的风险。
[0006] 鉴于上述传统弹性绑带固定胎心监护探头存在的缺点以及医护人员的需求，
设计
一款满足围产监护室医生、
分娩室助产士和产科病房护士需求的穿戴式多用途胎心监护探
头固定器，
省时省力、
减少医护人员职业性骨骼肌肉损伤及院内感染的风险，
同时增加孕妇
的舒适感。
实用新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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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为了解决现有的胎心监护探头固定存在的上述缺陷，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胎心监
护探头固定装置，
固定稳定、
牢固，
使用方便，
使用时孕产妇的舒适度高，
避免医务人员职业
性骨骼肌肉损伤，
有效降低院内感染。
[0008] 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胎心监护探头固定装置，
包括固定主体，
所述固
定主体包括固定底盘和位于所述固定底盘上的限位部件，
所述底盘的下表面设置有黏贴
层，
所述限位部件的中部设置有作用于胎心监护探头的松紧调节件。
[0009] 作为优选，
所述松紧调节件包括操作段和调节段，
所述限位部件上设置有供所述
调节段穿过的调节孔。
[0010] 作为优选，
所述调节段上设置有靠近所述操作段的外螺纹区，
所述调节孔内设置
有与所述外螺纹配合的内螺纹。
[0011] 作为优选，
所述调节段的前端连接有弹簧。
[0012] 进一步优选，
所述弹簧与胎心监护探头的接触面上设置有滚珠凹槽，
所述滚珠凹
槽内设置有滚珠。
[0013] 作为优选，
所述调节段的端部设置有具有凹部的橡胶圈。
[0014] 作为优选，
所述固定底盘设置有开口。
[0015] 作为优选，
所述限位部件为多根限位棱，
限位棱在所述固定底盘的上方汇集形成
中心区，
所述调节孔开设在所述中心区。
[0016] 作为优选，
所述限位棱为四根。
[0017] 作为优选，
所述固定底盘和所述限位部件之间可拆卸连接。
[0018] 作为优选，
所述固定底盘的边缘上设置有固定胶带。
[0019] 通过实施上述技术方案，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胎心监护探头固定装置，
固定稳定、
牢
固，
使用方便，
使用时孕产妇的舒适度高，
节约医护人力资源。
附图说明
[0020] 附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2为本实用新型另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3为附图2的仰视图；
[0023] 附图4为附图2中弹簧的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5为本实用新型另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
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6] 实施例1：
[0027] 一种胎心监护探头固定装置，
如附图1所示，
包括固定主体，
可以采用任何可用的
材质。固定主体包括固定底盘10和位于所述固定底盘10上的限位部件20，
固定底盘10设置
有开口，用于将胎心监护探头40固定在孕产妇的肚子上，
限位部件20用于限制胎心监护探
头40，
固定底盘10和限位部件20之间可以固定连接，
也可以可拆卸连接，
本实施例采用可拆
卸连接，
通过螺钉螺孔式。固定底盘10的下表面设置有黏贴层101，
所述限位部件20的中部
设置有作用于胎心监护探头40的松紧调节件30，
用于调节胎心监护探头40与孕产妇肚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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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触的松紧度。
限位部件20为多根限位棱202，
限位棱202在所述固定底盘10的上方汇集
形成中心区，
限位棱202可以是二、
三、
四根，
本实施例为四根。松紧调节件30包括操作段31
和调节段32，
中心区上设置有供所述调节段32穿过的调节孔，
调节段32上设有靠近所述操
作段31的设置有外螺纹的外螺纹区，
所述调节孔内设置有与所述外螺纹配合的内螺纹，
调
节时，
通过旋转操作段31，
向上或向下调节调节段32，
从而使得调节段32对胎心监测探头40
的作用力减小或者加大，
实现胎心监测探头40与孕产妇肚子之间的松紧度；
调节段32的端
部设置有具有凹部的橡胶圈322，
减小与胎心监测探头40之间的摩擦，
防止对胎心监测探头
40的损坏。
[0028] 实施例2：
[0029] 一种胎心监护探头固定结构，
如附图2所示，
包括固定主体，
可以采用任何可用的
材质。固定主体包括固定底盘10和位于所述固定底盘10上的限位部件20，
固定底盘10设置
有开口，用于将胎心监护探头40固定在孕产妇的肚子上，
限位部件20用于限制胎心监护探
头40，
固定底盘10和限位部件20之间可以固定连接，
也可以可拆卸连接，
本实施例采用可拆
卸连接，
通过螺钉螺孔式。固定底盘10的下表面设置有黏贴层101，
所述限位部件20的中部
设置有作用于胎心监护探头40的松紧调节件30，
用于调节胎心监护探头40与孕产妇肚子之
间接触的松紧度。
限位部件20为多根限位棱202，
限位棱202在所述固定底盘10的上方汇集
形成中心区，
限位棱202可以是二、
三、
四、
五、
六根，
本实施例为四根。松紧调节件30包括操
作段31和调节段32，
中心区上设置有供所述调节段32穿过的调节孔，
调节段32上设有靠近
所述操作段31的设置有外螺纹的外螺纹区，
所述调节孔内设置有与所述外螺纹配合的内螺
纹，
调节时，
通过旋转操作段31，
向上或向下调节调节段32，
从而使得调节段32对胎心监测
探头40的作用力减小或者加大，
实现胎心监测探头40与孕产妇肚子之间的松紧度；
调节段
32的前端连接有弹簧33，
通过弹簧提供一定的弹力，
对调节实现胎心监测探头40与孕产妇
肚子之间的松紧度提供缓冲，
防止过紧对孕产妇造成不适或者过松检测不到胎心或宫缩；
弹簧33与胎心监护探头40的接触面上设置有滚珠凹槽，
所述滚珠凹槽内设置有滚珠331，
以
减小与胎心监测探头40之间的摩擦，
防止对胎心监测探头40的损坏。
[0030] 实施例3：
[0031] 一种胎心监护探头固定结构，
如附图5所示，
包括固定主体，
可以采用任何可用的
材质。固定主体包括固定底盘10和位于所述固定底盘10上的限位部件20，
固定底盘10设置
有开口，用于将胎心监护探头40固定在孕产妇的肚子上，
限位部件20用于限制胎心监护探
头40，
固定底盘10和限位部件20之间可以固定连接，
也可以可拆卸连接，
本实施例采用可拆
卸连接，
通过螺钉螺孔式。固定底盘10的下表面设置有黏贴层101，
固定底盘的边缘上设置
有固定胶带50，
加强固定底盘10的固定，
所述限位部件20的中部设置有作用于胎心监护探
头40的松紧调节件30，用于调节胎心监护探头40与孕产妇肚子之间接触的松紧度。
限位部
件20为多根限位棱202，
限位棱202在所述固定底盘10的上方汇集形成中心区，
限位棱202可
以是二、
三、
四、
五、
六根，
本实施例为四根。松紧调节件30包括操作段31和调节段32，
中心区
上设置有供所述调节段32穿过的调节孔，
调节段32上设有靠近所述操作段31的设置有外螺
纹的外螺纹区，
所述调节孔内设置有与所述外螺纹配合的内螺纹，
调节时，
通过旋转操作段
31，
向上或向下调节调节段32，
从而使得调节段32对胎心监测探头40的作用力减小或者加
大，
实现胎心监测探头40与孕产妇肚子之间的松紧度；
调节段32的前端连接有弹簧33，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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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簧提供一定的弹力，
对调节实现胎心监测探头40与孕产妇肚子之间的松紧度提供缓冲，
防止过紧对孕产妇造成不适或者过松检测不到胎心或宫缩；
弹簧33与胎心监护探头40的接
触面上设置有滚珠凹槽，
所述滚珠凹槽内设置有滚珠331，
以减小与胎心监测探头40之间的
摩擦，
防止对胎心监测探头40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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