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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语

本教程中的术语定义如下：

适用的轮椅

能够满足使用者需求以及环境状况的轮椅；提供适配和体位支撑并且安全耐
用；国内可得到且在国内能够以最经济和实惠的价格购买和维修并接受持续
的服务。

手动轮椅 由使用者本人驱动或由其他人推行的轮椅。

轮椅 为行走或移动困难者提供轮式移动和坐位支撑的器具。

轮椅供应体系 轮椅设计、生产、供应和提供服务的总术语。

轮椅服务 轮椅供应体系的一部分，以确保每位使用者都能获得一辆适用的轮椅

轮椅服务人员 提供适用轮椅服务中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员。

轮椅使用者 有行走或移动困难而需要使用轮椅代步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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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轮椅是提高个人移动能力最常用的辅助器具之一，是享有人权和尊严生活的前提，有了轮椅，可以帮

助残疾人成为所在社区里更有成效的成员。对许多残疾人而言，拥有一辆适用的、设计优良并且适配的

轮椅是他们融入和参与社会的第一步。

联合国《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残疾人权利公约》和“世界卫生大会WHA58.23号决议”中

规定残疾包括预防、管理和康复的内容，都强调轮椅和其它辅助器具的重要性。为确保残疾人特别是那

些资源有限地区的残疾人能够容易获得一辆适用的轮椅，世界卫生组织与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

国际假肢与矫形器学会（ISPO）合作，编写了《资源有限地区手动轮椅服务指南》。

为了在轮椅服务指南的基础上恰如其分地培训人力资源并提供良好的轮椅服务体系，世界卫生组织

编写了这套《轮椅服务初级教程》。

	

Alana Officer            Robert G. Horvath 

协调员            经理

残疾与康复组          弱势群体项目

暴力和伤害预防及残疾司        民主、人权和良治卓 越发展中心

世界卫生组织          美国国际开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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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椅服务初级教程概述

简介

世界卫生组织2008年发布了《资源有限地区手动轮椅服务指南》之后�，编写了这套《轮椅服务初级

教程》。

轮椅是能使个人移动的最常用辅助器具之一。对于行走困难的人们来说，轮椅是满足他们身体状

况、生活方式和环境需求的基本工具，并使他们能够极大改善自身的健康和经济状况。移动能够为轮椅

使用者开启学习、工作、从事文化活动以及接受例如卫生保健服务的大门。

移动能力的重要性也反映在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UNCRPD)里，其倡导“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残

疾人尽可能独立地享有个人移动能力”。为确保有效的个人移动能力，轮椅使用者就需要一辆正确适配

的并满足他们具体需求的轮椅。这就要求有相应的能够反映个人需求的方法。

能够满足轮椅使用者个性化需求的一种有效方式，是通过轮椅服务单位来提供轮椅。然而，统计数

据显示，实际上只有不到5%的有轮椅需要的人士能够获得一辆适配的轮椅。此外，轮椅服务人员获得开

具有效轮椅处方所需技能的培训机会很有限。

《轮椅服务初级教程》是为了支持并培训服务人员履行轮椅服务的临床和技术角色（参见《资源有

限地区手动轮椅服务指南》的表4.2），本教程是为学员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他们的服务对象是那些不

需要附加体位支撑而能够坐直的轮椅使用者。教程包括：怎样评定个性化需求；从可得到的轮椅中选择

和配置最适用的轮椅；培训使用者和护理者如何使用和保养轮椅；以及进行随访。

教程通常可以在35～40小时完成，根据不同情况的具体需求和可用资源，培训时间可能会延长或缩

短。鼓励学员与教师共同实践，提高职业素质并增强独立工作能力。

WHO世界卫生组织希望轮椅服务教程既可以提供给已经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人员作为独立的短期培

训项目，又可以把该教程纳入康复人员培训项目的课程里。

�　世界卫生组织《资源有限地区手动轮椅服务指南》
日内瓦，2008（http://www.who.int/disabilities/publications/technology/wheelchairguidelines/en/index.html，日期2011年12月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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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人群

本教程是为所有期望在工作场所提供轮椅服务的人员和志愿者准备的，这其中包括卫生保健、康复

或技术人员、社区医护人员、社区康复工作者、作业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假肢制作师、矫形器制作师、

当地技工、技术员和轮椅使用者。

目的

本初级教程是为支持服务人员或志愿者而设计的，使他们能为那些在没有附加体位支撑下能坐直

但有移动障碍的儿童和成人提供适合的手动轮椅和坐垫。

本教程的主要目的是培训提供轮椅服务人员的知识和技能，本教程的实施将有助于：

●	 增加能满足个人需求的轮椅使用者数量；

●	 增加接受培训的轮椅使用者数量，使他们能够使用和保养轮椅以及如何在轮椅上保持健康；

●	 增加接受轮椅服务初级培训的人员数量；

●	 提高轮椅服务人员的职业素质；

●	 提高轮椅服务的质量；

●	 将提供轮椅服务更大程度地整合到康复服务里。

范围

本教程包含：

●	 WHO《资源有限地区手动轮椅服务指南》（表1）所描述的提供轮椅服务八个步骤的概述；

●	 与轮椅使用者一起评定他们的移动需求并确定解决移动的最佳方案；

●	 提供适用的手动轮椅及坐垫；

●	 解决轮椅相关的问题并找到简单的改制方案，以确保使用者得到最佳适配的轮椅；

●	 轮椅的维修和保养；

●	 培训轮椅使用者以使他们的轮椅物尽其用；

●	 制作波形的泡沫塑料坐垫。

本教程特别介绍了在现有手动轮椅的种类和尺寸受限的地区简单改制轮椅的内容。为确保轮椅正确

地适配，简单的改制通常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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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三轮车对于需要长距离出行的轮椅使用者很有价值，但本教程未详细介绍三轮车服务。

表1  提供轮椅服务的关键步骤

步骤1 转介和预约

步骤2 评定

步骤3 处方（选择）

步骤4 经费与订购

步骤5 产品（轮椅）准备

步骤6 适配

步骤7 使用者培训

步骤8 保养，维修和随访

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学员不需要具有以往的轮椅服务经验。然而，本教程假定学员已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	 具有基本的阅读和书写能力;
●	 掌握常见的健康基本知识或者具备常见身体损伤影响轮椅使用者的基本知识，包括：脑性瘫痪、下

肢截肢、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脊髓损伤和中风。
如果学员不了解这些健康或肢体障碍的知识，教师需要把这些知识作为额外的核心知识放到教学

单元里教给学员。

结构

轮椅服务初级教程是专门提供给熟悉基层轮椅服务的教师，使他们能够胜任本教程的教学。这里有

一系列的教学资源，包括：

●	 教师手册和培训工具；

●	 学员手册；

●	 实训手册；

●	 轮椅服务表；

●	 轮椅服务检查表；

●	 视觉教具，包括幻灯片、视频和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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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进程

《资源有限地区手动轮椅服务指南》发布后，WHO接着成立了工作组编写轮椅服务教程。2008年10

月由WHO召集工作组第一次会议确定教程的范围和内容。在与教程内容所涉及领域超过20位专家的广

泛交流并收集反馈意见之后，编著核心小组为本教程在不同地点进行实地试点准备。

2010年，本教程在印度、所罗门群岛和肯尼亚进行试点。WHO轮椅教程工作组成员观察每一个试

点。参加试点实操单元的教师、学员和轮椅使用者的反馈意见已被纳入最后的定稿。除了试点之外，对

初级教程也进行了广泛的同行评审，从众多该领域专家处获得了有价值的反馈意见。

所有参与编写教程的作者都需完成一项利益声明(DOI)，无人宣称与相关的主题有任何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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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核心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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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轮椅使用者

轮椅使用者是指已经有一辆轮椅的人或者步行能力受限但能从轮椅使用中受益的人。轮椅使用者

包括：

●	 儿童、成年人和老人；

●	 有不同程度移动障碍、生活方式、生活角色和背景的人；

●	 在不同环境包括农村、城乡结合部和城市生活和工作的人。

每位轮椅使用者的需求会有所不同。然而，他们都需要一辆适用的轮椅。

轮椅的好处是什么？

	 	

●	 移动：轮椅帮助人们尽最大可能独立地移动并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	 健康：轮椅可以在很多方面提高使用者的健康水平。一辆非常合适的带坐垫的轮椅可以减少常

见的问题，如压疮或不良坐姿。一辆运行良好、非常合适并且可以轻松推动的轮椅，能增加使

用者身体的运动量，从而改善健康状况。

●	 独立性：轮椅使用者可以更加独立并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

●	 自尊和自信：当轮椅使用者拥有一辆适合他们而且操作自如的轮椅，他们会变得更加自信并拥

有更多的自尊。

●	 融入社区生活：有了轮椅，使用者能够更多地参与社区生活。例如，使用者能够去上班或上

学、拜访朋友、做礼拜或参加其他社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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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适用的轮椅”？

“适用的轮椅”是指：

●	 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	 适合使用者的环境；

●	 与使用者正确匹配；

●	 确保体位支撑（帮助使用者坐直）；

●	 能够在当地保养和维修。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UNCRPD）于2008年5月3日生效。

人权适用于所有人。UNCRPD致力于确保每个人都能认识到这些权利也适用于残疾人。《公约》中

有50个不同的条款。条款之一的第20条是关于“个人移动能力”。个人移动能力的意思是按自己选择的方

式和时间移动的能力。第20条声称“缔约国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残疾人尽可能独立地享有个人移动能

力”。

轮椅和轮椅服务对于协助大多数患有移动障碍的人士获得个人移动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轮椅服务人

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帮助落实“残疾人权利公约”第20条：

●	 为需要服务的轮椅使用者提供适用的轮椅；

●	 协助轮椅使用者学习如何自己上下轮椅；

●	 协助轮椅使用者学习如何自己推轮椅；

●	 鼓励家庭成员支持轮椅使用者尽可能地独立。

	 如果移动障碍人士拥有一辆适用的轮椅，就能够更容易地享有其他人权。这些权利是：

●	 独立生活和融入社区（第19条）；

●	 受教育的权利（第24条）；

●	 享有可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的权利（25条）；

●	 工作和就业的权利（第27条）；

●	 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的权利（第29条）；

●	 参与文化生活、娱乐、休闲和体育活动的权利（第3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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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第20条—个人移动能力）

缔约国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残疾人尽可能独立地享有个人移
动能力，包括：
a.	便利残疾人按自己选择的方式和时间，以低廉费用享有个人
移动能力；
b.	便利残疾人获得优质的助行辅具、器具、辅助技术以及各种
形式的现场协助和中介，包括以低廉费用提供这些服务；
c.	向残疾人和专门协助残疾人的工作人员提供移动技能培训；
d.	鼓励生产助行辅具、器具和辅助技术的实体重视残疾人移动
能力的各个方面

这意味着�：

缔约国应当确保残疾人能够尽可能地
独立。他们应该：
●	 帮助人们去获得。
●	 帮助人们以担负得起的费用获得优

质的轮椅。
●	 培训人们如何去获得。
●	 让公司/实体根据残疾人的不同需求

生产辅具

A.2：轮椅服务1

对轮椅使用者有效的轮椅服务是从众多可得到的轮椅中找到最适合轮椅使用者的轮椅。世界卫生

组织的《轮椅服务指南》概述了轮椅服务人员提供轮椅服务需要实施的八个步骤。这些步骤概括如下

（在本教材B部分，每一步都有更详细的阐述）。

步骤 概要

1.转介和预约 轮椅使用者的转介方式各不相同。使用者可以自
己求助或通过由社区、区或地区一级政府或非政
府单位组成的网络中工作的卫生和康复工作者或
志愿者进行转介。如果某些潜在的轮椅使用者以
前没有接受过任何社会、卫生保健服务或参加过
学校、工作单位、社区活动，则轮椅服务单位需
要积极地对他们进行识别

2.评定 考虑到每个轮椅使用者的生活方式、工作环境和
身体状况不同，需要对其进行单独评定

�　残疾人权利国际协议（“残疾人权利公约”的易读本），是由“易读”服务@官方授权的服务为英国工作和养老金
部编制。IS164/07。纽马克特，官方授权的服务，2007	http://odi.dwp.gov.uk/docs/wor/uncon/un-agree.pdf（访问于2011年12
月15日）。

学员手册－改蓝样-�0-��.indd   � �0��-�0-��   ��:0�:��



�

轮椅服务初级教程

学员手册

步骤 概要

3.处方（选择） 根据评定的信息，与使用者、家人或护理者一起
确定轮椅处方。处方（选择）中详细说明了选定
轮椅的类型、尺寸、特殊功能和改制方案。处方
的内容也包括使用者正确地使用和保养轮椅所需
要进行的培训内容

4.经费和订购 确定资金来源，并从轮椅服务单位的库存中或从
供应商处订购轮椅

5.产品（轮椅）准备 受过培训的人员为初次适配准备轮椅。该准备取
决于可得到的产品和服务设施，可以包括由制造
商提供的产品进行组装和适当地改制，或者在轮
椅服务车间制作产品

6.适配 使用者试用轮椅。对轮椅进行最后的调试以确保
其组装和配置正确。如果需要改制或安装体位支
撑部件，则可能需要再次适配

7.使用者培训 培训使用者和护理者如何安全有效地使用和保养
轮椅

8.保养、维修和随访 对于不能在社区解决的技术问题，轮椅服务单位
应提供保养和维修服务。在社区层面应尽可能多
地进行随访。随访约谈是一个检查轮椅的适配情
况并提供进一步培训和支持的机会。随访的时间
取决于使用者的需求和他们是否还可以得到其他
形式的服务。如果发现轮椅不再适用，则需要重
新开始申请一辆新轮椅

来源：世界卫生组织《资源有限地区手动轮椅服务指南》，表3.2 日内瓦，2008：76.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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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轮椅移动

许多轮椅使用者工作和生活的场所使他们很难到处移动，例如地面不平，多沙或泥泞，有台阶、路缘

石或空间狭小等。

轮椅移动技能的培训可以帮助轮椅使用者单独或在别人帮助下克服上述部分障碍。

各种轮椅移动技能说明如下。

轮椅移动技能

推
行

●	 正确地推行更省力位置
●	 从10点钟位置向2点钟位置推行
●	 用长且连贯的动作推行

转
圈

●	 握住一个手推圈向前而另一个向后
●	 前面的手向后拉，同时后面的手向前推

上
斜
坡

●	 躯干前倾，这样有助于阻止轮椅后翻
●	 练习推轮椅上斜坡时，要有协助人员站身后保证安全
●	 停下来或休息时，在路边停下轮椅

下
斜
坡

●	 躯干后倾
●	 让手推圈缓慢地在手中滑动
●	 经验丰富的轮椅使用者能够做“翘前轮特技”（即只用后

轮掌握轮椅平衡）用轮椅后轮下斜坡，这是一个非常有效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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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助
上
台
阶

●	 倒着上
●	 倾斜轮椅重心至后轮，用其顶住第一级台阶
●	 协助人员向后向上拉轮椅，轮椅滚上台阶
●	 轮椅使用者可以通过向后拉手推圈给予协助
●	 另一位协助人员可以从前面抓住轮椅架（不要抓脚踏板）

来给予帮助

协
助
下
台
阶

●	 正着下
●	 倾斜轮椅重心至后轮
●	 协助人员让后轮缓慢地滚下，每次下一级台阶
●	 轮椅使用者可以通过用手推圈控制轮椅来协助
●	 另一位协助人员可以通过抓住轮椅架（不要抓脚踏板），

从前面稳定轮椅给予帮助

翘
前
轮
基
本
技
巧

●	 轮椅使用者能够做翘前轮基本技巧是非常有用的
●	 轮椅使用者可以抬起前轮越过小的路缘石、石头和地面凸

起
●	 向后转动手推圈直到双手位于10点钟位置，然后快速地向

前推
●	 小脚轮应该翘起
●	 通过练习，轮椅使用者可以做到在需要的时候抬起小脚轮

越过小障碍物
●	 当轮椅使用者开始练习该技巧的时候，应该有一位协助人

员站在他/她身后

如何安全地训练轮椅移动技能

● 当上下轮椅时，不要站在脚踏板上。

● 手指不要接触轮椅的辐条和刹车。

● 当轮椅使用者学习如何上坡，或做翘前轮基本技巧时，应该要有一位协助人员站在身后。

● 如果你没有把握能够安全地控制轮椅，请不要协助轮椅使用者上下台阶，应寻求帮助。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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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坐直

大多数轮椅使用者要在轮椅上坐很长时间。这就意味着轮椅不只是一个移动辅具。它还有助于支撑

使用者舒适地坐直。

坐直/中立位坐姿

什么是姿势？

姿势是指一个人的身体部位被放置的方式。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一辆适配良好的轮椅应该让使用

者得到支撑并坐直。有时“坐直”被描述成中立位坐姿。

为什么坐直很重要？

坐直使轮椅使用者在许多方面受益，坐直有益于：

●	 健康：一个直立的体位能有助于呼吸和食物的消化；

●	 稳定：一个直立的体位更加稳定；

●	 体重均布：当身体坐直时，体重均布，这有助于降低压疮的风险；

●	 舒适：当身体的重量均匀分布时，可以让使用者更加舒适；

●	 预防姿势异常：坐直将有助于降低将来发生脊柱畸形的可能性；

●	 自尊和自信：坐直可以帮助轮椅使用者有更好的自我感觉。

虽然坐直有很多好处，但没有体位支撑，很难一整天都保持这样的姿势。这就是为什么健全人整天

要变换不同的体位。对于一天都坐在轮椅里的使用者，轮椅需要提供足够的支撑以帮助使用者舒服地坐

直。

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坐直

从侧面看并检查：

骨盆直立；

躯干直立，背部呈三个自然弯曲；

髋关节屈曲接近�0度；

膝关节和踝关节屈曲接近�0度；

足跟在膝关节的正下方或稍前或稍后；

双脚平放在地面或脚踏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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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面看并检查：

骨盆水平；
肩膀水平，放松而且手臂可以自由活动；
双腿稍稍分开（外展）；
头部中立且在身体上方保持平衡

骨盆如何影响坐的方式

骨盆是坐直的基础。一座建筑要想牢固和稳定，需要一个坚实的地基。同样道理，要想坐得平稳，

骨盆必须强壮和稳定。

当轮椅使用者坐直的时候，骨盆是：

●	 水平的（从前面看）；

●	 直立的或稍微前倾（从侧面看）。

	

     骨盆正视图                骨盆侧视图

骨盆的任何变化将会引起身体其他部位的变化。如果骨盆不直立，则很难坐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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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盆以不同的方式移动。下面表中显示了四种不同的骨盆运动以及每种运动产生时，身体如何变

化。

骨盆运动 图解 姿势变化

向前滚动

（骨盆前倾）

骨盆侧视图

●	 双肩向后拉，身体伸直
●	 骨盆上方脊柱弯曲度增大

向后滚动

（骨盆后倾）

骨盆侧视图

●	 双肩向前，身体蜷缩

向侧面倾斜

（横向倾斜）

骨盆后视图

●	 身体向侧面弯曲

旋转

骨盆俯视图

●	 身体的其他部位也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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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压疮

压疮是指皮肤和皮下组织受损的区域。压疮可以在几小时内发展，但严重的后果能够持续好几个

月，甚至会导致死亡。

什么原因会引起压疮？

压疮的三个主要原因如下：

压力：由于坐或卧在同样的位置长时间不动，皮肤所受压力会引起压疮。
轮椅使用者可能每天花很长的时间坐在轮椅上，因此他们患压疮的风险很
大。除非压力减轻，否则压疮会迅速发展

摩擦力：摩擦力是皮肤不断受到摩擦产生的。例如，当轮椅移动时，手臂
在车轮/扶手上摩擦会导致压疮

剪切力：当肌肉或骨骼运动时，皮肤静止不动而受到拉伸或挤压会产生剪
切力。例如，当轮椅使用者坐在轮椅上“下滑”的时候，坐骨下的皮肤会
由于骨盆后倾造成剪切力而损伤，或背部成的皮肤会由于后背骨骼挤压靠
背形成的剪切力而损伤

压疮的风险因素

除了这三个压疮的主要原因，还有许多因素可能使人患上压疮。所有这些因素被称为压疮风险因

素。

压疮风险因素包括以下内容。

●	 感觉丧失的人（感觉减退）：任何感觉丧失或减退的人（像大多数截瘫和四肢瘫者臀部或下

肢）有发生压疮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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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移动的人：当一个人不能移动时，他/她就无法进行减压。

●	 汗水、水或大小便失禁导致的潮湿：潮湿使皮肤柔软并更容易受损。如果轮椅使用者无法管理

大小便功能，尿液和粪便就会刺激并损坏皮肤。

●	 不良姿势：没有坐直会导致身体某一区域的压力增加。

●	 以前或现在患有压疮。

●	 营养不良和饮水不足：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包括充足饮水是重要的，这样可以确保身体内有

充足的液体和营养素用以维持健康的皮肤并治愈伤口。

●	 衰老：老年人的皮肤通常比较薄、脆弱，很容易损伤。

●	 体重（体重过轻或超重）：超重的人他们的皮肤血流不畅，很容易损伤而且愈合差。体重过轻

的轮椅使用者有发生压疮的风险，是因为他们的骨骼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骨突部位的皮肤很

快会被损伤。

通常的压力敏感区域：

侧视图                后视图

	 	 	 	

压疮的四个阶段� 如何处理

1 皮肤上出现红斑或暗斑。在压力去除后30
分钟内红色或颜色的改变仍不消褪

●	 立刻去除该部位的压力
●	 待皮肤完全恢复后该部位才能受压。这可能需要

卧床休息
●	 查明原因并解决它
●	 教会轮椅使用者压疮是怎样形成的以及将来如何

预防

2 创面较浅。皮肤表层破溃或起水泡 按照Ⅰ度压疮的处理方法
转介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治疗压疮
开放性的压疮需要清理，贴敷料并进行密切观察以
确保伤口愈合及不受感染
Ⅳ度压疮可能需要手术治疗

3 创面较深，伤及皮肤全层

4 创面非常深，深达肌层甚至骨骼

1

�　脊髓损伤网络。压疮的阶段（http://www.spinal-injury.net/pressure-sore-stages-sci.htm），访问时间2011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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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预防压疮?
使用减压坐垫：减压坐垫有助于减轻压力。

任何有发生压疮风险的人士都应使用减压坐垫。

坐直：坐直有助于体重均布。这能减少骨突部位的压力并

有助于减轻由压力引起的压疮。也有助于避免由剪切力引起的

压疮。

轮椅服务人员通过确保轮椅正确适配给使用者，并向其说

明坐直的重要性来帮助他们坐直。

使用减压技术：定时减压能够有效地预防压疮。请参阅以

下有关如何减压的更多信息。

营养膳食并充足饮水：新鲜蔬菜、水果和肉类的营养均衡

膳食能有助于预防压疮。

充足饮水有助于保持皮肤健康并预防压疮。

如果关心轮椅使用者的饮食，可以考虑建议他/她咨询相

关服务部门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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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摩擦：确保轮椅正确适配且没有毛边。

教会感觉丧失的轮椅使用者检查自己的身体，确保任何部

位都没有被轮椅擦伤。

教会轮椅使用者小心地上下轮椅。

避免潮湿：建议轮椅使用者立即更换湿的或弄脏的衣物，

以及不要使用湿坐垫。

肠道和膀胱的管理计划可以减少潮湿带来的问题。建议有

失禁问题的轮椅使用者求助于能够提供帮助的服务部门。

每天检查皮肤：压疮能迅速发展，所以及早诊断压疮并立

即采取措施是重要的。

建议有压疮风险的轮椅使用者每天检查自己的皮肤。他们

可以自己用镜子检查，或让家人来检查。

如果发现皮肤发红或有暗斑（Ⅰ度压疮），应该立刻采取

一切必要的措施为该部位减压。

当卧或坐的时候，应定时变换体位：定时变换体位有助于

减压。例如，从坐位变换到卧位。

这点对于有多种压疮风险因素，或近期刚愈合压疮的人们

来说特别重要。

减压技术

那些不能自己改变体位的人们有发生压疮的风险。

轮椅使用者坐在轮椅上可以给坐骨减压。减压的方法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他们力量以及平衡的强

弱。

轮椅服务人员要教会有发生压疮风险的所有轮椅使用者至少一种减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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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弯腰：

适合大部分轮椅使用者的减
压方法

独立完成：平衡和力量比较强的使
用者

在帮助下完成：平衡和力量比较弱
的使用者

向另一侧倾斜：

适合力量和平衡有限的轮椅
使用者的方法

一些轮椅使用者可以把自己的手臂
勾在把手上作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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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适用的轮椅

轮椅部件
靠背

把手

后轮

椅座固定杆

脚踏板

固定杆

手推圈

小脚轮

脚踏板

小腿带

椅座

坐垫

扶手

刹车

“适用的轮椅”的定义

请参阅A.1单元：轮椅使用者

满足轮椅使用者的需求

适用的轮椅应让轮椅使用者容易地完成他们想做的事情。轮椅使用者需要掌握上下轮椅、推轮椅、

折叠轮椅的方法以便于运输、存储和进行日常活动。有了适用的轮椅，使用者就能够更轻松地做所有这

些事情。参见下面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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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

上下轮椅

轮椅使用者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上下轮椅，这取决于他们的身体能力。不同的轮椅功能部件可以使

他们更容易转移。使转移更容易的三个功能部件是扶手、脚踏板和刹车。

可拆扶手或轮形扶手，更便于使用者从侧面上下轮椅。

站着上下轮椅的人士可能需要借助轮椅扶手使自己站起来。

可移开脚踏板有助于轮椅使用者站起来上下轮椅。

那些想要转移到地面上的人士可能更喜欢可拆脚踏板的轮椅。

刹车对于所有轮椅使用者都是重要的，当使用者上下轮椅时，

要想轮椅静止不动，刹车是必不可少的。

推轮椅

轮椅使用者通过不同的方式推轮椅。许多轮椅使用者用双臂推轮椅。一些轮椅使用者用双

脚或用一只手和一只脚推轮椅。另外一些轮椅使用者有时或一直都需要有人为他们推轮椅。

当扶手和靠背都在合适的高度时，用手推轮椅会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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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背太高，轮椅使用者就
不能舒适地移动双臂和双
肩来推轮椅。

扶手太高，轮椅使用者
就不能舒适地用手推圈

推轮椅。

当靠背较低时，轮椅使用者可以自由地移动双肩来推轮椅。

对于能够坐直并具有良好平衡性的轮椅使用者，这就是理想的靠背高

度。

如果轮椅使用者能够舒适地伸到手推圈，就可以更轻松地推轮椅。
后轮应该定位在当轮椅使

用者握住手推圈顶端的时候，肘

关节屈曲成90度。

这是一个比较理想地推轮椅的位

置。

如果后轮偏后，轮椅使用者推轮

椅会更加疲劳。

一些轮椅后轮的位置可以调节。后轮的位置将影响到是否能轻松地推轮椅做翘前轮特技。
翘前轮特技对于通过粗糙

地面、上下路缘或下坡都有用

处。

如果把后轮的位置向前调，能比

较轻松地推轮椅做翘前轮特技。

如果把后轮的位置向后调，轮椅

变得更加稳定但很难推，而且很难完

成翘前轮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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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轮椅使用者的一条腿有

足够的力量并且脚平放在地面上，

坐着的时候骨盆能够倚着轮椅靠

背，这时用脚推轮椅会更加轻松。

对于用脚推轮椅的轮椅使用

者，从椅座到地面（包括坐垫）的

高度非常重要。脚踏板可以向外转

动也是至关重要的。

一些用脚推轮椅的使用者可

能喜欢轮椅桌或扶手，这样他们就

可以在推轮椅的时候把身体向前

倾。
无论是用手、用脚或协助人

员要推动一辆沉重的轮椅，都需要

耗费更多的体力。

然而，如果轮椅设计精良而且

具有很好的平衡性，那重量可能

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在儿童使用的情况下，轮椅重

量就显得特别重要。如果轮椅比

较笨重，这可能使儿童难以控制。

折叠轮椅

运输或储存轮椅就需要将其折叠。折叠轮椅主要有两种方式。
带交叉折叠轮椅架的轮椅折叠后两边就合在一起

了。有时也可能要拆掉轮子。

交叉折叠式轮椅有助于轮椅使用者通过“挤压”的

方式穿过狭窄的门道。

在运输方面，一些人喜欢交叉折叠式轮椅。例如，

它可能更适合放在公共汽车的过道里。

一些交叉折叠式轮椅有个缺点，折叠装置不够牢

固，感觉轮椅不稳定，比较难推。

	

有些固定框架式轮椅也能折叠，然而不是两边折叠

在一起，而是靠背向下折叠并且拆掉两个后轮。

固定框架式轮椅的一个优点是，因为活动部件较

少，所以更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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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活动

固定框架式轮椅的一个优点是，因为活动部件较少，所以更耐用。

轮椅有几个部件特点能影响到轮椅使用者如何轻松地开展活动。例如，那些有助于轮椅使用者推动

轮椅的特性（如上所述）将决定他/她能否轻松地参与活动。这里还有一些其他实例。

轮椅的总长度

轮椅的总长度

轮椅的总长度能够影响它在狭小空间使用的难易

程度。对于长时间呆在室内的人士，轮椅架短的轮椅也

许是最好的选择。

轮椅的总长度是指从轮椅后面部件的最远点到轮

椅前面部件的最远点之间的距离。

扶手

高扶手可能让轮椅使用者难以靠近桌子或工作台。

记住：一辆适用的轮椅有助于满足使用者需求。这包括使他们更轻松地做需要做的和想要做的事情

适合轮椅使用者的环境

不同类型的轮椅适用于不同的环境。影响轮椅在不同环境中使用的主要特征是：

●	 前后轮之间的距离（轴距）；

●	 轮子的直径和宽度。

前后轮之间的距离（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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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距

前后轮之间的距离是一个重要的参数。

当前后轮之间距离较远时，这称为“长轴距”。当前后轮

之间距离较近时，这称为“短轴距”。

长轴距轮椅更稳定，向前翻倒的可能性较小。对于那些

长时间在户外并且要经过粗糙或不平地面的人士来说，长轴

距轮椅是明智的选择。

还有三轮和四轮长轴距轮椅。

轴距

三 轮 长 轴 距轮

椅通常非常稳定，适

合在室外粗糙地面使

用。

轴距

四 轮 长 轴 距

轮椅前面的小脚轮

在脚踏板的下方而

不是在后面。这使

轮椅的轴距变得更

长。

较短轴距的轮椅更适合用在地面平坦或空间受限制的地方，例如室内。短轴距轮椅在走下坡路或前

轮遇到凸块的时候更有可能向前翻倒。
这是一个骨科用短轴距
轮椅的例子。
在高低不平的地面推这
样的轮椅比较吃力。

具有良好移动技能的轮
椅使用者可以在户外使
用短轴距轮椅，通过后
轮平衡的方式下坡或经
过粗糙地面。

轮子的直径和宽度
轮子越大，就越容易推过不平的地面。
宽大的后轮和小脚轮有助于防止轮椅陷进沙地或
泥地。

记住：一辆适用的轮椅将适合使用者的周边环境，这里是指他/她长时间所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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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适配和体位支撑

轮椅使用者具有不同的体形。轮椅必须正确地适配才能提供合适的支撑。幸运的是，很多轮椅都具

有不同尺寸的范围，或者尺寸可以调节。比起只有一种尺寸可用，更容易确保这些轮椅适合使用者。轮椅

的以下部件或特点将影响轮椅适配以及帮助使用者坐直。

椅座

椅座：轮椅椅座可以是悬吊式的或硬的。
左边的图片显示了一个硬质椅座。硬质椅座可以由木头或塑料制成。硬质椅
座上面应该放一个坐垫。

悬吊式椅座通常由帆布制成。
悬吊式椅座是由连接到轮椅架两边的面料制成。质量差的悬吊式椅座有时会
松弛下垂，所以使用者不能得到很好的支撑。左边图中的男人正坐在悬吊式
椅座的轮椅里，椅座已经变得松弛和下垂。他无法得到椅座的支撑。这使其
很难坐直。

靠背

靠背

坐垫

脚踏板

靠背：靠背可以是悬吊式的或硬的。所有硬质靠背都应该配有衬
垫/靠垫。
轮椅的靠背高度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有些轮椅靠背的高度可以调
节。需要为每位轮椅使用者选择正确的靠背高度。
扶手：轮椅使用者也可以得到扶手的支撑。一些扶手高度可调。
如果它们不能调，有时可以进行改制使需要它的轮椅使用者得到
更大程度的支撑。
坐垫：坐垫使轮椅使用者感到舒适，有助于减压，而且也让轮椅
使用者得到支撑并有助于防止其滑动。
脚踏板：脚踏板有助于支撑使用者。正确地调节脚踏板是非常重
要的。由于这个原因，脚踏板的高度通常是可调的。有些脚踏板
也可以调节角度及与椅座的间距。

记住：一辆适用的轮椅为使用者提供正确适配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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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坐垫

坐垫的作用是什么？

坐垫是每辆轮椅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坐垫的作用：

●	 舒适；

●	 体位支撑（帮助人们坐的更直）；

●	 减压。

所有轮椅使用者都应该舒适地坐在轮椅上，并且一个好的坐垫能帮助他们轻松并且舒适地坐直。这

就是为什么每位轮椅使用者都应该有一个坐垫。但没有必要给每位轮椅使用者都配减压坐垫。

不同类型的坐垫

坐垫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包括：

●	 它们的制造材料（例如泡沫塑料、椰壳纤维）；

●	 它们的填充材料（例如空气、流体或凝胶）；

●	 它们的主要功能（例如减压、舒适、体位支撑）；

●	 它们的形状（例如平面的或波形的）；

●	 它们的制作方式（例如泡沫塑料坐垫可以由一块泡沫塑料“加工”成型，或“多层”坐垫由数

层泡沫塑料制成）。

最常用易得的坐垫是泡沫塑料坐垫。泡沫塑料坐垫通常也是最便宜的。泡沫塑料容易制作且便于改

制以满足个性化的轮椅使用者。

哪些人需要坐垫

每位轮椅使用者都应该有一个坐垫

有发生压疮风险的轮椅使用者应该使用减压坐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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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压坐垫

不同类型的减压坐垫包括：

●	 波形的泡沫塑料减压坐垫；

●	 空气/流体/凝胶填充的坐垫。

泡沫塑料减压坐垫

泡沫塑料减压坐垫的主要特点如下：

牢固稳定的底座：减压坐垫的底座应该是牢固
的。这将确保坐垫使用者得到良好的支撑，而且
当使用者移动时坐垫固定不动。
顶层：在底层上面是一个“舒适层”。
这是一个软泡沫塑料层（或不止一层）。
顶层应该柔软到足以让坐骨陷入其中，但不能太
软以至于坐骨一直下陷到泡沫塑料层的最底部并
坐在坚硬的底座或轮椅椅座上。

减压坐垫通过以下方式减压：
●	 把轮椅使用者的体重尽可能均布在椅座表面；
●	 降低高压风险部位下的压力（坐骨、髋骨、骶

尾骨）；
●	 帮助轮椅使用者坐直以减少剪切力。

减压坐垫的加工成型

减压坐垫是多样化的。一个减压坐垫的加工成型包

括：

●	 坐骨下面有一个“槽”可以减压

●	 髋骨下得到均匀的支撑，这样有助于均布体重

●	 坐骨槽前面的凸起可使骨盆保持更加直立，并防止其
向前滑动

●	 放置大腿的凹槽或沟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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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气/流体/凝胶减压坐垫

●	 浮动坐垫包括那些充满空气的和那些含有流体或凝胶包

的坐垫

●	 凝胶包坐垫应该有一个硬泡沫塑料的底座，这与波形的

泡沫塑料坐垫非常相似

●	 在底层上面有一个凝胶/流体包

●	 凝胶包可以自动地与轮椅使用者身体的形状相匹配。这

有助于均布使用者的体重并降低骨突部位的压力

使用哪种坐垫？

波形泡沫塑料坐垫与充气/流体/凝胶坐垫各有优缺点。

优点 缺点

波形泡沫

塑料坐垫

可以在当地制作（如果当地有高质量

的泡沫塑料）

可以在当地修改以适应不同的需求

不受“突然塌陷”影响（充气/流体/凝

胶坐垫被刺穿会引起坐垫材料释放，从而

使坐垫不能减压，导致坐垫“突然塌陷”）

随着时间的推移，泡沫塑料压缩（变

得更扁平和坚硬）。因为这个原因，泡沫塑

料坐垫应该定期检查并每1～2年更换

泡沫塑料坐垫弄湿后可能需要一段

时间才能干透（大小便失禁的人有这样的

问题）

泡沫塑料散热性差并且会导致身体

组织温度升高

充气/流体/

凝胶坐垫

压力均布在椅座表面。

当轮椅使用者移动或改变姿势时，凝

胶垫能自动与其身体相吻合

充气/流体/凝胶坐垫通常比泡沫塑料

更昂贵而且难获得

一些轮椅使用者发现充气/流体/凝胶

坐垫的坐垫使他们感觉不稳定

受制于“突然塌陷”的影响。在任何

情况下，如果轮椅使用者不能迅速地更换

坐垫，这就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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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垫套

减压坐垫应带有一个可以拆洗并且防水的坐垫套。减压坐垫套所用材料应该是有弹性的或宽松的

足以让坐骨陷入泡沫塑料里。如果坐垫套的面料是没有弹性的，最好选用薄的面料。薄面料的皱褶在皮

肤上产生压痕并造成压疮的可能性很小。如果用薄塑料布垫在坐垫套下面，也需要足够宽松使坐骨可以

陷入泡沫塑料里。

随时要提醒轮椅使用者如果他们的坐垫或坐垫套湿了，需要干燥处理，而且只有干透后才能更换。

对于大小便失禁和有发生压疮风险的轮椅使用者，要提供两个坐垫轮换使用。

如果没有防水坐垫套，应该怎么办？

只要有可能，大小便失禁的轮椅使用者需要一个防水的坐垫套并且要及时处理皮肤上的污物，保持其
干燥。
如果没有防水的坐垫套：
●	 研究可以提供什么帮助，以减轻大小便失禁的问题；
●	 提供第二个坐垫，这样当一个坐垫进行干燥时，使用者可以坐在另一个上面；
●	 在坐垫套内放一个很薄的塑料袋保护坐垫。
如果使用塑料袋：
●	 检查塑料袋不会造成使用者在垫子上“滑动”；
●	 确保塑料袋上没有能够导致压疮的折痕；
●	 轮椅使用者必须确保大小便失禁的污物不要“潴留”在塑料袋上，这会增加患压疮的风险；
●	 轮椅使用者应确保坐垫套是干爽的，如果变湿了，要清洗或更换塑料袋

如何测试减压坐垫是否有效？

每当开具减压坐垫的处方时，可进行简单的手工测试检查坐垫是否能减少使用者坐骨下的压力。

该测试要求检查人员把双手放在轮椅使用者的坐骨下面。要随时向轮椅使用者说明你将要做什么

以及这样做的重要性。

要在已经提供给使用者的轮椅和同样的坐垫上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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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压力测试

A 简要地向轮椅使用者说明你将要做什么，以及这样
做的重要性

B 让轮椅使用者双手撑起或身体前倾以便你把手指尖
放在他们的左或右坐骨下面（手心向上）
最好的做法是在轮椅后面用一只手从靠背垫下伸入

C 让轮椅使用者坐回到你的手指上。他们应该保持正
常坐姿，面向前方，把双手放在大腿上。这样将确
保你的手指每次移动到另一个位置检查时，他们都
坐在同一位置
如果你的手指所处的位置不理想，无法准确感受到
坐骨下的压力，那么请使用者再次撑起并重新放置
你的手指

D 坐骨下的压力可确定为1级、2级或3级。
1级=安全级：指尖可以上下摆动5mm或更多。
2级=警告级：指尖不能摆动，但是可以容易地抽出。
3级=不安全级：指尖被压得很紧，手指很难抽出

E 在另一边的坐骨下重复以上动作

当发现坐骨下的压力是2级（警告级）或3级（不安全级）时，需要采取措施来减压。一个简单的

解决方案是增加一个额外的硬泡沫塑料层。这就是所谓的“垫高层”。垫高层应大约20mm厚，并且

在坐骨下的区域剪一个洞。垫高层放在坐垫套内坐垫的下面。有时需要增加不止一层。服务人员应先

增加一层并测试压力。如果压力还在2级或3级，就再增加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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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转移

上下轮椅
在（或无）协助人员帮助下，具有轻松和安全地上下轮椅的能力，将有助于轮椅使用者的日常生活。

上下轮椅可以称为“转移”。

为什么轮椅使用者需要学习如何转移？

轮椅使用者可能每天需要上下轮椅多次。他们需要掌握一种安全、快捷而又不太费力的方法。根据

轮椅使用者的能力，他们需要练习不同的（上下轮椅的）方法。

一些轮椅使用者可以自己上下轮椅，而其他人则需要帮助。一些使用者能够站立式转移，而其他使

用者则不可能。

上下轮椅的三种方法

在向轮椅使用者介绍或练习转移之前，需要了解他/她是否能够独立地转移。

●	 对于由坐位独立地进行转移的轮椅使用者，需要检查他/她是否能够用双臂将整个身体向上撑

起。如果使用者无法做到这点，就需要帮助他/她进行转移。

●	 对于由站立独立地进行转移的轮椅使用者，需要检查他/她是否能够站立并用双腿支撑住自己的

身体。如果他/她无法做到这点，就需要帮助他/她进行转移。

一些不同的转移方法如下图所示。

坐位独立转移（从轮椅到床）

●	 把轮椅靠在床边，锁上刹车。
●	 把双脚抬离脚踏板，向外转开或拆掉（在适用情况下）脚踏板。
●	 拆掉靠床一边的轮椅扶手。
●	 双手撑起身体并移到轮椅的前部。
●	 一只手放在床上而另一只手放在轮椅上，双手将身体撑起并移到床上。
●	 如果使用者平衡能力差或不能将身体抬得足够高或不能向侧面移动得足够远，他/她可能需要使用

转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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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转移到床上，有些轮椅使用者喜欢在转移前把双腿放到床上

用转移板协助坐位转移（从轮椅到床）

●	 把轮椅靠在床边，锁上刹车
●	 把双脚抬离脚踏板，向外转开或拆掉（在适用

的情况下）脚踏板
●	 拆掉靠床一侧的轮椅扶手
●	 协助使用者向前移动
●	 把转移板横过轮椅和床放在使用者臀部下面
●	 使用者起协助作用，双手在轮椅和床上撑起，

尽可能把自己身体抬起来
●	 协助人员站在使用者后面，托住其臀部将其移

到床上

协助站立转移（从床到轮椅）

●	 把轮椅靠在床边，锁上刹车
●	 向外转开或拆掉（在适用情况下）脚踏板
●	 拆掉靠床一侧的轮椅扶手
●	 协助使用者在床上向前移动并把双脚放在地上
●	 从两侧支撑使用者的膝盖（不要从前面推顶膝部）
●	 环绕肩胛骨将使用者抱住并带动其身体向前向上
●	 朝轮椅方向转动使用者并让他/她轻转地坐下

什么是转移板？

转移板是一块牢固的薄板，有助于减少轮椅使用者上下轮椅时每次移动的差距。

转移板对于轮椅使用者学习独立地转移，或对双臂力量有限的使用者进行转移是有用的。轮椅

使用者可以先进行高度差小的转移，不要一开始就进行高度差大的转移。转移板也可以减少轮椅使

用者对外界协助的依赖。

转移板可以用本地的木材或胶合板制成。转移板应是薄的、牢固的并且非常的平滑，并且边缘

较薄。建议的尺寸是300mm×600mm。板的厚度取决于材料的强度，但一般典型的厚度在20mm到

25mm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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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面到轮椅的独立转移

●	 该转移方式需要轮椅使用者具有强壮的双臂和良好的平衡性
●	 当有压疮风险的轮椅使用者坐在地面上的时候，应该坐在他们的减压坐垫上

●	 坐在轮椅前面并把膝关节收起来靠近身体
●	 向下看并在抬起身体的过程中保持俯视
●	 把一只手放在地面上而另一只手放在轮椅椅座的前部
●	 双肩及双臂下压，把臀部向上抬起并移到轮椅椅座的前部
●	 坐到轮椅椅座后部，之后伸手捡起轮椅坐垫
●	 身体向一边转移，把轮椅坐垫塞到合适的位置

从轮椅到地面的转移

●	 坐在轮椅前部
●	 把双脚抬离脚踏板放在身体前方并稍稍偏向一边（远离转移的方向）
●	 把坐垫放在地面上
●	 一只手放在轮椅椅座上，另一只手向下撑住地面
●	 用双肩和双臂的力量，控制好平衡（和节奏），向下移动臀部坐到地面的坐垫上

如何安全地上下轮椅

对于轮椅使用者：

● 当上下轮椅时要始终锁上轮椅刹车

● 检查要转移到的地方，确保没有东西阻碍转移

● 应该抬起身体移动。不要拖拽，这会造成皮肤损伤从而导致压疮

对于协助人员：

● 在协助某人之前，要确保你能够支撑他/她的体重

● 向使用者说明你将要做什么

● 使用安全的托举技术

● 如果你怀孕或背部有问题，请勿做协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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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轮椅服务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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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转介与预约

转介
转介的意思是送或指导某人到正确的地方接受护理或协助。

轮椅使用者通过转介接受轮椅服务有各自不同的方式。例如轮椅使用者可能：

●	 听说过有关服务并自己找上门来；

●	 经当地医院、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社区康复服务机构、村/地方政府/教会的领导人、残疾人组

织、其他轮椅使用者介绍来接受服务。

确保所有可能的转介来源都了解轮椅服务，这有助于增加接受转介服务的轮椅使用者的数量。

向转介来源提供转介表，这有助于轮椅服务单位了解轮椅使用者的一些简单的初始信息。每个轮椅

服务单位都需要核实转介表中的信息和提供的资料是否有价值，以及转介方式（例如把表邮寄到轮椅服

务单位，或把表交给轮椅使用者带来）。

轮椅服务转介表的样本如下页所示。

预约

当轮椅使用者被转介到轮椅服务单位，如果他/她不能在当天来，就应该给他/她预约评定时间。该

预约可以是安排轮椅使用者到服务单位/中心来接受评定，或者轮椅服务人员入户拜访轮椅使用者。

预约制度帮助轮椅服务人员有效地安排评定时间。这也意味着轮椅使用者不必现场等待。

预约的方式取决于轮椅使用者如何方便地得到相关通知。例如，预约可以通过邮寄、电话或由最初

的转介来源转达。

有时，轮椅使用者不约而至。如果条件允许，尽量安排他们在当天接受服务，特别是那些远道而来

的轮椅使用者。

预约和转介中的好做法

● 为转介到轮椅服务单位的每位轮椅使用者建立档案。

● 为转介来源进行轮椅服务及转介培训。

● 向转介来源提供足够的轮椅转介表。

● 如果有很多的轮椅使用者，服务单位应该想办法确定首先向谁提供服务。特别要考虑儿童以及

有危及生命症状如患有压疮人士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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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椅服务转介表

请填写转介表并邮寄到：

轮椅服务单位名称和地址：

转介人姓名：

工作单位：

转介人联系方式（与您联系的最佳方式）：

轮椅使用者姓名： 	 出生日期：

父母/护理者姓名：

地址：

如何与轮椅使用者联系？

邮寄□	 自己的电话□	 朋友/邻居的电话□

如果电话联系，电话号码：

如果知道，轮椅使用者的残疾类型：

转介原因：

●	 没有轮椅	 	 	 	 □

●	 有一辆坏的轮椅		 	 	 □

●	 有一辆轮椅，但不能满足自身的需求	 □

请补充轮椅服务单位需要了解的关于轮椅使用者的其他任何重要信息：

轮椅使用者同意被转介到轮椅服务单位吗？

是□	 否□

转介人签名：

日期：

转介表应该清楚地反

映服务单位名称、邮寄地

址和电话等信息。

根 据 本 转 介 表 ， 服

务单位将联系轮椅使用者

安排预约。但在实际工作

中，服务单位也可以接受

没有转介表的预约。

转介人应该向轮椅使

用者说明轮椅服务单位可

提供哪些服务。应征得轮

椅使用者同意方能转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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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评定

哪些人需要轮椅？

当有人来轮椅服务单位寻求轮椅时，重要的是确定他们真正需要一辆轮椅。通常一个人需要一辆轮

椅有下列情况：

●	 他/她不能行走；

●	 他/她能行走，但比较困难或只能走很短的距离。

为什么需要评定？

轮椅评定是一个收集信息的机会，可以：

●	 帮助轮椅使用者从可得到的轮椅中选择最适用的轮椅；

●	 帮助轮椅使用者从可得到的轮椅部件中选择最适用的轮椅部件；

●	 了解轮椅使用者及其家人需要哪些培训以达到轮椅的最佳使用效果。

在哪里进行评定？

评定应该在一个安静及清

洁的场所进行。

该场所可以在轮椅服务单

位内，在其他卫生保健中心或社

区机构，或在使用者家中。如果

需要检查是否有压疮，则要在隐

蔽的场所检查。

无论轮椅使用者的年龄、

性别、宗教信仰或社会经济地

位如何，都要尊重他/她的尊严

和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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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的两个部分：

●	 面谈评估；
●	 身体检查。

1.面谈评估

提问是收集轮椅使用者相关信息的最好方式。轮椅服务人员可以根据轮椅评定表的重要问题对轮

椅使用者进行提问。

四个问题的标题是：

●	 轮椅使用者的相关信息；

●	 身体状况；

●	 生活方式和环境；

●	 现有的轮椅。

轮椅使用者的相关信息：

姓名：

编号： 	 年龄： 	 男□	 女□

电话号码：	 	 													地址：

目的：

以上这些问题很重要，掌握这些信息便于将来随访时与轮椅使用者联系。同时也便于服务单位进行

相关统计。在“目的”这一栏写上轮椅使用者为什么想要轮椅以及用轮椅做什么。

提问的时候请记住：

● 应该向轮椅使用者说明为什么这个信息是重要的；

● 如果你接待的不是儿童或者无法理解、无法回答问题的人士，应该向轮椅使用者本人（而不是

他们的协助人员或家庭成员）提问；

● 记住要使用良好的沟通方法；

● 提问时并不一定按照表格的顺序进行，为此你要熟悉表格以便把信息记录在正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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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状况：

以下这些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健康状况的一些特征会影响轮椅的选择。下面给出了一些示例。

身体状况
脑性瘫痪□	 	 	 	 小儿麻痹症□	 	 	 	 脊髓损伤□	 	 	 	 中风□

虚弱□	 	 	 	 	 	 痉挛或不受控制的运动□

截肢：右大腿□	 	 	 	 右小腿□	 	 	 	 左大腿□	 	 	 	 左小腿□

小便问题□	 	 	 	 大便问题□

如果轮椅使用者有小便或大便问题，能处理好吗？是□	 	 	 	 否□

其他：

不同的身体状况会对轮椅处方（选择）产生影响：
需要了解的情况 必须记住

脑性瘫痪 脑性瘫痪者的表现各异
对于可以坐直的脑性瘫痪者，重要的
是要记住，他们很难保持坐直，因为
会疲劳，会使他们做事情更困难更疲
劳

良好的支撑是非常重要的
脑性瘫痪者可能在轮椅上需要附加
的体位支撑。为了安全和有效地实
施，需要参加中级培训

小儿麻痹 小儿麻痹症者身体某些部位可能是软
弱无力或“松弛”的。小儿麻痹症会
影响下肢、上肢或躯干，但最常见的
是影响下肢
肌肉萎缩和骨质疏松使肢体不能正常
生长所以显得较短。当躯干受影响
时，它就可能显得较短

虽然小儿麻痹者有感觉，但坐垫的
舒适性仍然是重要的
坐垫较高可以使推轮椅的位置更舒
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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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了解的情况 必须记住

脊髓损伤 脊髓损伤者发生压疮的风险很大
这是因为大多数脊髓损伤者在其损伤
平面以下没有感觉

应该开具减压坐垫的处方

中风 通常中风者一侧的身体会受到影响。
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偏向轮椅的一侧
中风者的患侧可能没有正常的感觉。
中风者可以通过站立式上下轮椅

良好的支撑很重要。检查他/她是
否有感觉，确定是否需要减压坐垫
中风者可能更喜欢脚踏板可以移开
的轮椅以便于进行站立式转移

下肢截肢 双下肢截肢者失去双腿，导致失衡，
无法防止轮椅向后翻倒

当截肢者首次试坐轮椅时，要非常
小心
检查使用轮椅时的平衡性。后轮可
能需要向后移以提高稳定性

虚弱 老年人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需要轮椅。
通常是因为他们行走困难。轮椅将使
他们更容易地继续融入家庭和社区生
活
老年人可能能够进行站立式转移，但
更喜欢脚踏板可以上翻或外转的轮椅

应向老年人提供具有良好舒适性和
支撑性的轮椅。这将帮助他们坐直
并避免不良姿势所造成的问题
最好选择可上翻或外转的脚踏板

肌肉痉挛或抽筋动作 有些人有无法控制的突然抽搐或做跳
跃动作的症状（痉挛）
痉挛会使他们身体突然后仰，使轮椅
更有可能向后翻倒
这些动作会导致双脚突然“弹出”脚
踏板，推行轮椅时，这个动作是危险
的

选择安全的后轮位置或一辆非常稳
定的轮椅
绑带		可有助于控制脚的位置
注意：用绑带时使用魔术贴是重要
的，以便轮椅使用者从轮椅上掉下
来的时候带子能松开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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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了解的情况 必须记住

肠道或膀胱问题 有些人无法控制自己的大小便。合适
的辅具（例如，导尿管），药物和膀
胱及肠道训练计划通常可以解决这个
问题
膀胱或肠道有问题的人士不能坐在潮
湿的或弄脏的坐垫上，这会使他们的
皮肤迅速受损。另外，粪便中存在的
寄生虫会迅速导致压疮感染

要让当地的专业人士（例如专科的
医生和护士）提供咨询和培训以避
免这些并发症
提供带防水套的坐垫
教会使用者如何清洗并晾干坐垫。
在晾干坐垫的时候，使用另一个坐
垫有助于使用者能够继续进行每天
的日常活动

生活方式和环境：

这些问题包含了轮椅使用者的生活以及他/她在轮椅上需要做的事情等相关信息。

生活方式和环境
请描述轮椅使用者将在哪里使用自己的轮椅：

每天移动的距离：1公里以内□	 1~5公里□	 5公里以上□

每天使用轮椅的小时数：少于1小时□	 1～3小时□	 3～5小时□	 5～8小时□	 多于8小时□

不在轮椅上的时候，该使用者坐或卧在哪里，姿势以及接触面如何？

转移：独立完成□	 协助完成□	 站立式□	 非站立式□	 移位机完成□	 其他□

厕所类型（如果转移到厕所）：蹲厕□	 坐厕□	 定制的□

轮椅使用者是否经常乘坐公共/私人交通工具：是□	 否□

如果是，哪种交通工具：小汽车□	 出租车□	 公交车□	 其他

现有的轮椅：

这些问题有助于了解轮椅使用者已有的轮椅是否满足他/她的需求，

如果不能满足，原因是什么？

现有的轮椅（如果已经有一辆轮椅）
轮椅能满足使用者的需求吗？	 	 	 	 	 是□	 否□
轮椅能适合使用者的环境状况吗？	 	 	 	 是□	 否□
轮椅能提供适配和体位支撑吗？	 	 	 	 是□	 否□
轮椅安全耐用吗？（考虑是否有坐垫）		 	 	 是□	 否□
坐垫的减压效果理想吗（如果使用者有压疮风险）？	 	 是□	 否□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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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如果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是”，使用者可能并不需要一辆新的轮椅。

如果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答案是“否”，则使用者需要更换轮椅或坐垫；

或者现有的轮椅或坐垫需要进行维修或改制

2.身体检查

三个不同问题的标题是：

●	 压疮的出现、风险或病史；

●	 推轮椅的方法；

●	 进行测量。

压疮的出现、风险或病史；
///=没有感觉	 O=以前的压疮	 ●=现有的压疮 感觉正常吗？	 														是□	 否□

以前有压疮吗？	 是□	 否□
现在患有压疮吗？	 是□	 否□
如果有，是否破溃
（1～4阶段）？	 是□	 否□
持续时间和原因：

此人有患压疮的风险*吗？	 是□	 否□

*一个人感觉丧失或者有3个或更多的风险因素，就有患压疮的风险。风险因素：不能移动、潮湿、不

良姿势、以前/现在患有压疮、营养不良、衰老、体重过轻或超重。

在身体上做标记：

●	 轮椅使用者没有感觉的区域，画这样的标记：////

●	 轮椅使用者过去患压疮区域，画这样的标记：O

●	 轮椅使用者现在患压疮区域，画这样的标记：●	

如果轮椅使用者说他/她有压疮，无论如何要求看一下。要确保在隐蔽的地方检查。

如果一个轮椅使用者感觉丧失或有其他压疮风险因素，他/她就有发生压疮的风险。

风险因素包括：

●	 感觉丧失（感觉减退）；

●	 不能移动；

●	 汗水、水或大小便失禁导致的潮湿；

●	 不良姿势；

●	 以前或现有的压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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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养不良和饮水不足；

●	 衰老；

●	 体重（体重过轻或超重）。

记住：任何有压疮风险的轮椅使用者都需要减压坐垫并接受压疮的教育。

推轮椅的方法
轮椅使用者如何推轮椅？	 双臂□	 左臂□

右臂□	 	 双腿□	 	 左腿□	 	 右腿□	 	 由一位助手推行□

备注：

了解轮椅使用者将如何推轮椅是重要的，因为这会影响到轮椅的选择和它的配置方式（请参阅A.6

单元：适用的轮椅，“推轮椅”部分）。

进行测量

需要对轮椅使用者进行四项测量以便为其挑选出最佳尺寸的轮椅。

每项测量都与轮椅有关。

1 身体测量 测量值(mm) 把身体测量换成理想的轮椅尺寸 轮椅测量值

A 臀宽 臀宽=椅座宽度

B 座深
左 B减去30mm至60mm=椅座深度（如果左右两边

长度不同，取较短的一个数值）右

C 小腿长
左 =坐垫顶端*到脚踏板高度或者

=坐垫顶端到地面高度（脚推行者）右

D 胸腔下缘至座面 =坐垫顶端*到靠背顶端（根据使用者需求测量D
或E）E 肩胛下角至座面

*检查轮椅使用者将要使用的坐垫高度。

测量工具

●	 使用一个可伸缩的金属卷尺（右图）测量。
●	 可用平板/书帮助准确地测量（请参阅如何进行身体测量）。
●	 大卡钳是非常有用的附加工具，这些工具可以用本地的木材制

作。
●	 轮椅使用者的双脚可以放在足垫块上以便其处在正确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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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身体测量
让轮椅使用者尽可能坐直。

如果轮椅使用者不能舒适地把双脚放在地面，应在地面上给予支撑

或放在足垫块上。

对于所有的测量，都要确保把卷尺拉直以及轮椅使用者是坐直的。

拿硬板/书紧贴在轮椅使用者身体两侧能帮助获取精确的测量值。

你需要弯腰以确保处在正确的角度查看卷尺的测量值。

	 								

A

●	 测量前检查轮椅使用者衣服的口袋，里面不要放东西
●	 测量臀部或大腿最宽的部位
●	 拿两个硬板/书紧贴在轮椅使用者身体两侧有助于获取精确的测量值

B

●	 用硬板/书紧贴在轮椅使用者的背后有助于获取精确的测量值
●	 测量从骨盆后部到腘窝的直线距离
●	 务必两条腿都要测量。如果两条腿的测量值不同，检查轮椅使用者是否保持骨盆水平坐直
	 如果测量值还是不同，则轮椅处方取短腿一边的数值

C

●	 测量腘窝到脚后跟底部的距离
●	 确保轮椅使用者的脚踝屈曲90度（如有可能）
●	 务必两条腿都要测量
●	 轮椅使用者应穿他/她平时经常穿的鞋（如果有的话）

D

●	 测量椅座到胸腔下缘的距离
●	 为了帮助找到胸腔下缘，把双手放在骨盆两侧。双手向内轻轻挤压并向上滑动
	 胸腔下缘恰好就在腰部的正上方

E
●	 测量从椅座到肩胛下角的垂直距离
●	 为了帮助找到肩胛下角，可以让轮椅使用者耸耸肩膀

要了解轮椅正确适配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步骤6单元：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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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处方（选择）

什么是处方（选择）？
处方（选择）意为在可得到的轮椅和使用者需求之间尽可能选出最佳匹配。

应该由轮椅使用者，包括家庭成员或护理者决定处方（选择）是否适用。

处方（选择）包括：

●	 选择正确的轮椅，坐垫和轮椅部件；

●	 选择正确的轮椅和坐垫尺寸；

●	 与轮椅使用者就需要什么样的培训可帮助他们使用和维护轮椅及坐垫取得一致的意见。

当地可得到的轮椅和坐垫

选择正确尺寸的轮椅是非常重要的。正确尺寸的轮椅更舒适，有助于支撑轮椅使用者坐直，并使其

更轻松地使用。要了解轮椅正确配合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步骤6单元：适配。

●	 轮椅架：例如，是长轴距或短轴距；轮椅架的长度；是交叉折叠式或是固定式轮椅架。

●	 功能部件：包括椅座、靠背、脚踏板、扶手、小脚轮、后轮的类型。

●	 轮椅尺寸：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轮椅椅座宽度，有时也包括椅座深度。从地面到椅座的高度也有

必要了解。

●	 可调选项：哪些部件是可调的以及可调节的范围。调节两个或更多不同的位置通常是可能的。

例如，大多数轮椅的脚踏板可以调节到不同高度。调节的“范围”是从测量数值的最小值到最

大值。

●	 坐垫：与轮椅一起提供的是什么类型的坐垫（若有的话）或是可以单独提供。

一些轮椅供应商提供：

a.产品简介或产品目录；

b.产品（轮椅）的规格。

轮椅的尺寸、重量、功能部件以及有时可选部件都经常包含在该信息里。

经常要检查一下是否有关于处方轮椅的可用信息。阅读此信息以便熟悉该产品。如果供应商不提供

这样的信息，可向其索取。

记录处方（选择）

需要把处方（选择）写下来。下面是一个轮椅处方（选择）表的例子。当地的轮椅服务单位可以用这

个表列出它所提供的轮椅和坐垫的类型及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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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椅处方（选择）表

1.轮椅使用者信息

轮椅使用者姓名： 	 编号：	 	

评定日期：	 	 	 	 适配日期：

评定人姓名：

2.选择轮椅的类型和尺寸

选择轮椅的类型：

●	 与轮椅使用者讨论；

●	 要考虑到轮椅使用者最重要的需求；

●	 检查：轮椅架、小脚轮和后轮、脚踏板、扶手、靠背高度（或可调性）、

后轮的位置、支撑性和舒适性。

轮椅的类型 尺寸
□
□
□
□
□
□

3.选择坐垫的类型
坐垫的类型 尺寸

例如泡沫塑料减压坐垫 □

例如平面泡沫塑料坐垫 □

□

4.同意选择

使用者签名：

评定人签名：

评定组长签名：

列出你的服务单

位提供的轮椅类型。
列出你的服务单位

提供的坐垫类型以及它

们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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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经费与订购

经费
开具轮椅处方后，轮椅的费用可以准确地估算出来。必须知道轮椅付费方式，它可以是由使用者自

付费用，由政府、非政府组织或捐助机构补贴，或者由保险公司支付。在发展中国家，很多需要轮椅的人

买不起轮椅。然而，不管他/她的支付能力如何，每个需要轮椅的人都有权拥有轮椅。因此，对于需要资

金资助的轮椅使用者要提供经费支持。对于大多数的轮椅服务项目，在订购轮椅之前确定资金来源是必

不可少的。

通常情况下，这项职责由行政管理人员或项目经理承担，而不是由临床或技术人员承担。

订购

当已经为轮椅使用者挑选了最适合的轮椅并且写好处方（选择）表后，如果现有库存无货，则需要订

购轮椅。

如果轮椅服务单位库存有货，这可能需要填写由服务单位经理批准的出库单。然后由负责轮椅准备

的员工开始准备轮椅。

如果轮椅服务单位从未有过这种轮椅，可以从外部供应商订购。

不同的轮椅服务单位订购轮椅的制度会有所不同。把当地轮椅服务单位订购轮椅需要记住的事情写

在下页的表格里。

当地的轮椅服务单位如何订购轮椅：

订购中的好做法

● 在存货中保留各类轮椅可以减少轮椅使用者的等候时间。

● 必须尽快订购，以免延误。

● 应该告知轮椅使用者何时有可能拿到轮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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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产品（轮椅）准备

什么是产品（轮椅）准备？
产品（轮椅）准备包括：

●	 准备符合处方（选择）的轮椅；

●	 检查轮椅，确保所有部件安全正常运行。

准备轮椅

按照以下顺序准备轮椅：

1.检查轮椅座宽和座深是否与处方（选择）一致。

2.检查坐垫的宽度和深度与椅座是否匹配。

3.调整（在可能的情况下）：

●	 靠背的高度和角度；

●	 扶手高度；

●	 后轮位置；

●	 刹车位置；

●	 脚踏板高度；

●	 把手高度；

●	 任何其他调整。

4.进行“轮椅安全和准备”检查。

产品准备中的好做法

● 把准备好的每辆轮椅贴上轮椅使用者名字的标签

● 对轮椅的任何改制会影响其强度和功能，应由具有相应知识和技能的人员进行

● 务必要在轮椅使用者试用之前检查轮椅，确保所有部件安全正常运行（见下文）

轮椅安全和准备检查表

使用下面的检查表以确保轮椅在试用之前所有部件都安全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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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表：轮椅是安全的并随时可以使用吗？
整台轮椅 如何检查

没有尖锐边角 □
手眼结合检查轮椅各处

无部件损坏或刮伤 □

轮椅能够沿直线行进 □ 将轮椅推离你，确保小脚轮走直线

前小脚轮

自由地转动 □
倾斜轮椅至后轮，转动小脚轮叉

转动而不触及轮叉 □

螺栓是拧紧的 □ 检查，感觉螺栓应是拧紧的。不要过度拧紧

前小脚轮套

小脚轮叉自由地转动 □ 倾斜轮椅至后轮。转动小脚轮叉

后轮

自由地转动 □
把轮椅向一侧后轮倾斜。转动另一侧后轮，进行检
查

轴螺栓是拧紧的 □ 检查，感觉轴螺栓应是拧紧的，不要过度拧紧

轮胎充气正常（如果是充气轮胎） □
用你的拇指横压轮胎，轮胎应稍微下陷，但不超过
5mm

手推圈是稳固的 □ 检查

刹车

正常工作 □ 锁上刹车，检查轮椅（是否）静止不动

脚踏板

脚踏板连接牢固 □ 检查

轮椅架

交叉折叠式轮椅能够轻易地折叠和展开 □

把轮椅折叠，检查折叠装置是否正常工作靠背折叠式轮椅，靠背可以轻易地折叠和
展开

□

坐垫

坐垫刚好放在坐垫套内 □ 通常坐垫套的开口在坐垫后下方

坐垫正好放在轮椅上 □ 如果是波形的坐垫，坐骨“槽”应该在椅座的后部

坐垫套面料是紧贴的，但不是太紧 □ 坐垫套不应拉伸得过紧而导致坐垫变形

坐垫完全覆盖椅座 □
检查坐垫下面，看不见椅座的任何部分。这点对于
硬椅座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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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垫制作

如果有了泡沫塑料，轮椅服务人员可以只用几个工具就能制作出一个泡沫塑料减压坐垫。

服务人员需要了解使用什么泡沫塑料，以及几个重要的尺寸。与教师讨论当地有哪些泡沫塑料可用，

从中找出适合做减压坐垫的那种泡沫塑料。

下面的操作指南说明如何制作一个基本的，有两个关键外形的泡沫塑料减压坐垫。在坐骨的下面有

一个“槽”并且在坐骨的前面有一个凸起。

坐垫的特点和尺寸

基本的波形泡沫塑料坐垫的主要特点如下。

底层，由硬泡沫塑料制成（例如，“一片”泡沫塑料）。
  坐骨槽

●	 减轻坐骨以及骶尾骨下的压力。

●	 位于坐垫的后部，有助于保持骨盆的直立。

  悬吊式的椅座底座

●	 用于悬吊式轮椅椅座的坐垫，在坐垫底座的

两边各有一个斜切面。

●	 这使坐垫与悬吊式轮椅椅座的形状相吻合。

于是坐垫的顶部可以保持平直。

顶层，由“舒适”的软泡沫塑料制成。
  顶部舒适层：

●	 在硬的底层之上，让使用者感觉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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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制作减压坐垫的底座？

下面是一个尺寸为宽400mm、深400mm、高50mm坐垫的制作说明。坐骨槽是宽200mm、深200mm、

高35mm。这个坐垫适用于轮椅椅座宽度400mm的轮椅使用者。

坐垫的尺寸应适合如下页表中所描述的每个轮椅使用者的尺寸。

1.在硬泡沫塑料上划出切割线

●	 从一块400mm×400mm×50mm硬泡沫塑料开始。

●	 坐骨槽的中心一定要位于坐垫的中心线上。

●	 对于这个尺寸的坐垫，坐骨槽的测量值应为200mm×200mm×35mm。

●	 在泡沫塑料底座所有6个面上都画上深黑色切割线。

坐骨槽尺寸

a

b

c

调整坐垫和坐骨槽的尺寸以适合轮椅使用者个人的尺寸如下

所述：

●	 坐骨槽宽度[a]=1/2轮椅使用者的椅座宽度或200mm（以较

少者为准）；

●	 坐骨槽深度（从前到后）[b]=1/2轮椅使用者的椅座深度或

200mm（以较少者为准）；

●	 坐骨槽高度[c]=35mm（成人）和20～25mm（儿童）

单位：mm

（1/2座宽）（1/2座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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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切割出坐骨槽

使用一把锋利的钢锯条或长刀片，长行程、缓慢地切割，切割的时候拉起泡沫塑料以便于掌控。

●	 首先从坐垫后部沿坐骨槽深度向前切割。

●	 然后切割出坐骨槽。

●	 把坐骨槽两旁留下的两片“翼”状的泡沫塑

料粘回原处。等胶水没有完全干透并且摸着

稍微有点黏时，再把泡沫塑料压在一起。

3.切掉坐骨槽内的三面边角

15mm

15mm

4.对于悬吊式椅座的坐垫：在底座两边

（下侧）进行斜切（切出斜面）

●	 如图所示做出标记并切割。

●	 这样切割有助于坐垫底座与悬吊式轮椅椅座

的形状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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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把泡沫塑料顶层放在底座上面

●	 把底座和顶层一起放进坐垫套。

●	 两个泡沫塑料层不需要粘在一起。

●	 如果顶层弄脏了或破损了，可以拿去清洗和晾干，或更换。

●	 可以在坐垫套内增加一个垫高层以增加坐骨槽的深度。

泡沫塑料减压坐垫的常见问题

你如何决定坐垫套使用哪种面料？

●	 如果可能，选择有弹性的面料。如果能得到防水面料是非常好的。如果面料是防水的，要确保

它不是太厚，否则皱褶会在轮椅使用者的皮肤上产生压痕，这样会导致压疮。

●	 选择范围将取决于可得到的面料，有时选择范围是有限的。

●	 如果有了一个选择而你不能确定，让轮椅使用者尝试不同的面料。

●	 轮椅服务人员将通过尝试不同的面料积累经验。

这种坐垫适用于所有的轮椅使用者吗？

●	 不，这种坐垫不适用于所有的轮椅使用者。

●	 然而，这种坐垫的一个优点是很容易进行修改。

这种坐垫会越坐越热吗？或会引起出汗吗？

●	 泡沫塑料坐垫会越坐越热并引起出汗。

●	 然而，这种坐垫在其他许多方面表现良好，所以热是一种折中。

所有的轮椅使用者都需要减压坐垫吗？

●	 不是，不是所有的轮椅使用者都需要减压坐垫。

●	 根据本教程中已讲的压疮风险因素来评定轮椅使用者是否有发生压疮的风险。

●	 这种坐垫可能不只在减压时需要。即使对于没有发生压疮风险的轮椅使用者，这种坐垫也能够

提高舒适度并改善坐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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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坐垫在使用时前后颠倒或上下倒置，会有什么后果？

●	 坐垫将不能正常使用，甚至可能增加发生压疮的风险。

●	 应该确保轮椅使用者，以及（相关的）家庭成员懂得如何正确地使用和保养坐垫。

●	 如果有必要，在坐垫上标记“前”和“后”或者“上”和“下”。

这种坐垫适用于儿童吗？

●	 是的，这种坐垫可适用于儿童。然而，坐骨槽需要做小些。参见上面如何算出儿童型坐垫尺寸

的内容。

●	 很多使用轮椅的儿童需要附加体位支撑，但是这种坐垫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体位支撑。

坐垫适配

随时检查坐骨使其正好坐在坐骨槽内，而不是坐在坐骨槽
边缘或是坐垫凸起的部分
在为轮椅使用者适配减压坐垫时应该要检查
●	 坐骨下的压力是“安全的”（参见上面“如何检测减压

坐垫是否工作”的内容）
●	 坐骨坐在坐骨槽里面而不是坐在坐骨槽边缘或坐垫顶层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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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适配

适配包含什么内容？
在适配过程中，轮椅使用者和轮椅服务人员一起检查：

●	 轮椅的尺寸是正确的并且已经进行了所有必要的改制和调整以确保其处在最佳适配；

●	 轮椅和坐垫能够让轮椅使用者得到支撑并使其坐直；

●	 如果开具了减压坐垫的处方，坐垫真正能减压。

适配中的良好实践
● 只要有可能，应由同一个人进行评定和适配

● 应该检查轮椅在静止状态下，以及当轮椅使用者自行推进或由协助人员推行时候的适配情况

● 按照如下顺序进行适配：

 1. 检查尺寸和调整；

 2. 检查姿势；

 3. 检查压力；

 4. 当轮椅使用者移动过程中，检查是否适配

● 使用提供的适配检查表记住每一个步骤

检查尺寸和调整
椅座宽度

适配 基本没有间隙

如何检查
●	 你的手指在轮椅使用者大腿外侧和轮椅侧面之间滑动。你的手指

应该感觉到舒适而没有被夹

对于下肢感觉丧失的轮椅使用者，重要的是确保轮椅的侧边不要压
迫大腿。轮椅侧边作用在大腿上的坚硬压力可能会引起压疮

椅座深度

适配 腘窝和坐垫之间有两个手指（30毫米）的间隙

如何检查
●	 检查轮椅使用者是否坐直
●	 手在坐垫与腘窝之间滑动，应该有两个手指（30mm）的间隙。腿

长的轮椅使用者可能会有更大的间隙。60mm以内都是可以接受的
●	 手在小腿后部向下滑动并确保它不碰到椅座或坐垫
●	 应该检查轮椅的两侧

正确的椅座深度使大腿得到良好的支撑。这将减少坐骨下的压力并
有助于防止压疮的发生。如果椅座太深，轮椅使用者将不能坐直。
如果左右两腿长度不同，根据较短腿的测量值开具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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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板高度

适配 大腿平放在坐垫上没有间隙。双脚平放在脚踏板上没有间隙

如何检查
●	 手在大腿和坐垫之间滑动。整个大腿的压力应该均等并且（大腿

和坐垫之间）没有间隙
●	 查看脚踏板上的每只脚。脚的前部和后部应平放在脚踏板上并且

没有间隙

如果大腿下面有间隙，则脚踏板可能太高。如果脚下面有间隙，则
脚踏板可能太低

靠背高度

适配 靠背高度应该使轮椅使用者得到所需要的支撑并且活动量大的轮椅
使用者可以自由地推轮椅

如何检查
●	 询问轮椅使用者靠背是否舒适。
●	 观察臀部上方的躯干是否平衡。
●	 靠背妨碍轮椅使用者推轮椅吗？

靠背的高度取决于使用者的需求。自己推轮椅的使用者要求靠背不要妨碍其肩膀自由地移动。坐直有
困难的轮椅使用者需要更高的靠背使脊柱得到更多的支撑
轮椅评定表上有两个靠背高度测量值（参阅步骤2单元：评定，“进行测量”部分的内容）。由于有
时在评定过程中不确定轮椅使用者将会觉得哪个靠背高度最舒适，所以要进行两次测量

如果轮椅使用者：
●	 健康并且活动量大
●	 具有良好的平衡能力，可以轻松地坐直
●	 自己主动地推轮椅并且需要好的活动自由度
可选用支撑胸腔下缘高度的靠背
靠背高度D（胸腔下缘）

如果轮椅使用者：
●	 可能很快感觉疲惫，例如老年人或进行性疾病患者；
●	 坐直有一定难度。
可选用支撑肩胛下角高度的靠背，这个靠背高度仍然让轮椅使用者
的肩膀活动有一定的自由度且可以用双臂推轮椅。
靠背高度E（肩胛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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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轮的位置–对于手动轮椅

适配 当轮椅使用者的双手放在手推圈上时，其肘部应该成直角

如何检查
●	 让轮椅使用者紧握手推圈顶部的位置，肘部应该屈曲成90°
●	 还要从平衡性的角度，与使用者一起检查轮椅后轮的位置是否合

适（后轮向前调适用于活跃的使用者，向后调比较安全）

如果轮椅使用者需要后轮定位在“安全”（进一步向后）的位置，
这可能意味着双臂要进一步向后才是推轮椅的理想位置。要向轮椅
使用者说明这种利弊
如果后轮的位置有任何调整，刹车也需要进行调整并且重新检查

座高–对于脚驱动的轮椅

适配
●	 在轮椅使用者坐直的情况下，骨盆后部可以舒适地倚着靠背，他

/她应该能够把双脚平放在地面上

如何检查

让轮椅使用者坐着时骨盆后部倚着靠背、推行轮椅的脚平放在地面
上。检查双脚是否可以平放在地面上

如果椅座太高，轮椅服务人员可以尝试：
●	 降低坐垫的高度
●	 更换一个比原椅座低的硬椅座（听取技术意见是否支持这样做）
对于只用单脚推轮椅，另一只脚搁在脚踏板上的轮椅使用者，检查
放在脚踏板上的那只脚的坐骨下的压力（请参阅A.7单元：坐垫，
“如何检测减压坐垫是否工作”部分的内容）

检查姿势

	

从侧面和前面观察轮椅使用者是如何坐在轮椅上的，使用
者是坐直的姿势吗？

有些轮椅使用者喜欢把脚向后收，一些轮椅的设计允许这
样做。
如果轮椅使用者觉得舒适并且可以保持平衡，这是可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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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压力
对于有发生压疮风险的每位轮椅使用者，检查坐骨下的

压力是否安全。

在轮椅使用者移动过程中检查适配

适配过程的最后部分是在轮椅使用者移动过程中检查适配。如果轮椅使用者不能独立地推轮椅，

让一位家人/护理者推轮椅。

查看什么：

●	 靠背允许轮椅使用者自由地移动双肩来推轮椅吗？

●	 轮椅使用者的双脚放在脚踏板上了吗？

●	 后轮的位置对使用者正确吗？

轮椅适配检查表

1.轮椅准备好了吗？

轮椅已经检查且能确保安全使用以及所有的部件都正常工作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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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查尺寸并调整
椅座宽度

基本没有间歇
□ 椅座深度

腘窝与椅座/坐垫
之间有两个手指
的间隙

□

脚踏板高度：

大腿平放在坐垫上没有空隙。双脚平放在脚踏板上没有空隙
□

靠背高度：

轮椅使用者得到所需的支撑并且可以自由地推轮椅（如果是自推式）
	

□

后轮的位置（用手推轮椅）：

当轮椅使用者的手臂垂下来的时候，应与后轮的轴线一致
当使用者的双手放在手推圈上时，其肘部应该成直角

□

刹车：刹车能正常工作吗？ □

座高（用脚推轮椅）：

在轮椅使用者坐直的情况下，其背部很舒适地倚着靠背，同时双脚可
以平放在地面上

□

3.检查姿势

轮椅使用者能舒适地坐直吗？ □

从侧面检查姿势 □

从前/后面检查姿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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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检查压力
对有发生压疮风险的轮椅使用者，检查坐骨下的压力

A 向轮椅使用者说明检查的目的和内容

B 让轮椅使用者向前倾或向上撑起
把手指尖放在轮椅使用者坐骨下

C 让轮椅使用者向后坐在你的手指上

确保轮椅使用者双手放在大腿上坐直

D 确定压力等级：

1级=安全级：指尖可以上下摆动5mm或更多

2级=警告级：指尖不能摆动，但是可以轻易地抽出

3级=不安全级：指尖被压得很紧，手指很难抽出

E 在另一边的坐骨下重复以上步骤

5.在轮椅使用者移动过程中检查适配

靠背允许轮椅使用者自由地移动双肩来推轮椅吗？ □

靠背给轮椅使用者足够的支撑吗？ □

轮椅使用者的双脚放在脚踏板上了吗？ □

使用者轮椅后轮的位置正确吗？ □

6.措施？

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吗？在轮椅使用者的档案上写下采取的措施 □

记住：适配后的下一个步骤是使用者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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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

有时为使可得到的轮椅正确地适配轮椅使用者，服务人员会遇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因为：

●	 可得到的轮椅种类和尺寸有限。

●	 轮椅使用者需要附加的支撑才能舒适地坐直。

以下是针对一些常见问题的简单解决方案。中级教程中会有关于轮椅改制并提供更多体位支撑的

更详细内容。

所有这些解决方案都假设已经从可得到的轮椅中为轮椅使用者选出了尺寸最接近的轮椅。在改制轮

椅前应该要检查这项内容。

问题：椅座深度太短

如果椅座深度（从前到后）比轮椅使用者所需的椅座深度（对于成年人）短100mm以上，这就是问

题。使用者将得不到椅座足够的支撑，不能舒适地坐在轮椅上。减压效果也随之降低。所以需要延长椅

座深度。

解决方案：有3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如下所述：

解决方案 注意

1.通过延长椅座固定杆并且更换椅座面料延长轮椅椅座深度

●	 如果是可折叠框架式轮椅，检查椅座固定杆是
否是“专用的”。如果是“专用的”，这就意
味着椅座固定杆不是轮椅架整体的一部分

●	 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延长椅座固定杆并且更
换新的长度合适的椅座面料

2.通过更换椅座面料延长轮椅椅座深度。

如果是带有装饰面料的固定框架式轮椅，检查椅
座固定杆是否比椅座面料长。
如果椅座固定杆比椅座面料长，就可以用新的长
度合适的装饰面料替换原有的装饰面料

3.通过增加一块带坐垫的硬板延长轮椅椅座深度。

●	 硬质椅座可以用木材、塑料或其他任何不会弯
曲或开裂的硬质材料制成

●	 该椅座可固定在椅座固定杆的顶部
●	 增加一个与新椅座宽度和深度相同的坐垫

●	 确保新的椅座是坚固的，足以承载轮椅使用者的
体重。检查新椅座超出现有轮椅椅座的那部分是
否弯曲或开裂

●	 应该要确保为每位轮椅使用者的硬质椅座配坐垫
●	 硬质椅座和坐垫将会使轮椅使用者的高度上升，

因此在适配过程中要检查靠背和脚踏板的高度是
否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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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椅座深度太长

如果现有最短椅座的深度还是太长，轮椅使用者将不可能坐直。这就需要缩短椅座深度。

解决方案：有一种解决方案如下所述
解决方案 注意事项

缩短轮椅椅座深度

●	 在现有的椅座上标记出需要的椅座深度
●	 如果椅座是由装饰面料制成的，取下装饰面

料，把它改短（使用工业缝纫机），然后放回
原处

●	 如果椅座是硬的，取下椅座，把它改短，然后
放回原处

●	 按照新的椅座深度缩短坐垫

●	 当切割硬椅座时，应该确保所有边缘都光滑并
且无碎裂

●	 当切割坐垫时，应该从前面切割，以便坐垫后
部的减压效果保持不变

问题：脚踏板高度太低

如果脚踏板高度太低，轮椅使用者就不能把双脚舒适地放在脚踏板上。这会引起他/她在轮椅上向

前滑，或感觉不稳定。这使其得不到足够的支撑而无法舒适地坐直。所以需要升高脚踏板。

解决方案：有两种解决方案如下所述
解决方案 注意事项

1.通过缩短脚踏板固定杆提高脚踏板的高度

●	 对于大多数四轮轮椅，脚踏板固定杆都可以切
割变短

应该确保调整后的装置仍然正常工作

2.通过垫高脚踏板提高脚踏板的高度

●	 使用木材或其他坚固的材料增加脚踏板的高度
确保轮椅使用者在转移过程中，垫块不要阻挡脚
踏板外转

通过垫高脚踏板的方法提高脚踏板（在此插图

中只垫高了一边的脚踏板以放置较短的一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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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脚踏板高度太高

如果脚踏板的高度太高，轮椅使用者就不能把大腿舒适地放在椅座上。脚踏板太高会增加坐骨下的

压力。因此需要把脚踏板降低。

解决方案：有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如下所述

解决方案 注意事项

1.通过延长脚踏板固定杆中的内部延伸管降低脚踏板高度

●	 检查脚踏板固定杆内部延伸管是否可以
用更长的管替换。

●	 如果可以，用具有相同直径和强度的类
似长管替换

要确保脚踏板不要调得太低以致碰到地面。如果发生这样
的情况，应尝试用第二种方法。如果还是不行，说明这辆
轮椅不适合轮椅使用者

2.增加坐垫高度

●	 增加坐垫高度，或者通过在坐垫下面垫
上一些结实的物体来抬高坐垫

不要使用软泡沫塑料增加坐垫高度。泡沫塑料很容易压
缩，而且也让轮椅使用者感觉不稳定。在适配过程中要检
查靠背和扶手是否处在正确的高度，较高的坐垫将使轮椅
使用者的高度上升
检查坐垫升高后是否产生功能性问题。例如，轮椅使用者
可能无法靠近桌子或工作台

问题：腿内收或外展

有时轮椅使用者的腿内收或外展，这可能是由于他们习惯性的坐姿，或者是身体原因（例如肌肉无

力）造成的。对轮椅椅座或坐垫进行简单的调整有助于减少这个问题。

解决方案：有三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如下所述

解决方案

1.复查脚踏板高度

确保脚踏板的高度能让轮椅使用者得到正确的支撑（双脚和双大腿下应该能感受到均匀的压力）

2.检查轮椅椅座松紧是否适度

●	 如果轮椅的椅座是装饰面料做的，要确保椅座是绷紧的
●	 如果椅座是松弛的，这会使轮椅使用者的双腿内收

3.在坐垫上增加楔形块以支撑大腿于中立位（如DVD和插图所示）或必要时提供波形坐垫或改制坐垫

●	 一些波形的减压坐垫在大腿之间有一个凸起，这将有助于保持双腿舒适地分开。如果需要的话，凸
起可以升高，使用者可得到额外的支撑

●	 一些波形的减压坐垫上有凹槽用于放置大腿。凹槽的边缘可以升高以阻止大腿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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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楔形块加在坐垫前部中间的位置有助于轮椅使用者的

双腿保持在稍微分开的状态。

把楔形块加在坐垫前部两边的位置有助于轮椅使用者保

持双腿的稳定，不会外展。

问题：双脚容易从脚踏板滑落

有时轮椅使用者的双脚从脚踏板上滑落。这种现象经常是由于身体原因（例如肌肉无力或

肌肉痉挛）引起的。

解决方案：有三种解决方案如下所述

解决方案 注意事项

1.复查脚踏板的高度

●	 确保脚踏板的高度能让轮椅使用者得到正确的支撑
（双脚和双大腿下应该能感受到均匀的压力）

2.调整脚踏板的角度（如果可能）

●	 检查脚踏板的角度是否可调
●	 如果可以，尝试增加脚踏板的角度。这会有助于轮

椅使用者的双脚保持在合适的位置

检查脚下仍然有均匀的压力

3.增加一条带子

●	 在脚踏板固定杆的脚踝水平位置附加一条带子
●	 如果双脚常常向后滑落，就把带子系在双腿的后面
●	 如果双脚常常向前滑落，就把带子系在双腿的前面

确保能很容易地拿开带子，以便轮椅使用者可
以轻松地上下轮椅。
检查轮椅使用者是否无需帮助就能摸到带子，
而且能够轻松地系上并解开带子

学员手册－改蓝样-�0-��.indd   �� �0��-�0-��   ��:0�:0�



��

小腿带能有助于轮椅使用者的双腿保持在合适的位置。

固定在脚后面的带子可以使脚部得到更多支撑，有助于防止轮椅使用

者的双腿从脚踏板的后面滑落。

问题：轮椅太宽

有时现有的最窄轮椅对轮椅使用者来说仍然太宽，如果轮椅椅座太宽，轮椅使用者将很难坐直，并

且有可能向一边倾倒。一些简单的泡沫塑料垫块能有助于使轮椅使用者得到支撑并使其坐直。

解决方案：有一种解决方案如下所述
解决方案 注意事项

在骨盆两侧添加泡沫塑料垫块
●	 测量轮椅使用者（当他/她坐在轮椅中间并且其

背部靠在轮椅靠背上时）与轮椅每一边扶手之
间的空隙

●	 剪切并添加泡沫塑料垫块，把轮椅使用者侧面
与轮椅侧边之间的空隙填满

●	 检查适配
●	 把泡沫塑料垫块包上并贴好
如果轮椅的扶手是牢固的，就把垫块贴在扶手
上，同时也要贴在坐垫的上面

垫块的长度只需要到达使用者躯干的前缘
确保坐垫与椅座宽度相符
如果轮椅很宽，轮椅使用者会很难伸到手推圈。
手伸得过长推手推圈会引起肩部受伤。所以在开
轮椅处方（选择）之前，要仔细考虑轮椅对于使
用者是否安全

泡沫塑料垫块可以减少轮椅内部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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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使用者培训

轮椅的信息资讯和培训能帮助很多轮椅使用者真正受益于自己的轮椅。没有这一步，轮椅使用者将

无法发挥轮椅的最大功效。

对轮椅使用者有用的技能是什么？

记得要教给轮椅使用者的六件最重要的事情是：

●	 如何操作轮椅；

●	 如何上下轮椅（转移）；

●	 如何移动轮椅，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	 如何预防压疮以及如果发生压疮后该怎么办；

●	 如何在家保养轮椅和坐垫；

●	 如何有问题该怎么办？

在下页的检查表中列出了轮椅使用者可能需要学习的专门技能。一些轮椅使用者已经具备了这些技

能，并非所有的技能对所有轮椅使用者都至关重要。

服务人员可以使用检查表选择轮椅使用者需要的内容进行培训。这由评定决定，并通过面谈告诉轮

椅使用者。一些服务单位把检查表做成一个表格，保存在轮椅使用者的档案里。在这种情况下，本检查

表也可以用来记录已经提供的培训内容。

应该了解轮椅使用者是否愿意让他/她的护理者也一同参与学习轮椅技能。许多轮椅使用者是由他

们的家人或护理者照顾的，每个相关人员都参与学习如何使用和维护轮椅是有用的。

如何成功地对轮椅使用者进行培训

● 了解轮椅使用者已经掌握的技能

● 讲解、演示，然后让轮椅使用者实操练习

● 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 让轮椅使用者互教互学

● 运用良好的沟通技巧

● 要善于鼓励轮椅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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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椅使用者培训检查表
需要教的技能 已经教的技能

操作轮椅

折叠轮椅 □ □

抬起轮椅 □ □

使用快拆轮 □ □

使用刹车 □ □

使用坐垫（包括正确摆放） □ □

转移

独立转移 □ □

在协助下转移 □ □

其他 □ □

轮椅移动

正确地推轮椅 □ □

上下斜坡 □ □

上下台阶 □ □

在不平的地面上推轮椅 □ □

翘前轮基本技巧 □ □

预防压疮

检查压疮 □ □

减压技术 □ □

营养膳食并且充足饮水 □ □

如果发生压疮，该怎么办？ □ □

在家保养轮椅

清洁轮椅，清洗并晾干坐垫和坐垫套 □ □

为活动部件上油 □ □

如果是充气轮胎，给轮胎打气 □ □

拧紧螺母和螺栓 □ □

拧紧辐条 □ □

检查装饰面料 □ □

检查是否生锈 □ □

检查坐垫 □ □

如果出现问题，该什么办？

轮椅需要维修 □ □

轮椅不适配或不舒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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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保养，维修和随访

定期维护轮椅和坐垫将节省维修费用，延长轮椅使用的寿命并防止使用者的身体受伤甚至受到长

期损害。经过维护的轮椅将更加舒适、高效节能而且使用更方便。经过保养的坐垫将继续让使用者获得

有效的减压和支撑。

轮椅服务人员有责任教会轮椅使用者在家中如何保养自己的轮椅和坐垫。

减少维修：家庭保养

轮椅使用者在家中有6种方法保养自己的轮椅和坐垫。服务人员需要向轮椅使用者演示在家中如何

保养轮椅和坐垫，并向其讲解这样做的重要性。关于保养轮椅和坐垫需要做什么、其重要性以及如何

做，见以下表格。

当地维修轮椅的资源

找出你所在当地能够帮助修理轮椅的人。

可能修理轮椅的人或地方包括：

● 自行车修理店；

● 摩托车或汽车维修店；

● 车间：焊工、水暖工（金属部件）、木工、家具制造者（木制部件）；

● 轮椅使用者、轮椅使用者的家庭成员、亲戚或邻居；

● 可以修理轮椅装饰面料的裁缝；

● 轮椅服务机构

如何在家里保养轮椅
重要性 做法

1.清洁轮椅和坐垫 防止金属部件生锈。防止木制部
件和装饰面料腐烂。防止污垢刮
擦造成活动部件损坏

用温水和少许肥皂。清洗并晾干
注意活动部件以及装饰面料与轮
椅架连接处
把坐垫从套中抽出来分开清洗
坐垫应放在阴暗处晾干，避免阳
光直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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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 做法

2.为活动部件上油 保持部件平稳地运行。防止生锈 首先清洗并擦干轮椅
使用某种润滑油，例如轴承油
用润滑油为所有活动部件上油

3.为轮胎充气（如果是充气胎）
轮胎的寿命将更长。推轮椅更轻
松、更省力。将使刹车正常工作

用拇指横压轮胎检查压力。轮胎
稍微下陷（大约5mm）
每个轮胎的压力应相同。用自行
车气筒或类似气筒打气。通过阀
门放气可降低轮胎的压力

4.拧紧螺母和螺栓（如果松动） 螺栓松动会引起部件不必要的活
动。
这会造成轮椅使用者不舒适，并
使部件磨损或丢失

检查轮椅上的螺栓或螺母是否松
动
用扳手拧紧松动的螺栓或螺母。
不要过紧

5.拧紧辐条（如果松弛） 辐条松弛会引起车轮变形并损毁 沿轮子同时挤压相邻两根辐条。
当你轻轻拉动辐条时，辐条弯
曲。说明它可能太松了，要用辐
条扳手拧紧辐条
辐条有可能过紧。如果感觉辐条
非常僵硬，说明它可能太紧了，
需要拧松一点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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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 做法

6.做定期检查

检查是否生锈并检查装饰面料 生锈会降低材料的强度
会引起部件断裂，并可能导致轮
椅使用者受伤
只有良好的装饰面料，才能让轮
椅使用者得到支撑并使其舒适愉
快
如果装饰面料突然撕裂，轮椅使
用者有可能会受伤

检查喷漆的金属表面是否生锈/腐
蚀
如果发现生锈，用砂纸或钢刷除
去锈迹
用稀释剂和布清洗并重新涂漆
找出轮椅上的裂痕、磨损、污垢
或金属部件凸起
检查椅座和靠背的张力是否合适
如果装饰面料被扯裂或悬吊式椅
座的张力太松，都需要维修

检查坐垫 坐垫应该是清洁干燥的以保护皮
肤
坐垫的寿命比轮椅短
定期检查将帮助轮椅使用者了解
何时需要更换坐垫

从套中取出坐垫。检查坐垫套和
泡沫塑料上是否有磨损、污垢和
洞
如果坐垫磨损了，应交给轮椅服
务人员检查。可能需要更换坐垫

常见的轮椅和坐垫维修
轮椅和坐垫有时需要维修。这就需要轮椅服务人员能够进行维修，或为轮椅使用者提供建议，告诉

他们在哪里可以得到帮助。有些轮椅使用者非常善于自己维修轮椅，而其他轮椅使用者可能需要帮助。

知晓自己轮椅和坐垫的维修地点将使所有的轮椅使用者都受益匪浅。

什么是随访以及如何实施？

在轮椅使用者收到轮椅并且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后，轮椅服务人员要进行随访。预约随访有以下目

的：

●	 收集轮椅使用者的反馈信息；

●	 检查轮椅是否处在良好的工作状态；

●	 检查轮椅的适配情况。

所有的轮椅使用者都将受益于随访。然而，对以下使用者最为重要：

●	 儿童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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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发生压疮风险的轮椅使用者；

●	 有进行性疾病的轮椅使用者；

●	 接受任何培训和指导都有困难的轮椅使用者。

何时应该进行随访没有明确的规定，不过一般在轮椅交付后的6周之内进行随访通常是比较有用

的。这将取决于使用者的需要。然而，对于儿童来说，如果每6个月进行一次随访是比较理想的。这是因

为随着儿童的成长，他们的需求变化很快。

可以用家访的形式进行随访，也可以在轮椅服务中心或任意轮椅使用者和服务人员都适合的场所进

行随访。这取决于轮椅使用者是否能够前往轮椅服务中心，以及轮椅服务人员是否能够去使用者的家中

进行随访。

常见的随访内容：

●	 检查轮椅是否处在良好的工作状态；

●	 提供更多轮椅使用的技巧或培训;

●	 如果需要：

–	重新调整轮椅尺寸；

–	进行小型维修或上门保养；

–	组织大修或协助轮椅使用者安排修理。

用于指导随访的表格见下页。服务人员应该在随访后把所有需要采取的措施都记录下来。

进行预约随访的方法

●	 当轮椅使用者收到轮椅的时候，就和他们预约随访时间。

●	 在可能的情况下，到轮椅使用者的家中进行随访。

●	 把随访作为日常社区家访的一部分，由已经接受过培训的社区康复人员（CBR）对轮椅使用者

进行随访。

●	 如果交通困难并且轮椅使用者能够使用电话，可以安排电话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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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椅随访表

本表用于记录随访信息

1.轮椅使用者信息
轮椅使用者姓名： 	 编号：

适配日期： 	 	 随访日期：

随访人员姓名：

随访地点：轮椅使用者家里□	 轮椅服务中心□	 其他：□

2.面谈内容
记录应采取的措施：

您能如您所愿地使用轮椅吗？ 是□	 否□

如果不是，为什么？

您在使用轮椅的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吗？ 是□	 否□

如果有，是什么困难？

您在使用轮椅的过程中，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吗？ 是□	 否□

如果有，问题是什么。需要进一步的培训吗？

您有压疮吗？ 是□	 否□

如果有，请描述（位置和等级）。

您对自己轮椅的满意度用1～5如何评价？（1是不满意，5是非常满意） 评价

建议：

3.轮椅和坐垫的检查
轮椅是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并且可以安全地使用吗？ 是□	 否□

坐垫是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并且可以安全地使用吗？ 是□	 否□

如果以上两项有任何一项答案是否，请问是什么问题？

4.适配检查
轮椅正确适配吗？ 是□	 否□

如果不适配，是什么问题？

压力测试等级（1级=安全级，2级=警告级，3级=不安全级）
（轮椅使用者是否有发生压疮的风险）

左

右

轮椅使用者在静止、移动的情况下，能舒适地坐直吗？能一整天都这样坐吗？ 是□	 否□

如果不能，请问是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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