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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
一种重
症新生儿腹部仰卧位水平侧位摄片辅助装置，
该
装置包括立板、底板和升降机构，
立板与底板连
接，
立板上设有卡槽；
升降机构包括升降架、
升降
平台以及控制模块；
底座上部设有用于安装升降
架的第一凹槽，
升降架下端部设在第一凹槽内并
与底座活动连接，
升降平台下部设有用于安装升
降架的第二凹槽，
升降架上端部设在第二凹槽内
并与升降平台活动连接；
控制模块设在底板的一
侧，
升降平台上设有固定孔，
固定孔可插入固定
机构。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防止患儿呼吸
道移位；
不用技师和护士协同操作，
使用装置升
降，
操作简单，
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量；
避免患儿
意外受伤；
减少摄片时间，
提高摄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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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重症新生儿腹部仰卧位水平侧位摄片辅助装置，
其特征在于，
该装置包括立板
（1）、
底板（2）及其上的升降机构，
立板（1）下部与底板（2）一侧固定连接，
升降机构包括升降
架（3）、升降平台（4）以及用于控制升降平台（4）升降的控制模块，
底板（2）上部设置有用于
安装升降架（3）下端部的第一凹槽（21），
升降架（3）下端部设置在第一凹槽（21）内并与底板
（2）活动连接，
升降平台（4）下部设置有用于安装升降架（3）上端部的第二凹槽（41），
升降架
（3）上端部设置在第二凹槽（41）内并与升降平台（4）活动连接，
控制模块设置在底板（2）的
一侧；
升降平台（4）上设置有固定孔（7），
固定孔（7）上可安装用于固定呼吸管道的固定机构
（6）。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重症新生儿腹部仰卧位水平侧位摄片辅助装置，
其特征
在于，
所述的升降架（3）呈可折叠的叉字形，
升降架（3）包括第一杆（31）和第二杆（32），
第一
杆（31）和第二杆（32）通过销钉连接。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重症新生儿腹部仰卧位水平侧位摄片辅助装置，
其特征
在于，
所述的控制模块为手动摇杆（5）或电动开关。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重症新生儿腹部仰卧位水平侧位摄片辅助装置，
其特征
在于，
所述的固定机构（6）包括卡环（61）、
万向接头（62）和金属软管（63）；
金属软管（63）设
置在升降平台（4）中的固定孔（7）内，
金属软管（63）与卡环（61）通过万向接头（62）连接。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重症新生儿腹部仰卧位水平侧位摄片辅助装置，
其特征
在于，
所述的固定孔（7）有2个，
分别设置在升降平台（4）的左端和右端。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重症新生儿腹部仰卧位水平侧位摄片辅助装置，
其特征
在于，
所述的立板（1）顶部设置有用于固定平板探测器的卡槽（8）或固定夹，
位于升降平台
（4）与立板（1）之间设有可放置平板探测器的间隙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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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重症新生儿腹部仰卧位水平侧位摄片辅助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重症新生儿腹部仰卧位水平侧
位摄片辅助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新生儿腹部侧位片是诊断新生儿急腹症及肠道疾病的重要指标之一。
目前，
重症
新生儿病房内患儿由于不适合移动，
因此均采用仰卧位水平侧位的方式进行摄片，
在每次
拍摄过程中均需要将患儿身体垫高才能拍出清晰且符合诊断要求的图像。但这样的拍摄过
程中会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
将患儿垫高过程中容易造成患儿呼吸管道移位；
第二，
无
固定的移动床边机数字平板探测器倒翻可能会砸中患儿；
第三，
患儿摄片需要技师与护士
协同操作才能完成，
操作繁琐并且这样大大增加临床医护的工作量。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
提供一种安全有效、
防止患儿受
伤以及操作简单的重症新生儿腹部仰卧位水平侧位摄片辅助装置。
[0004] 为实现本实用新型之目的，
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5] 一种重症新生儿腹部仰卧位水平侧位摄片辅助装置，
该装置包括立板、底板及其
上的升降机构，
立板下部与底板一侧固定连接，
升降机构包括升降架、
升降平台以及用于控
制升降平台升降的控制模块，
底板上部设置有用于安装升降架下端部的第一凹槽，
升降架
下端部设置在第一凹槽内并与底板活动连接，
升降平台下部设置有用于安装升降架上端部
的第二凹槽，
升降架上端部设置在第二凹槽内并与升降平台活动连接，
控制模块设置在底
板的一侧，
升降平台侧壁上设置有固定孔，
固定孔上可安装用于固定呼吸管道的固定机构。
该装置减少摄片时间，
提高摄片效率，
放止患儿意外受伤，
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量。
[0006] 作为优选，
所述的升降架呈可折叠的叉字形，
升降架包括第一杆和第二杆，
第一杆
和第二杆通过销钉连接。
可以完成升降，
使患儿摄片更加方便拍摄出有效图像。
[0007] 作为优选，
所述的控制模块为手动摇杆或电动按钮。这样设计方便医护人员操作，
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量。
[0008] 作为优选，
所述的固定机构包括卡环、
万向接头和金属软管；
金属软管设置在升降
平台上的固定孔内，
金属软管与卡环通过万向接头连接。用于固定呼吸管道，
防止呼吸管道
滑落。
[0009] 作为优选，
所述的固定孔有2个，
分别设置在升降平台的左端和右端。这样可以根
据需要将固定机构选择不同的固定孔插入，
方便使用。
[0010] 作为优选，
所述的立板顶部设置有用于固定平板探测器的卡槽，
位于升降平台与
立板之间设有可放置平板探测器的间隙L。
这样可以更好对配合其他设备对患儿进行摄片。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2] （1）患儿垫高过程中，
防止患儿呼吸道移位；
3

CN 209107389 U

说

明

书

2/3 页

[0013]

（2）不用技师和护士协同操作，
使用装置升降，
操作简单，
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量；
[0014] （3）避免患儿意外受伤；
[0015] （4）减少摄片时间，
提高摄片效率。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平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使本实用新型更明显易懂，
配合附图作详细说明如下。
[0019] 如图1和图2所示，
一种重症新生儿腹部仰卧位水平侧位摄片辅助装置，
该装置包
括立板1、底板2及其上的升降机构。立板1下部与底板2一侧固定连接，
立板1顶部设置有用
于固定平板探测器的卡槽8或固定夹，
升降机构包括升降架3、
升降平台4以及用于控制升降
平台4升降的控制模块。平板探测器设在升降平台4与立板1之间的间隙L内，
间隙L大于2cm。
这样可以更好对配合其他设备对患儿进行摄片。升降架3呈可折叠的叉字形，
升降架3包括
第一杆31和第二杆32，
第一杆31和第二杆32通过销钉连接。底板2上部位于中间位置设置有
用于安装升降架3下端部的第一凹槽21，
升降架3下端部设置在第一凹槽21内并与底板2活
动连接，
升降平台4下部位于中间位置设置有用于安装升降架3上端部的第二凹槽41，
升降
架3上端部设置在第二凹槽41内并与升降平台4活动连接。控制模块设置在底板2的一侧，
控
制模块为手动摇杆5或电动开关。这样方便医护人员对升降平台进行操作，
容易移动到最佳
的摄片位置。升降平台4正面的左右两端分别设置有固定孔7，
固定孔7可插入用于固定呼吸
管道的固定机构6，
固定机构6包括卡环61、
万向接头62和金属软管63；
金属软管63插入到升
降平台4中的固定孔7内，
可以根据情况选择任意一端固定孔7插入，
金属软管63与卡环61通
过万向接头62连接。
这样可以更好使医护人员对设备进行调节，
也方便了患儿的摄片。
[0020] 使用时，
将该装置插入患儿床垫下方，
根据位置的需求将金属软管63选择一个合
适的固定孔7插入，
插入后将呼吸管道固定卡环61 ,调整好位置后，
根据拍摄需要来调整升
降平台4高度，
通过手动摇杆5或电动开关使升降平台4上升，
并时刻观察患儿呼吸管道情
况，
从而可以安全的使患儿抬高到最佳位置，
最后将平板探测器放在立板1与升降平台4之
间的间隙L内进行拍摄。拍摄完后，
将平板探测器取出，
通过手动摇杆5或电动开关使升降平
台4下降到初始位置，
并时刻观察患儿呼吸管道情况，
从而可以安全的使患儿回到最初位
置，
再将卡环61上的呼吸管道取下，
拔出金属软管63，
取出装置，
这样操作简单，
摄片效率大
大提高。
[0021] 综上所述，
该装置不用使患儿垫高，
防止患儿呼吸道移位；
避免患儿意外受伤，
使
患儿在摄片过程中更加安全；
不用技师和护士协同操作，
使用装置升降 ，
操作简单，
减轻医
护人员的工作量；
减少摄片时间，
提高摄片效率。
[0022] 以上为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描述，
通过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
使本领
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实用新型。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
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
范围的情况下，
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
因此，
本实用新型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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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点相一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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