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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便于夹持固定的三爪持

骨钳，包括滑座本体，滑座本体的端部设有第一

活动爪和第二活动爪，第一活动爪和第二活动爪

分别通过活动装置与滑座本体的端部活动连接，

活动装置至少包括一个电绝缘软管，电绝缘软管

内装有电流变流体，电流变流体不通电时为液

态，通电后变硬成固态。通过活动装置实现活动

爪的转动和固定，活动爪能更好地实现稳定夹

持，能够实现重复性简单操作，解决了现有三爪

持骨钳稳定性较差，牵引复位操作较复杂等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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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于夹持固定的三爪持骨钳，包括滑座本体，滑座本体的端部设有第一活动爪

和第二活动爪，其特征在于，第一活动爪和第二活动爪分别通过活动装置与滑座本体的端

部活动连接，活动装置至少包括一个电绝缘软管，电绝缘软管内装有电流变流体，电流变流

体不通电时为液态，通电后由液态变为固态；滑座本体内设有导线，导线的一端接通活动装

置内的电流变流体，导线的另一端连接高压直流电源，导线、电流变流体和电源形成导电回

路；第一活动爪的悬臂和第二活动爪的悬臂之间通过伸缩杆固定连接，伸缩杆包括杆套和

滑动连接在杆套内的拉杆，杆套的一端与其中一个活动爪的悬臂转动连接，杆套上设有第

一锁紧螺钉，拉杆的一端置于杆套内，拉杆的另一端与其中另一个活动爪的悬臂转动连接，

杆套通过第一锁紧螺钉固定拉杆。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夹持固定的三爪持骨钳，其特征在于，电绝缘软管的两端分

别设有电绝缘刚性环和导电刚性环，第一活动爪的连接端的端面、第二活动爪的连接端的

端面和滑座本体的端部的端面上分别设有卡槽，第一活动爪的连接端的端面和第二活动爪

的连接端的端面上分别覆盖一层电绝缘橡胶膜，电绝缘刚性环将电绝缘橡胶膜压入卡槽

内，并分别与第一活动爪的连接端和第二活动爪的连接端电绝缘卡接，导电刚性环通过卡

槽与滑座本体的端部密封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夹持固定的三爪持骨钳，其特征在于，电流变流体由磺化聚

苯胺制得，磺化聚苯胺由氯磺酸磺化制得，氯磺酸磺化制备磺化聚苯胺的步骤包括：

步骤1、称取8-10份聚苯胺和0.5份盐酸加入78-81份二氯乙烷中，混合加热至70℃，保

温5min，机械搅拌15min后超声波分散1h，得到均匀混合液A；

步骤2、称取18-21份氯磺酸与16-18份二氯乙烷混合搅拌均匀，得到均匀混合液B；

步骤3、将均匀混合液B以1份/min的添加速度在70℃下加入至均匀混合液A中，保温8h

后抽滤得到滤饼；

步骤4、将滤饼浸没于体积为滤饼自身体积6倍的去离子水中，加热回流5h后水解得到

反应液，  将反应液浓缩抽滤后，得到反应物，反应物经无水乙醇洗涤3次后，改用丙酮洗涤，

直至洗涤至洗涤液为无色为止，得到洗涤物；

步骤5、洗涤物经真空80℃干燥36h后，得到磺化聚苯胺粉末。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便于夹持固定的三爪持骨钳，其特征在于，电流变流体的制备方

法为：将磺化聚苯胺粉末研磨后，过325目筛，得到超细磺化聚苯胺，将20份超细磺化聚苯胺

加入75份已干燥好的二甲基硅油中，机械搅拌5min后，再超声波分散40min，即得到电流变

流体。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夹持固定的三爪持骨钳，其特征在于，电绝缘软管为高弹性

橡胶软管，电绝缘软管内设有碳纤维管或者碳纤维网，且电绝缘软管的内壁涂覆一层聚四

氟乙烯涂料。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夹持固定的三爪持骨钳，其特征在于，滑座本体的下方滑槽

内滑动连接有夹紧爪，滑座本体通过第二锁紧螺钉固定夹紧爪。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夹持固定的三爪持骨钳，其特征在于，滑座本体上设有控制

导电回路开闭的电路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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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于夹持固定的三爪持骨钳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骨科医疗用具领域，特别涉及一种便于夹持固定的三爪持骨钳。

背景技术

[0002] 骨科手术过程中，经常需要用到三爪持骨钳对长骨骨干的骨折部位进行抓取、复

位和临时固定。一般，三爪持骨钳按其形状结构不同可分为三爪骨把持器、三爪自定中心持

骨钳和三爪导向持骨钳。三爪骨把持器由钳身、钳盖、螺杆、螺钉、固定座及手柄组成；三爪

自定中心持骨钳由左钳柄、右钳柄、活络块、锁止片、撑簧、鳃轴螺丝、撑簧螺丝、尖齿及铆钉

组成；三爪导向持骨钳由左钳柄、右钳柄、导向头、联接柱、锁止片、撑簧、鳃轴螺钉、撑簧螺

钉及铆钉组成，根据用途不同，三爪持骨钳的使用结构也不尽相同。

[0003] 在现有技术中，常用的三爪持骨钳的前端两个爪都是固定且不能活动的，以更好

地对长骨干骨折复位夹持固定，而对于一些特殊部位的骨折，则无法夹持固定，进而导致现

有常用的三爪持骨钳适应性较差。

[0004] 中国专利CN205569058U公开了一种新型三爪持骨钳，其特点是将三爪持骨钳的前

端两个爪设置为活动爪，通过翼型螺栓活动连接前端两个爪，在使用时，先拧松翼型螺栓，

调节好活动爪的角度，然后拧紧翼型螺栓，滑动夹紧爪夹紧骨折区骨骼，固定夹紧爪后，即

实现骨折区固定不偏离，解决了三爪持骨钳适应性较差的问题，特别适合用于特殊部位如

粗隆间骨折的夹持固定。但是，该三爪持骨钳在使用时比较麻烦，其不仅需要同时拧松前段

两个活动爪，在固定活动爪时，还要分别对单个活动爪进行固定，操作起来比较不方便，同

时，当夹持位置需要作出调整时，又要重复进行上述操作，使用起来比较麻烦。而且在拧紧

活动爪时，原先固定好的夹持位置极易发生松动改变，导致稳定性变差，牵引复位操作较复

杂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发明目的在于：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便于夹持固定的三爪持

骨钳，以更好地解决三爪持骨钳稳定性较差，牵引复位操作较复杂等问题。

[0006]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便于夹持固定的三爪持骨钳，包括滑座本体，滑

座本体的端部设有第一活动爪和第二活动爪，第一活动爪和第二活动爪分别通过活动装置

与滑座本体的端部活动连接，活动装置至少包括一个电绝缘软管，电绝缘软管内装有电流

变流体，电流变流体不通电时为液态，通电后变硬成固态。

[0007] 由于上述结构的设置，通过活动装置实现活动爪的转动和固定。在使用时，活动装

置不通电，电绝缘软管内的电流变流体为牛顿流体，第一活动爪和第二活动爪分别处于自

由活动状态，这样便于活动爪顺利进入骨折区域，并使其与骨折区骨骼相匹配，第一活动爪

和第二活动爪位置和角度调整合适后，活动装置通电，电绝缘软管内的电流变流体受到电

场作用，由液体变为具有一定的屈服强度和剪切应力强度的固体，电绝缘软管变硬，第一活

动爪和第二活动爪位置被固定，进而实现了固定活动爪的作用，当夹持位置需要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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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只需停止给活动装置通电，电绝缘软管内的电流变流体由于失去电场作用而由固态变

为液态，活动爪重新处于活动状态，这样简单地进行重复操作后，活动爪能更好地实现稳定

夹持固定，解决了现有三爪持骨钳稳定性较差，牵引复位操作较复杂等问题。

[0008] 进一步，为了使活动装置更好地实现通电断电操作，滑座本体内设有导线，导线的

一端接通活动装置内的电流变流体，导线的另一端连接高压直流电源，导线、电流变流体和

电源形成导电回路。

[0009] 进一步，为了辅助增强活动装置的固定效果，第一活动爪的悬臂和第二活动爪的

悬臂之间通过伸缩杆固定连接，伸缩杆包括杆套和滑动连接在杆套内的拉杆，杆套的一端

与其中一个活动爪的悬臂转动连接，杆套上设有第一锁紧螺钉，拉杆的一端置于杆套内，拉

杆的另一端与其中另一个活动爪的悬臂转动连接，杆套通过第一锁紧螺钉固定拉杆。使用

时，拧松第一锁紧螺钉，当活动爪的角度和位置调节好后，活动装置通电固定住活动爪，拧

紧第一锁紧螺钉，活动爪被死死固定，无法发生任何偏转和位置松动，消除了活动装置强度

和应力不够的缺陷，提高了夹持固定的稳定性。

[0010] 进一步，为了消除漏液、漏电的情况，电绝缘软管的两端分别设有电绝缘刚性环和

导电刚性环，第一活动爪的连接端的端面、第二活动爪的连接端的端面和滑座本体的端部

的端面上分别设有卡槽，第一活动爪的连接端的端面和第二活动爪的连接端的端面上分别

覆盖一层电绝缘橡胶膜，电绝缘刚性环将电绝缘橡胶膜压入卡槽内，并分别与第一活动爪

的连接端和第二活动爪的连接端电绝缘卡接，导电刚性环通过卡槽与滑座本体的端部密封

连接。

[0011] 进一步，为了使本发明的电流变流体具有较强的持久性和电流变性能，电流变流

体由磺化聚苯胺制得，磺化聚苯胺由氯磺酸磺化制得，氯磺酸磺化制备磺化聚苯胺的步骤

包括：

[0012] 步骤1、称取8-10份聚苯胺和0.5份盐酸加入78-81份二氯乙烷中，混合加热至70

℃，保温5min，机械搅拌15min后超声波分散1h，得到均匀混合液A；

[0013] 步骤2、称取18-21份氯磺酸与16-18份二氯乙烷混合搅拌均匀，得到均匀混合液B；

[0014] 步骤3、将均匀混合液B以1份/min的添加速度在70℃下加入至均匀混合液A中，保

温8h后抽滤得到滤饼；

[0015] 步骤4、将滤饼浸没于体积为滤饼自身体积6倍的去离子水中，加热回流5h后水解

得到反应液，  将反应液浓缩抽滤后，得到反应物，反应物经无水乙醇洗涤3次后，改用丙酮

洗涤，直至洗涤至洗涤液为无色为止，得到洗涤物；

[0016] 步骤5、洗涤物经真空80℃干燥36h后，得到磺化聚苯胺粉末。

[0017] 进一步，电流变流体的制备方法为：将磺化聚苯胺粉末研磨后，过325目筛，得到超

细磺化聚苯胺，将20份超细磺化聚苯胺加入75份已干燥好的二甲基硅油中，机械搅拌5min

后，再超声波分散40min，即得到电流变流体。

[0018] 上述制得的电流变流体要求PH值在7.5左右，上下浮动在0.3之间，施加的电场强

度为2.3KV/mm，其剪切应力达到200Pa以上。

[0019] 进一步，电绝缘软管为高弹性橡胶软管，电绝缘软管内设有碳纤维管或者碳纤维

网，且电绝缘软管的内壁涂覆一层聚四氟乙烯涂料。

[0020] 进一步，滑座本体的下方滑槽内滑动连接有夹紧爪，滑座本体通过第二锁紧螺钉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06580421 B

4



固定夹紧爪。

[0021] 进一步，滑座本体上设有控制导电回路开闭的电路开关。

[0022] 综上所述，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通过活动装置实现活

动爪的转动和固定。在使用时，活动装置不通电，电绝缘软管内的电流变流体为牛顿流体，

第一活动爪和第二活动爪分别处于自由活动状态，这样便于活动爪顺利进入骨折区域，并

使其与骨折区骨骼相匹配，第一活动爪和第二活动爪位置和角度调整合适后，活动装置通

电，电绝缘软管内的电流变流体受到电场作用，由液体变为具有一定的屈服强度和剪切应

力强度的固体，电绝缘软管变硬，第一活动爪和第二活动爪位置被固定，进而实现了固定活

动爪的作用，当夹持位置需要作出调整时，只需停止给活动装置通电，电绝缘软管内的电流

变流体由于失去电场作用而由固态变为液态，活动爪重新处于活动状态，这样简单地进行

重复操作后，活动爪能更好地实现稳定夹持固定，解决了现有三爪持骨钳稳定性较差，牵引

复位操作较复杂等问题。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便于夹持固定的三爪持骨钳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图1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发明的活动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是本发明的滑座本体连接端卡槽位置示意图；

[0027] 图5是本发明的滑座本体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标记：1为滑座本体，101为滑槽，2为第一活动爪，3为第二活动爪，4为活动装

置，401为电绝缘软管，402为电绝缘刚性环，403为导电刚性环，5为伸缩杆，501为杆套，502

为拉杆，6为第一锁紧螺钉，7为卡槽，8为电绝缘橡胶膜，9为夹紧爪，10为第二锁紧螺钉。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详细的说明。

[0030]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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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1] 如图1至图5所示，一种便于夹持固定的三爪持骨钳，包括滑座本体1，滑座本体1的

端部设有第一活动爪2和第二活动爪3，第一活动爪2和第二活动爪3分别通过活动装置4与

滑座本体1的端部活动连接，活动装置4至少包括一个电绝缘软管401，电绝缘软管401内装

有电流变流体，电流变流体不通电时为液态，通电后变硬成固态。

[0032] 在使用时，活动装置4不通电，电绝缘软管401内的电流变流体为牛顿流体，第一活

动爪2和第二活动爪3分别处于自由活动状态，这样便于活动爪顺利进入骨折区域，并使其

与骨折区骨骼相匹配，第一活动爪2和第二活动爪3位置和角度调整合适后，活动装置4通

电，电绝缘软管401内的电流变流体受到电场作用，由液体变为具有一定的屈服强度和剪切

应力强度的固体，电绝缘软管401变硬，第一活动爪2和第二活动爪3位置被固定，进而实现

了固定活动爪的作用，当夹持位置需要作出调整时，只需停止给活动装置4通电，电绝缘软

管401内的电流变流体由于失去电场作用而由固态变为液态，活动爪重新处于活动状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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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简单地进行重复操作后，活动爪能更好地实现稳定夹持固定，解决了现有三爪持骨钳稳

定性较差，牵引复位操作较复杂等问题。

[0033] 更具体地说，为了使活动装置4更好地实现通电断电操作，滑座本体1内设有导线，

导线的一端接通活动装置4内的电流变流体，导线的另一端连接高压直流电源，导线、电流

变流体和电源形成导电回路（图中未画出）。

[0034] 作为一种改进地实施方式，为了辅助增强活动装置4的固定效果，第一活动爪2的

悬臂和第二活动爪3的悬臂之间通过伸缩杆5固定连接，伸缩杆5包括杆套501和滑动连接在

杆套501内的拉杆502，如图2和图5所示，杆套501的一端与其中一个活动爪的悬臂转动连

接，杆套501上设有第一锁紧螺钉6，拉杆502的一端置于杆套501内，拉杆502的另一端与其

中另一个活动爪的悬臂转动连接，杆套501通过第一锁紧螺钉6固定拉杆502。使用时，拧松

第一锁紧螺钉6，当活动爪的角度和位置调节好后，活动装置4通电固定住活动爪，拧紧第一

锁紧螺钉6，活动爪被死死固定，无法发生任何偏转和位置松动，消除了活动装置4强度和应

力不够的缺陷，提高了夹持固定的稳定性。

[0035] 作为一种改进地实施方式，为了消除漏液、漏电的情况，电绝缘软管401的两端分

别设有电绝缘刚性环402和导电刚性环403，第一活动爪2的连接端的端面、第二活动爪3的

连接端的端面和滑座本体1的端部的端面上分别设有卡槽7，第一活动爪2的连接端的端面

和第二活动爪3的连接端的端面上分别覆盖一层电绝缘橡胶膜8，如图2所示，电绝缘刚性环

402将电绝缘橡胶膜8压入卡槽7内，并分别与第一活动爪2的连接端和第二活动爪3的连接

端电绝缘卡接，导电刚性环403通过卡槽7与滑座本体1的端部密封连接。

[0036] 作为一种优选地实施方式，为了使本发明的电流变流体具有较强的持久性和电流

变性能，电流变流体由磺化聚苯胺制得，磺化聚苯胺由氯磺酸磺化制得，氯磺酸磺化制备磺

化聚苯胺的步骤包括：

[0037] 步骤1、称取9份聚苯胺和0.5份盐酸加入81份二氯乙烷中，混合加热至70℃，保温

5min，机械搅拌15min后超声波分散1h，得到均匀混合液A；

[0038] 步骤2、称取19份氯磺酸与18份二氯乙烷混合搅拌均匀，得到均匀混合液B；

[0039] 步骤3、将均匀混合液B以1份/min的添加速度在70℃下加入至均匀混合液A中，保

温8h后抽滤得到滤饼；

[0040] 步骤4、将滤饼浸没于体积为滤饼自身体积6倍的去离子水中，加热回流5h后水解

得到反应液，  将反应液浓缩抽滤后，得到反应物，反应物经无水乙醇洗涤3次后，改用丙酮

洗涤，直至洗涤至洗涤液为无色为止，得到洗涤物；

[0041] 步骤5、洗涤物经真空80℃干燥36h后，得到磺化聚苯胺粉末。

[0042] 上述中，混合液A的各组分配比关系可以是：  8份聚苯胺和0.5份盐酸加入78份二

氯乙烷中混合加热，此时混合液B的各组分配比关系为：18份氯磺酸与16份二氯乙烷。混合

液A的各组分配比关系还可以是：21份聚苯胺和0.5份盐酸加入18份二氯乙烷中，此时混合

液B的各组分配比关系为：21份氯磺酸与18份二氯乙烷。相应地，混合液A的各组分配比关系

优选为：  9份聚苯胺和0.5份盐酸加入80份二氯乙烷中，此时混合液B的各组分配比关系为：

20份氯磺酸与17份二氯乙烷。

[0043] 更进一步地说，电流变流体的制备方法为：将磺化聚苯胺粉末研磨后，过325目筛，

得到超细磺化聚苯胺，将20份超细磺化聚苯胺加入75份已干燥好的二甲基硅油中，机械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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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5min后，再超声波分散40min，即得到电流变流体。

[0044] 通过上述制得的电流变流体要求PH值在7.5左右，上下浮动在0.3之间，施加的电

场强度为2.3KV/mm，其剪切应力达到200Pa以上，效果良好。

[0045] 作为一种改进地实施方式，电绝缘软管401为高弹性橡胶软管，电绝缘软管401内

设有碳纤维管或者碳纤维网（图中未标出），且电绝缘软管401的内壁涂覆一层聚四氟乙烯

涂料。

[0046] 作为一种改进地实施方式，滑座本体1的下方滑槽内滑动连接有夹紧爪9，滑座本

体1通过第二锁紧螺钉10固定夹紧爪。

[0047] 进一步地说，滑座本体1上设有控制导电回路开闭的电路开关，以更好地便于医生

操作。

[004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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