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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以由平卧位自动调为截石位的手术

床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以由平卧位自动调为

截石位的手术床，包括基座、支柱、头部床板、腰

部床板、大腿部床板、小腿部床板、调节机构、涡

轮螺杆升降机和步进电机；通过涡轮螺杆升降

机、球形万向接头、双节式可伸缩万向接头联合

作用于小腿部床板，再利用单节式万向接头连接

第二大腿部床板，第二大腿部床板与第一大腿部

床板见得距离通过气弹簧的伸缩自动进行调节，

可以自动把平卧位转换成截石体位，不用上腿

架，大腿部腿板带和小腿部腿板带设计成内凹型

弧面结构，易于患者体位的固定和增加患者的舒

适感，使得做经服会阴联合直肠癌切除、妇产科

剖宫产后宫内放球囊止血等的病人摆体位很方

便，工作效率高，减少了患者的痛苦及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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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以由平卧位自动调为截石位的手术床，其特征是：所述的一种可以由平卧位

自动调为截石位的手术床包括基座（1）、支柱（2）、头部床板（3）（3）、腰部床板（4）、大腿部床

板（5）、小腿部床板（6）、调节机构（7）、涡轮螺杆升降机（8）和步进电机（9）；所述的头部床板

（3）上设置了头部床垫（31），腰部床板（4）上设置了腰部床垫（41），头部床板（3）与腰部床板

（4）连接成一整体，在腰部床板（4）的另一端，成夹角的两块结构相同的大腿部床板（5）分别

通过两只铰链（42）与腰部床板（4）进行铰链（42）连接，每块大腿部床板（5）的另一端连接单

节式万向接头（54）设置的单节式万向接头第一接管（541）,单节式万向接头（54）设置的单

节式万向接头第二接管（542）连接小腿部床板（6），两块小腿部床板（6）上均设置了小腿部

腿板带（61），每块小腿部床板（6）的底面均机械连接调节机构（7），涡轮螺杆升降机（8）设置

的螺纹杆（81）的顶端安装在升降台（73）设置的适配器（733）中,涡轮螺杆升降机（8）设置的

底筒（83）安装在基座（1）的一端，步进电机（9）的电机轴与涡轮螺杆升降机（8）的涡轮轴

（82）进行轴连接，两部步进电机（9）均安装在支架（91）上，支架（91）安装基座（1）的一端，基

座（1）的另一端设置了四只支柱（2），四只支柱（2）的另一端与腰部床板（4）的底面固定连

接；所述的大腿部床板（5）包括第一大腿部床板（51）、第二大腿部床板（52）、气弹簧（53）和

单节式万向接头（54）；所述的第一大腿部床板（51）上设置了第一大腿部腿板带（511）,第二

大腿部床板（52）上设置了第二大腿部腿板带（521），两只气弹簧（53）置于铰链（42）对面的

第一大腿部床板（51）内，气弹簧（53）设置的气弹簧活塞杆（531）的顶端连接第二大腿部床

板（52），第二大腿部床板（52）的另一端连接单节式万向接头（54）设置的单节式万向接头第

一接管（541），单节式万向接头（54）设置的单节式万向接头第二接管（542）连接小腿部床板

（6）；其中，第一大腿部腿板带（511）和第二大腿部腿板带（521）的横截面具有相同或相似的

内凹型弧面结构；所述的调节机构（7）包括球形万向接头（71）、双节式可伸缩万向接头（72）

和升降台（73）；所述的升降台（73）的底面两端分别设置了直线轴承（731），导行柱（732）的

一端贯穿直线轴承（731）和升降台（73）设置的导行孔，导行柱（732）的另一端安装在基座

（1）上，球形万向接头（71）设置的圆盘座（711）安装在升降台（73）的正面中心位置，三只双

节式可伸缩万向接头（72）的下部万向接头（726）设置的下部万向接头第二接管（727）均匀

地安装在圆盘座（711）外围的升降台（73）上，双节式可伸缩万向接头（72）的下部万向接头

（726）设置的下部万向接头第一接管（725）与伸缩杆（724）焊接为一体，伸缩杆（724）的另一

端置于伸缩管（723）内，伸缩管（723）的另一端连接上部万向接头（722）,伸缩管（723）上设

置了螺销（7231），球形万向接头（71）的上部设置了圆柱体（712），连杆（715）的一端穿过圆

盖（713）设置的过孔并连接圆球体（714），连杆（715）的另一端与连接头（716）进行连接，顶

盖与圆柱体（712）通过螺纹连接的方式将圆球体（714）置于圆柱体（712）的容腔内，连接头

（716）的顶端安装在小腿部床板（6）的底面正面中心位置，三只双节式可伸缩万向接头（72）

的上部万向接头（722）设置的上部万向接头接管（721）均匀地安装在连接头（716）外围的小

腿部床板（6）的底面上；将步进电机（9）接外部控制器，利用外部控制器控制两部步进电机

（9）的逆时针运转，步进电机（9）带动涡轮螺杆升降机（8）的涡轮轴（82）运转，涡轮螺杆升降

机（8）的螺纹杆（81）进行下降运转，通过适配器（733）使得升降台（73）设置的直线轴承

（731）沿着导行柱（732）下降，气弹簧（53）的气弹簧活塞杆（531）随着向内缩回，小腿部床板

（6）与第二大腿部床板（52）边下降边展平，第二大腿部床板（52）与第一大腿部床板（51）之

间的距离慢慢缩短，展平后，病人躺上手术床，按要求放置好体位，利用外部控制器控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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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步进电机（9）的顺时针运转，步进电机（9）带动涡轮螺杆升降机（8）的涡轮轴（82）运转，涡

轮螺杆升降机（8）的螺纹杆（81）进行上升运转，通过适配器（733）使得升降台（73）设置的直

线轴承（731）沿着导行柱（732）上升，气弹簧（53）的气弹簧活塞杆（531）随着向外伸出，小腿

部床板（6）与第二大腿部床板（52）边上升边形成夹角，第二大腿部床板（52）与第一大腿部

床板（51）之间的距离慢慢变大，直至病人摆好体位，利用调节机构（7）的球形万向接头、双

节式可伸缩万向接头（72）以及单节式万向接头（54）的联合作用，可以对小腿部床板（6）进

行上下旋转或左右旋转进而进行适当的微调节，调节至合适位置后，利用螺销（7231）锁紧

伸缩杆（724），进行微调节位置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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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以由平卧位自动调为截石位的手术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踝关节支撑技术领域，尤指一种可以由平卧位自动调为截石位的手术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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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医生们在做像肛

肠、妇产等手术时，目前的传统手术床用到腿架，这种腿架需要护士或助手先把病人的腿抱

起来，然后上架子，而且上架子过程中架子容易掉落，上架子之后摆体位，在术中铺了消毒

巾再摆体位就非常麻烦，增加了医务人员的工作量，也增加医疗安全隐患。并且传统的手术

床床腿部是平板，这种床腿部不利于妇产、肛肠等手术的定位，也增加了患者的不舒服感。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以由平卧位自动调为截石位的手术床。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为：一种可以由平卧位自动调为截石

位的手术床包括基座、支柱、头部床板、腰部床板、大腿部床板、小腿部床板、调节机构、涡轮

螺杆升降机和步进电机。

[0005] 所述的头部床板上设置了头部垫，腰部床板上设置了腰部床垫，头部床板与腰部

床板连接成一整体，在腰部床板的另一端，成夹角的两块结构相同的大腿部床板分别通过

两只铰链与腰部床板进行铰链连接，每块大腿部床板的另一端连接单节式万向接头设置的

单节式万向接头第一接管,  单节式万向接头设置的单节式万向接头第二接管连接小腿部

床板，两块小腿部床板上均设置了小腿部腿板带，每块小腿部床板的底面均机械连接调节

机构，涡轮螺杆升降机设置的螺纹杆的顶端安装在升降台设置的适配器中,  涡轮螺杆升降

机设置的底筒安装在基座的一端，步进电机的电机轴与涡轮螺杆升降机的涡轮轴进行轴连

接，两部步进电机均安装在支架上，支架安装基座的一端，基座的另一端设置了四只支柱，

四只支柱的另一端与腰部床板的底面固定连接。

[0006] 进一步的，所述的大腿部床板包括第一大腿部床板、第二大腿部床板、气弹簧和单

节式万向接头；

[0007] 所述的第一大腿部床板上设置了第一大腿部腿板带,第二大腿部床板上设置了第

二大腿部腿板带，两只气弹簧置于铰链对面的第一大腿部床板内，气弹簧设置的气弹簧活

塞杆的顶端连接第二大腿部床板，第二大腿部床板的另一端（也即大腿部床板的另一端 ）

连接单节式万向接头设置的单节式万向接头第一接管，单节式万向接头设置的单节式万向

接头第二接管连接小腿部床板；其中，第一大腿部腿板带和第二大腿部腿板带的横截面具

有相同或相似的内凹型弧面结构。

[0008] 再进一步的，所述的调节机构包括球形万向接头、双节式可伸缩万向接头和升降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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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的升降台的底面两端分别设置了直线轴承，导行柱的一端贯穿直线轴承和升

降台设置的导行孔，导行柱的另一端安装在基座上，球形万向接头设置的圆盘座安装在升

降台的正面中心位置，三只双节式可伸缩万向接头的下部万向接头设置的下部万向接头第

二接管均匀地安装在圆盘座外围的升降台上，双节式可伸缩万向接头的的下部万向接头设

置的下部万向接头第一接管与伸缩杆焊接为一体，伸缩杆的另一端置于伸缩管内，伸缩管

的另一端连接上部万向接头,  伸缩管上设置了螺销，球形万向接头的上部设置了圆柱体，

连杆的一端穿过圆盖设置的过孔并连接圆球体，连杆的另一端与连接头进行连接，顶盖与

圆柱体通过螺纹连接的方式将圆球体置于圆柱体的容腔内，连接头的顶端安装在小腿部床

板的底面正面中心位置，三只双节式可伸缩万向接头的上部万向接头设置的上部万向接头

接管均匀地安装在连接头外围的小腿部床板的底面上。

[0010]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使用时，将步进电机接外部控制器，利用外部控制器控制两

部步进电机的逆时针运转，步进电机带动涡轮螺杆升降机的涡轮轴运转，涡轮螺杆升降机

的螺纹杆81进行下降运转，通过适配器使得升降台设置的直线轴承沿着导行柱下降，气弹

簧53的气弹簧活塞杆随着向内缩回，小腿部床板与第二大腿部床板边下降边展平，第二大

腿部床板与第一大腿部床板之间的距离慢慢缩短，展平后，病人躺上手术床，按要求放置好

体位，利用外部控制器控制两部步进电机的顺时针运转，步进电机带动涡轮螺杆升降机的

涡轮轴运转，涡轮螺杆升降机的螺纹杆进行上升运转，通过适配器使得升降台设置的直线

轴承沿着导行柱上升，气弹簧的气弹簧活塞杆随着向外伸出，小腿部床板与第二大腿部床

板边上升边形成夹角，第二大腿部床板与第一大腿部床板之间的距离慢慢变大，直至病人

摆好体位，利用调节机构7的球形万向接头、双节式可伸缩万向接头以及单节式万向接头的

联合作用，可以对小腿部床板进行上下旋转或左右旋转进而进行适当的微调节，调节至合

适位置后，利用螺销锁紧伸缩杆，进行微调节位置固定。

[0011] 本发明的有意效果是：本发明通过涡轮螺杆升降机、球形万向接头、双节式可伸缩

万向接头联合作用于小腿部床板，再利用单节式万向接头连接第二大腿部床板，第二大腿

部床板与第一大腿部床板见得距离通过气弹簧的伸缩自动进行调节，可以自动把平卧位转

换成截石体位，不用上腿架，大腿部腿板带和小腿部腿板带设计成内凹型弧面结构，易于患

者体位的固定和增加患者的舒适感，使得做经服会阴联合直肠癌切除、妇产科剖宫产后宫

内放球囊止血等的病人摆体位很方便，工作效率高，减少了患者的痛苦及医疗费用。

附图说明

[001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一步描述。

[0013] 附图1为本发明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4] 附图2为本发明的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15] 附图3为本发明的小腿部腿板带盖剖视图；

[0016] 附图4为本发明的大腿部腿板带盖剖视图。

[0017] 图中：1、基座，2、支柱，3、头部床板，31、头部床垫，4、腰部床板，41、腰部床垫，42、

铰链，5、大腿部床板,  51、第一大腿部床板,  511、第一大腿部腿板带,  52、第二大腿部床

板,  521、第二大腿部腿板带,  53、气弹簧,  531、气弹簧活塞杆,  54、单节式万向接头, 

541、单节式万向接头第一接管,  542、单节式万向接头第二接管,6、小腿部床板，61、小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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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板带，7、调节机构,  71、球形万向接头，711、圆盘座，712、圆柱体，713、圆盖，714、圆球体，

715、连杆，716、连接头，72、双节式可伸缩万向接头,  721、上部万向接头接管,  722、上部万

向接头,  723、伸缩管,  7231、螺销,  724、伸缩杆,  725、下部万向接头第一接管,  726、下部

万向接头,  727、下部万向接头第二接管,  73、升降台,  731、直线轴承,  732、导行柱,  733、

适配器,8、涡轮螺杆升降机，81、螺纹杆，82、涡轮轴，83、底筒，9、步进电机，91、支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由附图所示，本发明一种可以由平卧位自动调为截石位的手术床包括基座1、支柱

2、头部床板3、腰部床板4、大腿部床板5、小腿部床板6、调节机构7、涡轮螺杆升降机8和步进

电机9。

[0019] 所述的头部床板3上设置了头部垫31，腰部床板4上设置了腰部床垫41，头部床板3

与腰部床板4连接成一整体，在腰部床板4的另一端，成夹角的两块结构相同的大腿部床板5

分别通过两只铰链42与腰部床板4进行铰链连接，每块大腿部床板5的另一端连接单节式万

向接头54设置的单节式万向接头第一接管541,  单节式万向接头54设置的单节式万向接头

第二接管542连接小腿部床板6，两块小腿部床板6上均设置了小腿部腿板带61，每块小腿部

床板6的底面均机械连接调节机构7，涡轮螺杆升降机8设置的螺纹杆81的顶端安装在升降

台73设置的适配器733中,  涡轮螺杆升降机8设置的底筒83安装在基座1的一端，步进电机9

的电机轴与涡轮螺杆升降机8的涡轮轴82进行轴连接，两部步进电机9均安装在支架91上，

支架91安装基座1的一端，基座1的另一端设置了四只支柱2，四只支柱2的另一端与腰部床

板4的底面固定连接。

[0020] 进一步的，所述的大腿部床板5包括第一大腿部床板51、第二大腿部床板52、气弹

簧53和单节式万向接头54；

[0021] 所述的第一大腿部床板51上设置了第一大腿部腿板带511,第二大腿部床板52上

设置了第二大腿部腿板带521，两只气弹簧53置于铰链42对面的第一大腿部床板51内，气弹

簧53设置的气弹簧活塞杆531的顶端连接第二大腿部床板52，第二大腿部床板52的另一端

（也即大腿部床板5的另一端 ）连接单节式万向接头54设置的单节式万向接头第一接管

541，单节式万向接头54设置的单节式万向接头第二接管542连接小腿部床板6；

[0022] 其中，第一大腿部腿板带511和第二大腿部腿板带521的横截面具有相同或相似的

内凹型弧面结构。

[0023] 再进一步的，所述的调节机构7包括球形万向接头71、双节式可伸缩万向接头72和

升降台73；

[0024] 所述的升降台73的底面两端分别设置了直线轴承731，导行柱732的一端贯穿直线

轴承731和升降台73设置的导行孔，导行柱732的另一端安装在基座1上，球形万向接头71设

置的圆盘座711安装在升降台73的正面中心位置，三只双节式可伸缩万向接头72的下部万

向接头726设置的下部万向接头第二接管727均匀地安装在圆盘座711外围的升降台73上，

双节式可伸缩万向接头72的的下部万向接头726设置的下部万向接头第一接管725与伸缩

杆724焊接为一体，伸缩杆724的另一端置于伸缩管723内，伸缩管723的另一端连接上部万

向接头722,  伸缩管723上设置了螺销7231，球形万向接头71的上部设置了圆柱体712，连杆

715的一端穿过圆盖713设置的过孔并连接圆球体712，连杆715的另一端与连接头716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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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顶盖713与圆柱体712通过螺纹连接的方式将圆球体712置于圆柱体712的容腔内，连

接头716的顶端安装在小腿部床板6的底面正面中心位置，三只双节式可伸缩万向接头72的

上部万向接头722设置的上部万向接头接管721均匀地安装在连接头716外围的小腿部床板

6的底面上。

[0025] 使用时，将步进电机9接外部控制器，利用外部控制器控制两部步进电机9的逆时

针运转，步进电机9带动涡轮螺杆升降机8的涡轮轴82运转，涡轮螺杆升降机8的螺纹杆81进

行下降运转，通过适配器733使得升降台73设置的直线轴承731沿着导行柱732下降，气弹簧

53的气弹簧活塞杆531随着向内缩回，小腿部床板6与第二大腿部床板52边下降边展平，第

二大腿部床板52与第一大腿部床板51之间的距离慢慢缩短，展平后，病人躺上手术床，按要

求放置好体位，利用外部控制器控制两部步进电机9的顺时针运转，步进电机9带动涡轮螺

杆升降机8的涡轮轴82运转，涡轮螺杆升降机8的螺纹杆81进行上升运转，通过适配器733使

得升降台73设置的直线轴承731沿着导行柱732上升，气弹簧53的气弹簧活塞杆531随着向

外伸出，小腿部床板6与第二大腿部床板52边上升边形成夹角，第二大腿部床板52与第一大

腿部床板51之间的距离慢慢变大，直至病人摆好体位，利用调节机构7的球形万向接头7、双

节式可伸缩万向接头72以及单节式万向接头54的联合作用，可以对小腿部床板6进行上下

旋转或左右旋转进而进行适当的微调节，调节至合适位置后，利用螺销7231锁紧伸缩杆

724，进行微调节位置固定。

[0026] 以上所述，实施方式仅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

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的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工程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

术方案作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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