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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架作为传统救护的运输器材，只能将伤员从前方运送

到救治一线，不具备防止二次损伤（即由于搬运、转移或在

救护过程中发生的损伤）的可能［1］。临床抢救，尤其是院前

现场抢救潜在的危险因素较多，易发生冲击、挤压等二次损

伤，伤情往往较重，损伤控制外科技术为严重创伤早期救治

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2］。为解决急危重、多发伤患者搬运

及过床存在加重损伤或二次损伤的隐患，我们研制了一种多

功能急救保护担架，并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

ZL 2014 2 0486805.7），现将多功能急救保护担架的结构和功

能报道如下。

1 研制背景

  担架是急诊运送转移伤病员的重要工具。目前医院使

用的担架分为软担架和硬担架。软担架即床面为软质帆布，

这类担架不利于多发伤骨折伤病员的运送；硬担架床面为

硬质结构，如铝合金或合成树脂。上述担架在应用过程中存

在以下缺陷。

1.1  安全性：若未对伤员进行绑带固定，在运送转移伤员

或伤员躁动时则存在跌出担架的风险；但如对伤员进行绑

带固定，则会因绑带松紧度掌握不好而造成伤员不适，加之

操作时间若过长，容易引发被困人员胸闷、窒息，从而加重 

伤情。

1.2  加重二次损伤：对于脊柱、肢体外伤甚至伴有骨折的

伤员等，初步固定对于现场急救要求高，临床上很难现场完

成伤肢固定。且在搬运或急诊车辆转运过程中若缺乏妥善

固定，车载震动、颠簸可加剧患者痛苦，甚至导致骨折移位、

损伤加重，对伤者极易造成二次伤害。

1.3  多次搬动伤者：当伤员送达医院进行 X 线、CT 或磁共

振成像（MRI）时需移至检查床上，当患者及固定装置同步过

床移动不佳时或者多次搬动将加重患者痛苦，操作不当可导

致二次损伤。

1.4  阻碍 X 线：目前使用的软、硬担架会妨碍射线穿透，影

响成像效果。因此进行 X 线、CT 或 MRI 等检查时须将患者

抬到检查床上。

1.5  加重患者心理负担：创伤一般是由于突发事件导致，意

外创伤可加重伤者心理负担和负面情绪，过多搬动伤者可加

重其不良情绪及病情发展。

2 急救保护担架的研制（结构和使用操作）

  针对目前担架存在的缺陷，临床上需要一种兼备软、硬

担架优点的担架，不仅可以保护患者受伤部位、减少反复搬

动导致损伤加重，同时在进行 X 线、CT、MRI 等检查时不影

响射线的成像效果，以免多次搬动患者。于是，我们研制了

一种多功能急救保护担架，适用于多发伤骨折伤员的急救保

护，它可以有效解决在创伤现场急救转运和由于移动容易对

伤者造成二次伤害的问题。

2.1  多功能急救保护担架的结构（图 1）：主要包括左抬杆

（1）、右抬杆（2）以及设置在两个抬杆之间的支撑体（3）；支

撑体为软质帆布，帆布两侧均缝制有固定套，分别套装在左

抬杆和右抬杆上。帆布上面活动设置有真空固定袋（4），真

空固定袋为不透气的相对密闭的袋体，袋体内填充有用于

塑形的塑形颗粒（5），塑形颗粒为发泡聚苯乙烯颗粒，直径为

1～5 mm，密度为 50～70 kg/m3；袋体上还设置有气嘴，袋体

内腔通过气嘴与外界相通。

2.2  多功能急救保护担架的使用操作：在常压下，真空固定

袋袋体内塑形颗粒呈游离状，受外力和重力可随形流动。当

袋体上的气嘴与负压产生装置连通（如与真空泵连通时），启

动真空泵，袋体内的空气通过气嘴被抽出，袋体内呈真空并

保持负压状态，这时由于大气压的作用，塑形颗粒根据要固

定的人体体型密集堆积，整个袋体变硬，依人体表面轮廓固

定成形，起到人体塑形和固定的作用。当要取消固定时，通

过气嘴向真空固定袋内通入空气，袋内恢复常压，解除真空

即可解除原来的固定。如在野外环境无真空泵装置的情况

下，可用手动气筒抽吸形成负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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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多功能急救保护担架的俯视结构（A）、 
左视结构（B）、剖视结构（C）、B 向结构（D）示意图

注：1 为左抬杆， 

2 为右抬杆， 

3 为支撑体， 

4 为真空固定袋， 

5 为塑形颗粒

3 多功能急救保护担架的优势

3.1  现场塑形，安全固定，避免二次损伤：多功能急救保护

担架的主体结构材质为塑形颗粒构成的真空固定袋，可根据

人体体型在抢救现场塑形成型，用于固定急救现场多发伤骨

折伤员或医院内运送需要妥善固定的过床患者。伤员在真

空固定袋上可获得均匀的支撑和可靠的固定，固定过程中减

少对躯干和肢体的压迫，让患者感觉更为舒适；同时牢固的

定位避免了多发伤骨折伤员转运和移动过程中造成的二次

伤害。

3.2  软硬可调节、重复使用，降低医疗费用：调整真空固定

袋中的真空度即可调整固定袋的软硬度，对真空固定袋解除

真空即可取消固定，操作快捷、简单、安全方便。真空固定

袋软硬可根据需要调节，适应临床多种用途需要，且可反复

多次使用，减少患者的医疗费用；在水上或潮湿环境中强度

不改变，可以正常使用。

3.3  不妨碍 X 线穿透效果，有效解决过床难题：多功能急

救保护担架真空固定袋内的塑形颗粒为发泡聚苯乙烯颗粒

原料，不妨碍 X 线穿透效果，同时不影响 CT 或 MRI 成像，

进行检查时不产生伪影。检查时可将担架与患者同时置于 

X 线、CT 或 MRI 检查床上，有效减少反复过床的难题；同时

可避免因进行各种检查必须搬动患者，极大限度地保护了患

者的受伤部位，减少损伤加重及二次损伤的发生。

3.4  消毒、清洁、水洗、不变形：多功能保护担架主体结构

是真空固定袋，外表面使用的材质可以用清水刷洗，并且可

在自然状态下晾干，必要时可用消毒水擦拭消毒，不变形，可

供重复使用，避免因外伤出血、呕吐污染留下的血迹、污物

所导致无法清洗而丢弃产生的浪费。

3.5  涵盖软、硬担架结构，功能多，用途广：多功能急救保

护担架真空固定袋与担架支撑体为活动连接，组合后便于伤

员运送，取下真空固定袋仍可以作为普通担架使用，使用范

围广泛，适应于院内、院外各种场所，特别是复杂环境下抢

救运送伤员，尤其是院前急救多发伤、群体伤、骨折时大批

伤员的运送，以及在复杂地形、硬质担架难以展开抢救的环

境下；还可减少患者因检查需要反复过床，节约时间，有效

提高抢救效果。在系统设计中，充分考虑野外环境下实施急

救的场地条件限制以及救护车机动运输工具快速、快捷及

固定等问题［3］。

4 临床应用效果分析

  将患者搬运至放射科行 CT 等影像学检查或床旁Ｘ线

检查过程繁琐，对于判断患者病情、减少转运风险提出了挑

战［4］，目前多功能急救保护担架用于临床进行 CT/MRI 检

查或 CT 定位 300 例，多发伤运送 126 例。用多功能急救保

护担架将伤员从现场运送到医院进行 CT/MRI 检查，使用安

全、过床次数减少，在避免二次损伤、减轻伤员痛苦方面均

取得了良好效果。

5 小 结

  多功能急救保护担架涵盖了目前临床上使用软、硬担

架的功能，可现场塑形，适用于多发伤、群体伤员的运送，以

及院内运送进行各种放射检查，不妨碍 X 线成像，有效减少

搬运、过床的难题，具有目前临床使用其他担架尚未具备的

功能，临床应用价值较高，值得广泛推广。但其仍存在一定

不足，担架还需要人抬，有待进一步改进。如果能与宋振兴

等［5］研制的院前危重患者运用便携式生命支持装置结合应

用，将救命性的外科处置延伸到事故现场，可能大大降低现

场创伤危重患者的病死率及致残率，有效提升创伤救治的范

围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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