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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外科器械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外科器械，其包括手柄组

件，所述手柄组件包括定位手柄和击发手柄，所

述外科器械还包括支撑件，在初始状态时，所述

支撑件夹持在定位手柄和击发手柄之间。该外科

器械通过在定位手柄和击发手柄之间设置支撑

件，并且，在初始状态时，将支撑件夹持在定位手

柄与击发手柄之间，以防止外科器械在未击发

前，击发手柄朝定位手柄方向转动，从而防止误

操作，有助于降低手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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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外科器械，包括手柄组件，所述手柄组件包括定位手柄和击发手柄，其特征在

于：所述外科器械还包括支撑件，在初始状态时，所述支撑件夹持在定位手柄和击发手柄之

间，所述支撑件包括卡固在所述击发手柄上的前侧板，所述前侧板上对称形成有左端板槽

和右端板槽，所述左端板槽和所述右端板槽均自所述前侧板的前端面向后凹陷形成；所述

击发手柄包括施力板、自所述施力板的左右两侧向后延伸形成的左端板和右端板，所述左

端板插入至左端板槽内，所述右端板插入至右端板槽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科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件还包括抵持在定位手柄上

的后侧板，所述定位手柄上设有使所述支撑件的所述后侧板抵靠的抵靠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外科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抵靠部为形成在所述定位手柄上

的波形曲面。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外科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抵靠部一体成型于所述定位手柄

上。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外科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抵靠部单独成型后固定在所述定

位手柄上。

6.根据权利要求2至5任一项所述的外科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抵靠部的下方形成有

抵靠突台，所述抵靠突台向前突伸出所述抵靠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外科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抵靠部与所述抵靠突台之间的过

渡面为弧形凹面。

8.根据权利要求2至5任一项所述的外科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后侧板上内凹形成有

弧形槽，所述抵靠部卡持在所述弧形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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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器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外科器械。

背景技术

[0002] 外科器械为医疗手术中的手术工具，缝合器械为外科器械中的一种，其是医学上

使用的替代手工缝合的设备，主要工作原理是利用钛钉对组织进行离断或吻合，类似于订

书机。根据适用范围不同，主要可分为皮肤吻合器、消化道(食道、胃肠等)圆形吻合器、直肠

吻合器、圆形痔吻合器、包皮环切吻合器、血管吻合器、疝气吻合器、肺切割缝合器等。缝合

器械包括下夹板组件、包覆所述下夹板组件的手柄组件、与所述下夹板组件连接的杆身组

件及设置于所述杆身组件一端的端部执行器，该端部执行器上配置有一对相配合的细长钳

口构件，钳口构件适于插入患者体内以缝合和/或切割组织，钳口构件可支撑容纳钉仓。下

夹板组件包括驱动端部执行器闭合定位组织的定位驱动杆、及驱动端部执行器的钳口构件

运动以实现缝合和/或切割组织的击发驱动杆，该手柄组件包括安装在定位驱动杆上的定

位手柄和安装在击发驱动杆上的击发手柄。目前，现有的缝合器械在使用的时候，操作者经

常会不小心拉动击发手柄，从而发生误操作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防止误操作，有助于降低手术风险的外科器械。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外科器械，包括手柄组

件，所述手柄组件包括定位手柄和击发手柄，所述外科器械还包括支撑件，在初始状态时，

所述支撑件夹持在定位手柄和击发手柄之间，所述支撑件包括卡固在所述击发手柄上的前

侧板，所述前侧板上对称形成有左端板槽和右端板槽，所述左端板槽和所述右端板槽均自

所述前侧板的前端面向后凹陷形成；所述击发手柄包括施力板、自所述施力板的左右两侧

向后延伸形成的左端板和右端板，所述左端板插入至左端板槽内，所述右端板插入至右端

板槽内。

[0005] 进一步的，所述支撑件还包括抵持在定位手柄上的后侧板，所述定位手柄上设有

使所述支撑件的所述后侧板抵靠的抵靠部。

[0006] 进一步的，所述抵靠部为形成在所述定位手柄上的波形曲面。

[0007] 进一步的，所述抵靠部一体成型于所述定位手柄上。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抵靠部单独成型后固定在所述定位手柄上。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抵靠部的下方形成有抵靠突台，所述抵靠突台向前突伸出所述抵

靠部。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抵靠部与所述抵靠突台之间的过渡面为弧形凹面。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后侧板上内凹形成有弧形槽，所述抵靠部卡持在所述弧形槽内。

[0012] 借由上述方案，本发明至少具有以下优点：本发明的外科器械通过在定位手柄和

击发手柄之间设置支撑件，并且，在初始状态时，将支撑件夹持在定位手柄与击发手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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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以防止外科器械在未击发前，击发手柄朝定位手柄方向转动，从而防止误操作，有助于

降低手术风险。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外科器械处于初始状态时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是外科器械的部分分解图；

[0015] 图3是图2中圆圈A的放大图；

[0016] 图4是图2中圆圈B的放大图；

[0017] 图5是支撑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6是图5中支撑件于另一视角上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在本发明的描

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纵向”、“横向”、“长度”、“宽度”、“厚度”、“上”、“下”、

“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顺时针”、“逆时针”、“轴

向”、“径向”、“周向”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

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

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0] 此外，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数量。由此，限定有“第一”、“第二”的特征可以明示或者

隐含地包括至少一个该特征。在本发明的描述中，“多个”的含义是至少两个，例如两个，三

个等，除非另有明确具体的限定。

[0021] 下面通过参考附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旨在用于解释本发明，而不能理解

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2] 请参见图1，本发明一实施例所示的外科器械100包括手柄组件10、设置在手柄组

件10内的下夹板组件(未标号)、与所述下夹板组件连接的杆身组件20及设置于所述杆身组

件20一端的端部执行器30。所述下夹板组件、杆身组件20的结构及下夹板组件与杆身组件

20的连接方式、下夹板组件与手柄组件10的连接方式、杆身组件20与手柄组件10的连接方

式与现有技术相同，故不再赘述。所述手柄组件10包括与所述下夹板组件连接以联动使端

部执行器30闭合进而定位组织的定位手柄13、及与下夹板组件连接且通过驱动所述下夹板

组件进而驱动所述端部执行器30实现缝合和/或切割组织的击发手柄14。所述外科器械100

还包括限制击发手柄14朝定位手柄13方向转动的支撑件12，在初始状态时，所述支撑件12

夹持在定位手柄13和击发手柄14之间。通过在初始状态时，将支撑件12夹持在定位手柄13

与击发手柄14之间，以防止外科器械在未击发前，击发手柄14朝定位手柄13方向转动，从而

防止误操作，有助于降低手术风险。

[0023] 请参见图1和图2，所述手柄组件10还包括头部壳体11和固定手柄15。所述固定手

柄15固定在所述头部壳体11的下方。所述定位手柄13和击发手柄14位于所述头部壳体11的

下方，所述定位手柄13位于固定手柄15和击发手柄14之间。所述下夹板组件设置在手柄组

件10的头部壳体11内，从而可防止灰尘进入下夹板组件，延长下夹板组件的使用寿命。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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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手柄13和击发手柄14分别自头部壳体11的底部伸入至头部壳体11内，以与下夹板组件

连接。所述固定手柄15相对头部壳体11不可移动，所述定位手柄13和击发手柄14分别可相

对所述头部壳体11活动。当需要定位组织时，所述定位手柄13通过外力的作用朝固定手柄

15方向移动，驱动端部执行器30闭合以定位组织。

[0024] 请参见图5和图6，并结合图2，所述支撑件12整体为弧形，包括底板121、自所述底

板121的左右两侧分别向上延伸形成的左侧板122和右侧板123、以及自所述底板121的前后

两侧分别向上延伸形成的前侧板124和后侧板125。所述前侧板124卡固在击发手柄14上，所

述后侧板125抵持定位手柄13。所述前侧板124上对称形成有两个端板槽127、128，两个所述

端板槽127、128均自前侧板124的前端面(未标号)向后凹陷形成，且两个所述端板槽127、

128均贯穿该前侧板124的上端面(未标号)和下端面(未标号)。前侧板124上形成有凸块

126，所述凸块126形成在两个端板槽127、128之间，该凸块126为两个端板槽127、128的隔

块。两个端板槽127、128为右端板槽127和左端板槽128，右端板槽127的结构与左端板槽128

的结构对称。现以左端板槽128为例详述端板槽的结构，所述左端板槽128具有围设形成该

左端板槽128的左内侧壁1281、右内侧壁1282和内后侧壁1283，该左内侧壁1281和右内侧壁

1282相对设置，内后侧壁1283左右两侧分别与内侧壁1281、右内侧壁1282连接。所述左端板

槽128内设置有定位块1284，该定位块1284自所述左端板槽128的内后侧壁1283上沿右内侧

壁1282向前突伸形成。所述定位块1284向上延伸至前侧板124的上端面。所述凸块126的左

右两侧凹陷形成有两个避让槽129，两个所述避让槽129分别与左端板槽128、右端板槽127

连通。所述后侧板125上内凹形成有弧形槽1251，所述定位手柄13卡持在该弧形槽1251内。

为了增强该支撑件12的强度，所述支撑件12内设置有若干加强筋120。在其他实施方式中，

所述支撑件12还可以为其他结构，如直杆或者板体件。

[0025] 请结合图2和图4，所述击发手柄14包括与所述下夹板组件连接的两条击发杆141

和罩设所述击发杆141的手柄壳体142。两条所述击发杆141的结构相同，以下内容以其中一

条击发杆141为例说明其结构。所述击发杆141为片状结构，其包括基板1411和自基板1411

的底部向下延伸形成的卡板部1412，所述基板1411与卡板部1412围设形成卡槽1413。请结

合图2和图3，所述手柄壳体142具有施力板1421、自施力板1421的左右两侧向后延伸形成的

左端板1422和右端板1423、及设置在施力板1421上方的转轴部1424，所述施力板1421、左端

板1422和右端板1423围设形成收纳腔1427。所述左端板1422与右端板1423对称设置，结构

相同。现以右端板1423为例详述其结构，所述右端板1423的内侧面(未标号)上设置有卡块

1428，为了便于装配，所述卡块1428的顶面呈弧形。所述卡块1428、施力板1421和右端板

1423围设形成卡板槽1425，右端板1423向后延伸以与卡块1428形成定位槽1426，所述卡板

槽1425和定位槽1426分别设置在卡块1428的前侧和后侧。所述卡块1428的底部的两侧沿右

端板1423的内侧面分别前后延伸形成第一底托1429a和第二底托1429b，该第一底托1429a

封闭定位槽1426的底部开口，该第二底托1429b封闭卡板槽1425的底部开口。请结合图2至

图4，在所述击发杆141、手柄壳体142组装后，击发杆141贴靠在右端板1423的内侧面上，所

述卡板部1412插入并固定在卡板槽1425内，所述击发手柄14的卡块1428插入在卡槽1413

内，另外，卡板部1412的底部抵持卡板槽1425底部的第二底托1429b。

[0026] 请参见图1至图6，当支撑件12安装在击发手柄14与定位手柄13之间时，所述定位

手柄13与支撑件12的弧形槽1251固定，所述支撑件12的凸块126插入至击发手柄14的收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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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1427内，所述左端板1422与左端板槽128安装方式如下：所述手柄壳体142的左端板1422

卡固在支撑件12的左端板槽128内，该左端板1422上的卡块1428和安装在左端板1422上的

卡板部1412随左端板1422一同插入并固定在左端板槽128内，此时，位于左端板槽128内的

定位块1284插入并固定在左端板1422上的定位槽1426内，且该定位块1284垂直抵持该定位

槽1426下方的第一底托1429a，通过该第一底托1429a可以防止该侧的左端板槽128和左端

板1422错位，增加牢固性。同理，所述右端板1423与右端板槽127安装方式如下：右端板1423

卡固在支撑件12的右端板槽127内，该右端板1423上的卡块1428和安装在右端板1423上的

卡板部1412随右端板1423一同插入并固定在右端板槽127内，此时，位于右端板槽127内的

定位块1284插入并固定在右端板1423上的定位槽1426内，且该定位块1284垂直抵持该定位

槽1426下方的第一底托1429a，通过该第一底托1429a可以防止该侧的右端板槽127和右端

板1423错位，增加牢固性。

[0027] 请参见图1和图5，所述定位手柄13上设有使支撑件12的后侧板125抵靠的抵靠部

131，该抵靠部131卡固在定位手柄13的弧形槽1251内。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抵靠部131为形

成在该定位手柄13上的波形曲面，该波形曲面即为朝向击发手柄14的施力面，该施力面为

用以施加外力使定位手柄13朝固定手柄15方向转动的面。为了防止支撑件12的弧形槽1251

与定位手柄13的抵靠部131错位或者脱离，定位手柄13进一步包括抵靠突台132，所述抵靠

突台132形成于该抵靠部131的下方，该抵靠突台132向前突伸出抵靠部131，所述抵靠突台

132阻止所述支撑件12与所述定位手柄13分离。在本实施例中，该抵靠部131与抵靠突台132

之间的过渡面为弧形凹面。在其他实施方式中，该抵靠部也可以为在施力面或者定位手柄

的其余部位上的一个部件，该抵靠部可以与施力面或者定位手柄的其余部位一体成型，或

者，该抵靠部可单独成型后固定在定位手柄上。

[0028] 上述外科器械100在初始状态时(未击发时)，支撑件12的前侧板124抵持击发手柄

14，后侧板125抵持定位手柄13；当外科器械100需要击发时，首先将支撑件12从击发手柄14

与定位手柄13之间取下，然后扳动击发手柄14朝定位手柄13方向移动。

[0029] 综上所述，上述外科器械通过在定位手柄13和击发手柄之间设置支撑件12，并且，

在初始状态时，将支撑件12夹持在定位手柄13与击发手柄14之间，以防止外科器械在未击

发前，击发手柄14朝定位手柄13方向转动，从而防止误操作，有助于降低手术风险。

[0030] 在本发明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连”、“连接”、“固定”等

术语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成一体；可以是机械连

接，也可以是电连接或彼此可通讯；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

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或两个元件的相互作用关系，除非另有明确的限定。对于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31] 在本发明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上”或“下”可以

是第一和第二特征直接接触，或第一和第二特征通过中间媒介间接接触。而且，第一特征在

第二特征“之上”、“上方”和“上面”可是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正上方或斜上方，或仅仅表示

第一特征水平高度高于第二特征。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之下”、“下方”和“下面”可以是第

一特征在第二特征正下方或斜下方，或仅仅表示第一特征水平高度小于第二特征。

[0032]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语“一个实施例”、“一些实施例”、“示例”、“具体示

例”、或“一些示例”等的描述意指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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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包含于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上述术语的示意性表述不

必须针对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示例。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可以在任

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中以合适的方式结合。此外，在不相互矛盾的情况下，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可以将本说明书中描述的不同实施例或示例以及不同实施例或示例的特征进行结

合和组合。

[0033] 尽管上面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可以理解的是，上述实施例是示例

性的，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可以对上述

实施例进行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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