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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适用于儿科医用设备技术领域，

提供了一种儿科体检辅助设备，包括上下连接的

可弯曲灯柱和灯杆，所述灯杆的底部设有U型槽

且所述灯杆的底端连接灯座，所述灯杆上还连接

移动结构；所述灯柱的顶端设有安装座，所述安

装座上安装有照明结构。借此，本实用新型能够

稳定立于地面上，也方便移动位置，同时，辅助设

备能够进行各个角度的调节，也能够根据需要选

择不同的光强，方便医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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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儿科体检辅助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上下连接的可弯曲灯柱和灯杆，所述灯杆

的底部设有U型槽且所述灯杆的底端连接灯座，所述灯杆上还连接移动结构；所述灯柱的顶

端设有安装座，所述安装座上安装有照明结构；

所述移动结构包括设置于所述灯杆内部的齿轮箱槽，所述齿轮箱槽中设有齿轮箱，所

述齿轮箱连接把手和旋转轴，所述旋转轴的外面螺纹套接升降轴，所述旋转轴和升降轴都

位于所述灯杆的内部且所述升降轴能够在灯杆内上下移动，所述升降轴穿出所述灯杆后底

部连接移动座，所述移动座位于所述U型槽中，所述移动座的底端连接两个万向轮；

所述照明结构包括连接在所述安装座上的连接板，所述连接板通过第一转轴与第一连

接杆连接，所述第一连接杆通过旋转座连接第二连接杆，第二连接杆通过第二转轴连接灯

棍，灯棍上面设有条状灯管；所述照明结构还包括灯罩，所述灯罩的两端设有灯罩座，所述

灯罩座通过轴承连接所述灯棍；所述灯罩的灯罩面包括第一透光区、第二透光区和第三透

光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科体检辅助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灯座包括两个主座，两

个所述主座分别设置于所述灯杆的相对两侧，每个所述主座上均连接与其垂直的支座。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儿科体检辅助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座和支座的底部均设

有防滑垫。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儿科体检辅助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滑垫的底部设有花

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科体检辅助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齿轮箱中设有传动连接

的主动轮和从动轮，所述从动轮连接所述旋转轴，所述主动轮连接所述把手。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科体检辅助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转轴和连接板上都

设有用于固定所述第一转轴转动角度的销孔，所述销孔中穿设销子。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科体检辅助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转轴和旋转座上均

设有耳块，所述耳块上设有用于固定所述第二转轴和旋转座转动角度的耳眼，所述耳眼中

穿设销子。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科体检辅助设备，其特征在于，相邻两个所述透光区的分界

线平行于所述灯棍。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科体检辅助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灯罩座相对每个透光区

的位置分别设有一个限位槽，所述灯棍的端部设有与所述限位槽对应使用的限位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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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儿科体检辅助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儿科医用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儿科体检辅助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儿科体检是指对从胎儿到青春期儿童的有关促进生理及心理健康成长和疾病的

检查。目前，儿科检查包括呼吸、心血管、血液、肾脏、神经、内分泌与代谢、免疫感染与消化

以及小儿外科等项目，而在呼吸、免疫感染与消化以及小儿外科等诸多检查项目中都用到

照明辅助设备。

[0003] 现有技术中，照明辅助设备不能进行全方位的角度调节，当医生给二通检查时，如

果遇到光线不好，或者检查角度处于背光或者挡光时，只能调节患者的身体角度，给患者和

医生带来诸多不便；另外，现有技术中的照明辅助设备一般底部安装有万向轮，方便移动，

但是万向轮也会导致照明辅助装置不稳，如果不小心碰到就会发生移动，医生需要重新调

整照明辅助设备的位置，这种情况也给医生带来诸多不便。

[0004] 综上可知，现有技术在实际使用上显然存在不便与缺陷，所以有必要加以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上述的缺陷，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儿科体检辅助设备，其能够稳

定立于地面上，也方便移动位置，同时，辅助设备能够进行各个角度的调节，也能够根据需

要选择不同的光强，方便医生检查。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儿科体检辅助设备，包括上下连接的可

弯曲灯柱和灯杆，所述灯杆的底部设有U型槽且所述灯杆的底端连接灯座，所述灯杆上还连

接移动结构；所述灯柱的顶端设有安装座，所述安装座上安装有照明结构。

[0007] 所述移动结构包括设置于所述灯杆内部的齿轮箱槽，所述齿轮箱槽中设有齿轮

箱，所述齿轮箱连接把手和旋转轴，所述旋转轴的外面螺纹套接升降轴，所述旋转轴和升降

轴都位于所述灯杆的内部且所述升降轴能够在灯杆内上下移动，所述升降轴穿出所述灯杆

后底部连接移动座，所述移动座位于所述U型槽中，所述移动座的底端连接两个万向轮。

[0008] 所述照明结构包括连接在所述安装座上的连接板，所述连接板通过第一转轴与第

一连接杆连接，所述第一连接杆通过旋转座连接第二连接杆，第二连接杆通过第二转轴连

接灯棍，灯棍上面设有条状灯管；所述照明结构还包括灯罩，所述灯罩的两端设有灯罩座，

所述灯罩座通过轴承连接所述灯棍；所述灯罩的灯罩面包括第一透光区、第二透光区和第

三透光区。

[0009]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儿科体检辅助设备，所述灯座包括两个主座，两个所述主座分

别设置于所述灯杆的相对两侧，每个所述主座上均连接与其垂直的支座。

[0010]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儿科体检辅助设备，所述主座和支座的底部均设有防滑垫。

[0011]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儿科体检辅助设备，所述防滑垫的底部设有花纹。

[0012]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儿科体检辅助设备，所述齿轮箱中设有传动连接的主动轮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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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轮，所述从动轮连接所述旋转轴，所述主动轮连接所述把手。

[0013]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儿科体检辅助设备，所述第一转轴和连接板上都设有用于固定

所述第一转轴转动角度的销孔，所述销孔中穿设销子。

[0014]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儿科体检辅助设备，所述第二转轴和旋转座上均设有耳块，所

述耳块上设有用于固定所述第二转轴和旋转座转动角度的耳眼，所述耳眼中穿设销子。

[0015]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儿科体检辅助设备，相邻两个所述透光区的分界线平行于所述

灯棍。

[0016]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儿科体检辅助设备，所述灯罩座相对每个透光区的位置分别设

有一个限位槽，所述灯棍的端部设有与所述限位槽对应使用的限位杆。

[001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儿科体检辅助设备，通过设置上下连接的可弯曲

灯柱和灯杆，灯杆的底端连接灯座，灯杆上还连接移动结构；灯柱的顶端设有安装座，安装

座上安装有照明结构；辅助设备正常情况下，都是通过灯座稳定立于地面上，当需要移动

时，转动移动设备上的旋转轴，使升降轴在灯杆内向下移动，直到灯座离开地面，万向轮接

触地面，使辅助设备移动；同时，照明结构能够通过可弯曲灯柱、第一转轴、旋转座和第二转

轴进行各个方向的调节，使灯管能够调节到医生检查所需的最适角度；照明结构还能够通

过灯罩，根据外界环境不同的光照强度，调节使用最适合医生检查的光，使光线即适合医生

检查，也适合不同儿童对光的敏感度。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辅助设备能够

稳定立于地面上，也方便移动位置，同时，辅助设备能够进行各个角度的调节，也能够根据

需要选择不同的光强，方便医生检查。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底座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齿轮箱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是本实用新型照明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是本实用新型灯罩的仰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在图中：1-可弯曲灯柱，2-灯杆，21-U型槽；3-灯座，31-主座，32-支座，33-防滑垫；

4-安装座，5-齿轮箱槽，51-齿轮箱，511-主动轮，512-从动轮；52-把手，53-旋转轴，54-升降

轴，55-移动座，56-万向轮；6-连接板，61-第一转轴，611-销孔；62-第一连接杆，621-旋转

座，622-第二连接杆；63-第二转轴，64-灯棍，641-灯管，642-限位杆；65-灯罩，651-灯罩座，

652-第一透光区，653-第二透光区，654-第三透光区，655-限位槽；66-轴承；67-耳块，671-

耳眼。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

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实用新

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5] 参见图1，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儿科体检辅助设备，包括上下连接的可弯曲灯柱

1和灯杆2，灯杆2的底部设有U型槽21且灯杆2的底端连接灯座3，灯杆2上还连接移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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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柱1的顶端设有安装座4，安装座4上安装有照明结构。

[0026] 参见图2，灯座3包括两个主座31，两个主座31分别设置于灯杆2相对两侧，每个主

座31上均连接与其垂直的支座32，本实用新型设置两个支座32能够提高整个辅助设备的稳

定性；主座31和支座32的底部均设有防滑垫33，增大主座31和支座32底部的摩擦力，使辅助

设备稳定立于地面上，防滑垫33的材质为橡胶，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防滑垫的底部设有花

纹，进一步提高摩擦力。

[0027] 移动结构包括设置于灯杆2内部的齿轮箱槽5，齿轮箱槽5中设有齿轮箱51，齿轮箱

51连接把手52和旋转轴53，把手52穿出灯杆2，旋转轴53的外面螺纹套接升降轴54，旋转轴

53和升降轴54都位于灯杆2的内部且升降轴54能够在灯杆2内上下移动，升降轴54穿出灯杆

2后底部连接移动座55，移动座55位于U型槽21中，移动座55的底部连接两个万向轮56；参见

图2，移动座55与灯座3垂直设置，互不影响。

[0028] 参见图3，齿轮箱51中设有传动连接的主动轮511和从动轮512，从动轮512连接旋

转轴53，主动轮511连接把手52。

[0029] 辅助设备正常情况下，都是通过灯座3稳定立于地面上，当辅助设备需要移动时，

转动把手52，旋转轴53转动，由于升降轴54底部连接的移动座55可以卡在U型槽21中，因此，

升降轴54不会随旋转轴53一起转动，而是在灯杆2内向下移动，直到两个万向轮56落到地面

上，继续转动把手52，灯座3离开地面，辅助设备在万向轮56的作用下，可以进行随意移动。

[0030] 参见图4，照明结构包括连接在安装座4上的连接板6，连接板6通过第一转轴61与

第一连接杆62连接，第一连接杆62通过旋转座621连接第二连接杆622，第二连接杆622通过

第二转轴63连接灯棍64，灯棍64上面设有条状灯管641，灯管641提供白光，一般选用LED灯。

[0031] 使用过程中，第一转轴61可以进行上下调节，旋转座621可以进行垂直于纸面方向

的调节，第二转轴63可以进行左右方向的调节，另外，可弯曲灯柱1也可以进行弯曲调节，使

灯管641能够调节到医生检查所需的最适角度。

[0032] 第一转轴61和连接板6上都设有用于固定第一转轴61转动角度的销孔611，当第一

转轴61转动角度合适之后，将销子插入销孔611中进行固定；第二转轴63和旋转座621上设

有耳块67，耳块67上设有用于固定第二转轴63和旋转座621转动角度的耳眼671，当第二转

轴63和旋转座621转动角度合适之后，也可以插入销子进行固定。

[0033] 参见图4和图5，照明结构还包括灯罩65，灯罩65的横截面形状为圆柱形；灯罩65的

两端设有灯罩座651，灯罩座651通过轴承66连接灯棍64，使灯罩65套接在灯棍64的外面且

能够以灯棍64为中心轴进行旋转；灯罩65的灯罩面平均分为三个透光区，分别为第一透光

区652、第二透光区653和第三透光区654，相邻两个透光区的分界线平行于灯棍64；三个透

光区可以分别设置透过不同光照强度、不同颜色的光，例如，第一透光区652透过黄光，第二

透光区653透过比第一透光区652稍强的黄光，第三透光区654透过白光，根据外界环境不同

的光照强度，转动灯罩65调节使用最适合医生检查的光，使光线适合医生检查，也适合不同

儿童对光的敏感度。当调节好灯罩65的透光区后，为了保证灯罩65不会相对于灯棍64进行

随意转动，灯罩座651相对每个透光区的位置分别设有一个限位槽655，灯棍64的端部设有

与限位槽655对应使用的限位杆642，使用时，将限位杆642插入相应位置的限位槽655中，既

可以将灯罩65的位置限定。

[0034]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上下连接的可弯曲灯柱和灯杆，灯杆的底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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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座，灯杆上还连接移动结构；灯柱的顶端设有安装座，安装座上安装有照明结构；辅助设

备正常情况下，都是通过灯座稳定立于地面上，当需要移动时，转动移动设备上的旋转轴，

使升降轴在灯杆内向下移动，直到灯座离开地面，万向轮接触地面，使辅助设备移动；同时，

照明结构能够通过可弯曲灯柱、第一转轴、旋转座和第二转轴进行各个方向的调节，使灯管

能够调节到医生检查所需的最适角度；照明结构还能够通过灯罩，根据外界环境不同的光

照强度，调节使用最适合医生检查的光，使光线即适合医生检查，也适合不同儿童对光的敏

感度。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辅助设备能够稳定立于地面上，也方便移动位

置，同时，辅助设备能够进行各个角度的调节，也能够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光强，方便医生

检查。

[0035] 当然，本实用新型还可有其它多种实施例，在不背离本实用新型精神及其实质的

情况下，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当可根据本实用新型作出各种相应的改变和变形，但这些

相应的改变和变形都应属于本实用新型所附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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