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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专用于胫腓骨牵引复位

的骨科医疗康复器械，主要包括支架、牵引装置、

夹持装置、护理组件、控制装置、电源装置；支架

包足板、安装块、安装立柱；牵引装置包括牵引电

机、滑块、牵引杆；夹持装置包括第一圆弧部、第

二圆弧部；护理组件包括固定套、理疗仪、理疗电

极片、负离子发生器；控制装置包括控制器、遥控

器；控制器与牵引电机、理疗仪、负离子发发生器

连接，遥控器与控制器连接，电源装置为牵引电

机、理疗仪、负离子发生器提供电源；本发明安全

性能高，治疗效果显著，适宜大量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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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专用于胫腓骨牵引复位的骨科医疗康复器械，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支架(1)、

牵引装置(2)、夹持装置(3)、护理组件(4)、控制装置(5)和电源装置(6)；所述支架(1)包括

足板(11)、安装块(12)、安装立柱(13)；所述牵引装置(2)包括牵引电机(21)、滑块(22)、牵

引杆(23)；所述夹持装置(3)包括第一圆弧部(31)、第二圆弧部(32)；所述护理组件(4)包括

固定套(41)、理疗仪(42)、理疗电极片(43)、负离子发生器(44)；所述控制装置(5)包括控制

器(51)、遥控器(52)；所述足板(11)上设置有固定带，所述安装块(12)活动设置在足板(11)

右端，所述安装立柱(13)固定设置在安装块(12)上表面，安装立柱(13)上设置有滑槽

(131)；所述牵引电机(21)设置在安装块(12)上表面，位于安装立柱(13)左侧；所述滑块

(22)活动设置在安装立柱(13)上，滑块(22)与牵引电机(21)通过所述牵引杆(23)连接；所

述夹持装置(3)有两个，其中一个夹持装置(3)设置在滑块(22)上，另外一个夹持装置(3)设

置在安装立柱(13)上，位于滑块(22)上端，夹持装置(3)内表面设置有滚珠(33)；所述第一

圆弧部(31)的一端和第二圆弧部(32)的一端通过转轴连接，第一圆弧部(31)的另一端外侧

面设置有卡齿(311)；第二圆弧部(32)的另一端内部活动设置有棘爪(321)，所述卡齿(311)

与棘爪(321)连接；第二圆弧部(32)另一端设置有开口(322)，第二圆弧部(32)外侧面设置

有旋钮(323)，所述旋钮(323)与棘爪(321)连接；所述固定套(41)包括两个弧形外壳(410)，

固定套(41)活动设置在安装立柱(13)上，位于两个夹持装置(3)之间，固定套(41)上设置有

锁扣组件，两个所述弧形外壳(410)之间活动连接；所述理疗仪(42)设置在弧形外壳(410)

外侧面，所述理疗电极片(43)设置在弧形外壳(410)内侧面，理疗电极片(43)与理疗仪(42)

连接；所述负离子发生器(44)设置在弧形外壳(410)外侧面，负离子发生器(44)通过导管与

弧形外壳(410)的内部导通；所述控制器(51)设置在安装立柱(13)上，控制器(51)与牵引电

机(21)、理疗仪(42)、负离子发发生器(44)连接；所述遥控器(52)上设置有牵引电机调节开

关、理疗仪控制开关、负离子发生器控制开关，遥控器(52)与控制器(51)连接，所述电源装

置(6)为牵引电机(21)、理疗仪(42)、负离子发生器(44)提供电源；

所述固定套(41)右侧设置有支杆(45)，安装立柱(13)内部设置有气缸(46)，固定套

(41)与所述气缸(46)通过支杆(45)连接，气缸(46)与控制器(51)连接，遥控器(52)上设置

有气缸调节开关，遥控器(52)与控制器(51)连接，电源装置(6)为气缸(46)提供电源；

所述滑块(22)上设置有滑轮(221)，滑块(22)与安装立柱(13)通过所述滑轮(221)、滑

槽(131)连接；

所述滚珠(33)设置有4-8个，均匀设置在夹持装置(3)内表面；

所述滚珠(33)为弹性塑料材质；

所述夹持装置(3)内侧面设置有海绵垫，所述海绵垫上设置有多个透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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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专用于胫腓骨牵引复位的骨科医疗康复器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专用于胫腓骨牵引复位的骨科医疗

康复器械。

背景技术

[0002] 骨科主要研究骨骼肌肉系统的解剖、生理与病理，运用药物、手术及物理方法保持

和发展这一系统的正常形态与功能。随着中医的发展中医治疗骨科疾病也逐渐被人们所追

捧，牵引治疗是骨科治疗中应用较广泛的治疗方法，牵引治疗是利用适当的持续牵引力达

到整复和维持复位。

[0003] 胫腓骨是胫骨与腓骨的合称，是人体中腿部的骨骼。胫骨干单骨折、胫腓骨干双

折、腓骨干单骨折在全身骨折中最为常见，因为生理位置的贴近和伤害多为并发，统称胫腓

骨骨折，10岁以下儿童尤为多见。其中以胫骨干单骨折最多，胫腓骨干双折次之，腓骨干单

骨折最少。胫骨是连接股骨下方的支承体重的主要骨骼，腓骨是附连小腿肌肉的重要骨骼，

并承担1/6的承重。胫骨中下1/3处形态转变，易于骨折，胫量上1/3骨折移位，易压迫腘动

脉，造成小腿下段严重缺血坏疽。胫骨中1/3骨折瘀血可关闭在小腿的骨筋膜室，增加室内

压力造成缺血性肌挛缩成坏疽。胫骨中下1/3骨折使滋养动脉断裂，易引起骨折，延迟愈合。

[0004] 现有的腿部牵引装置安装麻烦、费时费力且成本太高，同时在牵引支架的调节便

捷性上表现的很差，控制力度也不是很均匀，给医护人员带来很大的不便，并且传统的腿部

牵引套结构单一，不具备理疗功能，不能满足现代化骨科医疗更高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以上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方便调节、安全稳定、具有理疗功能

的专用于胫腓骨牵引复位的骨科医疗康复器械。

[0006] 本发明的设计方案为：一种专用于胫腓骨牵引复位的骨科医疗康复器械，主要包

括支架、牵引装置、夹持装置、护理组件、控制装置和电源装置；支架包括足板、安装块、安装

立柱；牵引装置包括牵引电机、滑块、牵引杆；夹持装置包括第一圆弧部、第二圆弧部；护理

组件包括固定套、理疗仪、理疗电极片、负离子发生器；控制装置包括控制器、遥控器；足板

上设置有固定带，安装块活动设置在足板右端，安装立柱固定设置在安装块上表面，安装立

柱上设置有滑槽；牵引电机设置在安装块上表面，位于安装立柱左侧；滑块活动设置在安装

立柱上，滑块与牵引电机通过牵引杆连接；夹持装置有两个，其中一个夹持装置设置在滑块

上，另外一个夹持装置设置在安装立柱上，位于滑块上端，夹持装置内表面设置有滚珠；第

一圆弧部的一端和第二圆弧部的一端通过转轴连接，第一圆弧部的另一端外侧面设置有卡

齿；第二圆弧部的另一端内部活动设置有棘爪，卡齿与棘爪连接；第二圆弧部另一端设置有

开口，第二圆弧部外侧面设置有旋钮，旋钮与棘爪连接；固定套包括两个弧形外壳，固定套

活动设置在安装立柱上，位于两个夹持装置之间，固定套上设置有锁扣组件，两个弧形外壳

之间活动连接；理疗仪设置在弧形外壳外侧面，理疗电极片设置在弧形外壳内侧面，理疗电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8433856 B

3



极片与理疗仪连接；负离子发生器设置在弧形外壳外侧面，负离子发生器通过导管与弧形

外壳的内部导通；控制器设置在安装立柱上，控制器与牵引电机、理疗仪、负离子发发生器

连接，控制器为市售产品；遥控器上设置有牵引电机调节开关、理疗仪控制开关、负离子发

生器控制开关，遥控器与控制器连接，电源装置为牵引电机、理疗仪、负离子发生器提供电

源。

[0007] 进一步的，固定套右侧设置有支杆，安装立柱内部设置有气缸，固定套与气缸通过

支杆连接，气缸与控制器连接，遥控器上设置有气缸调节开关，遥控器与控制器连接，电源

装置为气缸提供电源，控制器控制气缸，调节固定套的高度，使固定套紧贴患者患处，理疗

仪对患者患处进行理疗，负离子发生器通过导管为患者患处进行消毒、杀菌，提高理疗效

果。

[0008] 进一步的，滑块上设置有滑轮，滑块与安装立柱通过滑轮、滑槽连接，使得滑块在

安装立柱上的移动更加平稳，有助于减轻患者的疼痛。

[0009] 进一步的，滚珠设置有4-8个，均匀设置在夹持装置内表面，在对患者进行牵引复

位过程中，滚珠可以使夹持装置与患者身体部位之间的压力更加均匀，避免患者身体部位

局部受压过大，对患者造成伤害。

[0010] 进一步的，滚珠为弹性塑料材质，避免牵引过程中夹持装置与患者皮肤之间摩擦

过大，擦伤患者皮肤组织。

[0011] 进一步的，夹持装置内侧面设置有海绵垫，海绵垫上设置有多个透气孔，，避免夹

持装置夹持过紧，对患者造成二次伤害，透气孔的设置有利于患者受伤部位与外界进行空

气流通，避免细菌滋生，提高患者的舒适度，有利于牵引复位工作的进行。

[0012] 进一步的，棘爪前后两端均设置连接轴；第二圆弧部后端设置有安装槽，前端设置

有通孔；棘爪后端的连接轴设置在安装槽内，棘爪后端的连接轴设置在通孔内，并延伸出第

二圆弧部的前端，旋钮与棘爪前端的连接轴连接，棘爪前端的连接轴上设置有扭簧，当需要

取下夹持装置时，只需要扭动旋钮即可，高效便捷，使用扭簧可以使棘爪与卡齿连接更加紧

固，提高牵引复位的成功率。

[0013]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使用时，只需要用足板上的固定带对患者足部进行固定，将两

个夹持装置分别移动至患者受伤部位两侧；将第一圆弧部和第二圆弧部通过卡齿和棘爪固

定；通过控制器控制牵引电机启动，对患者受伤部位进行牵引复位治疗；牵引复位治疗结

束，控制器控制气缸启动，气缸推动支杆，使固定套紧贴患者患处，通过锁扣将两个弧形外

壳固定，负离子发生器为患者患处进行消毒处理，理疗电极片为患者进行治疗。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牵引复位装置为穿戴式，操作简单，高效

便捷；夹持装置通过卡齿可棘爪连接，方便对夹持装置紧固程度进行调节，棘爪上设置扭

簧，使得棘爪与卡齿连接更加稳固，提高了装置的安全性，有助于提高牵引复位治疗的成功

率；夹持装置内部设置滚珠和海绵垫，避免了在进行牵引复位治疗过程中，夹持装置拉伤患

者皮肤组织，对患者造成二次伤害；通过气缸调节固定套紧贴患者受伤部位，通过固定套实

现对患者受伤部位的包裹，负离子发生器对患者受伤部位进行消毒处理，理疗电极片对患

者受伤部位进行治疗，提高只治疗效果，缩短了患者的康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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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的夹持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的棘爪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本发明的固定套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是本发明的滑块与安装立柱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是本发明的控制器连接模块图；

[0021] 其中；1-支架、11-足板、12-安装块、13-安装立柱、131-滑槽、2-牵引装置、21-牵引

电机、22-滑块、221-滑轮、23-牵引杆、3-夹持装置、31-第一圆弧部、311-卡齿、32-第二圆弧

部、321-棘爪、3211-连接轴、3212-扭簧、322-开口、323-旋钮、33-滚珠、4-护理组件、41-固

定套、410-弧形外壳、42-理疗仪、43-理疗电极片、44-负离子发生器、45-支杆、46-气缸、5-

控制装置、51控制器、52-控器、6-电源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实施例：如图1-5所示的一种专用于胫腓骨牵引复位的骨科医疗康复器械，主要包

括支架1、牵引装置2、夹持装置3、护理组件4、控制装置5和电源装置6；支架1包括足板11、安

装块12、安装立柱13；牵引装置2包括牵引电机21、滑块22、牵引杆23；夹持装置3包括第一圆

弧部31、第二圆弧部32；护理组件4包括固定套41、理疗仪42、理疗电极片43、负离子发生器

44；控制装置5包括控制器51、遥控器52；足板11上设置有固定带，安装块12活动设置在足板

11右端，安装立柱13固定设置在安装块12上表面，安装立柱13上设置有滑槽131；牵引电机

21设置在安装块12上表面，位于安装立柱13左侧；滑块22活动设置在安装立柱13上，滑块22

上设置有滑轮221，滑块22与安装立柱13通过滑轮221、滑槽131连接；夹持装置3内侧面设置

有海绵垫，海绵垫上设置有多个透气孔，夹持装置3有两个，其中一个夹持装置3设置在滑块

22上，另外一个夹持装置3设置在安装立柱13上，位于滑块22上端，夹持装置3内表面设置有

滚珠33，滚珠33设置有6个，均匀设置在夹持装置3内表面，滚珠33为弹性塑料材质；第一圆

弧部31的一端和第二圆弧部32的一端通过转轴连接，第一圆弧部31的另一端外侧面设置有

卡齿311；第二圆弧部32的另一端内部活动设置有棘爪321，卡齿311与棘爪321连接，棘爪

321前后两端均设置连接轴3211；第二圆弧部32后端设置有安装槽，前端设置有通孔；棘爪

321后端的连接轴3211设置在安装槽内，棘爪321后端的连接轴设置在通孔内，并延伸出第

二圆弧部32的前端，旋钮323与棘爪321前端的连接轴3211连接，棘爪321前端的连接轴3211

上设置有扭簧3212；第二圆弧部32另一端设置有开口322，第二圆弧部32外侧面设置有旋钮

323，旋钮323与棘爪321连接；固定套41包括两个弧形外壳410，固定套41活动设置在安装立

柱13上，位于两个夹持装置3之间，固定套41上设置有锁扣组件，两个弧形外壳410之间活动

连接，固定套41右侧设置有支杆45，安装立柱13内部设置有气缸46，固定套41与气缸46通过

支杆45连接；理疗仪42设置在弧形外壳410外侧面，理疗电极片43设置在弧形外壳410内侧

面，理疗电极片43与理疗仪42连接；负离子发生器44设置在弧形外壳410外侧面，负离子发

生器44通过导管与弧形外壳410的内部导通；控制器51设置在安装立柱13上，控制器51与牵

引电机21、理疗仪42、负离子发发生器44、气缸46连接，控制器51为市售产品；遥控器52上设

置有牵引电机调节开关、气缸调节开关、理疗仪控制开关、负离子发生器控制开关，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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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与控制器51连接，电源装置6为牵引电机21、理疗仪42、负离子发生器44、气缸46提供电

源。

[0023]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使用时，只需要用足板11上的固定带对患者足部进行固定，将

两个夹持装置3分别移动至患者受伤部位两侧；将第一圆弧部31和第二圆弧部32通过卡齿

311和棘爪321固定；通过控制器51控制牵引电机21启动，对患者受伤部位进行牵引复位治

疗；牵引复位治疗结束，控制器控制气缸46启动，气缸46推动支杆45，使固定套41紧贴患者

患处，通过锁扣将两个弧形外壳410固定，负离子发生器44为患者患处进行消毒处理，理疗

电极片43为患者进行治疗。

[0024]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

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

围。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8433856 B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108433856 B

7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8

CN 108433856 B

8



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9

CN 108433856 B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