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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领域，
尤其涉及一
种穿戴式股动脉压迫止血装置。
该止血装置包括
压迫器、
连接带、
腰部固定带和腿部固定带，
所述
的压迫器由止血塞和圆形套筒组成，
止血塞设置
在圆形套筒内部，
止血塞上设有单向齿，
圆形套
筒内设有止动爪，
止血塞的单向齿与圆形套筒的
止动爪相互配合；
所述的圆形套筒侧面上部设有
三个固定件，
固定件等距规则摆放，
腰部固定带
上设置有两个腰部连接件，
两根连接带分别连接
两个固定件和腰部连接件，
所述的腿部固定带上
设置有腿部连接件，
一根连接带连接一个固定件
和腿部连接件。该装置可在病房内维持6小时以
上的轻度止血压迫，
有利于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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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穿戴式股动脉压迫止血装置，
其特征在于，
该止血装置包括压迫器（1）、连接带
（2）、
腰部固定带（3）和腿部固定带（4），
所述的压迫器（1）由止血塞（5）和圆形套筒（6）组成，
止血塞（5）设置在圆形套筒（6）内部，
止血塞（5）上设有单向齿，
圆形套筒（6）内设有止动爪，
止血塞（5）的单向齿与圆形套筒（6）的止动爪相互配合；
所述的圆形套筒（6）侧面上部设有
三个固定件，
固定件等距规则摆放，
腰部固定带（3）上设置有两个腰部连接件，
两根连接带
（2）分别连接两个固定件和腰部连接件，
所述的腿部固定带（4）上设置有腿部连接件，
一根
连接带连接一个固定件和腿部连接件。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穿戴式股动脉压迫止血装置，
其特征在于，
连接带（2）为
松紧带，
连接带（2）和腰部连接件以及腿部连接件之间通过公扣和母扣的方式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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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穿戴式股动脉压迫止血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穿戴式股动脉压迫止血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
在妇产科介入手术中，
最常用到股动脉穿刺术，
术后患者的一侧或两侧股动
脉穿刺点均需要压迫止血，
手术医生需要按压股动脉穿刺点5分钟以上，
影响医院内手术周
转率，
患者下手术台回病房后还需适当按压3小时以上，
大大增加患者家属和护理人员的工
作负担，
此过程中如压迫效果不好或病人移动会造成皮下大块血肿，
严重者会有生命危险。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可穿戴式腹股沟压迫止
血装置，
该装置在术后第一时间代替医生压迫股动脉穿刺点，
并可在病房内维持6小时以上
的轻度止血压迫，
即有利于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
又减轻患者家属的负担。该装置穿戴
简单易操作。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
本实用新型采用了以下的技术方案：
[0005] 一种穿戴式股动脉压迫止血装置，
该止血装置包括压迫器、
连接带、
腰部固定带和
腿部固定带，
所述的压迫器由止血塞和圆形套筒组成，
止血塞设置在圆形套筒内部，
止血塞
上设有单向齿，
圆形套筒内设有止动爪，
止血塞的单向齿与圆形套筒的止动爪相互配合；
所
述的圆形套筒侧面上部设有三个固定件，
固定件等距规则摆放，
腰部固定带上设置有两个
腰部连接件，
两根连接带分别连接两个固定件和腰部连接件，
所述的腿部固定带上设置有
腿部连接件，
一根连接带连接一个固定件和腿部连接件。
[0006] 作为进一步改进，
所述的连接带为松紧带，
连接带和腰部连接件以及腿部连接件
之间通过公扣和母扣的方式相连接。
[0007] 本实用新型由于采用上述的技术方案，
腰部固定带和腿部固定带通过两端的公扣
和母扣来固定和调整，
应对不同人群的身体状况；
腰部固定带和腿部固定带通过连接带使
压迫器定位在股动脉穿刺点上；
压迫器定位完成后，
止血塞向下压迫，
压迫器的止血塞的单
向齿和圆形套筒的止动爪相互配合，
使止血塞压迫在股动脉穿刺点，
使止血塞不产生后退
现象，
对股动脉穿刺点完成持续的压迫止血动作。该装置在术后第一时间代替医生压迫股
动脉穿刺点，
并可在病房内维持6小时以上的轻度止血压迫，
即有利于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
效率，
又减轻患者家属的负担。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穿戴式股动脉压迫止血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09] 图2为压迫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0] 图中：
[0011] 1、
压迫器；
2、
连接带；
3、
腰部固定带；
4、
腰部固定带；
5、
止血塞；
6、
圆形套筒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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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为使本实用新型更明显易懂，
配合附图作详细说明如下。
[0013] 如图1、
图2所示，
一种穿戴式股动脉压迫止血装置，
该止血装置包括压迫器1、
连接
带2、腰部固定带3和腿部固定带4，
所述的压迫器1由止血塞5和圆形套筒6组成，
止血塞5设
置在圆形套筒6内部，
止血塞5上设有单向齿，
圆形套筒6内设有止动爪，
止血塞5的单向齿与
圆形套筒6的止动爪相互配合；
所述的圆形套筒6侧面上部设有三个固定件，
固定件等距规
则摆放，
腰部固定带3上设置有两个腰部连接件，
两根连接带2分别连接两个固定件和腰部
连接件，
所述的腿部固定带4上设置有腿部连接件，
一根连接带连接一个固定件和腿部连接
件。连接带2为松紧带，
连接带2和腰部连接件以及腿部连接件之间通过公扣和母扣的方式
相连接。
[0014] 穿戴式股动脉压迫止血装置使用时，
腰部固定带3和腿部固定带4通过公扣和母扣
分别固定在人体的腰和腿上。腰部固定带3和腿部固定带4能根据患者身体状况，
通过公扣
和母扣调节腰部固定带3和腿部固定带4的松紧度。腰部固定带3和腿部固定带4通过连接带
2使压迫器1定位在股动脉穿刺点上；
压迫器1定位完成后，
止血塞5向下压迫，
压迫器1的止
血塞5的单向齿和圆形套筒6的止动爪相互配合，
使止血塞5压迫在股动脉穿刺点，
使止血塞
5不产生后退现象，
对股动脉穿刺点完成持续的压迫止血动作。该装置在术后第一时间代替
医生压迫股动脉穿刺点，
并可在病房内维持6小时以上的轻度止血压迫，
即有利于提高医护
人员的工作效率，
又减轻患者家属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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