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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内窥镜器械的传动

结构，包括手柄部、鞘管、导流管、牵引丝、切割刀

和注射针；手柄部包括第一手柄、第二手柄、注射

管以及电极管；第二手柄内设置能够进行前后移

动的电极管和注射管，电极管与注射管通过传动

组件实现传动连接，注射管向前或向后运动时通

过传动组件驱使电极管向与注射管运动方向相

反的方向运动；传动组件包括设置在第二手柄内

的多个传动件，多个传动件上环绕有传送带；通

过传送带A段与传送带B段的相反运动使注射管

和电极管向相反方向运动。该结构在液体注射和

电切割功能之间通过传动组件的联动实现各功

能部件的反向运动，以此消除了待命功能的意外

启动，避免对病人造成意外伤害或对手术过程造

成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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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内窥镜器械的传动结构，包括手柄部、鞘管(1)、导流管、牵引丝、切割刀(2)和注

射针(3)；手柄部包括第一手柄(4)、第二手柄、注射管(5)以及电极管(6)；

第二手柄内设置能够进行前后移动的电极管(6)和注射管(5)，其特征是：电极管(6)与

注射管(5)通过传动组件实现传动连接，注射管(5)向前或向后运动时通过传动组件驱使电

极管(6)向与注射管(5)运动方向相反的方向运动；

所述传动组件包括设置在第二手柄内的多个传动件(12)，且至少两个传动件(12)呈前

后设置，多个传动件(12)上环绕有传送带；所述传送带包括传送带A段(13)以及与传送带A

段(13)运动方向相反的传送带B段(14)，所述传送带A段(13)与电极管(6)固定连接，所述传

送带B段(14)与注射管(5)固定连接，通过传送带A段(13)与传送带B段(14)的相反运动使注

射管(5)和电极管(6)向相反方向运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内窥镜器械的传动结构，其特征是：所述传送带A段(13)通过

第一固定块(15)与电极管(6)固定连接，所述传送带B段(14)通过第二固定块(16)与注射管

(5)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内窥镜器械的传动结构，其特征是：所述传动件(12)为固定在

第二手柄内的导柱或者转动设置在第二手柄内的导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内窥镜器械的传动结构，其特征是：所述导柱与所述第二手柄

一体成型。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内窥镜器械的传动结构，其特征是：靠近手柄部前方的传动件

的外径小于靠近手柄部后方的传动件的外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内窥镜器械的传动结构，其特征是：所述注射管(5)和所述电

极管(6)通过导轨或者导槽的方式滑动设置在第二手柄内。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内窥镜器械的传动结构，其特征是：所述注射管(5)、第二固定

块(16)以及传送带之间通过胶水粘接、热熔或者机械固定方式连接；所述电极管(6)、第一

固定块(15)以及传送带之间通过胶水粘接、热熔或者机械固定方式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内窥镜器械的传动结构，其特征是：所述第二手柄包括手柄主

体(8)和手柄侧盖(9)，手柄侧盖(9)的前端设置端帽(10)，端帽(10)与所述手柄侧盖(9)之

间通过卡接、过盈配合或者螺纹连接，手柄侧盖(9)的后端固定手柄主体(8)，手柄主体(8)

的后端与第一手柄(4)插套滑动连接，第一手柄(4)上设有注射接头，所述传动组件设置在

手柄侧盖(9)内。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内窥镜器械的传动结构，其特征是：所述切割刀(2)和注射针

(3)并列设置在鞘管(1)的前端。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内窥镜器械的传动结构，其特征是：所述注射针(3)贯穿所述

切割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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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内窥镜器械的传动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用于内镜下器械的多功能联动结构，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

种内窥镜器械的传动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内镜技术的发展，内镜下组织活检、内镜下粘膜切除术、内镜下粘膜剥

离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对消化道出血、狭窄、息肉切除及消化道早癌的发现、诊断和治

疗起到了关键作用。目前市场上常用的器械主要是单功能的高频电切割器械、单功能的电

凝血器械、单功能的内镜下注射器械；少部分厂家提供了电切割与电凝血结合的器械，以及

极少厂家提供的整合电切除与注射功能结合的器械。然而后者往往采用了不同功能的运动

件分别控制的方式，例如，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的一种组合电刀，专利号为：

CN104055572A，公开了一种圆柱型组合高频手术器械，不涉及组合注射功能；上海埃尔顿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的一种内窥镜用高频刀具，专利号为：CN203861344U，公开了一种内窥镜用

高频刀具，不涉及组合注射功能；上海埃尔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一种内窥镜用高频刀具，

专利号为：CN201420273038.1，公开了一种刀头中设有冲洗孔的内窥镜用高频刀具；杭州安

杰思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的一种组合电刀，专利号为：CN201410281645.7，公开了一种组合电

刀，刀头部包括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间可以相对移动或转动的刀头。但是，上述专利的

控制方式存在一些弊端：1)医生在操作中的繁琐程度增加；2)因操作不当而出现意外情况，

如：电切除时，不慎将注射针推出；或注射时，不慎将电刀推出。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在于提供一种内窥镜器械的传动结构，该

结构通过传动组件能够实现注射针和切割刀的反向运动，消除了待命功能的意外启动，避

免了对病人造成意外伤害或对手术过程造成干扰。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内窥镜器械的传动结构，

包括手柄部、鞘管、导流管、牵引丝、切割刀和注射针；手柄部包括第一手柄、第二手柄、注射

管以及电极管；

[0005] 第二手柄内设置能够进行前后移动的电极管和注射管，电极管与注射管通过传动

组件实现传动连接，注射管向前或向后运动时通过传动组件驱使电极管向与注射管运动方

向相反的方向运动；

[0006] 所述传动组件包括设置在第二手柄内的多个传动件，且至少两个传动件呈前后设

置，多个传动件上环绕有传送带；所述传送带包括传送带A段以及与传送带A段运动方向相

反的传送带B段，所述传送带A段与电极管固定连接，所述传送带B段与注射管固定连接，通

过传送带A段与传送带B段的相反运动使注射管和电极管向相反方向运动。

[0007] 当推动第一手柄时，带动第二手柄内的注射管和传送带B段向前移动，通过与注射

管相连的导流管推动注射针伸出鞘管前端，同时，传送带上的传送带A段带动电极管向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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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直至第一手柄推不动为止，此时，注射针被完全推出，可完成粘膜下注射功能；当注射功

能完成后，后拉第一手柄到底，同时注射管、导流管以及注射针向后运动，直至注射针完全

缩回鞘管，传送带上的传送带A段带动电极管向前运动，电极管推动切割刀伸出鞘管前端，

通电后可完成切割功能。另外，当第一手柄处于中间位置时，注射针与切割刀均在鞘管内，

此时，该传动结构可安全进出钳道。该结构在液体注射和电切割功能之间通过传动组件的

联动实现各功能部件的反向运动，以此首先可以完全消除待命功能的意外启动，避免对病

人造成意外伤害或对手术过程造成干扰；其次可以实现一种功能部件的运动来同时控制双

功能部件的运动，减少医生操作中的非必要动作，提高手术效率。

[0008] 作为优选，所述传送带A段通过第一固定块与电极管固定连接，所述传送带B段通

过第二固定块与注射管固定连接。

[0009] 作为优选，所述传动件为固定在第二手柄内的导柱或者转动设置在第二手柄内的

导轮。

[0010] 作为优选，所述导柱与所述第二手柄一体成型。导柱与第二手柄一体成型，易于加

工和装配。

[0011] 作为优选，靠近手柄部前方的传动件的外径小于靠近手柄部后方的传动件的外

径。靠近手柄部前方的传动件的外径较小，进而可以缩小该传动结构靠近前方部位的尺寸，

方便进行手术。

[0012] 作为优选，所述注射管和所述电极管通过导轨或者导槽的方式滑动设置在第二手

柄内。注射管和电极管通过导轨或者导槽的方式约束在第二手柄内。

[0013] 作为优选，所述注射管、第二固定块以及传送带之间通过胶水粘接、热熔或者机械

固定方式连接；所述电极管、第一固定块以及传送带之间通过胶水粘接、热熔或者机械固定

方式连接。

[0014] 作为优选，所述第二手柄包括手柄主体和手柄侧盖，手柄侧盖的前端设置端帽，端

帽与所述手柄侧盖之间通过卡接、过盈配合或者螺纹连接，手柄侧盖的后端固定手柄主体，

手柄主体的后端与第一手柄插套滑动连接，第一手柄上设有注射接头，所述传动组件设置

在手柄侧盖内。

[0015] 作为优选，所述切割刀和注射针并列设置在鞘管的前端。

[0016] 作为优选，所述注射针贯穿所述切割刀。

[0017]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该结构在液体注射和电切割功能之间

通过传动组件的联动实现各功能部件的反向运动，以此首先可以完全消除待命功能的意外

启动，避免对病人造成意外伤害或对手术过程造成干扰；其次可以实现一种功能部件的运

动来同时控制双功能部件的运动，减少医生操作中的非必要动作，提高手术效率。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注射针和切割刀装配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注射针和切割刀另一种装配方式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手柄侧盖的部分截面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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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附图标记：1、鞘管；2、切割刀；3、注射针；4、第一手柄；5、注射管；6、电极管；7、头端

帽；8、手柄主体；9、手柄侧盖；10、端帽；11、电极；12、传动件；13、传送带A段；14、传送带B段；

15、第一固定块；16、第二固定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参照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

[0025] 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内窥镜器械的传动结构，如图1～3所示，包括手柄部、鞘管1、

导流管、牵引丝、切割刀2和注射针3；手柄部包括第一手柄4、第二手柄、注射管5和电极管6。

[0026] 鞘管1的前端固定有头端帽7，鞘管1的后端与第二手柄固定连接，鞘管1内贯穿通

过有导流管和牵引丝，鞘管1使用绝缘高分子材料制成，亦可使用多种材质组成形成绝缘效

果。

[0027] 牵引丝的前端固定有切割刀2，牵引丝的后端与第二手柄中的电极管6连接，通过

前后移动电极管6从而带动切割刀2从头端帽7伸出和缩回；导流管的前端固定有注射针3，

导流管的后端与第二手柄中的注射管5连接，通过前后移动注射管5从而带动注射针3从头

端帽7伸出和缩回；如图3和图4所示，切割刀2和注射针3并列设置在鞘管1的前端，或者，注

射针3贯穿切割刀2。

[0028] 第一手柄4和第二手柄滑动连接，第二手柄包括手柄主体8和手柄侧盖9，手柄侧盖

9的前端设置端帽10，端帽10与手柄侧盖9之间通过卡接、过盈配合或者螺纹连接，端帽10与

鞘管1固定连接，手柄侧盖9的后端固定手柄主体8，手柄主体8的后端与第一手柄4插套滑动

连接，第一手柄4上设有注射接头，注射接头为鲁尔接头。端帽10上固定有电极11，电极管6

和/或牵引丝贯穿端帽10，电极11通过电刷与电极管6和/或牵引丝接触导电。切割刀2通过

牵引丝与第二手柄的电极11连接，将高频电接在电极11上可使切割刀2带电，在手术上可通

过高频切割切除病变。

[0029] 第二手柄的手柄侧盖9内设置能够进行前后移动的电极管6和注射管5，注射管5和

电极管6通过导轨或者导槽的方式滑动设置在第二手柄内，注射管5贯穿第二手柄并与第一

手柄4固定连接，第一手柄4进行前后移动从而带动注射管5和导流管前后运动，导流管带动

注射针3从头端帽7伸出和缩回，第一手柄4后端设有注射接头，将注射器连接到注射接头，

通过注射管5将液体输送到导流管，再通过移动第一手柄4驱动注射针3前后移动，在临床上

可以进行生理盐水、止血剂等液体的注射。这样，电极11固定在手柄部前端的端帽10上，同

时，注射管5的注射口设置在手柄部的后端，且从动件注射管5和电极管6无其他连接带来的

负载，如此可充分避开器械使用时握持的部分，减少对操作者的干扰，并且降低了器械机构

的运动载荷，从而减少工艺实现的困难和材质强度的额外要求。

[0030] 如图1～3所示，电极管6和注射管5通过传动组件是实现传动连接，注射管5向前或

向后运动，并通过传动组件驱使电极管6向与注射管5运动方向相反的方向运动；当向前推

动第一手柄4时，带动手柄侧盖9内的注射管5向前移动，通过与注射管5相连的导流管推动

注射针3伸出鞘管1前端；同时注射管5通过传动组件驱使电极管6向后拉动，从而通过电极

管6、牵引丝拉动切割刀2向后退回鞘管1深处，此时完成注射功能状态就绪，可通过第一手

柄4末端的注射管5进行生理盐水、止血剂等液体的注射。如需使用电切割功能则可通过拉

动第一手柄4完成相应动作。在液体注射和电切割功能之间通过传动组件的联动实现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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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部件的反向运动，以此首先可以完全消除待命功能的意外启动，避免对病人造成意外伤

害或对手术过程造成干扰；其次可以实现一种功能部件的运动来同时控制双功能部件的运

动，减少医生操作中的非必要动作，提高手术效率。

[0031] 如图2、图3和图5所示，传动组件包括多个传动件12，且至少两个传动件12前后设

置在第二手柄内，多个传动件12上环绕有传送带。作为优选，传动组件包括两个传动件12，

传动件12为导柱或者转动设置在第二手柄内的导轮，且靠近手柄部前方的传动件12的外径

小于靠近手柄部后方的传动件12的外径，靠近前方的传动件12的外径较小，进而可以缩小

该传动结构靠近前方部位的尺寸，方便进行手术，在传动件12为导柱时，导柱与第二手柄一

体成型。传送带包括传送带A段13以及与传送带A段13运动方向相反的传送带B段14，传送带

A段13与电极管6固定连接，传送带B段14与注射管5固定连接，通过传送带A段13与传送带B

段14的相反运动使注射管5和电极管6向相反方向运动。当推动第一手柄4时，带动第二手柄

内的注射管5和传送带B段14向前移动，通过与注射管5相连的导流管推动注射针3伸出鞘管

1前端，同时，传送带上的传送带A段13带动电极管6向后运动，直至第一手柄4推不动为止，

此时，注射针3被完全推出，可完成粘膜下注射功能；当注射功能完成后，后拉第一手柄4到

底，同时注射管5、导流管以及注射针3向后运动，直至注射针3完全缩回鞘管1，传送带上的

传送带A段13带动电极管6向前运动，电极管6推动切割刀2伸出鞘管1前端，通电后可完成切

割功能。另外，当第一手柄4处于中间位置时，注射针3与切割刀2均在鞘管1内，此时，该传动

结构可安全进出钳道。作为优选，传送带A段13通过第一固定块15与电极管6固定连接，传送

带B段14通过第二固定块16与注射管5固定连接。

[0032] 注射管5、第二固定块16以及传送带之间通过胶水粘接、热熔或者机械固定方式连

接；电极管6、第一固定块15以及传送带之间通过胶水粘接、热熔或者机械固定方式连接。

[0033] 本具体实施例中的指定方向仅仅是为了便于表述各部件之间位置关系以及相互

配合的关系。以上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

上述实施例，凡属于本实用新型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当指

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

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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