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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呼吸科气管镜介入治疗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呼吸科气管镜介入治疗

装置，其技术方案要点是：包括气管镜，还包括：

一用于患者躺卧的支撑台，所述支撑台上方固定

有弧形躺卧座；一沿水平方向滑移连接在所述支

撑台上方的支撑座，所述支撑座通过第一调整部

控制其水平位置的调整；一铰接在所述支撑座的

上方的头部支撑件，所述头部支撑件包括弧形支

撑部和水平支撑部，所述头部支撑件通过第二调

整部控制其角度的调整；一设置在所述支撑台内

的用于支撑患者颈部的颈部支撑组件；一用于箍

合固定患者头部的头部固定组件；一用于伸入并

扩充至患者口腔的口腔扩张组件；以及一用于锁

定所述气管镜中的纤维管的纤维管固定组件；装

置在使用时能够方便进行介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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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呼吸科气管镜介入治疗装置，包括气管镜(1)，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一用于患者躺卧的支撑台(10)，所述支撑台(10)上方固定有弧形躺卧座(11)；

一沿水平方向滑移连接在所述支撑台(10)上方的支撑座(12)，所述支撑座(12)通过第

一调整部(2)控制其水平位置的调整；

一铰接在所述支撑座(12)的上方的头部支撑件(13)，所述头部支撑件(13)包括弧形支

撑部(131)和水平支撑部(132)，所述头部支撑件(13)通过第二调整部(3)控制其角度的调

整；

一设置在所述支撑台(10)内的用于支撑患者颈部的颈部支撑组件(4)；

一用于箍合固定患者头部的头部固定组件(5)；

一用于伸入并扩充至患者口腔的口腔扩张组件(6)，所述气管镜(1)中的纤维管(14)在

穿过所述口腔扩张组件(6)时被导向定位；

以及一用于锁定所述气管镜(1)中的纤维管(14)的纤维管固定组件(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呼吸科气管镜介入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控制

部包括导块(21)、导槽(22)、伺服电机(23)和驱动螺杆(24)，所述导块(21)固定在所述支撑

座(12)的底部，所述导槽(22)开设在所述支撑台(10)上方供所述导块(21)水平滑动，所述

导块(21)为梯形块，所述导槽(22)为与所述导块(21)相配合的梯形槽，所述伺服电机(23)

固定在所述支撑台(10)下方，所述驱动螺杆(24)的两端分别通过轴承转动连接在所述支撑

台(10)内，所述驱动螺杆(24)与所述导块(21)之间螺纹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呼吸科气管镜介入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调整

部(3)包括第一支撑板(31)、第二支撑板(32)和旋转气缸(33)，所述第一支撑板(31)焊接固

定在所述支撑座(12)上方，所述第二支撑板(32)焊接固定在所述头部支撑件(13)中的所述

水平支撑部(132)下方，所述第一支撑板(31)与所述第二支撑板(32)之间相互铰接，所述旋

转气缸(33)固定在第一支撑板(31)上，所述旋转气缸(33)的活塞杆端部固定在所述第二支

撑板(32)的铰接轴端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呼吸科气管镜介入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颈部支撑

组件(4)包括第一凹槽(41)、第二凹槽(42)、颈部支撑板(43)和驱动气缸(44)，所述第一凹

槽(41)和所述第二凹槽(42)分别开设在所述支撑台(10)内，所述第一凹槽(41)与所述第二

凹槽(42)之间相互连通，所述第一凹槽(41)内沿水平方向滑移连接有颈部支撑板(43)，所

述驱动气缸(44)的缸体固定在所述第二凹槽(42)的槽壁上，所述驱动气缸(44)的活塞杆端

部固定在所述颈部支撑板(43)端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呼吸科气管镜介入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头部固定

组件(5)包括第一弧形环(51)、第二弧形环(52)、塑料套(53)、第一固定带(54)和第二固定

带(55)，所述第一弧形环(51)和所述第二弧形环(52)分别对称固定在所述头部支撑件(13)

中的所述水平支撑部(132)两侧，所述第一固定带(54)与所述第二固定带(55)的端部在穿

设过所述塑料套(53)后分别缝合固定，所述第一固定带(54)上具有毛面，所述第二固定带

(55)上具有与所述毛面相互粘合的勾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呼吸科气管镜介入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口腔扩张

组件(6)包括扩张筒(61)、弧形挡舌板(62)、提手(63)和导向罩(64)，所述扩张筒(61)为圆

筒，所述弧形挡舌板(62)为弧形并固定在所述扩张筒(61)的底部，所述提手(63)固定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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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扩张筒(61)远离所述弧形提舌板(62)的一端，所述导向罩(64)固定在所述扩张筒(61)

内，所述导向罩(64)的两端分别为喇叭状。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呼吸科气管镜介入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纤维管固

定组件(7)包括固定杆(71)、圆环(72)、抵挡块(73)、拉杆(74)、压块(75)、穿槽(76)、第一弹

性卡块(77)、第二弹性卡块(78)和卡槽(79)，所述固定杆(71)固定在所述口腔扩张组件(6)

上，所述圆环(72)固定在所述固定杆(71)端部，所述抵挡块(73)固定在所述圆环(72)内部，

所述拉杆(74)插接在所述圆环(72)内，所述压块(75)固定在所述拉杆(74)端部，所述抵挡

块(73)与所述压块(75)上分别开设有供所述纤维管(14)穿过的所述穿槽(76)，所述第一弹

性卡块(77)和所述第二弹性卡块(78)分别固定在所述拉杆(74)上，所述圆环(72)内开设有

供所述第一弹性卡块(77)或所述第二弹性卡块(78)卡入的所述卡槽(79)。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呼吸科气管镜介入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支撑台(10)的

底部固定有放置箱(101)，所述放置箱(101)的开口处铰接有第一盖板(1011)，所述放置箱

(101)内固定有水平分隔板(1012)，所述水平分隔板(1012)的上下两侧分别固定有若干个

竖直分隔板(1013)。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呼吸科气管镜介入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台

(10)的底部还固定有消毒箱(102)，所述消毒箱(102)的顶部安装有紫外线杀菌灯(1021)，

所述消毒箱(102)的开口处铰接有两个第二盖板(1022)，所述消毒箱(102)内两侧固定有固

定条(1023)，两个所述固定条(1023)之间设置有消毒盒(1024)，所述消毒盒(1024)的两侧

分别固定有固定板(1025)，所述固定板(1025)的底部固定有T形块(1026)，所述固定条

(1023)上开设有供所述T形块(1026)插入的T形槽(1027)。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呼吸科气管镜介入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台

(10)上方安装有支撑杆(103)，所述支撑杆(103)底端固定有固定盘(1031)，所述固定盘

(1031)通过若干个锁紧螺栓(1032)与所述支撑台(10)连接，所述支撑杆(103)顶部固定有

放置板(1033)，所述放置板(1033)上开设有用于放置所述气管镜(1)机体的放置槽(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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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呼吸科气管镜介入治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装置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呼吸科气管镜介入治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人活着需要呼吸，而呼吸离不开呼吸道。呼吸道是人体呼吸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为上下呼吸道，上呼吸道包括鼻、咽和喉等，下呼吸道包括气管、主支气管、叶支气管、段

支气管、亚支气管及其分支，称为支气管树，终止于肺泡。一旦我们的呼吸道有了故障，吸入

的空气不能进行气体交换，人体就会缺氧，我们的生命就会岌岌可危。在呼吸内科，支气管

镜不仅是一种检查诊断设备，还是一种微创治疗设备，在临床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和传

统的开胸手术相比，它具有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快等优点。

[0003] 现有公开号为CN108478175A的中国专利，其公开了一种呼吸科气管镜介入治疗装

置，包括装置主体、支撑间距调节机构以及气管镜压持机构，所述装置主体包括支撑板一、

凹槽一、凹槽二、支撑板二以及气管镜插口，所述支撑间距调节机构包括螺纹杆一、圆孔、凸

轮、圆板、限位槽一、限位杆一、活动杆、限位杆二、限位槽二、盖板以及通口，所述气管镜压

持机构包括存放槽、弧形板、方形板一、方形孔一、方形孔二、方形板二、右连接板、矩形板、

封盖、矩形槽以及左连接板。

[0004] 上述的这种呼吸科气管镜介入治疗装置具有能够扩张口腔的优点，但是上述的这

种呼吸科气管镜介入治疗装置存在着一些缺点，如：第一、患者在躺卧进行介入治疗时，需

要调整患者的头部角度，同时在半麻醉的情况下还要将患者的头部固定，而上述的装置不

具有此能力；第二、患者在躺卧进行介入治疗时，需要调整患者的位置，在调整头部位置之

后常常使得患者颈部缺乏支撑，故需要对其进行改进；第三、上述的这种装置在扩张口腔时

较为麻烦，且无法为气管镜中的纤维管的口腔插入进行导向，同时使用上述的这种装置在

扩张口腔时会影响气管镜中的纤维管插入；第四、上述的这种装置无法对气管镜中的纤维

管随时锁定位置，操作较为不便。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背景技术中提到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呼吸科气管镜介入治疗装

置，以解决背景技术中提到的问题。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呼吸科气管镜介入治疗装置，包括气管镜，还包括：

一用于患者躺卧的支撑台，所述支撑台上方固定有弧形躺卧座；

一沿水平方向滑移连接在所述支撑台上方的支撑座，所述支撑座通过第一调整部控制

其水平位置的调整；

一铰接在所述支撑座的上方的头部支撑件，所述头部支撑件包括弧形支撑部和水平支

撑部，所述头部支撑件通过第二调整部控制其角度的调整；

一设置在所述支撑台内的用于支撑患者颈部的颈部支撑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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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于箍合固定患者头部的头部固定组件；

一用于伸入并扩充至患者口腔的口腔扩张组件，所述气管镜中的纤维管在穿过所述口

腔扩张组件时被导向定位；

以及一用于锁定所述气管镜中的纤维管的纤维管固定组件。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装置在使用时，患者可以躺卧在支撑台上，可以通过第一

调整部调整支撑座的位置以调整头部支撑件的水平位置，可以通过第二调整部控制铰接的

头部支撑件调整角度，故利用装置能够在患者躺卧进行介入治疗时，调整患者的头部角度，

此外在调整患者头部位置之后利用颈部支撑组件能够对患者颈部进行支撑；其次，此装置

具有扩张口腔的能力，且能为气管镜中的纤维管插入口腔的过程进行导向，同时本装置在

扩张口腔时会影响气管镜中的纤维管插入；再者，利用装置中的纤维管固定组件能够对气

管镜中的纤维管随时锁定位置，操作较为方便。

[0008] 较佳的，所述第一控制部包括导块、导槽、伺服电机和驱动螺杆，所述导块固定在

所述支撑座的底部，所述导槽开设在所述支撑台上方供所述导块水平滑动，所述导块为梯

形块，所述导槽为与所述导块相配合的梯形槽，所述伺服电机固定在所述支撑台下方，所述

驱动螺杆的两端分别通过轴承转动连接在所述支撑台内，所述驱动螺杆与所述导块之间螺

纹连接。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启动第一控制部中的伺服电机时，伺服电机能够带动

驱动螺杆转动，从而带动导块在导槽内滑动，从而能够带动支撑座在支撑台上方滑动，较为

方便快捷，且将导块和导槽采用T形能够增大支撑座滑动的稳定性。

[0010] 较佳的，所述第二调整部包括第一支撑板、第二支撑板和旋转气缸，所述第一支撑

板焊接固定在所述支撑座上方，所述第二支撑板焊接固定在所述头部支撑件中的所述水平

支撑部下方，所述第一支撑板与所述第二支撑板之间相互铰接，所述旋转气缸固定在第一

支撑板上，所述旋转气缸的活塞杆端部固定在所述第二支撑板的铰接轴端部。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启动第二调整部中的旋转气缸时将带动第二支撑板转

动，从而能够带动头部支撑件摆动，从而能够辅助医生找到合适的患者头部角度。

[0012] 较佳的，所述颈部支撑组件包括第一凹槽、第二凹槽、颈部支撑板和驱动气缸，所

述第一凹槽和所述第二凹槽分别开设在所述支撑台内，所述第一凹槽与所述第二凹槽之间

相互连通，所述第一凹槽内沿水平方向滑移连接有颈部支撑板，所述驱动气缸的缸体固定

在所述第二凹槽的槽壁上，所述驱动气缸的活塞杆端部固定在所述颈部支撑板端侧。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头部支撑件距离弧形躺卧座存在一定的距离时，操作

者可以启动颈部支撑组件中的驱动气缸，第二凹槽内的驱动气缸能够带动颈部支撑板在第

一凹槽内滑动，利用颈部支撑板能够对患者颈部起到良好的支撑效果。

[0014] 较佳的，所述头部固定组件包括第一弧形环、第二弧形环、塑料套、第一固定带和

第二固定带，所述第一弧形环和所述第二弧形环分别对称固定在所述头部支撑件中的所述

水平支撑部两侧，所述第一固定带与所述第二固定带的端部在穿设过所述塑料套后分别缝

合固定，所述第一固定带上具有毛面，所述第二固定带上具有与所述毛面相互粘合的勾面。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利用头部固定组件能够将患者的头部固定，在固定时可

以将第一弧形板和第二弧形板上连接的第一固定带与第二固定带连接，从而能够实现对患

者头部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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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较佳的，所述口腔扩张组件包括扩张筒、弧形挡舌板、提手和导向罩，所述扩张筒

为圆筒，所述弧形挡舌板为弧形并固定在所述扩张筒的底部，所述提手固定在所述扩张筒

远离所述弧形提舌板的一端，所述导向罩固定在所述扩张筒内，所述导向罩的两端分别为

喇叭状。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口腔扩张组件在使用时可以将扩张筒插入到患者口腔，

弧形挡舌板能够压住患者舌头，提手能够方便操控，导向罩能够对气管镜中的纤维管插入

进行导向。

[0018] 较佳的，所述纤维管固定组件包括固定杆、圆环、抵挡块、拉杆、压块、穿槽、第一弹

性卡块、第二弹性卡块和卡槽，所述固定杆固定在所述口腔扩张组件上，所述圆环固定在所

述固定杆端部，所述抵挡块固定在所述圆环内部，所述拉杆插接在所述圆环内，所述压块固

定在所述拉杆端部，所述抵挡块与所述压块上分别开设有供所述纤维管穿过的所述穿槽，

所述第一弹性卡块和所述第二弹性卡块分别固定在所述拉杆上，所述圆环内开设有供所述

第一弹性卡块或所述第二弹性卡块卡入的所述卡槽。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需要在某一个位置锁定纤维管的位置时，操作者可以

推动拉杆带动压块滑动，将压块靠近抵挡块将纤维管锁定压紧，此时第一弹性卡块将插入

到卡槽内将拉杆固定，当需要解除锁定时可以拉动拉杆使得第二弹性卡块嵌入到卡槽。

[0020] 较佳的，支撑台的底部固定有放置箱，所述放置箱的开口处铰接有第一盖板，所述

放置箱内固定有水平分隔板，所述水平分隔板的上下两侧分别固定有若干个竖直分隔板。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放置箱可以用于放置进行介入治疗时的各种工具，利用

水平分隔板和竖直分隔板可以实现分区。

[0022] 较佳的，所述支撑台的底部还固定有消毒箱，所述消毒箱的顶部安装有紫外线杀

菌灯，所述消毒箱的开口处铰接有两个第二盖板，所述消毒箱内两侧固定有固定条，两个所

述固定条之间设置有消毒盒，所述消毒盒的两侧分别固定有固定板，所述固定板的底部固

定有T形块，所述固定条上开设有供所述T形块插入的T形槽。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消毒箱可以用于消毒医疗用具，且消毒箱内的消毒盒可

以用于放置医疗用具，且消毒盒可以方便的抽拉出，使用较为方便。

[0024] 较佳的，所述支撑台上方安装有支撑杆，所述支撑杆底端固定有固定盘，所述固定

盘通过若干个锁紧螺栓与所述支撑台连接，所述支撑杆顶部固定有放置板，所述放置板上

开设有用于放置所述气管镜机体的放置槽。

[002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利用支撑杆端部的放置板可以用来放置气管镜机体。

[0026] 进一步的，所述头部支撑件的表面还涂覆有一层防污涂层，所述防污涂层由如下

方法制备：

取以下以重量计各组分原料备用：聚四氟乙烯100-120份、聚丙烯80-100份、聚氯乙烯

60-80份、聚苯丙烯40-50份、己二酸二甲酯40-50份、油酸钾20-30份、油酸三乙醇胺20-30

份、二苯基乙酮15-20份、羟乙基化脂肪胺10-15份、乙酸乙酯10-15份；

S1、制作防污涂层预制备液；将聚四氟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和聚苯丙烯混合搅拌均

匀后，加入到反应釜并加热至340-350℃，然后保温10-15min；

S2、制备防污涂层溶液：将S1得到的防污涂层预制备液冷却至190-200℃后，再加入己

二酸二甲酯、油酸钾、油酸三乙醇胺、二苯基乙酮、羟乙基化脂肪胺和乙酸乙酯，混合均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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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到100-120℃，得到防污涂层溶液；

S3、涂覆：利用高压喷枪将S2得到的防污涂层溶液采用真空高温喷涂的方式喷涂到头

部支撑件的表面；

S4、烘干：将S3得到的头部支撑件自然烘干。

[002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头部支撑件表面的防污涂层能够避免头部支撑件表面因

沾染灰尘和油渍造成难以清洗的问题。

[0028] 综上所述，本发明主要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装置在使用时，患者可以躺卧在支撑台上，可以通过第一调整部调整支撑座的位置以

调整头部支撑件的水平位置，可以通过第二调整部控制铰接的头部支撑件调整角度，故利

用装置能够在患者躺卧进行介入治疗时，调整患者的头部角度，此外在调整患者头部位置

之后利用颈部支撑组件能够对患者颈部进行支撑；其次，此装置具有扩张口腔的能力，且能

为气管镜中的纤维管插入口腔的过程进行导向，同时本装置在扩张口腔时会影响气管镜中

的纤维管插入；再者，利用装置中的纤维管固定组件能够对气管镜中的纤维管随时锁定位

置，操作较为方便。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呼吸科气管镜介入治疗装置的结构示意图之一；

图2是图1中的A处放大图；

图3是呼吸科气管镜介入治疗装置的结构剖视图；

图4是图3中的B处放大图；

图5是图3中的C处放大图；

图6是图3中的D处放大图；

图7是图3中的E处放大图；

图8是图3中的F处放大图；

图9是呼吸科气管镜介入治疗装置的结构示意图之二；

图10是图9中的G处放大图。

[0030] 附图标记：1、气管镜；10、支撑台；11、弧形躺卧座；12、支撑座；2、第一调整部；13、

头部支撑件；131、弧形支撑部；132、水平支撑部；3、第二调整部；4、颈部支撑组件；5、头部固

定组件；6、口腔扩张组件；14、纤维管；7、纤维管固定组件；21、导块；22、导槽；23、伺服电机；

24、驱动螺杆；31、第一支撑板；32、第二支撑板；33、旋转气缸；41、第一凹槽；42、第二凹槽；

43、颈部支撑板；44、驱动气缸；51、第一弧形环；52、第二弧形环；53、塑料套；54、第一固定

带；55、第二固定带；61、扩张筒；62、弧形挡舌板；63、提手；64、导向罩；71、固定杆；72、圆环；

73、抵挡块；74、拉杆；75、压块；76、穿槽；77、第一弹性卡块；78、第二弹性卡块；79、卡槽；

101、放置箱；1011、第一盖板；1012、水平分隔板；1013、竖直分隔板；102、消毒箱；1021、紫外

线杀菌灯；1022、第二盖板；1023、固定条；1024、消毒盒；1025、固定板；1026、T形块；1027、T

形槽；103、支撑杆；1031、固定盘；1032、锁紧螺栓；1033、放置板；1034、放置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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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2] 实施例1

参考图1、图3和图9，一种呼吸科气管镜介入治疗装置，包括气管镜1，还包括以下部分：

一用于患者躺卧的支撑台10，其中在支撑台10上方固定有弧形躺卧座11；

一沿水平方向滑移连接在支撑台10上方的支撑座12，其中支撑座12通过第一调整部2

控制其水平位置的调整；

一铰接在支撑座12的上方的头部支撑件13，其中头部支撑件13包括弧形支撑部131和

水平支撑部132，头部支撑件13通过第二调整部3控制其角度的调整；

一设置在支撑台10内的用于支撑患者颈部的颈部支撑组件4；

一用于箍合固定患者头部的头部固定组件5；

一用于伸入并扩充至患者口腔的口腔扩张组件6，气管镜1中的纤维管14在穿过口腔扩

张组件6时被导向定位；

以及一用于锁定气管镜1中的纤维管14的纤维管固定组件7；

在使用装置时，患者可以躺卧在支撑台10上，可以通过第一调整部2调整支撑座12的位

置以调整头部支撑件13的水平位置，可以通过第二调整部3控制铰接的头部支撑件13调整

角度，故利用装置能够在患者躺卧进行介入治疗时，调整患者的头部角度，此外在调整患者

头部位置之后利用颈部支撑组件4能够对患者颈部进行支撑；其次，此装置具有扩张口腔的

能力，且能为气管镜1中的纤维管14插入口腔的过程进行导向，同时本装置在扩张口腔时会

影响气管镜1中的纤维管14插入；再者，利用装置中的纤维管固定组件7能够对气管镜1中的

纤维管14随时锁定位置，操作较为方便。

[0033] 参考图3和图4，其中第一控制部包括导块21、导槽22、伺服电机23和驱动螺杆24，

其中导块21固定在支撑座12的底部，导槽22开设在支撑台10上方供导块21水平滑动，其中

导块21为梯形块，导槽22为与导块21相配合的梯形槽，伺服电机23固定在支撑台10下方，驱

动螺杆24的两端分别通过轴承转动连接在支撑台10内，驱动螺杆24与导块21之间螺纹连

接，当启动第一控制部中的伺服电机23时，伺服电机23能够带动驱动螺杆24转动，从而带动

导块21在导槽22内滑动，从而能够带动支撑座12在支撑台10上方滑动，较为方便快捷，且将

导块21和导槽22采用T形能够增大支撑座12滑动的稳定性。

[0034] 参考图3、图4和图10，其中第二调整部3包括第一支撑板31、第二支撑板32和旋转

气缸33，其中第一支撑板31焊接固定在支撑座12上方，第二支撑板32焊接固定在头部支撑

件13中的水平支撑部132下方，且第一支撑板31与第二支撑板32之间相互铰接，其中旋转气

缸33固定在第一支撑板31上，旋转气缸33的活塞杆端部固定在第二支撑板32的铰接轴端

部，当启动第二调整部3中的旋转气缸33时将带动第二支撑板32转动，从而能够带动头部支

撑件13摆动，从而能够辅助医生找到合适的患者头部角度。

[0035] 参考图3和图5，其中颈部支撑组件4包括第一凹槽41、第二凹槽42、颈部支撑板43

和驱动气缸44，其中第一凹槽41和第二凹槽42分别开设在支撑台10内，第一凹槽41与第二

凹槽42之间相互连通，在第一凹槽41内沿水平方向滑移连接有颈部支撑板43，驱动气缸44

的缸体固定在第二凹槽42的槽壁上，驱动气缸44的活塞杆端部固定在颈部支撑板43端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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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头部支撑件13距离弧形躺卧座11存在一定的距离时，操作者可以启动颈部支撑组件4中

的驱动气缸44，第二凹槽42内的驱动气缸44能够带动颈部支撑板43在第一凹槽41内滑动，

利用颈部支撑板43能够对患者颈部起到良好的支撑效果。

[0036] 参考图1和图2，其中头部固定组件5包括第一弧形环51、第二弧形环52、塑料套53、

第一固定带54和第二固定带55，其中第一弧形环51和第二弧形环52分别对称固定在头部支

撑件13中的水平支撑部132两侧，第一固定带54与第二固定带55的端部在穿设过塑料套53

后分别缝合固定，第一固定带54上具有毛面，第二固定带55上具有与毛面相互粘合的勾面，

利用头部固定组件5能够将患者的头部固定，在固定时可以将第一弧形板和第二弧形板上

连接的第一固定带54与第二固定带55连接，从而能够实现对患者头部的固定。

[0037] 参考图3和图6，其中口腔扩张组件6包括扩张筒61、弧形挡舌板62、提手63和导向

罩64，扩张筒61为圆筒，弧形挡舌板62为弧形并固定在扩张筒61的底部，提手63固定在扩张

筒61远离弧形提舌板的一端，导向罩64固定在扩张筒61内，导向罩64的两端分别为喇叭状，

口腔扩张组件6在使用时可以将扩张筒61插入到患者口腔，弧形挡舌板62能够压住患者舌

头，提手63能够方便操控，导向罩64能够对气管镜1中的纤维管14插入进行导向。

[0038] 参考图3和图7，其中纤维管固定组件7包括固定杆71、圆环72、抵挡块73、拉杆74、

压块75、穿槽76、第一弹性卡块77、第二弹性卡块78和卡槽79，固定杆71固定在口腔扩张组

件6上，圆环72固定在固定杆71端部，抵挡块73固定在圆环72内部，拉杆74插接在圆环72内，

压块75固定在拉杆74端部，抵挡块73与压块75上分别开设有供纤维管14穿过的穿槽76，第

一弹性卡块77和第二弹性卡块78分别固定在拉杆74上，圆环72内开设有供第一弹性卡块77

或第二弹性卡块78卡入的卡槽79，当需要在某一个位置锁定纤维管14的位置时，操作者可

以推动拉杆74带动压块75滑动，将压块75靠近抵挡块73将纤维管14锁定压紧，此时第一弹

性卡块77将插入到卡槽79内将拉杆74固定，当需要解除锁定时可以拉动拉杆74使得第二弹

性卡块78嵌入到卡槽79。

[0039] 参考图1和图3，其中在支撑台10的底部固定有放置箱101，放置箱101的开口处铰

接有第一盖板1011，放置箱101内固定有水平分隔板1012，水平分隔板1012的上侧固定有两

个竖直分隔板1013，水平分隔板1012的下方固定有三个竖直分隔板1013，其中放置箱101可

以用于放置进行介入治疗时的各种工具，利用水平分隔板1012和竖直分隔板1013可以实现

分区。

[0040] 参考图1和图3，其中在支撑台10的底部还固定有消毒箱102，在消毒箱102的顶部

安装有紫外线杀菌灯1021，在消毒箱102的开口处铰接有两个第二盖板1022，同时在消毒箱

102内两侧固定有固定条1023，在两个固定条1023之间设置有消毒盒1024，其中在消毒盒

1024的两侧分别固定有固定板1025，在固定板1025的底部固定有T形块1026，在固定条1023

上开设有供T形块1026插入的T形槽1027，消毒箱102可以用于消毒医疗用具，且消毒箱102

内的消毒盒1024可以用于放置医疗用具，且消毒盒1024可以方便的抽拉出，使用较为方便。

[0041] 参考图9和图10，其中在支撑台10上方安装有支撑杆103，在支撑杆103底端固定有

固定盘1031，其中固定盘1031通过四个锁紧螺栓1032与支撑台10连接，在支撑杆103顶部固

定有放置板1033，其中在放置板1033上开设有用于放置气管镜1机体的放置槽1034，利用支

撑杆103端部的放置板1033可以用来放置气管镜1机体。

[0042] 其中气管镜1的型号可以选择PENTAXFB-15P，此型号的气管镜1适用于做肺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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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亚段支气管病变的观察、活检采样、细菌学、细胞学检查、配合TV系统可进行摄影、示教和

动态记录，该支气管镜1附有活检取样结构，能帮助发现早期病变，能开展息肉摘除等体内

外科手术，对于支气管、肺疾病研究，术后检查等是一种良好的精密仪器；其中上述的伺服

电机23可以旋转交流伺服电机23；其中上述的旋转气缸33可以亚德客旋转气缸33；其中上

述的驱动气缸44可以选择亚德客单轴推动气缸。

[0043] 实施例2

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头部支撑件13的表面还涂覆有一层防污涂层，由于在患

者治疗时，患者需要头部枕在头部支撑件13上，为了防止头部支撑件13变得脏污而难以清

洗，故在头部支撑件13的表面喷涂有一层防污涂层，其中防污涂层由如下方法制备：

取以下以重量计各组分原料备用：聚四氟乙烯100份、聚丙烯80份、聚氯乙烯60份、聚苯

丙烯40份、己二酸二甲酯40份、油酸钾20份、油酸三乙醇胺20份、二苯基乙酮15份、羟乙基化

脂肪胺10份、乙酸乙酯10份；

S1、制作防污涂层预制备液；将聚四氟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和聚苯丙烯混合搅拌均

匀后，加入到反应釜并加热至340℃，然后保温10min；

S2、制备防污涂层溶液：将S1得到的防污涂层预制备液冷却至190℃后，再加入己二酸

二甲酯、油酸钾、油酸三乙醇胺、二苯基乙酮、羟乙基化脂肪胺和乙酸乙酯，混合均匀后冷却

到100℃，得到防污涂层溶液；

S3、涂覆：利用高压喷枪将S2得到的防污涂层溶液采用真空高温喷涂的方式喷涂到头

部支撑件13的表面；

S4、烘干：将S3得到的头部支撑件13自然烘干。

[0044] 头部支撑件13表面的防污涂层能够避免头部支撑件13表面因沾染灰尘和油渍造

成难以清洗的问题。

[0045] 实施例3

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头部支撑件13表面防污涂层的制备，其中防污涂层由如下

方法制备：

取以下以重量计各组分原料备用：聚四氟乙烯104份、聚丙烯84份、聚氯乙烯64份、聚苯

丙烯42份、己二酸二甲酯42份、油酸钾20份、油酸三乙醇胺20份、二苯基乙酮15份、羟乙基化

脂肪胺10份、乙酸乙酯10份；

S1、制作防污涂层预制备液；将聚四氟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和聚苯丙烯混合搅拌均

匀后，加入到反应釜并加热至343℃，然后保温10min；

S2、制备防污涂层溶液：将S1得到的防污涂层预制备液冷却至193℃后，再加入己二酸

二甲酯、油酸钾、油酸三乙醇胺、二苯基乙酮、羟乙基化脂肪胺和乙酸乙酯，混合均匀后冷却

到103℃，得到防污涂层溶液；

S3、涂覆：利用高压喷枪将S2得到的防污涂层溶液采用真空高温喷涂的方式喷涂到头

部支撑件13的表面；

S4、烘干：将S3得到的头部支撑件13自然烘干。

[0046] 实施例4

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头部支撑件13表面防污涂层的制备，其中防污涂层由如下

方法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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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以下以重量计各组分原料备用：聚四氟乙烯106份、聚丙烯86份、聚氯乙烯66份、聚苯

丙烯46份、己二酸二甲酯46份、油酸钾24份、油酸三乙醇胺24份、二苯基乙酮17份、羟乙基化

脂肪胺10份、乙酸乙酯10份；

S1、制作防污涂层预制备液；将聚四氟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和聚苯丙烯混合搅拌均

匀后，加入到反应釜并加热至345℃，然后保温13min；

S2、制备防污涂层溶液：将S1得到的防污涂层预制备液冷却至195℃后，再加入己二酸

二甲酯、油酸钾、油酸三乙醇胺、二苯基乙酮、羟乙基化脂肪胺和乙酸乙酯，混合均匀后冷却

到105℃，得到防污涂层溶液；

S3、涂覆：利用高压喷枪将S2得到的防污涂层溶液采用真空高温喷涂的方式喷涂到头

部支撑件13的表面；

S4、烘干：将S3得到的头部支撑件13自然烘干。

[0047] 实施例5

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头部支撑件13表面防污涂层的制备，其中防污涂层由如下

方法制备：

取以下以重量计各组分原料备用：聚四氟乙烯110份、聚丙烯90份、聚氯乙烯70份、聚苯

丙烯45份、己二酸二甲酯45份、油酸钾25份、油酸三乙醇胺25份、二苯基乙酮20份、羟乙基化

脂肪胺10份、乙酸乙酯10份；

S1、制作防污涂层预制备液；将聚四氟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和聚苯丙烯混合搅拌均

匀后，加入到反应釜并加热至348℃，然后保温13min；

S2、制备防污涂层溶液：将S1得到的防污涂层预制备液冷却至195℃后，再加入己二酸

二甲酯、油酸钾、油酸三乙醇胺、二苯基乙酮、羟乙基化脂肪胺和乙酸乙酯，混合均匀后冷却

到107℃，得到防污涂层溶液；

S3、涂覆：利用高压喷枪将S2得到的防污涂层溶液采用真空高温喷涂的方式喷涂到头

部支撑件13的表面；

S4、烘干：将S3得到的头部支撑件13自然烘干。

[0048] 实施例6

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头部支撑件13表面防污涂层的制备，其中防污涂层由如下

方法制备：

取以下以重量计各组分原料备用：聚四氟乙烯115份、聚丙烯95份、聚氯乙烯75份、聚苯

丙烯48份、己二酸二甲酯48份、油酸钾27份、油酸三乙醇胺27份、二苯基乙酮20份、羟乙基化

脂肪胺15份、乙酸乙酯15份；

S1、制作防污涂层预制备液；将聚四氟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和聚苯丙烯混合搅拌均

匀后，加入到反应釜并加热至348℃，然后保温13min；

S2、制备防污涂层溶液：将S1得到的防污涂层预制备液冷却至195℃后，再加入己二酸

二甲酯、油酸钾、油酸三乙醇胺、二苯基乙酮、羟乙基化脂肪胺和乙酸乙酯，混合均匀后冷却

到107℃，得到防污涂层溶液；

S3、涂覆：利用高压喷枪将S2得到的防污涂层溶液采用真空高温喷涂的方式喷涂到头

部支撑件13的表面；

S4、烘干：将S3得到的头部支撑件13自然烘干。

说　明　书 8/9 页

11

CN 110680658 A

11



[0049] 实施例7

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头部支撑件13表面防污涂层的制备，其中防污涂层由如下

方法制备：

取以下以重量计各组分原料备用：聚四氟乙烯120份、聚丙烯100份、聚氯乙烯100份、聚

苯丙烯50份、己二酸二甲酯50份、油酸钾30份、油酸三乙醇胺30份、二苯基乙酮20份、羟乙基

化脂肪胺15份、乙酸乙酯15份；

S1、制作防污涂层预制备液；将聚四氟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和聚苯丙烯混合搅拌均

匀后，加入到反应釜并加热至350℃，然后保温15min；

S2、制备防污涂层溶液：将S1得到的防污涂层预制备液冷却至200℃后，再加入己二酸

二甲酯、油酸钾、油酸三乙醇胺、二苯基乙酮、羟乙基化脂肪胺和乙酸乙酯，混合均匀后冷却

到120℃，得到防污涂层溶液；

S3、涂覆：利用高压喷枪将S2得到的防污涂层溶液采用真空高温喷涂的方式喷涂到头

部支撑件13的表面；

S4、烘干：将S3得到的头部支撑件13自然烘干。

[0050] 对实施例2-7中涂覆有防污涂层的头部支撑件13进行表面硬度和剥离强度的测

试，为了便于比较，所有实施例的数据基于实施例2的数据进行归一化。

[0051] 表1

  表面硬度 剥离强度

实施例2 100% 100%

实施例3 103% 102%

实施例4 97% 102%

实施例5 107% 108%

实施例6 103% 99%

实施例7 102% 98%

由上可知，由于实施例5中头部支撑件13的表面硬度和剥离强度的测试结果比其他涂

覆有防污涂层的实施例都要高，故实施例5中给出的防污涂层的制备方法是最优选择。

[0052]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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