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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携式心肺复苏保护装置的设计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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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紧急医疗服务到达前对患者进行规范的心肺复苏（CPR），能显著提高院外心搏骤停（OHCA）

后的存活率。据统计，约 40%～85% 的 CPR 会导致胸部骨折，致使旁观者产生畏惧心理，而降低 CPR 施救的

意愿。因此迫切需要研制一种便于在院外公共场所投放，并且符合徒手 CPR 操作习惯的 CPR 保护装置。针

对以上问题，徐州医科大学急救与救援专业、麻醉学专业医学生，联合东南大学产品设计专业学生，在徐州医

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指导下设计了一种便携式 CPR 保护装置，并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专利号 ： 

ZL 2021 1 0309001.4），以及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专利号 ：ZL 2021 2 0591084.6）。该装置由可折叠框架、支

撑组件、导向滑轨和按压体组成，为 CPR 实施提供指导与保障，便于使用者准确把握实施流程、按压幅度、力度

及频率，有效防止 CPR 按压所导致的肋骨骨折等意外伤。该装置体积小巧、便于存放和移动，制造成本低，适

用于社会化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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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ndardized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 of patients prior to the arrival of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survival rate after 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 (OHCA).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about 40% to 85% of CPR led to chest fractures, making bystanders alarm, and reducing the willingness of 
rescuing by CPR. Therefor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develop a CPR protection device that is convenient for placing in 
public places outside the hospital and conforms to the operation habit of freehand CPR.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medical students majored in emergency and rescue medicine and anesthesiology in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together 
with students majored in product design in Southeast University, designed a portable CPR protection devi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doctors working in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edicine of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and obtained the national invention patent authorization of China (patent number: ZL 2021 1 0309001.4) and 
the national utility model patent authorization of China (patent number: ZL 2021 2 0591084.6). The device is composed 
of a foldable frame, support components, guide slide rails and compression body, which provides guidance and guarante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PR, thus users can accurately grasp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compression amplitude, 
strength and frequency, and effectively prevent accidental injuries such as rib fractures caused by CPR compression. The 
device is small, easy to store and move, with low manufacturing cost, making it suitable for social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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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每年因心搏骤停（cardiac arrest，CA）而死亡的人数

达 58.5 万［1-2］，其中大部分 CA 事件发生在医院之外，而抢救

成功率却不足 1%［3］。院外心搏骤停（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OHCA）事件中，对患者实施及时有效的心肺复苏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对于提升患者生存率和 

改善预后有着显著价值［4-5］，因此提升旁观者 CPR 实施率 

意义重大［6-8］。然而，约 40%～85% 的 CPR 会导致胸部骨

折［9-10］，是导致旁观者因为害怕医疗事故诉讼等纠纷而产生

畏惧心理，降低 CPR 施救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11-12］。

 现有常见的 CPR 相关辅助装置，根据其按压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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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圆环（图 1-18、图 1-20、图 1-28、图 1-30）、锥形齿轮 

（图 1-19、图 1-21、图 1-29、图 1-31）、导向滑槽（图 1-32）、支 

撑圆环（图 1-33），按压体（图 1-34）、长螺杆（图 1-36）、滑

块（图 1-37）、刚性盖体（图 1-38）和橡胶承载囊（图 1-39）。

 该便携式 CPR 保护装置主要由可折叠框架、连接组件、

导向滑轨和按压机构组成。各支撑杆之间、各支撑杆和支

撑腿之间通过连接机构相互连接，导向滑轨设置在长支撑杆

内侧。按压机构通过滑块设置在导向滑槽中，并通过限位块

进行限位。为了便于适应不同的支撑高度，以提高本装置的

通用性，支撑腿均由可伸缩杆制成，滑轨内设置螺纹孔，搭配

调节限位块的相对位置。按压机构内部设有压力传感装置，

橡胶承载囊内腔由非牛顿流体材料制成。

1.2 使用原理

1.2.1 连接机构采用独创性的三轴伞状齿轮架构，通过连接

机构 A 的设置，在长支撑杆 A 和长支撑杆 B 由折叠状态向展

开状态过渡时，在相啮合的锥形齿轮一和锥形齿轮二的作用

下，同步驱动支撑腿 A 向外部展开；类似的，通过连接机构 B

的设置能在长支撑杆 A 和短支撑杆 A 由折叠状态向展开状

态过渡时，同步驱动支撑腿 B 向外部展开 ；通过连接机构 C 

的设置能在长支撑杆 B 和短支撑杆 B 由折叠状态向展开状

态过渡时，同步驱动支撑腿 C 向外部展开。即通过长支撑

A、长支撑杆 B 的外展，便可实现装置框架各部分联动，整体

由折叠状态转变为展开状态，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操作的便捷

性，满足 CPR 急救对于时间上快速反应的要求。

1.2.2 导向滑轨设置在长支撑杆内侧，且于相背的一侧中部

的固定连接处有一对长螺杆，长螺杆分别穿过两侧长支撑杆

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自动化电动式 CPR 装置，二是机械化手

动式 CPR 辅助装置。第一类装置可以执行高质量的 CPR，

但是成本高昂，难以进行公共场所的社会化普及。第二类装

置多是基于机械杠杆等原理设计，虽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CPR 的操作劳动强度却改变了操作习惯，使用者往往无法

把握按压幅度、力度及频率，需要耗费大量时间重新学习装

置操作技能 ；同时该类装置结构复杂、体积庞大，需要较大

场地放置，难以在公共场所进行推广。

 传统的 CPR 辅助装置难以满足院外旁观者的施救需

要，因此迫切需要研制一种便于在院外公共场所投放，并且

符合徒手 CPR 操作习惯的 CPR 保护装置。针对以上问题，

徐州医科大学急救与救援专业、麻醉学专业医学生联合东

南大学产品设计专业学生，在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

学科医生的指导下，设计了一种便携式 CPR 保护装置。该

装置主要由可折叠框架、支撑组件、导向滑轨和按压机构组

成，为 CPR 实施提供指导与保障，便于使用者准确把握实施

流程、按压幅度、力度及频率，可以有效预防 CPR 实施过程

中所导致的胸部骨折等意外损伤。同时该装置折叠状态体

积小巧、便于存放和移动，制造成本低，适用于社会化普及。

1 便携式 CPR 保护装置的设计

1.1 装置结构 ：便携式 CPR 保护装置主要包括可折叠框架

（图 1-1）、导向滑轨（图 1-2）、按压机构（图 1-3）、长支撑杆

( 图 1-4、图 1-5)、短支撑杆（图 1-6、图 1-7）、支撑腿（图 1-8、

图 1-9、图 1-10）、连接机构（图 1-11、图 1-12、图 1-13）、连

接耳板（图 1-14、图 1-23、图 1-24）、销轴（图 1-15、图 1-25、 

图 1-35）、连 接 件（图 1-16、图 1-17、图 1-26、图 1-27）、

注 ：1 为可折叠框架，2 为导向滑轨，3 为按压机构，4 为长支撑杆 A，5 为长支撑杆 B， 6 为短支撑杆 A，7 为短支撑杆 B，8 为支撑腿 A， 
9 为支撑腿 B，10 为支撑腿 C，11 为连接机构 A，12 为连接机构 B，13 为连接机构 C，14 为连接耳板一，15 为销轴一，16 为连接件一， 
17 为连接件二，18 为连接圆环一，19 为锥形齿轮一，20 为连接圆环二，21 为锥形齿轮二，22 为连接耳板二，23 为连接耳板二，24 为 
连接耳板三，25 为销轴三，26 为连接件三，27 为连接件四，28 为连接圆环三，29 为锥形齿轮三，30 为连接圆环四，31 为锥形齿轮四， 

32 为导向滑槽，33 为支撑圆环，34 为按压体，35 为销轴二，36 为长螺杆，37 为滑块，38 为刚性盖体， 39 为橡胶承载囊

图 1 便携式心肺复苏（CPR）保护装置的总体结构及局部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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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部后均连接有锁紧螺母，在两侧长支撑杆上均开设有供

长螺杆通过的横向通孔，且长螺杆可以在横向通孔中转动，

通过锁紧螺母的锁紧，可以改变导向滑轨相对于长支撑杆的

角度。导向滑轨的内侧面开设有导向滑槽，导向滑槽的两端

分别延伸到导向滑轨的两端，且导向滑槽的一端内部设置有

通过螺栓与导向滑轨固定连接的限位块，导向滑槽下部的长

度方向上开设有多个螺纹孔，将限位块连接在导向滑槽长度

方向上的不同位置，从而能进一步提高本装置的通用性。

1.2.3 为了提高 CPR 过程中的按压效果，按压体由位于上

部的刚性盖体、位于下部且上端与刚性盖体连接的橡胶承

载囊、装填在橡胶承载囊内腔中的非牛顿流体 P4U 材料制

成。由于该材料具有非牛顿流体的特性，当按压体受到快速

冲力时，可以在缓释冲力的同时不发生形变，使橡胶承载囊

呈相对高柱状 ；当按压体受到较缓和冲力时，可以发生一定

程度的形变，使橡胶承载囊呈相对矮柱状。通过非牛顿流体 

P4U 材料的设置，在救助过程中能减小对救助者的冲击力，

相对应地弹性调节按压深度，提升按压质量。刚性盖体的设

置能将按压者施加的力量有效地传递给橡胶承载囊，从而便

于操作者合理控制按压深度。

2 讨 论

 OHCA 是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死亡原因［13］，在紧急医

疗服务到达前对患者进行 CPR，能够显著提高 OHCA 后的 

存活率［14］。如何实施有效的 CPR 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 

点［15］，自动化电动式 CPR 按压装置可以提供高质量的胸外

按压［16-17］，但是由于成本高昂，价格多在 5 万～60 万人民币，

难以在公共场所进行社会化普及［18］。机械化手动式 CPR 装

置多采用杠杆结构设计，改变了 CPR 操作习惯，影响使用者

对按压幅度、力度及频率的把握，同时结构复杂、体积庞大， 

需要较大场地放置，难以适应在公共场所进行推广的需求。

 综上所述，基于院外 CPR 的重要价值和便利于社会化

普及的 CPR 辅助装置的空白，我们设计了一种便携式 CPR

保护装置。该装置采用三轴伞状齿轮架构，操作便捷，一步

开合，符合 CPR 急救快速反应的要求。按压体利用新型非

牛顿流体材料，配合 U 型限位滑轨、滑轨内置螺纹孔等多种

调节结构，有效控制了按压深度和冲击力，加之匹配标准化

的 CPR 操作，能在不改变 CPR 操作习惯的基础上进行操作，

不需要使用者重新学习操作技能，便于使用者准确地把握按

压幅度、力度及频率，可以有效防止 CPR 按压所导致的肋骨

骨折等意外伤，消除施救者的顾虑，进而提升高质量 CPR 的

实施率。同时，本专利产品为折叠状态，体积小巧、便于存放

和移动，制造成本仅为 2 500 元人民币，集采单价低，符合在

公共场所配备必要急救设施的要求，便于进行社会化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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