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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动升降医疗灯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动升降医疗灯，包括底

座，所述底座的顶面固定有下导向套座，下导向

套座的顶面固定有主连接板，升降螺杆的下端插

套在主连接板的中部具有的中心通孔中，升降螺

杆的下端成型有主环形板，主环形板的底面中部

成型有花键轴部，花键轴部的底端成型有下竖直

柱，主环形板的顶面靠近主连接板的底面，花键

轴部上插套有传动齿轮，传动齿轮的边部插套在

下导向套座的上部内侧壁上成型有的环形凹槽

中，下导向套座的内部的中部固定有中间连接

板，中间连接板的侧壁固定在下导向套座的内侧

壁上；它可以自动升降调节高度，而且其调节高

度并不需要卡置结构，使得其升降螺杆和提升套

管等部件不容易变形，保证正常的升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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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动升降医疗灯，包括底座(10)，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0)的顶面固定有下导

向套座(11)，下导向套座(11)的顶面固定有主连接板(12)，升降螺杆(13)的下端插套在主

连接板(12)的中部具有的中心通孔(121)中，升降螺杆(13)的下端成型有主环形板(131)，

主环形板(131)的底面中部成型有花键轴部(132)，花键轴部(132)的底端成型有下竖直柱

(133)，主环形板(131)的顶面靠近主连接板(12)的底面，花键轴部(132)上插套有传动齿轮

(14)，传动齿轮(14)的边部插套在下导向套座(11)的上部内侧壁上成型有的环形凹槽

(111)中，下导向套座(11)的内部的中部固定有中间连接板(15)，中间连接板(15)的侧壁固

定在下导向套座(11)的内侧壁上，中间连接板(15)的顶面固定有支撑套体(141)，支撑套体

(141)的内侧壁上固定有自润滑套(142)，下竖直柱(133)插套在自润滑套(142)中，支撑套

体(141)的顶面固定有下环形自润滑板(143)，传动齿轮(14)的底面紧贴下环形自润滑板

(143)，传动齿轮(14)的顶面紧贴主环形板(131)的底面中部具有的压紧块的底面；

所述下导向套座(11)的上部外侧壁上固定有横向板(16)，横向板(16)的底面固定有驱

动电机(17)，驱动电机(17)的输出轴穿过横向板(16)并固定有驱动齿轮(171)，驱动齿轮

(171)的边部插套在下导向套座(11)的上部外侧壁上成型有的插槽(112)中并与传动齿轮

(14)相啮合，插槽(112)与环形凹槽(111)相通；

所述升降螺杆(13)的顶端螺接有提升套管(20)，提升套管(20)的顶面中部成型有螺接

套管部(21)，灯罩座(22)螺接在螺接套管部(21)上，灯罩座(22)的顶端固定有鹅颈管(23)，

鹅颈管(23)的顶端固定有灯罩(24)，灯罩(24)内安装有照明灯体；

所述提升套管(20)的外侧壁上固定有导向套管(25)，主连接板(12)的一侧顶面固定有

竖直导向管(19)，竖直导向管(19)插套在导向套管(25)中；

所述提升套管(20)上部侧壁成型有横向孔(26)，横向孔(26)的内端与螺接套管部(21)

相通，横向孔(26)的外端与导向套管(25)的上部侧壁成型有的连接通孔(251)相通，竖直导

向管(19)的底端侧壁成型有侧通孔(191)；

照明灯体的电连接线依次穿插在灯罩座(22)、螺接套管部(21)、横向孔(26)、连接通孔

(251)、导向套管(25)、竖直导向管(19)和侧通孔(191)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电动升降医疗灯，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环形板(131)的顶面

固定有上自润滑板(139)，上自润滑板(139)的顶面紧贴主连接板(12)的底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电动升降医疗灯，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导向套座(11)的上部

外侧壁上固定有防护支撑罩(18)，横向板(16)、驱动电机(17)和驱动齿轮(171)处于防护支

撑罩(18)中。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电动升降医疗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照明灯体的电连接线的

端部伸出侧通孔(191)并与防护支撑罩(18)的外侧壁上固定有的控制器(100)内的控制主

板电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电动升降医疗灯，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电机(17)通过电连

接线与防护支撑罩(18)的外侧壁上固定有的控制器(100)内的控制主板电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电动升降医疗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0)上安装有多个

推动滑轮(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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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动升降医疗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设备技术领域，更具体的说涉及一种电动升降医疗灯。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医疗设备中，其照明灯具是一个重要的部件，其在对人体的检测，如喉咙、

眼睛、鼻孔、耳朵等等部件进行检测时，需要增加光照以方便人工插看检测，而现有的照明

灯具的照射角度只能通过鹅颈管折弯进行改变，而无法进行高度调节，照明时并不方便；

[0003] 而有些灯体是可以进行高低调节的，但高度调节是通过伸缩杆沿着底座管高度调

节，然后，再将锁紧螺母转动，使得其端部压靠在伸缩杆处于底座管的部分的外侧壁上，其

使用时间久了会使得伸缩杆的底端变形而产生松动，使得固定不够牢固，同时，伸缩杆的底

端挤压变形会与底座管的内侧壁配合度改变，容易使伸缩杆的底端卡在底座管的其中一部

分，从而使得其高低调节不顺畅，影响调节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针对现有技术之不足，而提供一种电动升降医疗灯，它可以自

动升降调节高度，而且其调节高度并不需要卡置结构，使得其升降螺杆和提升套管等部件

不容易变形，保证正常的升降效果。

[0005]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措施如下：

[0006] 一种电动升降医疗灯，包括底座，所述底座的顶面固定有下导向套座，下导向套座

的顶面固定有主连接板，升降螺杆的下端插套在主连接板的中部具有的中心通孔中，升降

螺杆的下端成型有主环形板，主环形板的底面中部成型有花键轴部，花键轴部的底端成型

有下竖直柱，主环形板的顶面靠近主连接板的底面，花键轴部上插套有传动齿轮，传动齿轮

的边部插套在下导向套座的上部内侧壁上成型有的环形凹槽中，下导向套座的内部的中部

固定有中间连接板，中间连接板的侧壁固定在下导向套座的内侧壁上，中间连接板的顶面

固定有支撑套体，支撑套体的内侧壁上固定有自润滑套，下竖直柱插套在自润滑套中，支撑

套体的顶面固定有下环形自润滑板，传动齿轮的底面紧贴下环形自润滑板，传动齿轮的顶

面紧贴主环形板的底面中部具有的压紧块的底面；

[0007] 所述下导向套座的上部外侧壁上固定有横向板，横向板的底面固定有驱动电机，

驱动电机的输出轴穿过横向板并固定有驱动齿轮，驱动齿轮的边部插套在下导向套座的上

部外侧壁上成型有的插槽中并与传动齿轮相啮合，插槽与环形凹槽相通。

[0008] 进一步的说，所述主环形板的顶面固定有上自润滑板，上自润滑板的顶面紧贴主

连接板的底面。

[0009] 进一步的说，所述下导向套座的上部外侧壁上固定有防护支撑罩，横向板、驱动电

机和驱动齿轮处于防护支撑罩中。

[0010] 进一步的说，所述升降螺杆的顶端螺接有提升套管，提升套管的顶面中部成型有

螺接套管部，灯罩座螺接在螺接套管部上，灯罩座的顶端固定有鹅颈管，鹅颈管的顶端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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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灯罩，灯罩内安装有照明灯体。

[0011] 进一步的说，所述提升套管的外侧壁上固定有导向套管，主连接板的一侧顶面固

定有竖直导向管，竖直导向管插套在导向套管中。

[0012] 进一步的说，所述提升套管上部侧壁成型有横向孔，横向孔的内端与螺接套管部

相通，横向孔的外端与导向套管的上部侧壁成型有的连接通孔相通，竖直导向管的底端侧

壁成型有侧通孔；

[0013] 照明灯体的电连接线依次穿插在灯罩座、螺接套管部、横向孔、连接通孔、导向套

管、竖直导向管和侧通孔中。

[0014] 进一步的说，所述照明灯体的电连接线的端部伸出侧通孔并与防护支撑罩的外侧

壁上固定有的控制器内的控制主板电连接。

[0015] 进一步的说，所述驱动电机通过电连接线与防护支撑罩的外侧壁上固定有的控制

器内的控制主板电连接。

[0016] 进一步的说，所述底座上安装有多个推动滑轮。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8] 它可以自动升降调节高度，而且其调节高度并不需要卡置结构，使得其升降螺杆

和提升套管等部件不容易变形，保证正常的升降效果。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图1的局部放大图；

[0021] 图3为底座处的局部俯视图；

[0022] 图4为下导向套座处的局部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实施例：见图1至图4所示，一种电动升降医疗灯，包括底座10，所述底座10的顶面

固定有下导向套座11，下导向套座11的顶面固定有主连接板12，升降螺杆13的下端插套在

主连接板12的中部具有的中心通孔121中，升降螺杆13的下端成型有主环形板131，主环形

板131的底面中部成型有花键轴部132，花键轴部132的底端成型有下竖直柱133，主环形板

131的顶面靠近主连接板12的底面，花键轴部132上插套有传动齿轮14(传动齿轮14的中部

为花键孔，花键孔与花键轴部132相配合)，传动齿轮14的边部插套在下导向套座11的上部

内侧壁上成型有的环形凹槽111中，下导向套座11的内部的中部固定有中间连接板15，中间

连接板15的侧壁固定在下导向套座11的内侧壁上，中间连接板15的顶面固定有支撑套体

141，支撑套体141的内侧壁上固定有自润滑套142，下竖直柱133插套在自润滑套142中，支

撑套体141的顶面固定有下环形自润滑板143，传动齿轮14的底面紧贴下环形自润滑板143，

传动齿轮14的顶面紧贴主环形板131的底面中部具有的压紧块的底面；

[0024] 所述下导向套座11的上部外侧壁上固定有横向板16，横向板16的底面固定有驱动

电机17，驱动电机17的输出轴穿过横向板16并固定有驱动齿轮171，驱动齿轮171的边部插

套在下导向套座11的上部外侧壁上成型有的插槽112中并与传动齿轮14相啮合，插槽112与

环形凹槽111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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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进一步的说，所述主环形板131的顶面固定有上自润滑板139，上自润滑板139的顶

面紧贴主连接板12的底面。

[0026] 进一步的说，所述下导向套座11的上部外侧壁上固定有防护支撑罩18，横向板16、

驱动电机17和驱动齿轮171处于防护支撑罩18中。

[0027] 进一步的说，所述升降螺杆13的顶端螺接有提升套管20，提升套管20的顶面中部

成型有螺接套管部21，灯罩座22螺接在螺接套管部21上，灯罩座22的顶端固定有鹅颈管23，

鹅颈管23的顶端固定有灯罩24，灯罩24内安装有照明灯体。

[0028] 进一步的说，所述提升套管20的外侧壁上固定有导向套管25，主连接板12的一侧

顶面固定有竖直导向管19，竖直导向管19插套在导向套管25中。

[0029] 进一步的说，所述提升套管20上部侧壁成型有横向孔26，横向孔26的内端与螺接

套管部21相通，横向孔26的外端与导向套管25的上部侧壁成型有的连接通孔251相通，竖直

导向管19的底端侧壁成型有侧通孔191；

[0030] 照明灯体的电连接线依次穿插在灯罩座22、螺接套管部21、横向孔26、连接通孔

251、导向套管25、竖直导向管19和侧通孔191中。

[0031] 进一步的说，所述照明灯体的电连接线(附图中的电连接线为直线，实际为螺旋状

盘绕的线，以保证正常伸缩)的端部伸出侧通孔191并与防护支撑罩18的外侧壁上固定有的

控制器100内的控制主板电连接。

[0032] 进一步的说，所述驱动电机17通过电连接线与防护支撑罩18的外侧壁上固定有的

控制器100内的控制主板电连接。

[0033] 进一步的说，所述底座10上安装有多个推动滑轮101。

[0034] 本实施例中，其控制器100内设置有控制主板，控制器100壳体上安装有控制按钮，

控制按钮通过连接线与控制主板电连接，控制主板上电连接有电源线，电源线伸出控制主

板，控制器100为现有常用的已知的控制器，不再详述；

[0035] 本实施例中，其通过人工按动控制按钮可以控制照明灯体点亮或关闭，同时通过

按动控制按钮可以控制驱动电机17运行，使得驱动齿轮171带动传动齿轮14转动，从而实现

升降螺杆13进行转动，实现提升套管20的高低位置调节，而通过人工弯曲鹅颈管23可以调

节照明灯体的照射角度，非常方便。

[0036] 本实施例在使用完成后，均需要将提升套管20的高度调节到最低，保证内部的电

连接线回位到螺旋状，防止长时间拉长后使电连接线变形而无法回位到原来的螺旋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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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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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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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8

CN 110345450 B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