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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骨科用臂部手术台，包

括台面组件、支架组件，台面组件的人体接触部

分主体采用带U形凹面的记忆海绵材质，外围包

裹有皮革层，体感舒适；支架组件下部装有带刹

车万向脚轮，立柱筒和立柱可通过机构方便的实

现高度调节，台面组件与支架组件用固定座进行

螺纹连接固定，方便拆卸，移动灵活，使用方便。

本实用新型骨科用臂部手术台能让医护人员方

便地使用本臂部手术台，主要承载层采用了碳纤

维材料，具有高强度且能透X光，便于观察手术效

果；与手术床的连接采用了安装槽+蝶形固定螺

钉紧固结构，牢固可靠；台面组件的包裹层与记

忆海绵层均可方便拆下进行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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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骨科用臂部手术台，包括台面组件(1)、支架组件(2)，

其特征在于：

所述台面组件(1)包括承载层(1a)、记忆海绵层(1b)、包裹层(1c)、安装槽(1d)、蝶形固

定螺钉(1e)，固定座(1f)，约束带(10)，

所述承载层(1a)上方设有记忆海绵层(1b)，

所述记忆海绵层(1b)外围设有包裹层(1c)，

所述承载层(1a)的一端下方设有1个固定座(1f)，

所述固定座(1f)内部开设有内螺纹通孔(1f1)，

所述承载层(1a)的另一端下方设有一个安装槽(1d)，

所述安装槽(1d)的底边开设有两个平行于槽的方向的底边螺纹通孔(1d3)，

所述底边螺纹通孔(1d3)从下往上装有两个蝶形固定螺钉(1e)，

所述承载层(1a)的两端分别设有1个约束带(10)，

所述支架组件(2)包括立柱(2a)、立柱筒(2b)、定位螺钉(2c)、带刹车万向脚轮(2d)，

所述立柱筒(2b)上部水平方向开设有定位螺钉固定螺纹通孔(2b1)，

所述立柱筒(2b)上部装有定位螺钉(2c)，

所述立柱筒(2b)内设有立柱(2a)，

所述立柱(2a)上部设有外螺纹段(2a1)，

所述外螺纹段(2a1)与内螺纹通孔(1f1)螺纹连接，

所述立柱(2a)中部均匀开设有多个等距平行的定位螺钉配合通孔(2a2)，

所述定位螺钉(2c)穿过立柱筒(2b)上的定位螺钉固定螺纹通孔(2b1)、立柱(2a)上其

中一个定位螺钉配合通孔(2a2)后，将立柱(2a)固定在立柱筒(2b)内，

所述立柱筒(2b)下方装有1只带刹车万向脚轮(2d)。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骨科用臂部手术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台面组件(1)的记忆海

绵层(1b)的上表面为U形凹面(1b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骨科用臂部手术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组件(2)的脚轮为

带刹车万向脚轮(2d)。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骨科用臂部手术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槽(1d)朝向手术床

的方向设有上部小翻边(1d1)，小翻边(1d1)宽度尺寸为6mm，小翻边(1d1)和安装槽(1d)的

底边构成安装开口(1d2)，开口(1d2)的宽度尺寸为30mm，大于手术床边导轨的宽度25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骨科用臂部手术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柱筒（2b）上用最下部

的孔时，让立柱(2a)尽量从立柱筒(2b)中伸出，从而使整个臂部手术台到达最高的高度，整

个臂部手术台高度大于1000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骨科用臂部手术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柱筒（2b）上用最上部

的孔时，让立柱(2a)深入立柱筒(2b)，从而使整个臂部手术台到达最低的高度，即超低工

位，整个臂部手术台高度低于500m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骨科用臂部手术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台面组件(1)两端可使

用约束带(10)进行手术中胳膊的固定，约束带(10)采用魔术扣固定方式。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骨科用臂部手术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台面组件(1)的承载层

(1a)形状为长方形薄板，材质为碳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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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骨科用臂部手术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柱(2a)和固定座(1f)

为螺纹连接，拆组快速，便于整个臂部手术台的拆装和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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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骨科用臂部手术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骨科用臂部手术台。

背景技术

[0002] 手术床又称为手术台，可以在手术过程中支撑患者，并根据手术操作需要调整体

位，为医生提供方便的手术环境，手术床属于手术室的基础设备。按照驱动和控制方式分为

三类，即侧面操纵式手术床、头部操纵式手术床和电动液压手术床。按照手术室科室分为综

合手术床和专科手术床。综合手术床适用于胸外科、心外科、神经外科、骨科、眼科、妇产科、

耳鼻喉科、泌尿科等。专科手术床分为产床、骨科手术床、神经外科手术床、眼科床等。手动

液压手术床主要由台面、立柱和底座三大部分组成，其中台面包括:头板、背板、腰板、座板

和腿板5个活动段。电动液压手术床的结构由台面、主体、电控和附件等部分组成。电动液压

手术床的台面也是由头板、背板、腰板、座板和腿板(左腿板、右腿板)5个活动段组成。臂部

手术主要是上肢的骨折手术等，如上肢的肱骨骨折，发生在肱骨外科颈以下1厘米至肱骨髁

上2厘米之间的骨折，称肱骨干骨折，多见于成年人。上肢活动时肱骨干所受应力较大，且由

于骨折运近端肌肉的牵拉作用，使骨折多有移位，手法复位后难于维持，且外固定比较困

难，因而常需手术治疗。桡神经在肱骨中段部位紧贴肱骨后方走行，中段骨折时有可能将之

嵌夹在骨折端内，手法复位比较危险，切开复位能在直视下看到桡神经，相对要安全很多，

但有时仍然会出现神经的牵拉伤。常见的肘关节附近骨折包括肱骨髁上骨折、髁间骨折、内

上髁骨折、外上髁骨折、尺骨鹰嘴骨折、尺骨冠状骨折以及桡骨头骨折等。这些骨折以不稳

定骨折与累及关节面者居多，大多数有手术指征，需要切开复位包括单纯尺骨骨折、单纯桡

骨骨折、蒙特吉亚骨折即尺骨上1/3骨干骨折合并上尺桡关节脱位、盖莱阿齐骨折即桡骨干

下1/3骨干骨折合并下尺桡关节脱位以及尺桡骨双骨折等。除无移位的单根骨折外，前臂骨

干骨折为不稳定骨折，需手术治疗。

[0003] 目前对患者实施臂部手术通常患者采用仰卧位，施行臂部神经丛局部麻醉，患者

上肢放于手术床的附件-臂托之上，施行手术。因臂托都是单端悬挂式固定于手术床之上，

所以需要施加较大力的手术，臂托往往不堪受力，引起损坏等。

[0004] 专利公告号为CN  204766345U的“前臂手术桌”，该装置选用长椭圆形的不锈钢或

胶木板制成前臂手术桌，前臂手术桌一边的金属嵌槽卡于手术床床边固定边槽内，前臂手

术桌的下方是伸缩支架支于地面，与伸缩支架相邻的是梅花柄的调节钮，伸缩支架的底部

是防滑垫。该装置的优点是便于手术医师取舒适坐姿进行长时间的精细前臂手术，手术完

毕便于拆卸。使用方便灵活，操作简单稳固，保障手术效果。其不足之处是，一、桌面为硬板

材料而无软垫材料，患者患肢放于其上，会比较痛苦；二、伸缩支架底部只有防滑垫，需要跟

床一起移动时，不方便灵活；三、前臂手术桌的金属嵌槽与手术床的连接方式未详细说明，

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固定不牢固的情况；四、未提及约束带的使用，没有约束带做手术有风

险，上肢需可靠固定于臂部手术台上进行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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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做臂部手术时能体感舒适、移动灵活、固定可靠的

一种骨科用臂部手术台。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骨科用臂部手术台，包括台

面组件、支架组件，台面组件包括承载层、记忆海绵层、包裹层、安装槽、蝶形固定螺钉，固定

座，承载层上方设有记忆海绵层，记忆海绵层外围设有包裹层，承载层的一端下方设有1个

固定座，固定座内部开设有内螺纹通孔，承载层的另一端下方设有一个安装槽，安装槽的底

边开设有两个平行于槽的方向的底边螺纹通孔，底边螺纹通孔从下往上装有两个蝶形固定

螺钉，承载层的两端分别设有1个约束带，支架组件包括立柱、立柱筒、定位螺钉、带刹车万

向脚轮，立柱筒上部水平方向开设有定位螺钉固定螺纹通孔，立柱筒上部装有定位螺钉，立

柱筒内设有立柱，立柱上部设有外螺纹段，外螺纹段与内螺纹通孔螺纹连接，立柱中部均匀

开设有多个等距平行的定位螺钉配合通孔，定位螺钉穿过立柱筒上的定位螺钉固定螺纹通

孔、立柱上其中一个定位螺钉配合通孔后，将立柱固定在立柱筒内，立柱筒下方装有1只带

刹车万向脚轮。

[0007] 进一步地，台面组件的记忆海绵层的上表面为U形凹面。

[0008] 进一步地，支架组件的脚轮为带刹车万向脚轮。

[0009] 进一步地，安装槽朝向手术床的方向设有上部小翻边，小翻边宽度尺寸为6mm，小

翻边和安装槽的底边构成安装开口，开口的宽度尺寸为30mm，大于手术床边导轨的宽度

25mm。

[0010] 进一步地，立柱上用最下部的孔时，让立柱尽量从立柱筒中伸出，从而使整个臂部

手术台到达最高的高度，整个臂部手术台高度大于1000mm。

[0011] 进一步地，立柱上用最上部的孔时，让立柱深入立柱筒，从而使整个臂部手术台到

达最低的高度，即超低工位，整个臂部手术台高度低于500mm。

[0012] 进一步地，台面组件两端可使用约束带进行手术中胳膊的固定，约束带采用魔术

扣固定方式。

[0013] 进一步地，台面组件的承载层形状为长方形薄板，材质为碳纤维。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立柱和固定座为螺纹连接，拆组方便，利于整个臂部手术台的拆卸

和储运。

[0015]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显著优点为:

[0016] (1)使用本实用新型时调节高度方便。

[0017] (2)采用安装槽+蝶形固定螺钉紧固结构，牢固可靠。

[0018] (3)采用了聚亚酰胺材质的带刹车静音万向脚轮，移动灵活方便噪音小；刹车可

靠，方便固定位置。

[0019] (4)垫子采用带U形凹面的记忆海绵材质，体感更舒适。

[0020] (5)承载层材质为碳纤维材料，具有高强度且能透X光，便于观察手术效果。

[0021] (6)台面组件的包裹层与记忆海绵层均可方便拆下进行清洁。

[0022] (7)和约束带配合使用，牢固可靠的固定患者的上肢。

[0023] (8)立柱和固定座为螺纹连接，拆组快速，便于整个臂部手术台的拆装和储运。

[0024] 承载层与记忆海绵层、包裹层，承载层和固定座之间，约束带和魔术扣的连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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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0025] 1、承载层与记忆海绵层之间用魔术扣进行联结，承载层用胶水粘接的办法固定魔

术扣的母面、记忆海绵层用胶水粘接的办法固定魔术扣的公面。

[0026] 2、包裹层为罩式设计，底部缝制松紧带或线绳。罩上以后从里侧拉紧底部松紧带，

起到包裹和美观的作用。也可采用拉链的办法，在承载层上用胶水粘接拉链的半幅，在包裹

层相应位置缝制或粘接另一半幅。也可采用塑料或金属按扣的方法进行包裹层的固定。

[0027] 3、承载层和固定座之间采用固定连接方式，多个沉头螺钉连接的方式，保证外观

和使用。

[0028] 4、约束带的一端和另一端用缝纫机分别缝制一块魔术扣的公面和母面。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外观图。

[003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剖视图。

[0031]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安装槽和边导轨连接处的局部视图。

[0032]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种超低工位优选实施例的外观图。

[0033] 图中：

[0034] 1、台面组件；1a、承载层；1b、记忆海绵；1b1、U形凹面；1c、包裹层；1d、安装槽；1d1、

上部小翻边；1d2、开口；1d3、底边螺纹通孔；1e、固定螺钉；  1f、固定座；1f1、内螺纹通孔；2、

支架组件；2a、立柱；2a1、外螺纹段；  2a2、定位螺钉配合通孔；2b、立柱筒；2b1、定位螺钉固

定螺纹通孔；  2d、带刹车万向脚轮；3、边导轨；4、手术床床体；5、手术床床垫、6、边导轨垫；

7、手术床立柱；8、手术床底座；9、手术床脚轮；10、约束带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参照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进行说明。本实施方式并不限定本实用

新型。附图是示意性或概念性的图，各部分的厚度与宽度的关系、部分间的大小的比率等并

不一定与现实中的相同。即便在表示相同部分的情况下，也存在根据附图而相互的尺寸或

比率不同地表示的情况。

[0036] 结合图1、图2、图3，一种骨科用臂部手术台，包括台面组件1、支架组件2，台面组件

1包括承载层1a、记忆海绵层1b、包裹层1c、安装槽1d、蝶形固定螺钉1e，固定座1f，承载层1a

上方设有记忆海绵层1b，记忆海绵层1b外围设有包裹层1c，承载层1a的一端下方设有1个固

定座1f，固定座1f内部开设有内螺纹通孔1f1，承载层  1a的另一端下方设有一个安装槽1d，

安装槽1d的底边开设有两个平行与槽的方向的底边螺纹通孔1d3，底边螺纹通孔1d3从下往

上装有两个蝶形固定螺钉1e，承载层1a的两端分别设有1个约束带10，支架组件2包括立柱

2a、立柱筒2b、定位螺钉2c、带刹车万向脚轮2d，立柱筒2b上部水平方向开设有定位螺钉固

定螺纹通孔2b1，立柱筒2b  上部装有定位螺钉2c，立柱筒2b内设有立柱2a，立柱2a上部设有

外螺纹段2a1，外螺纹段2a1与内螺纹通孔1f1螺纹连接，立柱2a中部均匀开设有多个等距平

行的定位螺钉配合通孔2a2，定位螺钉2c穿过立柱筒2b上的定位螺钉固定螺纹通孔2a2、立

柱2a上其中一个定位螺钉配合通孔2c1后，将立柱2a固定在立柱筒2b内，立柱筒2b下方装有

1只带刹车万向脚轮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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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进一步地，台面组件1的记忆海绵层1b的上表面为U形凹面1b1。记忆海绵是指具有

慢回弹力学性能的聚醚型聚氨酯泡沫海绵，分子稳定、和人体接触无毒副作用无过敏、无挥

发刺激性物质、阻燃效果好等，冬天感觉比较暖和，夏天则明显比普通海绵凉快。当人体接

触记忆海绵时，开始是不断变形，后来就是抵触感觉的消失，会让人感到非常舒适。设有U形

凹面1b1后体感更舒适。

[0038] 结合图1、图2，进一步地，支架组件2的脚轮为带刹车万向脚轮2d。本案采用了带刹

车机构的聚亚酰胺材质的静音万向脚轮，移动灵活方便噪音小。脚轮2d的轮片为聚亚酰胺

材质，聚亚酰胺具有以下特点：较高的机械强度和氧化稳定性；具有较高的柔曲性和回弹

性；具有优良的耐油性、耐溶剂性、耐水性和耐火性。可达到本案脚轮强度高、重量轻、摩擦

小、无噪音的特点，在地面转动时实现静音，当本案和手术床连接一体后，手术床需要移动

时，将刹车松开，即可让臂部手术台跟随手术床一起运动，方便灵活。刹车机构可在需要固

定支架的位置的时候，将刹车机构锁住，方便整个臂部手术台的使用。

[0039] 结合图3，进一步地，安装槽1d朝向手术床的方向设有上部小翻边1d1，小翻边1d1

宽度尺寸为6mm。小翻边1d1和安装槽1d的底边构成安装开口1d2，开口1d2的宽度尺寸为

30mm，大于手术床边导轨的宽度25mm。安装槽1d沿着开口1d2方向往边导轨3移动，卡到位

后，往下运动，在上不小翻边1d1作用下，将安装槽1d卡在边导轨  3上，然后保持两者不动，

旋紧蝶形固定螺钉1e，蝶形固定螺钉1e在底边螺纹通孔1d3  作用下，向上移动，接触并压紧

边导轨，将边导轨3牢固紧固在安装槽1d内，从而实现了安装槽1d和边导轨3也就是手术床

的相对固定。

[0040] 进一步地，台面组件1的承载层1a形状为长方形薄板，材质为碳纤维。碳纤维，是一

种含碳量在95％以上的高强度、高模量纤维的新型纤维材料。它是由片状石墨微晶等有机

纤维沿纤维轴向方向堆砌而成，经碳化及石墨化处理而得到的微晶石墨材料。碳纤维“外柔

内刚”，质量比金属铝轻，但强度却高于钢铁，并且具有耐腐蚀、高模量的特性，它不仅具有

碳材料的固有本征特性，又兼备纺织纤维的柔软可加工性，是新一代增强纤维，不但有高的

强度而且可以透过X光，不影响手术中的拍片。

[0041] 进一步地，台面组件1的包裹层1c为PU材质。PU即皮革材质，主要特点比较舒适，经

久耐用，外观档次较高。

[0042] 进一步地，作为本案的一种优选实施例，立柱2a上用最下部的孔时，让立柱  2a尽

量从立柱筒2b中伸出，从而使整个臂部手术台到达最高的高度，整个臂部手术台高度大于

1000mm。

[0043] 结合图4，作为本案的另一种优选实施例，立柱2a上用最上部的孔时，让立柱  2a深

入立柱筒2b，从而使整个臂部手术台到达最低的高度，即超低工位，整个臂部手术台高度低

于500mm，此超低位适合于比较矮的手术床工位即超低工位手术。

[0044] 进一步地，台面组件1两端可使用约束带10进行手术中胳膊的固定，约束带  10采

用魔术扣固定方式。

[0045] 进一步地，立柱2a和固定座1f为螺纹连接，拆组快速，便于整个臂部手术台的拆装

和储运。

[0046] 可以理解的是，以上关于本实用新型的具体描述，仅用于说明本实用新型而并非

受限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描述的技术方案，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仍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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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修改或等同替换，以达到相同的技术效果:只要满足使用需要，都在本实

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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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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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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