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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骨科穿刺活检装置，

其特征在于：其包括套管、穿刺针、刮勺和夹持

钳；所述套管的一端设有手持部件，另一端的端

面上设有均匀分布的锯齿；所述穿刺针的一端设

有连接座，另一端设有针头，所述连接座可连接

所述手持部件；所述刮勺可伸入所述套管内并伸

出套管的另一端，所述刮勺的末端为勺状，所述

刮勺设有手柄；所述夹持钳包括夹持钳头、直管

和操作手柄，所述操作手柄的操作线穿过直管并

驱动连接所述夹持钳头使夹持钳头进行夹合或

打开。本实用新型具有整体操作便捷、稳定性好、

降低风险、取样成功率高、避免患者增加不必要

的辐射、实现微创穿刺取样、减少创伤、减轻患者

痛苦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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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骨科穿刺活检装置，其特征在于：其包括套管、穿刺针、刮勺和夹持钳；所述套管

的一端设有手持部件，另一端的端面上设有均匀分布的锯齿；所述穿刺针的一端设有连接

座，另一端设有针头，所述穿刺针的一端可插入所述套管内并使所述针头从套管的另一端

伸出，所述连接座可连接所述手持部；所述刮勺可伸入所述套管内并自套管内伸出另一端，

最大伸出长度50mm，可通过刻度标识控制深度，所述刮勺的末端为勺状，所述刮勺设有手

柄；所述夹持钳包括夹持钳头、直管和操作手柄，所述操作手柄的操作线穿过直管并驱动连

接所述夹持钳头使夹持钳头进行夹合或打开；所述套管、穿刺针、刮勺和夹持钳上均设有刻

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骨科穿刺活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持部件上设有若

干个与手指相适配的凹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骨科穿刺活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座是圆形连接

座，所述圆形连接座的中心点固定连接所述穿刺针，所述穿刺针与所述圆形连接座垂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骨科穿刺活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针头是锥形针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骨科穿刺活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柄上设有防滑

纹。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骨科穿刺活检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绞龙钻，所述绞

龙钻包括钻轴、绞龙叶片和旋把，所述旋把安装在所述钻轴的一端，所述绞龙叶片安装在在

所述钻轴的另一端，所述绞龙钻可伸入所述套管内，所述绞龙钻上设有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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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骨科穿刺活检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骨科穿刺活检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脊柱椎体病损是是临床常见的一种异常表现，为了明确病变性质及拟定治疗方

案，临床诊疗中，通常采取X线或CT影像学引导下脊柱穿刺活检或切开活检明确病损性质；

切开活检优点在于标本获取成功率高，有利于临床医生做准确的诊断及治疗，但缺点在于

手术创伤大，并且容易出现血肿、肿瘤扩散、切口感染、病理骨折等并发症；穿刺活检的优点

是简单、快速、感染或血肿的危险性较小，缺点在于容易取样失败，或多次反复穿刺增加辐

射、创伤及痛苦；穿刺活检一般先对患者进体表皮肤局部麻醉，然后在X线或CT影像学引导

下后路经椎弓根穿刺进入病变椎体内，再通过夹持钳对病变组织进行取样，通过对取样病

变组织的进一步分析以明确病变性质及拟定治疗方案；以往取样主要是通过穿刺针的小幅

度的离轴摆动以离断组织，取样失败率高，同时反复多次穿刺容易损害神经血管造成等各

种并发症，并且增加病人及医生的辐射，另外穿刺针所穿刺的组织硬度不均容易导致穿刺

针受力不均从而加大穿刺难度，还有可能导致穿刺针变形甚至折断给治疗带来麻烦和风

险，给患者造成不必要的痛苦；使用夹持钳进行取样的过程中容易因为夹持钳的钳头的摇

晃导致取样失败，增加穿刺路经组织损伤，给患者造成痛苦，或者一次取样病变组织不够，

需要反复多次取样，延长操作时间及增加损伤，大大地增加了患者的痛苦。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之不足，提供一种骨科穿刺活检装置。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骨科穿刺活检装置，其包括套管、穿刺针、刮勺和夹持钳，所有部件都有统一

标准刻度标识；所述套管的一端设有手持部件，另一端的端面上设有均匀分布的锯齿；所述

穿刺针的一端设有连接座，另一端设有针头，所述穿刺针的一端可插入所述套管内并使所

述针头从套管的另一端伸出，通过刻度标识可以控制穿刺深度，所述连接座可连接所述手

持部件；所述刮勺可伸入所述套管内并伸出套管的另一端，所述刮勺的末端为勺状，所述刮

勺设有手柄；所述夹持钳包括夹持钳头、直管和操作手柄，所述操作手柄的操作线穿过直管

并驱动连接所述夹持钳头使夹持钳头进行夹合或打开。

[0006] 在另一较佳实施例中，所述手持部件上设有若干个与手指相适配的凹槽。

[0007] 在另一较佳实施例中，所述连接座是圆形连接座，所述圆形连接座的中心点固定

连接所述穿刺针，所述穿刺针与所述圆形连接座垂直。

[0008] 在另一较佳实施例中，所述针头是锥形针头。

[0009] 在另一较佳实施例中，所述手柄上设有防滑纹。

[0010] 在另一较佳实施例中，还包括绞龙钻，所述绞龙钻包括钻轴、绞龙叶片和旋把，所

述旋把安装在所述钻轴的一端，所述绞龙叶片安装在在所述钻轴的另一端，所述绞龙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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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入所述套管内，并伸出套管最长长度50mm。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2] 1、套管配合脊柱微创穿刺针经椎弓根体表投影处皮肤穿入，在套管的支撑下，穿

刺针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套管通过自身的锯齿加强与骨头的摩擦防止套管与骨头的相对滑

动，刮勺穿过套管刮取骨组织并整理聚集方便夹持钳统一取样，夹持钳的钳头穿过套管对

骨组织进行取样，在套管的支撑下，夹持钳头具有良好的稳定性，整体操作便捷，稳定性好，

降低风险，取样成功率高，避免反复穿刺增加的创伤及辐射，避免增加不必要的辐射，实现

微创穿刺取样，减少创伤、减轻患者的痛苦。

[0013] 2、通过在手持部件上设置若干个与手指相适配的凹槽提高操作稳定性。

[0014] 3、通过采用圆形连接座，有利于手指夹住凸柱时的同时用过手指根部肌肉挤压圆

形连接座实现穿刺的同时避免连接座割手。

[0015] 4、通过在刮勺的手柄上设置防滑纹提高刮勺操作的稳定性。

[0016] 5、通过旋转绞龙钻的旋把进一步旋转绞龙叶片对骨组织进行快速钻取。

[0017] 6、通过套管及各穿刺部件的刻度标识，可以全程掌握穿刺深度，有效避免穿刺过

深损伤重要神经及血管的严重风险，有效提高操作安全性。

[0018] 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但本实用新型的一种骨

科穿刺活检装置不局限于实施例。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图1中的A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21] 图3是图1中的B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22] 图4是图1中的C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23] 图5是图1中的D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24] 图6是图1中的E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25] 图7是本实用新型一较佳实施例的穿刺针伸入套管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8是本实用新型一较佳实施例的刮勺伸入套管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9是本实用新型一较佳实施例的夹持钳伸入套管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10是本实用新型一较佳实施例的绞龙钻伸入套管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1是图7中的F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30] 图12是图8中的G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31] 图13是图9中的H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32] 图14是图10中的I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实施例，参见图1至图6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骨科穿刺活检装置，其包括套管

10、穿刺针20、刮勺30和夹持钳40；所述套管10的一端设有手持部件11(手持端)，所述手持

部件11上设有若干个与手指相适配的凹槽12，另一端(穿刺端)的端面上设有均匀分布的锯

齿13；所述穿刺针20的一端设有连接座21，所述连接座21是圆形连接座，所述圆形连接座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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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点固定连接所述穿刺针20，所述穿刺针20与所述圆形连接座21垂直，另一端设有针

头22，所述针头是锥形针头，所述穿刺针20的一端可插入所述套管10内并使所述针头22从

套管10的另一端伸出，最长伸出长度50mm，所述连接座21可连接所述手持部件11；所述刮勺

30可伸入所述套管10内并伸出套管10的另一端，所述刮勺30的末端为勺状，所述刮勺30设

有手柄31，所述手柄31上设有防滑纹32，最长伸出长度50mm；所述夹持钳40包括夹持钳头

41、直管  42和操作手柄43，所述操作手柄43的操作线穿过直管42并驱动连接所述夹持钳头

41使夹持钳头41进行夹合或打开。所述套管10、穿刺针20、刮勺30  和夹持钳40上都有以毫

米为最小单位的刻度标识，刻度自深入端向手持端方向标记，每1厘米为单位，套管最大刻

度15cm，其余套件最大刻度20cm，5cm、  10cm、15cm、20cm处分别做显著标记。

[0034] 还包括绞龙钻50，所述绞龙钻50包括钻轴51、绞龙叶片52和旋把53，所述旋把53安

装在所述钻轴51的一端，所述绞龙叶片52安装在在所述钻轴  51的另一端，所述绞龙钻50可

伸入所述套管10内，所述转轴51上设有刻度，其自套管内伸出的最大长度为50mm。

[0035] 如图7至图14所示，所述穿刺针20、刮勺30和夹持钳40和绞龙钻50  分别伸入所述

套管10，使用者可以用两根手指通过凹槽12夹住手持部件11，再用手指根部肌肉挤压连接

座21使得套管10与穿刺针20配合，穿刺针20的针头22进一步刺入骨组织，穿刺针20在套管

10的支撑下具有良好的稳定性，避免穿刺针20由于受力不均造成的穿刺针20变形甚至折断

给治疗带来麻烦和风险，给患者造成不必要的痛苦。

[0036] 在穿刺针20穿刺完毕后，更换刮勺30穿过套管10，使用者通过手柄31  控制刮勺30

刮取病变组织并整理聚集病变组织以供取样，提高夹持钳40的取样效率。

[0037] 还可使用绞龙钻50深入骨组织，通过旋转旋把53进一步旋转绞龙叶片  52快速地

钻取骨组织，以供夹持钳40取样。

[0038] 在刮勺30和绞龙钻50刮取或者钻取骨组织并整理聚集骨组织后，更换夹持钳40穿

过套管10，对骨组织进行取样，具有较高的取样效率，防止反复地使用夹持钳40取样增加患

者的痛苦，钳头41在套管10的支撑下具有良好的稳定性，防止因为钳头41的摇晃导致取样

不理想同时还给患者造成痛苦。

[0039] 本实用新型整体操作便捷，稳定性好，降低风险，提高取样效率，避免患者不必要

的痛苦。

[0040] 上述实施例仅用来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一种骨科穿刺活检装置，但本实用新

型并不局限于实施例，凡是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

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落入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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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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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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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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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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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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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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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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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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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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