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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手术台加宽器（小号）   

800-0081  11"⻓ x 8"宽 (28 cm x 20 cm) 

800-0081-EU  11"⻓ x 8"宽 (28 cm x 20 cm) 

手术台加宽器（中号） 

800-0079  15"⻓ x 8"宽 (38 cm x 20 cm) 

800-0079-EU  15"⻓ x 8"宽 (38 cm x 20 cm) 

手术台加宽器（大号） 

800-0077  20"⻓ x 4"宽 (51 cm x 10 cm) 

800-0077-EU  20"⻓ x 4"宽 (51 cm x 10 cm) 

版权声明  
版权所有。除非相关版权法另有规定， 

否则未经事先书面许可，禁止对本 

文进行任何复制、改编或翻译。 

初始发行：2007 年 12 月 27 日  

 
制造商 

SchureMed (081001460) 
452 Randolph Street, Abington, MA 02351 USA  
免费电话 (888) 724-8763  |  电话 (781) 982-7000  |  传真 (781) 982-7001  |  orders@schuremed.com 

 
授权代表 

Emergo Europe, Prinsessegracht 20, 2514 AP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说明 

在将产品用于患者前，请熟悉患者定位设备的功能。在临床使用之前，请务必先对护士、 

医师或适当志愿者练习使用此产品。 

固定到手术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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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简易版夹具（部件号 800-0228，另售）固定到侧栏上 

2. 将固定杆插入夹具中 

3. 顺时针旋转手柄以拧紧夹具 

从手术台上拆下  

1. 逆时针旋转锁紧手柄以将其松开 

2. 从夹具上取下 

预期用途  

用于延⻓手术台的宽度。 

一般规格 

设备尺寸（最大）  

小号 

800-0081 & 800-0081-EU 

• ⻓度：11” +/- 0.5” 
(28 cm +/- 1 cm) 

• 宽度：8” +/- 0.5” 
(20 cm +/- 1 cm) 

• 深度：8” +/- 0.5”（带衬垫） 
(20 cm +/- 1 cm) 

• 设备重量：   
4 lbs. +/- 0.5 lbs. 
(1.8 kg +/- 0.22 kg) 

• 单人安装 

中号 

800-0079 & 800-0079-EU 

• ⻓度：15” +/- 0.5” 
(38 cm +/- 1 cm) 

• 宽度：8” +/- 0.5” 
(20 cm +/- 1 cm) 

• 深度：8” +/- 0.5”（带衬垫） 
(20 cm +/- 1 cm) 

• 设备重量：   
4 lbs. +/- 0.5 lbs. 
(1.8 kg +/- 0.22 kg) 

• 单人安装 

大号 

800-0077 & 800-0077-EU 

• ⻓度：20” +/- 0.5” 
(51 cm +/- 1 cm) 

• 宽度：4” +/- 0.5” 
(10 cm +/- 1 cm) 

• 深度：8” +/- 0.5”（带衬垫） 
(20 cm +/- 1 cm) 

• 设备重量：  
4.5 lbs. +/- 0.5 lbs. 
(2 kg +/- 0.22 kg) 

• 单人安装 

组件概述  

手术台加宽器 是手术台延伸装置，需固定在 手术台 侧栏上使用。 

其他配套产品：  

800-0228  简易版夹具（另售）  

美国：0.374” x 1.122” (9.5 mm x 28.5 mm) 部件号 800-0228    
Denyer：0.236” x 1.496” (6 mm x 38 mm) 部件号 800-0228-DEN  
欧洲：0.394” x 0.984” (10 mm x 25 mm) 部件号 800-0228-EU 
Eschmann（英国）：0.236” x 1.260” (6 mm x 32 mm) 部件号 800-0228-UK 
日本：0.354” x 1.260” (9 mm x 32 mm) 部件号 800-0228-JPN 
瑞士：0.394” x 1.181” (10 mm x 30 mm) 部件号 800-0228-SWISS 
 



 3 

一般信息 

• 非天然胶乳产品 

• 设备可支撑 500 磅(227 kg) 比例适当的患者重量（按 99% 人体模型计算，患者身高不应超过 6'4"(193 cm)） 

• 产品保修期 2 年，涵盖产品制造缺陷 

• 如果在运输中损坏，请致电 (888) 724-8763 或 (781) 982-7000 

联系客户服务部，以获得退货授权号。有关产品保修问题，请联系客户服务。 

• 此产品无需维护，但请在下次使用前检查产品状况 

• 正常使用情况下，设备使用寿命为 5 年 

• 设备储存温度：–4°F 至 +86°F （-20°C 至 30°C） 

处置 

• 常规处置 – 处置前应对产品进行清洁和消毒，以防止感染 

• 包装 – 根据国家要求，按生活垃圾处理包装材料 

• SchureMed 回收二手或报废的产品 – 或按照国家要求处置产品 

 
产品使用警告 

警告！最大负重不应超过 500 lbs.  

(227 kg) 的患者重量（比例适当）。在使用最大负重较低的手术台时请注意，避免使配件侧栏超负荷。  

 
警告！  
错误使用可能导致危险。严格遵守手术台系统的使用说明。 

清洁建议 

遵循围手术期注册护士协会杂志的现行指南，以确保对设备进行适当的清洁和消毒。 
 

 
警告！ 
遵守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血液传播病原体标准。在清洁产品配件时使用推荐的防护服、
手套、口罩和护目镜。 

注意 
请仔细阅读/严格遵守制造商的清洁剂说明。请勿使用含酚清洁剂。 

1. 用一次性材料清除配件中的主要污染物。遵循适当的生物危害废物处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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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整个配件上大量涂抹清洁剂，然后用干净的不起毛抹布擦拭，直到擦干配件上的所有水分和
清洁剂为止。 

3. 让配件⻛干 

用戶須知 
與設備有關的任何嚴重事件都應報告給製造商和/或建立用戶和/或患者所在成員國的主管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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