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室

机电制动手术台

日康手术

各种外科手术产品的模
块化生产

Practico 特性:
• Pratico是模块化手术台，定制组装或单独的
附件使其适用于大部分外科手术需要。

• 电池供电手术台同时配备了充电器/变压
器，也可选用主电源

• 安全工作负荷 225 公斤

• 备用控制系统是紧急情况的安全保证

• 最大起拔力 380公斤

• 适中的手术台高度尤适用于坐位手术，身
材较矮小的医生

• 含自动0位置
• 可拆卸，轻巧台式部分具有快速释放锁定功能

Excellent ergonomics for both the surgical
team and the patient
适用于医患的出色的人体工程学设计
• 模块化结构及多种附件可满足不同外科手术需要
• 具有快速释放锁定功能的轻巧台面更便于术者操作
• 具有滑动功能的底座其手术视野不受限制
• 沙滩椅靠背轻便易用，让半卧位患者更舒适

• 舒适柔软，模压IS-床垫，65毫米或80毫米粘弹性慢回
弹海绵垫
• 设计现代而时尚
• X射线可穿透桌面

气动，分割式腿部,长680毫米

Electro-mechanical operating table
机电制动手术台
Practico, the mobile, electro-mechanical operating table
represents convenient design and maximum flexibility for
general surgery. The flexible and modular table setup with
its wide range of posture possibilities offers comfort and
operational efficiency for the whole surgical team.
Therefore it is also a popular choice for day surgery
clinics, where patient flow is crucial.
Practico, 移动式机电制动手术台，设计便利，适用于不同
外科手术。其灵活多变，模块化设置，适用于多种体位等
特点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改善了工作环境。因此，它是
日康手术诊所的首选，因为病人流量对其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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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dvanced procedures, Practico can be delivered with
factory assembled 300 mm sliding mechanism, Beach
Chair back section or Kidney Bridge seat/back section.
With the comprehensive selection of accessories the
table can be adjuste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different surgical procedures.
对复杂手术，我们可提供定制组装的Practico，包括300
毫米滑动装置，沙滩椅靠背或腰桥座/靠背。诸多可选配
件可以满足不同的手术需求。

肾和胸位手术头枕 60147 (
需要接合器 60146)

气动，分割式腿部，长880毫米
双铰接头枕 60142
标准背枕 30122
沙滩椅背枕 30125
肾区升降背枕 30135
延伸台面 270 毫米，
20114

气动腿部645毫米，30147

标准台座z
可滑动轮台座 30030
头部

轻便脚枕

20201

60140

眼科手术头枕

18150

特殊头枕和Doro 的接
合器 6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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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efficient shoulder arthroscopy procedures
高效的肩关节镜检
独特的Practico海滩椅背部是专为肩关节镜检查设计的，
是merivaara的专利，其附件配备使之几乎不用手动，节省
时间。
此设置重量轻，方便用户使用，为病人和术者提供了先进的

人体工程学设计。肩部手术时，不论患者清醒还是麻醉状
态，其多方位头枕和可移动肩部支撑让病人整个手术过程更
舒适，还能避免对另一侧肩部的压力 ，这是侧位手术时的
常见问题。外科医生视野更开阔明了，操作位置更符合人体
工程学

Convenient kidney/thorax procedures
便于肾胸手术

Uniquely
Merivaara!

新的背部肾桥式设计更利肾胸手术患者定位。
且很易从侧面通过台面下的一个曲柄调节。

Memory foam mattress for maximum
patient safety and comfort
慢回弹海绵垫让患者更安全舒适

Special Head Rest for Kidney and
Thorax position
肾胸位手术的特殊头枕

IS或VEF（粘弹性）慢回弹海绵垫可对抗身体的热量和重
量，适应身型，以减轻压力，减少褥疮。VEF让人体与床
垫最大面积接触，因此病人的重量更均匀地分布，对骨突
的压力显着降低。

头枕适合侧卧和仰卧患者，如肾脏和胸部手术
时。当使用肾桥时，容易调节的头枕可更好地
支撑体型较短的病人。因此，肾桥 是Practico
的一个最佳配件。

• 80毫米慢回弹海绵垫
• 超声焊接接缝，以防止液体的渗入，使床垫易清
洗，减少感染的可能性。
• 与体重匹配的不同密度和类型的多密度海绵可明
显降低身体不同部位的界面压力。
• 气过滤系统防水但空气可自由对换。
• 防静电，不含乳胶罩.
• 强弹力面料既舒适透汽，又能双向拉伸
• 完全阻燃，符合阻燃（BS7177：2008）电导率
（BS2050）,皮肤敏感。刺激,致敏ISO1099/10和
全身毒性：ISO1099/11 各项全球标准

User friendly hand control unit

Column panel functions

手控装置

面板功能

• 清晰明了的用户界面

• 备控用于紧急情况

• LED电源

• 充电状态

•

• 台面电池状态

高度，倾斜，头低脚高，背部功能

• 滑动功能 (自选)
• 踏板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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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 positioning in different procedures 不同手术的患者定位

高度
滑动

技术规格

腹部/腹腔镜手术

腹腔镜手术

妇科/泌尿外科手术

台面
滑动

头部
-45º ... +45º

台面

4 or 5

台面长(毫米)

2090 mm

台面宽(毫米) (无轨道)

540 mm

重量(公斤)

195 kg

安全负荷(公斤)

225 kg

最大起拔力 (公斤)

380 kg

板面间隙(毫米)

25 mm

2090 mm
300 mm

595–895 mm
665–965 mm

背部
-40º ... +70º

腿部
-90º ... +20º

ADJUSTMENT RANGES 可调范围

耳鼻喉科/甲状腺手术

眼科/耳鼻喉科

肩关节镜检查

高度(毫米)

595–895 mm

侧斜(度)

-20º ... +20º

头高脚低位(度)

26º

头高脚低位(度)

26º

纵向移动（滑动）(毫米)

300 mm

头部(度)

-45º ... +45º

背部(度)

-40º ... +70º

腿部(度)

-90º ... +20º

侧斜 ±20º
台面宽(毫米) 540 mm

ADJUSTMENTS 调节
高度，背部，滑动，头低脚高位
和侧斜

电动式

腿部

机械，气压式

• 质量认证: ISO 9001, ISO 13485, ISO 14001:2004
• 兼容标准 EN 60601-1, EN 60601-2-46, EN 60601-1-2

头低脚高位或头高脚低位(度) 26º / 26º

• Practico 在欧盟为一类医疗器械，此分类遵照欧盟指令 93/42/EEC
Class I (Annex IX)

侧卧位/髋关节手术

骨科

膝关节镜

• CSA 认证 和取得CE标识

弯曲度 220º

弯曲度 110º

脊柱/颈部/神经

神经外科

胸/肾

有关配置和配件的详细信息，请看www.merivaara.com或联系当地销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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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s for efficient physical
patient flow and well-being
实现实惠高效就诊流程的解决方案
Merivaara提供各种医院家具，如手术台，医疗灯，体检
台，用于运输和日康手术的手推车担架，以及分娩和病

房
病

床。近年来，我们还提供革命性的复合管理系统和售
后服务。

的首要任务是让患者和医务人员更舒适更实惠。

服务

独领风骚。产品深受120多个国家的用户的厚
爱，其易用性，耐用性和人性化的设计倍受赞赏。
其医疗产品具有CE标记，公司的质量管理体系符合欧

基础保健
和

制造医院家具的经验，今天仍然在医疗技术领域

救
急

创建于1901年，有着100年设计和

科
产

Merivaara

家庭保健

家庭护理医院提供了经济实惠的就诊流程。我们

术室
手

我们的多功能组合产品为日康手术，医院诊所，

日康手术

盟医疗器械标准，符合ISO9001:2008,ISO13485
：2003标准，获DNV认证。公司的环境管理体系获ISO
14001：2004 认证。

Merivaara Corp.
Puustellintie 2, FI-15150 Lahti, FINLAND
Tel. +358 3 3394 611, fax +358 3 3394 6144
merivaara@merivaara.com
www.merivaa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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