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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骨科手术辅助架，包括底板，底板上设有

座板伸缩杆，座板伸缩杆的伸缩端连接有座板，

底板中部设有与座板相连接的升降板；底板上方

设有操作板，操作板上滑动连接有支撑块，支撑

块上滑动连接有前伸缩杆和后伸缩杆；前伸缩杆

和后伸缩杆的伸缩端分别连接有前托板和后托

板，前伸缩杆和后伸缩杆之间设有与支撑块滑动

连接的中伸缩杆；中伸缩杆的中托板，中托板上

设有下导向块，下导向块内插接有上导向块；上

导向块上滑动连接有与中托板相配合的上盖板，

上导向块远离中托板的一端连接有支撑板，支撑

板上螺接有紧固螺栓；本实用新型有效的解决了

现有骨科手术辅助架不能有效的对患者腿部进

行支撑固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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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骨科手术辅助架，其特征在于：包括底板(1)，底板(1)上设有座板伸缩杆(24)，

座板伸缩杆(24)的伸缩端连接有座板(2)，底板(1)中部设有与座板(2)相连接的升降板

(5)；所述底板(1)上方设有操作板(3)，操作板(3)上滑动连接有支撑块(13)，支撑块(13)上

滑动连接有前伸缩杆(21)和后伸缩杆(14)；所述前伸缩杆(21)和后伸缩杆(14)的伸缩端分

别连接有前托板(22)和后托板(15)，前伸缩杆(21)和后伸缩杆(14)之间设有与支撑块(13)

滑动连接的中伸缩杆(16)；所述中伸缩杆(16)的中托板(17)，中托板(17)上设有下导向块

(31)，下导向块(31)内插接有上导向块(30)；所述上导向块(30)上滑动连接有与中托板

(17)相配合的上盖板(18)，上导向块(30)远离中托板(17)的一端连接有支撑板(19)，支撑

板(19)上螺接有紧固螺栓。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骨科手术辅助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1)上设有与操作板(3)

相配合的支撑座，支撑座为中空结构，支撑座与升降板(5)之间为放置区；所述放置区内滑

动连接有竖板(29)，竖板(29)与支撑块(13)相连接，底座上设有与竖板(29)相配合的滑槽；

所述升降板(5)上设有与竖板(29)相对应的第一滑槽，竖板(29)上设有与第一滑槽相配合

的第一滑块(32)；所述操作板(3)上设有一对与支撑块(13)相对应的第二滑槽，支撑块(13)

上设有与第二滑槽相配合的第二滑块(33)。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骨科手术辅助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块(13)上滑动连接有滑

座，中伸缩杆(16)设于滑座上，滑座上设有与支撑块(13)侧壁滑动连接的第三滑块(35)，支

撑块(13)侧壁设有与第三滑块(35)相配合的第三滑槽，滑座上设有推拉板(28)。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骨科手术辅助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前伸缩杆(21)上设有连接伸

缩杆(27)，连接伸缩杆(27)的伸缩端与后伸缩杆(14)相连接，滑座上设有与连接伸缩杆

(27)相对应的通孔(34)。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骨科手术辅助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置区上设有支撑轴(7)，支

撑轴(7)上转动连接有转轴(6)，转轴(6)远离支撑轴(7)的一端连接有水盆(8)底座，水盆

(8)底座上设有水盆(8)。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骨科手术辅助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操作板(3)中部设有清洗槽，

清洗槽底部设有过滤网(11)，支撑座内设有与清洗槽相对应的废水箱(10)，废水箱(10)上

设有排水管(9)，支撑座上设有与排水管(9)相对应的排水口，排水口靠近支撑轴(7)设置。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骨科手术辅助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座内设有容纳室(12)，

容纳室(12)设于废水箱(10)远离排水管(9)的端部，支撑座上设有与容纳室(12)相对应的

开口，开口上转动连接有容纳室门(26)。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骨科手术辅助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1)上设有万向轮(4)，

座板(2)一侧设有纱布架(23)。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骨科手术辅助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座板伸缩杆(24)上转动连接

有脚板(25)，紧固螺栓上设有操作旋钮(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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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骨科手术辅助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械技术领域，涉及一种辅助架，具体涉及一种骨科手术辅

助架。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临床上在给病人进行骨折复位固定打石膏时需要用盆浸湿石膏，然后使用纱

布将石膏固定在患者骨折部位；现有的骨科手术辅助架在使用时，在对石膏进行浸湿过程

中容易弄脏操作台及手术室，给医护人员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在对患者骨折部位进行支撑

时，支撑部件尺寸固定，不能根据患者的腿部的长度进行变化；不能有效的对患者腿部进行

支撑固定，导致患者的恢复效果不好。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情况，为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骨科手术辅助架，

有效的解决了现有骨科手术辅助架不能有效的对患者腿部进行支撑固定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骨科手术辅助架，包括底

板，底板上设有座板伸缩杆，座板伸缩杆的伸缩端连接有座板，底板中部设有与座板相连接

的升降板；所述底板上方设有操作板，操作板上滑动连接有支撑块，支撑块上滑动连接有前

伸缩杆和后伸缩杆；所述前伸缩杆和后伸缩杆的伸缩端分别连接有前托板和后托板，前伸

缩杆和后伸缩杆之间设有与支撑块滑动连接的中伸缩杆；所述中伸缩杆的中托板，中托板

上设有下导向块，下导向块内插接有上导向块；所述上导向块上滑动连接有与中托板相配

合的上盖板，上导向块远离中托板的一端连接有支撑板，支撑板上螺接有紧固螺栓。

[0005] 进一步地，所述底板上设有与操作板相配合的支撑座，支撑座为中空结构，支撑座

与升降板之间为放置区；所述放置区内滑动连接有竖板，竖板与支撑块相连接，底座上设有

与竖板相配合的滑槽；所述升降板上设有与竖板相对应的第一滑槽，竖板上设有与第一滑

槽相配合的第一滑块；所述操作板上设有一对与支撑块相对应的第二滑槽，支撑块上设有

与第二滑槽相配合的第二滑块。

[0006] 进一步地，所述支撑块上滑动连接有滑座，中伸缩杆设于滑座上，滑座上设有与支

撑块侧壁滑动连接的第三滑块，支撑块侧壁设有与第三滑块相配合的第三滑槽。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前伸缩杆上设有连接伸缩杆，连接伸缩杆的伸缩端与后伸缩杆相

连接，滑座上设有与连接伸缩杆相对应的通孔。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放置区上设有支撑轴，支撑轴上转动连接有转轴，转轴远离支撑轴

的一端连接有水盆底座，水盆底座上设有水盆。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操作板中部设有清洗槽，清洗槽底部设有过滤网，支撑座内设有与

清洗槽相对应的废水箱，废水箱上设有排水管，支撑座上设有与排水管相对应的排水口，排

水口靠近支撑轴设置。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支撑座内设有容纳室，容纳室设于废水箱远离排水管的端部，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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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上设有与容纳室相对应的开口，开口上转动连接有容纳室门。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底板上设有万向轮，座板一侧设有纱布架。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座板伸缩杆上转动连接有脚板，紧固螺栓上设有操作旋钮。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4]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医护人员根据患者骨折是左腿还是右腿及患者胖瘦等情

况，推动支撑快沿操作板滑动至相应的位置，使患者能够更舒适的坐在座板上，并有利于前

托板和后托板对患者腿部进行固定，提高患者的舒适性及治疗效果；使用上盖板与中托板

相配合对患者的石膏板进行固定，便于医护人员对患者的石膏板进行固定，降低医护人员

的劳动强度。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一轴测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二轴测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支撑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支撑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固定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底板，2、座板，3、操作板，4、万向轮，5、升降板，6、转轴，7、支撑轴，8、水盆，

9、排水管，10、废水箱，11、过滤网，12、容纳室，13、支撑块，14、后伸缩杆，15、后托板，16、中

伸缩杆，17、中托板，18、上盖板，19、支撑板，20、操作旋钮，21、前伸缩杆，22、前托板，23、纱

布架，24、座板伸缩杆，25、脚板，26、容纳室门，27、连接伸缩杆，28、推拉板，29、竖板，30、上

导向块，31、下导向块，32、第一滑块，33、第二滑块，34、通孔，35、第三滑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一种骨科手术辅助架，如图1-5所示，包括底板1，底板1上设有座板伸缩杆24，座板

伸缩杆24的伸缩端连接有座板2，底板1中部设有与座板2相连接的升降板5，升降板5包括与

底板1相连接的下升降筒，下升降筒内滑动连接有与座板2相连接的上升降筒，下升降筒上

设有与上升降筒相配合的紧固螺钉；底板1上方设有操作板3，操作板3上滑动连接有支撑块

13，支撑块13上滑动连接有前伸缩杆21和后伸缩杆14；前伸缩杆21和后伸缩杆14的伸缩端

分别连接有前托板22和后托板15，前伸缩杆21和后伸缩杆14之间设有与支撑块13滑动连接

的中伸缩杆16；中伸缩杆16的中托板17，中托板17上设有下导向块31，下导向块31内插接有

上导向块30；上导向块30上滑动连接有与中托板17相配合的上盖板18，上导向块30远离中

托板17的一端连接有支撑板19，支撑板19上螺接有紧固螺栓。

[0022]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医护人员根据患者腿部骨折部分的长度，调节前伸缩杆21

和后伸缩杆14的距离，将中伸缩杆16调节至最低位置；医护人员根据患者骨折是左腿还是

右腿及患者胖瘦等情况，推动支撑快沿操作板3滑动至相应的位置，使患者能够更舒适的坐

在座板2上，并有利于前托板22和后托板15对患者腿部进行固定，提高患者的舒适性及治疗

效果；患者坐在座板2上，医护人员协助患者将骨折腿部放置在前托板22和后托板15上；将

石膏板放置在中托板17上，升高中伸缩杆16，中托板17随中伸缩杆16向上运动至石膏板与

患者腿部接触，将上导向块30插接在下导向块31上，转动紧固螺栓，使上盖板18与中托板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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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配合对患者的石膏板进行固定，便于医护人员对患者的石膏板进行固定，降低医护人员

的劳动强度。

[0023] 底板1上设有与操作板3相配合的支撑座，支撑座为中空结构，支撑座与升降板5之

间为放置区；放置区内滑动连接有竖板29，竖板29与支撑块13相连接，底座上设有与竖板29

相配合的滑槽；所述升降板5上设有与竖板29相对应的第一滑槽，竖板29上设有与第一滑槽

相配合的第一滑块32；操作板3上设有一对与支撑块13相对应的第二滑槽，支撑块13上设有

与第二滑槽相配合的第二滑块33。设置支撑座，竖板29与滑槽相配合，第一滑槽与第一滑块

32相配合、第二滑块33与第二滑槽相配合提高本实用新型的稳定性。

[0024] 支撑块13上滑动连接有滑座，中伸缩杆16设于滑座上，滑座上设有与支撑块13侧

壁滑动连接的第三滑块35，支撑块13侧壁设有与第三滑块35相配合的第三滑槽，滑座上设

有推拉板28，使用滑座与支撑块13相配合，提高本实用新型的稳定性。

[0025] 前伸缩杆21上设有连接伸缩杆27，连接伸缩杆27的伸缩端与后伸缩杆14相连接，

滑座上设有与连接伸缩杆27相对应的通孔34，使用连接伸缩杆27对前伸缩杆21和后伸缩杆

14的距离进行调节，提高本实用新型调节的便利性。

[0026] 放置区上设有支撑轴7，支撑轴7上转动连接有转轴6，转轴6远离支撑轴7的一端连

接有水盆8底座，水盆8底座上设有水盆8，在使用水盆8时，转动转轴6沿支撑轴7转动，在对

患者进行固定石膏板时，将水盆8转动至一侧，防止水盆8影响医护人员操作，提高本实用新

型操作的便利性。

[0027] 操作板3中部设有清洗槽，清洗槽底部设有过滤网11，支撑座内设有与清洗槽相对

应的废水箱10，废水箱10上设有排水管9，支撑座上设有与排水管9相对应的排水口，排水口

靠近支撑轴7设置，使用清洗槽对石膏板浸湿，废水沿过滤网11流至废水箱10，防止废水弄

脏操作台及手术室，给医护人员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废水由排水口排出；降低医护人员的劳

动强度。

[0028] 支撑座内设有容纳室12，容纳室12设于废水箱10远离排水管9的端部，支撑座上设

有与容纳室12相对应的开口，开口上转动连接有容纳室门26，在上导向块30使用完毕后，放

置在容纳室12内，防止在未使用时，因误操作对上导向块30造成损伤，提高本实用新型的使

用寿命。

[0029] 底板1上设有万向轮4，座板2一侧设有纱布架23，座板伸缩杆24上转动连接有脚板

25，紧固螺栓上设有操作旋钮20，提高本实用新型操作的便利性。

[0030] 前伸缩杆21、中伸缩杆16、后伸缩杆14、连接伸缩杆27均为电动推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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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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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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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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