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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麻醉用可调节下颌支撑架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麻醉用可调节下颌支
撑架，
包括支撑架本体以及下颌托，
所述支撑架
本体包括上支撑架和下支撑架，
所述上支撑架为
可伸缩橡胶圈，
所述下支撑架包括下支撑架壁和
下支撑架底，
下支撑架壁和下支撑架底采用塑料
一体成型，
上支撑架下部与下支撑架上部凹凸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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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扣合，
两者之间密封连接，
所述下颌托呈弧形
支撑块，
在外部与上支撑架固定连接，
所述支撑
架本体内设有伸缩调节机构。
该下颌支撑架本体
可根据个体需要进行高度调节，
结构简单，
能用
橡胶和塑料制成一次性医用产品 ，
成本低，
卫生
经济实惠，
并且能够很有效地开放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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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麻醉用可调节下颌支撑架，
其特征在于：
包括支撑架本体以及下颌托，
所述支撑
架本体包括上支撑架和下支撑架，
所述上支撑架为可伸缩橡胶圈，
所述下支撑架包括下支
撑架壁和下支撑架底，
下支撑架壁和下支撑架底采用塑料一体成型，
上支撑架下部与下支
撑架上部凹凸匹配扣合，
两者之间密封连接，
所述下颌托呈弧形支撑块，
在外部与上支撑架
固定连接，
所述支撑架本体内设有伸缩调节机构。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麻醉用可调节下颌支撑架，
其特征在于：
所述伸缩调节机
构包括杠杆伸缩调节机构和齿轮伸缩调节机构。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麻醉用可调节下颌支撑架，
其特征在于：
所述杠杆伸缩调
节机构包括固定杆、伸缩调节杆和调节操作杆，
固定杆一体成型与下支撑架壁上部的内侧
上，
伸缩调节杆一端固定在可伸缩橡胶圈的顶壁，
另一端穿过位于其正下方的固定杆上的
卡槽与调节操作杆固定，
所述调节操作杆通过下支撑架壁上的孔槽伸到支撑架本体的外
面。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麻醉用可调节下颌支撑架，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下支撑架壁
上的孔槽为长方形槽，
所述长方形槽内等间距地设置有倒三角形卡子。
5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麻醉用可调节下颌支撑架，
其特征在于：
所述调节操作杆
与伸缩调节杆固定的位置上设有一个椭圆形调节孔，
调节操作杆与伸缩调节杆在椭圆形调
节孔处通过螺钉连接。
6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麻醉用可调节下颌支撑架，
其特征在于：
所述固定杆上的
卡槽呈等腰梯形，
卡槽开口为等腰梯形的短边，
伸缩调节杆为与其匹配的形状。
7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麻醉用可调节下颌支撑架，
其特征在于：
所述齿轮伸缩调
节机构包括调节齿轮、
齿轮调节杆、
齿轮回收杆以及调节操作杆，
所述调节操作杆一端一体
形成与下支撑架壁上部的内侧上的固定凸可旋转连接，
另一端通过下支撑架壁上的孔槽伸
到支撑架本体的外面，
调节齿轮固定在调节操作杆上，
所述齿轮调节杆一端固定在可伸缩
橡胶圈的顶壁，
另一端与调节齿轮啮合连接，
所述齿轮回收杆一体成型与下支撑架底上，
齿
轮调节杆的下端位于齿轮回收杆内。
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麻醉用可调节下颌支撑架，
其特征在于：
所述齿轮调节杆
呈“凸”字形，
所述齿轮回收杆呈“凹”字形，
齿轮调节杆的宽边卡扣在齿轮回收杆的凹槽内。
9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麻醉用可调节下颌支撑架，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下支撑架壁
上的孔槽为圆形孔槽，
所述调节操作杆呈“Z”字形，
所述调节操作杆的手持端为可活动连
接。
10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麻醉用可调节下颌支撑架，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下支撑架
壁在于调节操作杆手持端齐平的位置上设有一圆形孔，
手持端可插入圆形固定孔中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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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麻醉用可调节下颌支撑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用具领域，
具体地涉及一种麻醉用可调节下颌支撑架。
背景技术
[0002] 呼吸系统并发症是麻醉期常见而又严重威胁患者生命的并发症之一，
其发生率非
常高。因此麻醉期患者呼吸系统的监测尤为重要，
掌握如何有效开放气道的方法对麻醉医
生是十分必要。开放气道的方法有常规的手法开放气道、放置口咽通气管或鼻咽通气管等
方法。常规的手法开放气道是一种操作简单、安全、有效、易于掌握并能保持呼吸道通畅的
方法，
徒手开放气道手法：
清除患者口咽的分泌物，
根据气道的解剖结构，
使患者头部充分
后仰。①仰头提颏法：
一手置于患者额头使头后仰，
另一手的食指与中指置于下颌处抬起下
颏，
使气道通畅；
②托颈仰头法；
③托颌法；
④肩下垫枕法：
操作方法是将枕头或同类物品置
于仰卧患者的双肩下，
重力作用使患者头部自然后仰，
使头部与躯干的交角应小于120度，
从而拉直下附的舌咽部肌肉，
使呼吸道通畅，
但是这些操作如果长时间维持对于麻醉医生
确是件很费劲的事，
但是现在用于气道开放中工具并不多。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麻醉用可调节下颌支撑架，
下颌支撑架本体可根据
需要进行高度调节，
结构简单，
能用橡胶和塑料制成一次性医用产品，
成本低，
经济实惠，
能
够很有效地开放气道。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麻醉用可调节下颌支撑架，
包括支撑架本体以
及下颌托，
所述支撑架本体包括上支撑架和下支撑架，
所述上支撑架为可伸缩橡胶圈，
所述
下支撑架包括下支撑架壁和下支撑架底，
下支撑架壁和下支撑架底采用塑料一体成型，
上
支撑架下部与下支撑架上部凹凸匹配扣合，
两者之间密封连接，
所述下颌托呈弧形支撑块，
在外部与上支撑架固定连接，
所述支撑架本体内设有伸缩调节机构。
[0005] 作为其中一种改进方案，
所述伸缩调节机构包括杠杆伸缩调节机构和齿轮伸缩调
节机构。
[0006] 作为其中一种改进方案，
所述杠杆伸缩调节机构包括固定杆、伸缩调节杆和调节
操作杆，
固定杆一体成型与下支撑架壁上部的内侧上，
伸缩调节杆一端固定在可伸缩橡胶
圈的顶壁，
另一端穿过位于其正下方的固定杆上的卡槽与调节操作杆固定，
所述调节操作
杆通过下支撑架壁上的孔槽伸到支撑架本体的外面。
[0007] 作为其中一种改进方案，
所述下支撑架壁上的孔槽为长方形槽，
所述长方形槽内
等间距地设置有倒三角形卡子。
[0008] 作为其中一种改进方案，
所述调节操作杆与伸缩调节杆固定的位置上设有一个椭
圆形调节孔，
调节操作杆与伸缩调节杆在椭圆形调节孔处通过螺钉连接。
[0009] 作为其中一种改进方案，
所述固定杆上的卡槽呈等腰梯形，
卡槽开口为等腰梯形
的短边，
伸缩调节杆为与其匹配的形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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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作为其中一种改进方案，
所述齿轮伸缩调节机构包括调节齿轮、
齿轮调节杆、
齿轮
回收杆以及调节操作杆，
所述调节操作杆一端一体形成与下支撑架壁上部的内侧上的固定
凸可旋转连接，
另一端通过下支撑架壁上的孔槽伸到支撑架本体的外面，
调节齿轮固定在
调节操作杆上，
所述齿轮调节杆一端固定在可伸缩橡胶圈的顶壁，
另一端与调节齿轮啮合
连接，
所述齿轮回收杆一体成型与下支撑架底上，
齿轮调节杆的下端位于齿轮回收杆内。
[0011] 作为其中一种改进方案，
所述齿轮调节杆呈“凸”字形，
所述齿轮回收杆呈“凹”字
形，
齿轮调节杆的宽边卡扣在齿轮回收杆的凹槽内。
[0012] 作为其中一种改进方案，
所述下支撑架壁上的孔槽为圆形孔槽，
所述调节操作杆
呈“Z”字形，
所述调节操作杆的手持端为可活动连接。
[0013] 作为其中一种改进方案，
所述下支撑架壁在于调节操作杆手持端齐平的位置上设
有一圆形孔，
手持端可插入圆形固定孔中固定。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该麻醉用可调节下颌支撑架结构简
单，
使用方便，
能够有效开放气道，
效果好，
下颌支撑架本体内增加伸缩调节机构，
可根据病
人不同的高度要求进行调节，
以满足使用需要，
整个产品可采用橡胶和塑料制成一次性医
用产品，
成本低，
一次性使用，
避免了使用过程中的交叉感染以及产品的重复利用消毒带来
的麻烦，
更加经济实惠。
附图说明：
[001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
显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
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
提下，
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下颌支撑架的整体侧面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下颌支撑架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下颌支撑架固定杆和伸缩调节杆结合俯视状态图；
[0019]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下颌支撑架孔槽及定位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下颌支撑架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下颌支撑架齿轮调节杆和齿轮回收杆结合俯视状态图；
[0022] 图7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下颌支撑架齿轮调节杆和齿轮回收杆结合立体状态图；
[0023] 其中，
1、
支撑架本体；
11、
上支撑架；
12、
下支撑架；
121、
下支撑架壁；
122、
下支撑架
底；
2、
下颌托；
3、
杠杆伸缩调节机构；
31、
固定杆；
32、伸缩调节杆；
33、调节操作杆；
34、
卡槽；
35、椭圆形调节孔；
36、螺钉；
4、长方形槽；
5、倒三角形卡子；
6、齿轮伸缩调节机构；
61、调节
齿轮；
62、齿轮调节杆；
63、齿轮回收杆；
64、调节操作杆；
65、
固定凸；
66、
圆形孔槽；
67、
手持
端；
68、
圆形固定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通过特定的具体实例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由本说
明书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实用新型的其他优点与功效。
[0025] 实施例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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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图4所示，
一种麻醉用可调节下颌支撑架，
包括支撑架本体1以及下颌托2，
支撑架本体1包括上支撑架11和下支撑架12，
上支撑架11为可伸缩橡胶圈，
下支撑架12包括
下支撑架壁121和下支撑架底122，
下支撑架壁121和下支撑架底122采用塑料一体成型，
上
支撑架11下部与下支撑架12上部凹凸匹配扣合，
两者之间密封连接，
所述下颌托2呈弧形支
撑块，
在外部与上支撑架11固定连接，
支撑架本体1内设有杠杆伸缩调节机构3。
[0027] 杠杆伸缩调节机构3包括固定杆31、
伸缩调节杆32和调节操作杆33，
固定杆31一体
成型与下支撑架壁121上部的内侧上，
伸缩调节杆32一端固定在可伸缩橡胶圈的顶壁，
另一
端穿过位于其正下方的固定杆31上的卡槽34与调节操作杆33固定，
调节操作杆33通过下支
撑架壁121上的孔槽伸到支撑架本体1的外面；
下支撑架壁121上的孔槽为长方形槽4，
所述
长方形槽4内等间距地设置有倒三角形卡子5；
调节操作杆33与伸缩调节杆32固定的位置上
设有一个椭圆形调节孔35，
调节操作杆33与伸缩调节杆32在椭圆形调节孔35处通过螺钉36
连接；
固定杆31上的卡槽34呈等腰梯形，
卡槽34开口为等腰梯形的短边，
伸缩调节杆32为与
其匹配的形状。
[0028] 产品使用前，
调节操作杆33位于长方形槽4的最下方，
长方形槽4中倒三角形卡子5
的设置，
使得调节操作杆33只能向上调节并起到固定的作用。
[0029] 实施例2
[0030] 如图5-图7所示，
一种麻醉用可调节下颌支撑架，
包括支撑架本体1以及下颌托2，
支撑架本体1包括上支撑架11和下支撑架12，
上支撑架11为可伸缩橡胶圈，
下支撑架12包括
下支撑架壁121和下支撑架底122，
下支撑架壁121和下支撑架底122采用塑料一体成型，
上
支撑架11下部与下支撑架12上部凹凸匹配扣合，
两者之间密封连接，
所述下颌托2呈弧形支
撑块，
在外部与上支撑架11固定连接，
支撑架本体1内设有齿轮伸缩调节机构6。
[0031] 齿轮伸缩调节机构6包括调节齿轮61、
齿轮调节杆62、
齿轮回收杆63以及调节操作
杆64，
调节操作杆64一端一体形成与下支撑架壁121上部的内侧上的固定凸65可旋转连接，
另一端通过下支撑架壁121上的孔槽伸到支撑架本体1的外面，
调节齿轮61固定在调节操作
杆64上，
齿轮调节杆62一端固定在可伸缩橡胶圈的顶壁，
另一端与调节齿轮61啮合连接，
齿
轮回收杆63一体成型与下支撑架底122上，
齿轮调节杆62的下端位于齿轮回收杆63内；
齿轮
调节杆62呈“凸”字形，
齿轮回收杆63呈“凹”字形，
齿轮调节杆62的宽边卡扣在齿轮回收杆
63的凹槽内；
下支撑架壁121上的孔槽为圆形孔槽66，
调节操作杆64呈“Z”字形，
调节操作杆
64的手持端67为可活动连接；
下支撑架壁121在于调节操作杆64手持端67齐平的位置上设
有一圆形孔68，
手持端67可插入圆形固定孔68中固定。
[0032] 该产品在调节时，
摇动调节操作杆的手持端，
调节齿轮带动齿轮调节杆运动，
上支
撑架的可伸缩橡胶圈随之远动，
从而调节高度，
当调节到合适的高度时，
手持端可活动地插
入下支撑架壁上的圆形孔进行固定，
以免在使用过程中的不必要位移。
[0033] 本产品是用于病人手术麻醉过程中，
帮助开放气道使用的，
使用时，
用该产品的下
颌托在下颌角处向上托起下颌，
开放气道，
下支撑架的底部放置在手术台上即可，
由于在手
术中病人可能是小孩或者大人，
鉴于每个个体的差异，
产品在使用中可能也需要有细微的
调节，
该产品可用橡胶和塑料制成的一次性产品，
避免使用过程中的交叉感染以及产品的
重复利用消毒带来的麻烦，
更加经济实惠。
[0034]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基本原理、
主要特征及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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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
本实用新型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
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
的只是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原理，
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
本实用新型还
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
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实用新型范围内。本实用新型
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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