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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外科简易清创缝合台。

所述外科简易清创缝合台包括床体、转动结构、

放置结构和收集结构，所述转动结构包括固定

柱、转杆、放置盘、轴承和转轴，圆柱体结构的所

述固定柱呈垂直关系固定于所述床体的顶端，所

述转杆转动连接于所述固定柱背离所述床体的

一端，所述转杆背离所述固定柱的一端内部固定

所述轴承，所述轴承的内部固定所述转轴，所述

放置盘的顶端固定所述转杆，且所述转杆通过所

述轴承和所述转轴转动连接。本实用新型提供的

外科简易清创缝合台具有操作方便、使用灵活、

便于拿取和放置药物以及工具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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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外科简易清创缝合台，其特征在于，包括：

床体(1)，所述床体(1)为长方体结构；

放置结构(3)，所述放置结构(3)连接于所述床体(1)的一端；

收集结构(4)，所述收集结构(4)连接于所述床体(1)的一端；

转动结构(2)，所述转动结构(2)连接于所述床体(1)的顶端，所述转动结构(2)包括固

定柱(21)、转杆(22)、放置盘(23)、轴承(24)和转轴(25)，圆柱体结构的所述固定柱(21)呈

垂直关系固定于所述床体(1)的顶端，所述转杆(22)转动连接于所述固定柱(21)背离所述

床体(1)的一端，所述转杆(22)背离所述固定柱(21)的一端内部固定所述轴承(24)，所述轴

承(24)的内部固定所述转轴(25)，所述放置盘(23)的顶端固定所述转杆(22)，且所述转杆

(22)通过所述轴承(24)与所述转轴(25)转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科简易清创缝合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柱(21)的纵向截

面为“凸”形结构，所述转杆(22)垂直所述固定柱(21)的转动角度为0-360°，所述放置盘

(23)相对所述转杆(22)的转动角度为0-360°，所述转杆(22)的长度小于所述床体(1)的宽

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科简易清创缝合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置结构(3)包括滑

槽(32)、滑块(33)、头枕(34)和海绵垫(35)，所述滑槽(32)设置于所述床体(1)的内部，所述

滑块(33)滑动连接在所述滑槽(32)的内部，所述头枕(34)固定于所述滑块(33)的顶端，所

述头枕(34)通过所述滑块(33)与所述床体(1)滑动连接，所述海绵垫(35)胶结于所述头枕

(34)背离所述床体(1)的一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外科简易清创缝合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置结构(3)还包括

海绵环(31)，所述海绵环(31)设于所述床体(1)，所述头枕(34)背离所述床体(1)的一端为

弧形结构，所述海绵垫(35)为弧形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外科简易清创缝合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块(33)和所述滑槽

(32)均设有两个，两个所述滑块(33)和两个所述滑槽(32)  均关于所述床体(1)的中线对称

分布，且两个所述滑块(33)和两个所述滑槽(32)均为凸形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科简易清创缝合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结构(4)包括垃

圾箱(41)、挂钩(42)和限位套(43)，所述限位套(43)设有两个，两个所述限位套(43)均固定

于所述床体(1)的一端，所述挂钩(42)设有两个，两个所述挂钩(42)均套接于所述限位套

(43)，所述垃圾箱(41)固定于两个所述挂钩(42)的一端。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外科简易清创缝合台，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限位套(43)均为

“凹”形结构，两个所述挂钩(42)均为“L”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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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外科简易清创缝合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清创设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外科简易清创缝合台。

背景技术

[0002] 清创术是用外科手术的方法，清除开放伤口内的异物，切除坏死、失活或严重污染

的组织，缝合伤口，使之尽量减少污染甚至变成清洁伤口，达到一期愈合，有利受伤部位的

功能和形态的恢复的手术方法。在对患者清创过程中，为了增加患者清创时的舒适度和方

便对患者进行清创，需要患者平躺在病床上。

[0003] 在对病床上的患者进行清创时，由于清创药物和工具是放置在推车上的，推车和

病床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医护人员拿取和放置极为不便。

[0004]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新的外科简易清创缝合台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操作方便、使用灵活、便于拿取和放置

药物以及工具的外科简易清创缝合台。

[000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外科简易清创缝合台包括：床体，所述床体为长方体结构；放置

结构，所述放置结构连接于所述床体的一端；收集结构，所述收集结构连接于所述床体的一

端；转动结构，所述转动结构连接于所述床体的顶端，所述转动结构包括固定柱、转杆、放置

盘、轴承和转轴，圆柱体结构的所述固定柱呈垂直关系固定于所述床体的顶端，所述转杆转

动连接于所述固定柱背离所述床体的一端，所述转杆背离所述固定柱的一端内部固定所述

轴承，所述轴承的内部固定所述转轴，所述放置盘的顶端固定所述转杆，且所述转杆通过所

述轴承与所述转轴转动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固定柱的纵向截面为“凸”形结构，所述转杆垂直所述固定柱的转动

角度为0-360°，所述放置盘相对所述转杆的转动角度为0-360°，所述转杆的长度小于所述

床体的宽度。

[0008] 优选的，所述放置结构包括滑槽、滑块、头枕和海绵垫，所述滑槽设置于所述床体

的内部，所述滑块滑动连接在所述滑槽的内部，所述头枕固定于所述滑块的顶端，所述头枕

通过所述滑块与所述床体滑动连接，所述海绵垫胶结于所述头枕背离所述床体的一端。

[0009] 优选的，所述放置结构还包括海绵环，所述海绵环设于所述床体，所述头枕背离所

述床体的一端为弧形结构，所述海绵垫为弧形结构。

[0010] 优选的，所述滑块和所述滑槽均设有两个，两个所述滑块和两个所述滑槽均关于

所述床体的中线对称分布，且两个所述所述滑块和两个所述滑槽均为凸形结构。

[0011] 优选的，所述收集结构包括垃圾箱、挂钩和限位套，所述限位套设有两个，两个所

述限位套均固定于所述床体的一端，所述挂钩设有两个，两个所述挂钩均套接于所述限位

套，所述垃圾箱固定于两个所述挂钩的一端。

[0012] 优选的，两个所述限位套均为“凹”形结构，两个所述挂钩均为“L”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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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外科简易清创缝合台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4]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外科简易清创缝合台，在所述床体的顶端呈垂直关系固定截

面为“凸”形结构的所述固定柱，在所述固定柱背离所述床体的一端转动连接有所述转杆，

在所述转杆背离所述固定柱的一端用于放置清创药品及用具的所述放置盘通过所述轴承

和所述转轴与所述转杆转动连接，通过所述转杆和所述放置盘的配合使用，能够在对患者

进行清创时，更加方便清创药品和清创用具的拿取，且所述转杆垂直所述固定柱的转动角

度为0-360°，所述放置盘相对所述转杆的转动角度为0-360°，使所述放置盘的放置位置能

够任意改变，从而能够方便对患者的不同部位进行清创，还能够在不使用时转动至所述床

体的外部，不会影响所述床体的正常使用。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外科简易清创缝合台的一种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图1所示的转动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图1所示的床体和放置结构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图1所示的床体和收集结构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标号：1、床体，2、转动结构，21、固定柱，22、转杆，23、放置盘，24、轴承，25、转

轴，3、放置结构，31、海绵环，32、滑槽，33、滑块，34、头枕，35、海绵垫，4、收集结构，41、垃圾

箱，42、挂钩，43、限位套。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1] 请结合参阅图1、图2、图3和图4，其中，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外科简易清创缝合

台的一种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图2为图1所示的转动结构的结构示意图；图3为图1所

示的床体和放置结构的连接结构示意图；图4为图1所示的床体和收集结构的连接结构示意

图。外科简易清创缝合台包括：床体1、转动结构2、放置结构3和收集结构4，所述床体1为长

方体结构，所述放置结构3连接于所述床体1的一端，所述收集结构4连接于所述床体1的一

端，所述转动结构2连接于所述床体1的顶端。

[0022]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图1和图2所示，所述转动结构2包括固定柱21、转杆22、放置

盘23、轴承24和转轴25，圆柱体结构的所述固定柱21呈垂直关系固定于所述床体1的顶端，

所述转杆22转动连接于所述固定柱21背离所述床体1的一端，所述转杆22背离所述固定柱

21的一端内部固定所述轴承24，所述轴承24的内部固定所述转轴25，所述放置盘23的顶端

固定所述转杆22，且所述转杆22通过所述轴承24与所述转轴25转动连接。

[0023] 参考图1所示，所述固定柱21的纵向截面为“凸”形结构，所述转杆22垂直所述固定

柱21的转动角度为0-360°，所述放置盘23相对所述转杆22的转动角度为0-360°，所述转杆

22的长度小于所述床体1的宽度，使所述放置盘23的放置位置能够任意改变，从而能够方便

对患者的不同部位进行清创，还能够在不使用时转动至所述床体1的外部，不会影响所述床

体1的正常使用。

[0024] 参考图1所示，所述放置结构3包括滑槽32、滑块33、头枕34和海绵垫35，所述滑槽

32设置于所述床体1的内部，所述滑块33滑动连接在所述滑槽32的内部，所述头枕34固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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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滑块33的顶端，所述头枕34通过所述滑块33与所述床体1滑动连接，所述海绵垫35胶结

于所述头枕34背离所述床体1的一端，所述头枕34背离所述床体1的一端为弧形结构，能够

方便患者头部的放置，且在所述头枕34顶端胶结弧形的所述海绵垫35，从而能够增加患者

的舒适性。

[0025] 参考图1所示，所述放置结构3还包括海绵环31，所述海绵环31设于所述床体1，所

述头枕34背离所述床体1的一端为弧形结构，所述海绵垫35为弧形结构，通过所述海绵环31

的设置，能够使患者的头部放置在所述海绵环31上，从而能够增加患者的舒适性。

[0026] 参考图1和图3所示，所述滑块33和所述滑槽32均设有两个，两个所述滑块33和两

个所述滑槽32均关于所述床体1的中线对称分布，且两个所述所述滑块33和两个所述滑槽

32均为凸形结构，为了方便所述头枕1的滑动。

[0027] 参考图1所示，所述收集结构4包括垃圾箱41、挂钩42和限位套43，所述限位套43设

有两个，两个所述限位套43均固定于所述床体1的一端，所述挂钩42设有两个，两个所述挂

钩42均套接于所述限位套43，所述垃圾箱41固定于两个所述挂钩42的一端，为了方便对清

创垃圾进行清理。

[0028] 参考图1和图4所示，两个所述限位套43均为“凹”形结构，两个所述挂钩42均为“L”

形结构，所述垃圾箱41通过所述挂钩42和所述限位套43与所述床体1可拆卸连接，从而能够

方便所述垃圾箱41内部的垃圾清理。

[0029]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外科简易清创缝合台的工作原理如下：

[0030] 在使用时，首先将需要进行清创的患者缓缓放置在所述床体1上，然后将患者的头

部轻轻放置在所述头枕34上，所述头枕34背离所述床体1的一端为弧形结构，能够方便患者

头部的放置，且在所述头枕34顶端胶结弧形的所述海绵垫35，从而能够增加患者的舒适性，

当需要对患者的背部进行清创时，只需将所述头枕34从所述海绵环31上滑出即可，所述头

枕34通过所述滑块33和所述滑槽32与所述床体1滑动连接，通过所述海绵环31的设置，能够

使患者的头部放置在所述海绵环31上，从而能够增加患者的舒适性，然后将所述放置盘23

转动至患者需要进行清创的部位上方，然后即可开始清创工作，在所述床体1的顶端呈垂直

关系固定截面为“凸”形结构的所述固定柱21，在所述固定柱21背离所述床体1的一端转动

连接有所述转杆22，在所述转杆22背离所述固定柱21的一端用于放置清创药品及用具的所

述放置盘23通过所述轴承24和所述转轴26与所述转杆22转动连接，通过所述转杆22和所述

放置盘23的配合使用，能够在对患者进行清创时，更加方便清创药品和清创用具的拿取，且

所述转杆22垂直所述固定柱21的转动角度为0-360°，所述放置盘23相对所述转杆22的转动

角度为0-360°，使所述放置盘23的放置位置能够任意改变，从而能够方便对患者的不同部

位进行清创，还能够在不使用时转动至所述床体1的外部，不会影响所述床体1的正常使用，

清创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可丢入所述垃圾箱41的内部进行临时收集，且所述垃圾箱41通过

所述挂钩42和所述限位套43与所述床体1可拆卸连接，从而能够方便所述垃圾箱41内部的

垃圾清理。

[0031]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外科简易清创缝合台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32]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外科简易清创缝合台，在所述床体1的顶端呈垂直关系固定

截面为“凸”形结构的所述固定柱21，在所述固定柱21背离所述床体1的一端转动连接有所

述转杆22，在所述转杆22背离所述固定柱21的一端用于放置清创药品及用具的所述放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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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通过所述轴承24和所述转轴26与所述转杆22转动连接，通过所述转杆22和所述放置盘23

的配合使用，能够在对患者进行清创时，更加方便清创药品和清创用具的拿取，且所述转杆

22垂直所述固定柱21的转动角度为0-360°，所述放置盘23相对所述转杆22的转动角度为0-

360°，使所述放置盘23的放置位置能够任意改变，从而能够方便对患者的不同部位进行清

创，还能够在不使用时转动至所述床体1的外部，不会影响所述床体1的正常使用。

[0033]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

其它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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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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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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