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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电动抬腿机的设计与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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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临床上被动抬腿被广泛应用，但缺乏专用的机械抬腿设备，而是需要医护人员徒手抬腿或需要多

功能床抬腿，既费时又费力，为此我们研制了一款新型的医用电动抬腿机。该设备具有以下特点：结构简单、

性能稳定、操作简便、快速有效、安全舒适，升降结构的伸缩高度为 50～120 cm，抬腿角度为 10°～80°，支撑重

量最大为 40 kg。由于抬高下肢的高度及角度精准化，该设备能够完全代替传统人工徒手抬腿及多功能床的作

用，减少医护人员体力及时间消耗；可随时更改设置满足患者的需求；可用于被动抬腿试验（PLR）以动态评估

血流动力学；可以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预防卧床相关并发症；且机器容易清洗消毒，能够有效避免院内感染

及交叉感染，也可应用于各种灾害及突发事件的紧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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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ssive leg raising is widely used in clinic, but it lacks of specialized mechanical raise equipment. 
It requires medical staff to raise leg by hand or requires a multi-functional bed to raise leg, which takes time and 
effort. Therefore we have developed a new medical electric leg-raising machine. The equipment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simple structure, stable performance, easy operation, fast and effective, safe and comfortable. The height 
range of the lifter is 50-120 cm, the range of the angle of raising leg is 10°-80°, the maximum supporting weight is 
40 kg. Because of raising the height of the lower limbs and making precise angle, this equipment can completely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manner of lifting leg by hand with multi-functional bed to lift patients' leg and can reduce the physical 
exhaustion and time consumption of medical staff. It can change the settings at any time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patient; 
can be applied to the testing of PLR and dynamically assessing the hemodynamics; can prevent deep vein thrombosis 
and some related complications of staying in bed; and  the machine is easy to be cleaned and disinfected, which can 
effectively avoid hospital acquired infection and cross infection; and can also be applied to emergency rescue of various 
disasters and emergencies.

【Key words】 Passive leg raising test; Medical electric leg-raising machine; Sepsis; Shock;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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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被动抬腿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种场所，如：① 抢救脓

毒症 / 脓毒性休克患者时需要反复进行被动抬腿试验（PLR）

以动态评估血流动力学；② 通过抬腿可暂时、可逆地增加

患者静脉回流，从而增加心脏前负荷，起到快速扩容作用； 

③ 抬高下肢以进行检查、消毒换药、下肢外科手术等；④ 对

长期卧床患者抬高下肢可促进血液循环，避免下肢关节僵

硬、褥疮、深静脉血栓形成等并发症的发生。

 临床上进行被动抬腿主要采取以下 4种方法：① 医务

人员徒手抬腿法［1］，但由于双下肢有一定重量，且需要抬腿

时间长，故此法消耗医护人员体能大且耗时，不能保证抬高

角度，不能长时间稳定维持目标高度，容易造成医务人员肌

肉劳损，尤其对肥胖患者则需多人协作完成；② 采用普通三

折床抬高床尾抬腿，但此法抬腿角度有限，难以保证抬高的

准确角度，也不能保证腿与脚在同一直线上，不适用于所有

场地；③ 采用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多功能床抬高床尾

抬腿，但该床价格高昂，难于广泛应用；④ 采用外支架抬腿，

但此法同样难以保证下肢抬高的准确角度，并且抬腿角度有

限，稳定性差，活动性差，不适用于所有场地。为克服以上现

有技术的不足，我们设计了一种新型医用电动抬腿机，并获

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ZL 2016 2 0736998.6），其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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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便、操作简单、安全舒适、可重复性强，能够精确控制双

下肢的抬高高度及角度，并且能够避免或者减少对医护人员

的身体伤害，大大满足了临床需求，现介绍如下。

1 医用电动抬腿机的构成（图 1）
 医用电动抬腿机底座内部设有电机（带储电池），可通

过键盘设置目标高度或角度驱动升降杆（三节式升降台

装置）进行抬腿，可伸缩高度在 50～120 cm，抬腿角度在

10°～80°，最大支撑重量为 40 kg；该医用电动抬腿机还可

灵活采取电控和（或）遥控的升降控制方式，以方便抬腿的

进行。在底座上还设有倾斜传感器和报警器，并且倾斜传感

器的输出端连接至控制器的输入端，控制器的输出端连接至

报警器的输入端，这样在进行抬腿时，可进一步保证抬腿机

能够水平平稳放置，进而保证了抬腿的精确性和安全性。压

力传感器、倾斜传感器可实时计算反馈抬腿的高度及角度，

当角度过大或者重量过大时报警器会有安全提示。乳胶脚

托可根据需要更换大脚托（长 40 cm、宽 25 cm，支撑整个小

腿）和小脚托（长 25 cm、宽 15 cm，支撑脚踝），并设有脚托

橡胶层挡板，以免下肢抬高时滑落；设有 3条加强杆以提升

抬腿机的结构强度和使用寿命；中间加强杆中部固定套设

有轴承以固定连接底部伸缩杆，当患者仰卧位进行抬腿时，

通过底部伸缩杆作为位置参照，可保证患者的身体中心完全

对准底部伸缩杆，不仅能够对患者双下肢进行更加均衡的支

撑，进一步保证抬腿的精确性，同时也可保障患者的人身安

全。在底座上还分别设有键盘、控制器开关和显示器。底

座的底端设有行走轮及制动行走轮的锁止件。

3 优点与用途

3.1 脓毒症（sepsis）是机体对感染的特异性反应导致的危
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病死率高，需早期识别并及早治 

疗［2-3］。其典型的病理生理变化表现为分布性休克，外周血

管阻力下降，积极的液体复苏在脓毒症治疗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但是持续盲目的液体复苏会引发机体液体过负荷，增加

毛细血管内静水压，使液体外渗增加，加重组织间隙水肿，使

颅脑、胸腔及腹腔内压力升高，导致病情加重。因此，液体

复苏过程中的液体管理越来越受到关注［4］。在液体复苏过

程中，常需进行 PLR 来预测及评估危重病患者及患儿的液

体反应性［5-6］。PLR相当于自体模拟快速补液，具有可逆性、

可重复性，不受自主呼吸和心律失常等因素的影响［7］。国

外文献报道，PLR 的执行必须通过调整床的位置，而不是手

动抬高患者的下肢［8］。但临床上具有抬腿功能的病床不多，

为标准化及规范化，该医用电动抬腿机能完全代替人工徒

手抬腿及多功能床的作用。在 PLR 中患者仰卧位时，只需

将双下肢放置于医用电动抬腿机的左、右乳胶脚托上固定，

根据所需的抬高角度（抬高 30°～45°）及时间（维持 3 min）

控制左、右升降杆的升降（图 2），便可精确地重复多次进行

PLR，监测血流动力学，预测及评估患者 / 患儿的容量状态及

液体反应性。

3.2 在抢救休克患者时，只需将患者的双下肢放置于医用
电动抬腿机的左、右乳胶脚托上固定，抬高 45°，便可增加患

者静脉回流，减少下肢血供，从而增加心脏前负荷，起到快速

扩容作用，减少器官低灌注缺氧损伤。

3.3 对于下肢外伤患者，可用抬腿机单独抬高患肢以方便
医护人员检查伤口、消毒清创缝合及换药；亦适用于下肢

外科手术期间，可免去人工抬腿，能简单、有效、快速、舒适

地完成下肢手术等工作，减轻了医护的体力劳动，节约了人

力，而且下肢骨折手术操作过程中 X线透视无需专人抬腿，

避免了医护人员的辐射损伤，并且术后早期抬腿属非负重运

动，有利于骨折愈合及预防并发症。

3.4 对于长期卧床患者，用医用电动抬腿机抬高下肢可促
进血液循环，有效避免下肢关节僵硬，预防褥疮、深静脉血

栓形成，可每日定时重复抬腿，节省人力资源。

4  结 语

 综上所述，该医用电动抬腿机能够完全代替传统方法，

其占用空间小、方便灵活、操作简便、结构简单、性能稳定、

快速有效、安全舒适，可以广泛用于各种抢救场地，如院前

抢救、急诊室、基层 ICU、普通病房、手术间等，其可按照需

要精确抬高双下肢的高度及角度，满足临床需求，只需单人

注：1为底座，2为键盘，3为显示器，4为左升降杆， 
5 为右升降杆，6为左压力传感器，7为右压力传感器， 
8 为左乳胶脚托，9为右乳胶脚托，10 为倾斜传感器， 
11 为报警器，12 为左加强杆，13 为右加强杆， 
14 为中间加强杆，15 为轴承，16 为底部伸缩杆

图 1 新型医用电动抬腿机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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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方法

 使用医用电动抬腿机时根据临床需要选择大小适合的

脚托，先将抬腿机置于患者脚下，再将患者的下肢分别放置

于抬腿机的左、右乳胶脚托上并捆绑固定，打开电源开关，

根据所需设置抬高角度、高度及时间，控制左、右升降杆升

降下肢，便可快速、精确地进行抬腿，亦可随时更改设置满

足不同需要。操作完成时，按复位键即可恢复初始状态，再

关闭电源，撤离抬腿机，必要时对抬腿机进行充电或者清洗

消毒待用。

图 2 被动抬腿试验中使用医用电动抬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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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医护人员体力及时间消耗，减

少对医护人员的身体伤害，节省人力资源；其容易清洗消毒，

能够有效避免院内感染及交叉感染，也可应用于各种灾害及

突发事件的紧急救援。医用电动抬腿机造价低廉，使用寿命

长，其脚托可避免关节脱位及压伤皮肤，且容易更换，值得临

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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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危重病（chronic critical illness，CCI）

多器官功能衰竭（multiple organ failure，MOF）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DIC）

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

应变率成像（strain rate imaging，SRI）

短轴缩短率（fractional shortening，FS）

纵向应变（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GLS）

环向应变（global circumferential strain，GCS）

径向应变（global radial strain，GRS）

二维斑点追踪技术（two-dimensional speckle 

 tracking imaging，2D-STI）

前列腺素 E2（prostaglandin E2，PGE2）

Toll 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

树突细胞（dendritic cell，DC）

活性氧簇（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

抗原呈递细胞（antigen-presenting cell，APC）

体外循环（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

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

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

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

 （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NET）

左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

左室舒张期末容积（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volume，LVEDV）

左室收缩期末容积（left ventricular end-systolic volume，LVESV）

左室舒张期末内径（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diameter，LVEDD）

左室收缩期末内径（left ventricular end-systolic diameter，LVESD）

髓样分化因子 88（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 88，MyD88）

β-干扰素 TIR 结构域衔接蛋白（TIR domain-containing

 adaptor inducing interferon-β，TRIF）

Yes 相关蛋白（Yes-associated protein，YAP）

大肿瘤抑制因子 1（large tumor suppressor 1，LATS1）

Runt 相关转录因子 2 （Runt-rel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 2，Runx2）

CCAAT 增强子结合蛋白α

 （CCAAT-enhancer-binding protein α，C/EBPα）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

 （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γ，PPAR-γ）

半胱氨酸富集分泌蛋白含 LCCL 结构域 2

 （cysteine-rich secretory protein LCCL domain-containing 2，CRISPLD2）

哺乳动物不育系 20 样激酶（mammalian sterile 20-like kinase，MST）

TEA 域家族成员 1（TEA domain transcription factors 1，TEAD1）

丝裂素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 actived protein kinase，MAPK）

可溶性白细胞分化抗原 14 亚型（soluble leukocyte differentiation 

 antigen 14 sub type，sCD14-ST，presep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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