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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肿胀麻醉集液装置

的容器盖，用于封盖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开口，

所述容器盖包括主塞体，所述主塞体由弹性材料

构成，且所述主塞体的形状和尺寸与所述肿胀麻

醉集液装置的开口的形状和尺寸相适配；所述主

塞体上具有供液体注入到所述肿胀麻醉集液装

置的注液口以及用于供所述肿胀麻醉集液装置

内的液体抽出到肿胀麻醉集液装置外的出液口，

且所述注液口和出液口相互独立。本实用新型通

过在主塞体上设置相互独立的注液口和出液口，

不仅便于将液体注入到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内，

同时也方便将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内的液体抽

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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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容器盖，用于封盖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开口，其特征在于，

所述容器盖包括主塞体，所述主塞体由弹性材料构成，且所述主塞体的形状和尺寸与所述

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开口的形状和尺寸相适配；所述主塞体上具有供液体注入到所述肿胀

麻醉集液装置的注液口以及用于供所述肿胀麻醉集液装置内的液体抽出到肿胀麻醉集液

装置外的出液口，且所述注液口和出液口相互独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容器盖，其特征在于，所述容器盖还包括

由硬质材料构成的吸液管，所述吸液管的第一端穿过所述出液口并插入到所述肿胀麻醉集

液装置内，且所述吸液管的第二端位于所述肿胀麻醉集液装置外。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容器盖，其特征在于，所述容器盖包括盖

板，所述盖板以活动方式装配到所述主塞体上，且所述盖板通过相对于所述主塞体活动的

方式封盖所述注液口或使所述注液口露出。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容器盖，其特征在于，所述盖板位于所述

主塞体的上方，且所述盖板的形状和尺寸与所述主塞体的形状和尺寸相适配；所述盖板以

可相对所述主塞体转动的方式装配在所述主塞体上，且所述吸液管穿过所述盖板。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容器盖，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塞体上的注

液口包括贯穿所述主塞体的第一注液口；所述盖板上包括与所述第一注液口相适配的第二

注液口，且所述盖板通过相对于主塞体旋转，使所述第一注液口从所述第二注液口露出以

及使所述盖板遮盖所述第一注液口。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容器盖，其特征在于，所述肿胀麻醉集液

装置的开口与所述容器盖的主塞体的横截面分别呈圆形，所述第一注液口和第二注液口的

横截面分别呈大小相同的扇形，且所述扇形的圆心角不小于60°。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容器盖，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塞体的注液

口包括贯穿所述主塞体的第三注液口，所述第三注液口的横截面呈圆形，且所述第三注液

口的直径小于所述主塞体的半径；在所述盖板相对于主塞体旋转时，所述盖板同时遮盖所

述第一注液口和第三注液口，或使所述第一注液口和第三注液口中的一个从所述第二注液

口露出。

8.根据权利要求1‑7中任一项所述的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容器盖，其特征在于，所述容

器盖还包括金属片，所述金属片贴附于所述主塞体的顶面，且所述金属片的横截面的形状

和尺寸与所述主塞体的横截面的形状和尺寸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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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容器盖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涉及医疗器械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肿胀麻醉集液装置

的容器盖。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的麻醉方法主要包括：表面麻醉、局部麻醉、腰麻、硬膜外麻醉、全身麻醉、针

刺镇痛麻醉。其中全身麻醉分为静脉全麻和经口气管插管全麻，其使得患者在麻醉状态下

完全无痛感，失去知觉和触觉，该麻醉方式适用于较大手术或微创腔镜手术，其要求患者心

脏、肺部、脑部等重要脏器没有严重功能异常。

[0003] 在以往的吸脂手术中，通常采用全身麻醉方式。然而，在吸脂过程中，全身麻醉会

导致在无意识状态下的病人出现体循环复合过载，造成左心房压力过高，中心静脉压升高

(体液过多达到36cc以上)，出现肺部积液，肺水肿MODS,  进行性导致ARDS进而引发肺水肿、

脑水肿，脑死亡，以及对任何刺激包括疼痛刺激下无意识、无反馈，无应激状态下导致神经

血管肌肉的损伤破裂，从而出现大出血，以及脂肪颗粒肺脑血管栓塞等急性并发症。

[0004] 为避免出现上述情况，在吸脂手中，可使用局部麻醉代替全身麻醉。局部麻醉使用

局部麻醉药物暂时阻断手术区域的疼痛神经冲动传导，使患者无痛感，但还有知觉和触觉，

患者处于清醒状态，必要时可配合医生。与全身麻醉方式相比，局部麻醉方式在安全剂量下

可反复给药，延长麻醉时间，达到起效快、代谢快、毒副总用小等优势。

[0005] 在现有的吸脂手术局部麻醉中，通常采用注射器直接将肿胀液注入到皮下脂肪

层，其一次只能实现少量的肿胀液注射。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针对上述现有局部麻醉时一次只能注入少量肿胀液的问题，提

供一种可将肿胀液连续不断注射的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容器盖。

[0007]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肿胀麻醉集液装置

的容器盖，用于封盖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开口，所述容器盖包括主塞体，所述主塞体由弹性

材料构成，且所述主塞体的形状和尺寸与所述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开口的形状和尺寸相适

配；所述主塞体上具有供液体注入到所述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注液口以及用于供所述肿胀

麻醉集液装置内的液体抽出到肿胀麻醉集液装置外的出液口，且所述注液口和出液口相互

独立。

[0008] 优选地，所述容器盖还包括由硬质材料构成的吸液管，所述吸液管的第一端穿过

所述出液口并插入到所述肿胀麻醉集液装置内，且所述吸液管的第二端位于所述肿胀麻醉

集液装置外。

[0009] 优选地，所述容器盖包括盖板，所述盖板以活动方式装配到所述主塞体上，且所述

盖板通过相对于所述主塞体活动的方式封盖所述注液口或使所述注液口露出。

[0010] 优选地，所述盖板位于所述主塞体的上方，且所述盖板的形状和尺寸与所述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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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形状和尺寸相适配；所述盖板以可相对所述主塞体转动的方式装配在所述主塞体上，

且所述吸液管穿过所述盖板。

[0011] 优选地，所述主塞体上的注液口包括贯穿所述主塞体的第一注液口；所述盖板上

包括与所述第一注液口相适配的第二注液口，且所述盖板通过相对于主塞体旋转，使所述

第一注液口从所述第二注液口露出以及使所述盖板遮盖所述第一注液口。

[0012] 优选地，所述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开口与所述容器盖的主塞体的横截面分别呈圆

形，所述第一注液口和第二注液口的横截面分别呈大小相同的扇形，且所述扇形的圆心角

不小于60°。

[0013] 优选地，所述主塞体的注液口包括贯穿所述主塞体的第三注液口，所述第三注液

口的横截面呈圆形，且所述第三注液口的直径小于所述主塞体的半径；在所述盖板相对于

主塞体旋转时，所述盖板同时遮盖所述第一注液口和第三注液口，或使所述第一注液口和

第三注液口中的一个从所述第二注液口露出。

[0014] 优选地，所述容器盖还包括金属片，所述金属片贴附于所述主塞体的顶面，且所述

金属片的横截面的形状和尺寸与所述主塞体的横截面的形状和尺寸相同。

[001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容器盖具有以下有益效果：通过在主塞

体上设置相互独立的注液口和出液口，不仅便于将液体注入到容器内，同时也方便将容器

内的液体抽取出来。并且，本实用新型实施例通过可移动的盖板封盖注液口，可避免容器内

的液体受到污染。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容器盖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容器盖应用于集液装置的结

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容器盖应用于集液装置的分

解结构的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容器盖应用于肿胀麻醉的示

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

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1] 如图1所示，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容器盖的示意图，该

容器盖可应用于封堵肿胀麻醉集液装置(该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用于临时储存肿胀液)的的

开口。本实施例的容器盖12包括主塞体121，该主塞121  体由弹性材料(例如医用橡胶等)构

成，且主塞体121的形状和尺寸与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开口的形状和尺寸相适配。该主塞体

121上具有供液体注入到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注液口以及用于供肿胀麻醉集液装置内的液

体抽出到肿胀麻醉集液装置外的出液口1213，且上述注液口和出液口1213相互独立。

[0022] 上述容器盖12通过在主塞体121上设置相互独立的注液口和出液口1213，不仅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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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将液体注入到肿胀麻醉集液装置内，同时也方便将肿胀麻醉集液装置内的液体抽取出

来。例如在局部麻醉操作之前，可先将肿胀液通过注液口注入到肿胀麻醉集液装置内；在局

部麻醉过程中，通过出液口将肿胀麻醉集液装置内的肿胀液抽取出来，并注入到人体。

[0023]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上述容器盖12还包括由硬质材料构成的吸液管

123，该吸液管123的第一端穿过出液口1213并插入到肿胀麻醉集液装置内，且吸液管123的

第二端位于肿胀麻醉集液装置外。通过连接到吸液管123 的驱动装置，可将肿胀麻醉集液

装置内的液体抽取出来。例如在肿胀麻醉过程中，可直接使用连接到吸液管123的第二端的

蠕动泵，将肿胀麻醉集液装置内的肿胀液从肿胀麻醉集液装置中抽取出来并注入人体。上

述吸液管123的形状和尺寸与出液口1213的形状和尺寸相适配，从而可在一定程度上封堵

出液口  1213。

[0024] 在本实用新型的另一实施例中，容器盖12除了包括主塞体121外，还包括盖板122，

该盖板122以活动方式装配到主塞体121上，且盖板122通过相对于主塞体121活动的方式封

盖注液口或使注液口露出。

[0025] 具体地，盖板122位于主塞体121的上方，且盖板122的形状和尺寸与主塞体121的

形状和尺寸相适配。并且，盖板122以可相对主塞体121转动的方式装配在主塞体121上，且

吸液管穿过盖板122(盖板122上具有与主塞体121上的出液口1213相对应的开孔1222)。

[0026]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主塞体121上的注液口包括贯穿主塞体121  的第

一注液口1211，相应地，盖板122上包括与第一注液口1211相适配的第二注液口1221，可通

过使盖板122相对于主塞体121旋转，使第一注液口1211从第二注液口1221露出以及使盖板

122(即盖板122除了第二注液口1221外的其他部分)遮盖第一注液口1211。

[0027] 这样，当需要将液体加入到肿胀麻醉集液装置时，可转动盖板122，使第二注液口

1221与第一注液口1211对齐，并通过第二注液口1221与第一注液口  1211将调配好的液体

倒入到肿胀麻醉集液装置内。液体倾倒完毕，再转动盖板  122，使第二注液口1221与第一注

液口1211错开，盖板122上的其他部分将第一注液口1211盖住，避免杂物落入到肿胀麻醉集

液装置内。

[0028] 当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开口与容器盖12的主塞体121的横截面分别呈圆形，第一

注液口1211和第二注液口1221的横截面分别呈大小相同的扇形，且该扇形的圆心角不小于

60°。通过该方式，可使第一注液口1211足够大，便于直接将其他容器中的液体通过第一注

液口1211倾倒进容器盖所在的肿胀麻醉集液装置。

[0029] 此外，还可在主塞体121上设置第三注液口1212，该第三注液口1212同样贯穿主塞

体121，并通过使盖板122相对于主塞体121旋转，使第三注液口1212  从第二注液口1221露

出以及使盖板122遮盖第三注液口1212。该第三注液口  1212的横截面呈圆形，且该第三注

液口1212的直径小于主塞体121的半径，可通过将连接其他液体容器的导管插入到第三注

液口1212，将其他液体容器中的液体注入到容器盖所在的肿胀麻醉集液装置内。

[0030] 为使得盖板122能够顺畅地旋转，上述主塞体121上朝向盖板122的面上固定有金

属片126，该金属片126上具有分别与第一注液口1211和第三注液口1212  对应的通孔1261、

1262。由于金属片126的摩擦系数较小，其与主塞体121配合，可在保证封堵肿胀麻醉集液装

置的开口的同时，保证盖板122的顺畅旋转。

[0031] 如图2‑3所示，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容器盖12应用于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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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图。该肿胀麻醉集液装置用于临时存放用于肿胀麻醉的肿胀液，例如在局部麻醉手术

前，可将调配好的肿胀液注入到该肿胀麻醉集液装置中，并在局部麻醉手术时，直接从该肿

胀麻醉集液装置中抽取肿胀液注入到人体的皮下脂肪层。本实施例的肿胀麻醉集液装置10

包括集液容器11、电磁加热器13 以及如上所述的容器盖12，其中集液容器11包括用于容纳

肿胀液的储液腔，储液腔的顶部具有供肿胀液进出的开口111，且容器盖12封堵于储液腔的

开口  111。该集液容器11具体可呈圆柱形、棱柱形或其他任意形状。

[0032] 上述集液容器11还包括金属壳或金属底板，例如集液容器11的主体部分可采用玻

璃材质，并在玻璃材质外部包裹金属壳或在玻璃材质的底部包裹金属底板(金属壳或金属

底板与玻璃材质的主体部分之间可填充导热材料)。相应地，电磁加热器13的顶部具有与集

液容器11的金属壳的底部或金属底板(例如由含铁材料加工而成)相适配的加热面，且电磁

加热器13与集液容器11的金属壳或金属底板相配合，将储液腔内的肿胀液加热到预设温

度。

[0033] 上述集液装置通过电磁加热器13将集液容器11内的肿胀液加热到预定温度，从而

使得注入到术者皮下的肿胀液的温度与人体温度相适配，提高术者的舒适度。

[0034] 上述吸液管具体可包括连接管部123和导液管部124，其中连接管部123由硬质材

料构成并固定在主塞体121上，且连接管部123的第一端位于储液腔内，连接管部123的第二

端位于储液腔外，输液管路与连接管部123的第二端连接。导液管部124位于储液腔内，且导

液管部124的第一端与连接管部123的第一端连接，导液管部124的第二端延伸到储液腔的

底部。

[0035] 特别地，可在导液管部124的第二端增加一个沉底部件125，例如该沉底部件125可

由一金属圆盘构成，其上具有通孔，导液管部124的第二端插入到金属圆盘的下方，金属圆

盘上方的液体通过金属圆盘上的通孔达到金属圆盘的下方，并进入到导液管部124的下方。

由于金属圆盘的底部贴于储液腔的底部，从而可使储液腔中的大部分肿胀液可输出到分流

装置，避免储液腔内肿胀液残留。

[0036] 如图4所示，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容器盖应用于肿胀麻醉集液装置，并用于

吸脂肿胀麻醉的示意图。集液装置10可通过输液管路20与驱动装置30  连接，驱动装置30再

通过输液管路40与分流装置50连接，分流装置50则通过多根软管60分别与多个针头70连

接，上述输液管路20、40用于实现肿胀液在集液装置10、驱动装置30、分流装置50之间的输

送。当驱动装置采用蠕动泵时，输液管路20、40可由装设到蠕动泵上的一根硅胶管构成。

[0037] 分流装置50包括至少一个入液口、多个出液口以及用于连通入液口和出液口的输

液腔，且集液装置10中的肿胀液通过输液管路和驱动装置30送入分流装置50的入液口。具

体地，软管60和针头70的数量可分别与分流装置50的出液口的数量相同，从而每一针头70

通过一根软管60与分流装置50的一个出液口相连，且分流装置50中来自集液装置10的肿胀

液在驱动装置30产生的压力作用下由针头70注入皮下脂肪层(此时针头70插入到皮下脂肪

层)。

[0038] 在对术者进行局部麻醉时，可在灭菌好的分流装置50、软管60、针头70、输液管路

准备好后，先将针头70连接到软管60，然后将连接好针头70的软管60 的另外一端分别对应

接在分流装置50的出液口上。连接好软管60的分流装置50 的入液口一端与蠕动泵的硅胶

管的一端连接，硅胶管的另外一端则连接到集液装置10，然后将上述硅胶管安装在蠕动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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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准备好的吸脂部位注入开口麻醉及破口，将多个针头70均匀插在已破口的注液部位，

打开蠕动泵，调整蠕动泵速度，肿胀液通过分流装置50均匀浸润注入体内，达到深浅层同步

肿胀麻醉的目的。

[0039] 由于该设备的水流非直接注入，而是通过柔性浸润方式，经临床120余例，无一例

反映疼痛不适，甚至受术者可以在术中，接打电话，刷逗音，看电影，喝水等。

[0040]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

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该

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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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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