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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guide appendage i s fitted on a tubular stapler. The tubular stapler comprises a staple anvil assembly and a staple
cartridge assembly; the staple cartridge assembly comprises a staple tube (1) and an attached staple cartridge (2); the guide append -
age comprises at least a sleeve component (4) sleeved on the distal end of the tubular stapler, and a guide component (6) disposed at
the distal end of the sleeve component (4); the maximum outer diameter of the guide component (6) equals the minimum outer dia
meter of the sleeve component (4); the guide component (6) i s a spiral piece, can be spirally disassembled in the sequence from
distal to proximal under an external traction, and ultimately becomes a strip detachable ：from the tubular stapler; the whole guide ap -
pendage or a part thereof can be drawn out of the tubular stapler as a strip in one time; the guide appendage can be directly sleeved
outside the tubular stapler for surgical use, with no additional components to be assem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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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引导附件，配接于圆管型装订仪上，圆管型装订仪包括钉砧组件、钉仓组件；钉仓组件包括相互固定的
钉筒 （1) 和钉仓 （2 ) ，引导附件至少包括用于套设于圆管型装订仪的远端的套设部 （4 ) ，以及设于套设
部 （4 ) 远端的引导部 （6 ) ，引导部 （6 ) 的最大外径等于套设部 （4 ) 的最小外径，引导部 （6 ) 为螺旋件，
在受到外力牵拉时即按由远及近的顺序呈螺旋解体，最终成为一条可脱离圆管型装订仪的带状体，引导附件
的部分或全部能成条状一次性地被抽出于圆管型装订仪，该引导附件可以在手术时直接套设在圆管型装订仪
的外侧使用，没有额外的部件需要装配。



引导附件

本申请要求如下中国专利申请的优先权，其全部 内容通过引用结合在

本申请 中：
1 ) 201 1年 8 月 24 日提 交中国专利局、申请号为 201 110243513.1 、发

明名称为" 引导附件" 的中国专利申请。

2 ) 2012 年 08 月 16 日提交中国专利局 、申请号为 201210291684.6 、

发明名称为"双螺旋引导件" 的中国专利申请。

3 ) 2012 年 08 月 16 日提交中国专利局 、申请号为 201210291706.9 、

发明名称为" 引导件" 的中国专利申请。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一种 圓管型装订仪的手术辅助件，尤其涉及一种 圓管型装

订仪的引导附件。

背景技术

圓管型装订仪是一种广泛用于圓管型组织缝切手术的外科器械，由圆

形的钉头组件与击发组件组成；将两段需要连接起来的圓管型组织放置在

钉头组件的钉砧与钉仓之 间，调整钉砧与钉仓的距 离来逐渐夹紧组织，然

后操作击发组件使钉成形，完成两段组织的连接 。

在实际的手术操作 中，有两种手术的圆管型装订仪进入管道比较 困难 ，

分别是低位直肠手术与 胃旁路手术。第一种低位直肠手术，采用的是直径

为 33 毫米的圓管型装订仪 ，需经肛 门进行手术。由于肛 门为一个肌性开 口，

正常状况其直径较 小，将 大直径器械插入到肛 门比较 困难。第二种 胃旁路

手术，采用的是直径为 25 毫米的圆管型装订仪 ，需进入小肠进行手术。由

于小肠为人体的消化管道，内壁有很多粘膜 ，而圓管型装订仪 由于端面较

大，且由于结构原 因表面不够圓滑，在小肠 内穿行 易对粘膜造成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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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解 决上 述 问题 的现 有 技 术 为 美 国专 利 申请 US200902041 08 和

US201 10114698 揭 示 的若干种套设在 圓管型装订仪钉 仓组件外周的辅助 器

械 ，可 以引导 圓管形装订仪 的钉仓组件进入人体并 穿过肠道 ，在其到达手

术预定位置之后可 以把这个辅助 器械从钉仓组件上 卸掉 ，不影响 圓管型装

订仪 的后续操作 。这些辅助 器械可帮助 医生将装订仪 的头部顺利地放入到

预 定的位 置 ，但是 目前此辅助器械 需使用较 大的力撕 裂拖 出，易误伤组织

且使用体验 不佳 。

发明内容

本发 明的 目的在 于解决上述的技术 问题 ，提供一种结构 简单 、操作 方

便 的引导 附件 。

本发 明的 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 实现 ：

一种 引导 附件 ，配接 于 圓管型 装订仪上 ，所述 圆管型装订仪 包括钉砧

组件 、钉仓组件 ；所述钉仓组件 包括相 互 固定的钉 筒和钉仓 ，所述 引导附

件至少 包括用于套设 于所述 圓管型装订仪 的远端的套设部 ，以及设 于所述

套设部远端的引导部 ，所述 引导部 的最 大外径等于所述套设部 的最小外径 ，

所述 引导部为螺旋件 ，所述螺旋件 的螺紋线的一端 与一牵引件连接 ，另一

端与所述套设部连接 。

优选 的 ，所述 引导部 的外轮廓 为圓锥形 ，所述 圓锥形 的 内腔呈 中空设

置。

优选 的，所述套设部 为 圆筒形或半 圓筒形 ，所述套设部 的 内径 大于所

述钉 筒的外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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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 的，所述 引导 附件还 包括一设 于所述套设部近端的向外发敢议 直

的用于握持 的凸边 。

优选 的，所述螺旋件 的相邻 的螺紋线之 间均垂直设有一组加强筋。

优选 的，所述 牵引件 的一端连接 于螺纹线的最远端 中心。

优选 的，所述 牵 引件从所述钉 筒的线孔 穿过 ，所述牵引件 的另一端设

有一拉环。

优选 的，所述 螺旋件 为两条 间隔围绕的螺紋线 ，该 两条螺紋线的一端

相 互连接在一起 ，另一端均与所述套设部连接 。

优选的，所述 牵引件钩在所述 两条螺纹线的连接在一起 的端部上。

本发 明还揭露 了另一种 引导 附件 ，配接 于 圆管型装订仪上 ，所述 圆管

型装订仪 包括钉砧组件 、钉 仓组件 ；所述钉 仓组件 包括相 互 固定的钉 筒和

钉仓 ，所述 引导附件 至少 包括用于套设 于所述 圓管型装订仪 的远端的套设

部 ，以 及设 于所述套设部远端的 引导部 ，所述 引导部 的最 大外径等于所述

套设部 的最小外径 ，所述 引导部 为一整体注塑而成的柔性 U 型回旋件 ，所

述 U 型 回旋件 的中心横截 面为 U 型 ，所述 引导部 包括一个近端和一个远端 ，

所述远端的外径 小于等于近端的外径。

优选 的，所述 引导部和套设部 为一整体 注塑而成 的柔性 U 型 回旋件 ，

所述柔性 U 型 回旋件在受到外力牵拉 时解体 ，最终形成为一条可脱 离圓管

型装订仪 的带状体 。

优选的 ，所述套设部 为套设 于所述钉仓外周的薄壁 。

优选的，所述薄壁上设有 固接 于钉仓上 的卡箍 。

本发 明还揭露 了另一种 引导 附件 ，配接 于 圓管型装订仪上 ，所述 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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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装订仪 包括钉砧组件 、钉仓组件 ；所述钉仓组件 包括相 互 固定的钉 筒和

钉仓 、及设 于钉仓 内的钉砧拉杆 ，所述 引导 附件至 少 包括用于套设 于所述

圆管型装订仪 的远端 的套设部 ，以及设 于所述套设部远端 的引导部 ，所述

引导部 的最 大外径等于所述套设部 的最小外径 ，所述 引导部 为一整体呈 圓

锥形 空腔柔性塑胶件 ，所述 引导部 包括一个近端和一个远端 ，所述远端到

近端的外径逐渐增 大，所述塑胶件在受到外 力牵拉 时按 即由远及近的顺序

呈螺旋解体 ，最终形成为一条可脱 离圓管型装订仪 的带状体 。

优选 的 ，所述套设部 为套设 于所述钉仓外周的薄壁 ，所述 引导部和套

设部为一整体 注塑而成的螺旋形 柔性塑胶件 。

优选 的 ，所述 引导部 的中空 内腔的远端底部向 内凸设有一个 中心筒，

所述 中心筒的 内径等于所述钉砧拉杆的远端外径 。

优选的 ，所述 中心筒的近端壁上开设有一个牵引孔 ，所述 中心筒的近

端为整个柔性塑胶件 的一端 。

优选的 ，所述 圓管型装订仪钉 筒上设有至少 1 个引导孔 ，所述的呈带

状体 的引导部从所述 引导孔 中脱 离所述 圆管型装订仪 。

本发 明还揭露 了另一种 引导 附件 ，配接 于 圓管型装订仪上 ，所述 圆管

型装订仪 包括钉砧组件 、钉 仓组件 ；所述钉 仓组件 包括相 互 固定的钉 筒和

钉仓 、及设 于钉仓 内的钉砧拉杆 ，所述 引导 附件至 少 包括用于套设 于所述

圆管型装订仪 的远端的套设部 ，以及设 于所述套设部远端 的引导部 ，所述

引导部 的最 大外径等于所述套设部 的最小外径 ，所述 引导部 为一整体呈 圆

锥形的空腔柔性塑胶件 ，所述 引导部 包括一个近端和一个远端 ，所述远端

到近端 的外径逐渐增 大；所述 引导部 的圆锥形壁 包含 第一 柔性条和第二 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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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条 ，所述第一柔性条和 第二 柔性条 间隔螺旋设置并 紧贴 ，所述 圆锥形壁

在受到外 力牵拉 时即按 由远及近 的顺序 呈螺旋解体 ，最终形成为一条可脱

离圆管型装订仪 的 由第一 柔性条和第二 柔性条组成 的带状体 。

优选 的，所述套设部 包含 第一柔性条和 第二 柔性条 ，所述第一柔性条

和 第二柔性条 间隔螺旋设 置并 紧贴 ，所述套设部 的第一柔性条和 第二柔性

条分别与所述 引导部 的第一柔性条和第二 柔性条一体成形 。

优选 的，所述套设部 的壁厚 小于所述 引导部 的壁厚 。

优选 的，所述 第一柔性条采用硬质 材料制得 ，所述第二 柔性条采用软

质材料制得 ，所述第一柔性条和第二柔性条相 互之 间为粘接或二次注塑而

成 。

优选的，所述 第一柔性条 的远端设有一个牵引件 。

优选的，所述 牵引件 为所述 第一柔性条的远端 的延伸段 ，所述牵引件

的 自由端伸向 圓管型装订仪 的近端；或者 ，所述牵引件 为 固定在所述 第一

柔性条的远端的牵引线。

本发 明还揭露 了另一种 引导 附件 ，配接 于 圆管型装订仪上 ，所述 圓管

型装订仪 包括钉砧组件 、钉仓组件 ；所述钉仓组件 包括相 互 固定的钉 筒和

钉 仓、及设 于钉仓 内的钉砧拉杆 ，所述 引导 附件至 少 包括用于套设 于所述

圆管型装订仪 的远端 的套设部 ，以及设 于所述套设部远端 的引导部 ，所述

引导部 的最 大外径等于所述套设部 的最小外径 ，所述 引导部 为一整体呈 圓

锥形的空腔 柔性塑胶件 ，所述 引导部 包括一个近端和一个远端 ，所述远端

到近端的外径逐渐增 大；所述 引导部 的圆锥形壁 包含 内外 两层 ，第一层为

由第一柔性条缠绕 而成的螺旋体 ，第二层 为 包覆在 第一层上的第二膜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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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力牵引时，所述 第二膜层伴 随第一柔性条按 由远及近 的顺序呈螺旋解

体 ，最终形成为一条可脱 离圆管型装订仪 的带状体 。

优选 的，所述 第一柔性条 紧密螺旋设置 ，所述 第二膜层仅 包覆于所述

圓锥形壁的外侧或 内側 。

优选 的，所述第一柔性条 间隔螺旋设 置 ，所述 第二膜层 包覆 于所述 圓

锥形壁的外侧或 内側 ，且部分第二膜层伸入到所述第一柔性条的螺旋线之

间，使 所述第一柔性条和 第二膜层 间隔螺旋设 置并 紧贴。

优选 的，所述套设部 为第一 柔性条 ，所述套设部 的第一柔性条与所述

引导部 的第一柔性条一体成形 。

优选 的，所述 第二膜层 包覆 于所述套设 部和 引导部 的第一柔性条的外

側 。

优选 的，所述套设部 的壁厚 小于所述 引导部 的壁厚 。

优选 的，所述第一柔性条采用硬质材料制得 ，所述第二膜层 采用软质

材料制得；所述第一 柔性条和第二膜层相互之 间为粘接或二次注塑而成 。

优选 的，所述第一柔性条 的远端设有一 个牵引件 。

优选 的，所述 牵 引件 为所述第一柔性条 的远端 的延伸段 ，所述牵引件

的 自由端伸向 圓管型装订仪 的近端 ；或者 ，所述牵引件 为 固定在 所述第一

柔性条的远端的牵 引线 。

本发 明的有益效果主要体现在 ：引导附件 的部分或全部 能呈长条状一

次性地被抽 出于 圓管型装订仪 ，操作方便 ；该 引导 附件可 以在手 术时直接

套设在 圆管型装订仪 的外側使用 ，因此对于 圆管型装订仪 来讲 ，没有额外

的部件需要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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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下面结合 附图对本发 明技 术方案作进一步说 明 :

图 1：本发 明第一 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 2：本发 明第一 实施例的俯视 图。

图 3: 本发 明第一 实施 例装配到 圓管型装订仪上 的示意 图

图 4：本发 明第一 实施 例的剖视 图。

图 5：本发 明第二 实施例的结构示意 图。

图 6：本发 明第二 实施 例的剖视 图。

图 7 : 本发 明第三 实施 例的结构示意 图。

图 8 : 本发 明第三 实施例的主视 图。

图 9 : 图 8 中沿 A- A 的剖视 图。

图 10: 本发 明第四实施 例的结构示意 图。

图 11: 本发 明第四实施例的剖视 图。

图 12：本发 明第五 实施例的结构 示意 图。

图 13: 本发 明第五 实施例的俯视 图。

图 14：本发 明第六 实施例的结构示意 图。

图 15: 本发 明第七 实施例的结构示意 图。

图 16: 本发 明第七 实施 例的主视 图。

图 17: 本发 明第七 实施 例的俯视 图。

图 18: 本发 明第七 实施 例的撕裂时的局部放 大示意 图。

图 19: 本发 明第八 实施例的结构示意 图。

图 20: 本发 明第九实施例 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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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本发 明第九 实施 例的主视 图。

图 22: 本发 明第九 实施例的俯视 图。

图 23: 本发 明第十 实施例 的结构示意 图。

其 中：

实施方式

本发 明揭 示 了一种 圆管型装订仪 的辅助 器械 ，尤其是一种用于引导 圓

管型装订仪进入体 内的引导 附件 。

现有技 术的 圆管型装订仪 包括钉砧组件 、钉 仓组件 、固定于所述钉仓

组件近端的 圓管；所述钉仓组件 包括相 互 固定的钉 筒 1 和钉仓 2, 所述钉

筒 1 的近端设有至 少一个线孔 3。

如 图 1 至 图 4 所示的第一 实施例 中，所述 引导 附件 包括 ：用于套设 于

所述 圓管型装订仪 的远端 的套设部 4, 设 于所述套设部 4 远端的引导部 6,

以及 设 于所述套设部 4 近端 的向外发散设置 的用于握持 的凸边 5。

所述套设部 4 为 圆筒形 ，其 内径 大于所述钉 筒的外径 ，这样整个引导

附件可 以很 容 易地套设在钉 筒的外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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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 1导部 6 的外轮廓 为一个 圆锥 形 ，所述 圆锥形的 内腔呈 中空设 置。

所述 引导部 6 的最 大外径等于所述套设部的最小外径 ，所述 引导部 6 为螺

旋件 ，所述螺旋件 的螺紋线 61 的一端与一牵引件 7 连接 ，另一端与所述套

设部 4 连接 。所述螺旋件 的相邻 的螺纹线 61 之 间均垂直设有一组加强筋

62，所述 引导部 6 与套设部 4 之 间的连接也是依 靠该加强筋 62。所述加强

筋 62 为一端 窄而小的塑胶件 ，类似于饮料瓶盖 ，很容 易被扯 断。当引导部

6 与套设部 4 之 间的加强筋 62 被扯 断后 ，所述 引导部 6 与套设部 4 之 间就

失去连接 ，相 互脱 离。

本例 中，所述牵引件 7 的一端连接 于螺紋线 61 的最远端 中心。所述牵

引件 7 从所述钉 筒的线孔 3 穿过 ，所述 牵引件 7 的 另一端设有一拉环 8。

第一 实施例在操作 时 ，先将 引导 附件套在钉仓组件的外侧 ，通过其 圓

锥 形的结构 引导 圆管型装订仪进入人体 内的手术位置；然后通过拉环拉扯

牵引件 ，使连接 于牵引件 的螺旋线 61 受力并扯 断加 强筋 62 , 这样整个引

导部 的螺旋线 61 呈条状一次性地从线孔 3 中被抽 出于圓管型装订仪 外。接

着 ，手持 凸边 5 将 套在钉 筒外的套设部 4 向 圓管型装订仪 的近端拉 ，使其

退 出于人体 内。这样 ，圓管型装订仪 即可进行手术。

图 5、图 6 揭 示 了本发 明的第二 实施例 ，其套设部 为半 圓筒形。本例

中最大的特点在于：所述螺旋件 为两条 间隔围绕的螺纹线 61 , 类似于现有

的蚊香 。该 两条螺纹线 61 的一端相互连接在一起 ，另一端均与所述套设部

通过加强筋 62 连接 。所述 牵 引件 7钩在所述 两条螺紋线的连接在一起 的端

部上。

第二 实施 例在操作 时，先将 引导 附件套在钉仓组件的外侧 ，通过其 圆

锥形的结构 引导 圓管型装订仪进入人体 内的手术位置；然后拉扯 牵引件 ，

两条螺纹线的连接 端受力并扯 断加强筋 62，这样整个引导部的螺旋线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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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条状一次性地从 线孔 3 中被抽 出于 圓管型装订仪 外 。由于两条螺旋线 6 1

同时变形并拉 出于 圓管型装订仪 外 ，所以其操作 时间较 第一 实施例快 。接

着 ，手持 凸边 5 将 套在钉 筒外的套设部 4 向 圆管型装订仪 的近端拉动退 出

于人体 内。这样 ，圓管型装订仪 即可进行手 术。

图 7 至 图 9 揭 示 了本发 明的第三 实施例 。该 实施例的特点在 于：所述

引导部 6 为一整体 注塑而成的柔性 U 型 回旋件 ，所述 U 型 回旋件 的中心横

截 面为 U 型 ，所述 引导部 6 包括一个近端 17 和一个远端 15，所述远端 15

的外径 小于等于近端 17 的外径 ，所述近端 17 的外径等于钉仓 3 或钉 筒 1

的外径 。本例与前述 实施例 的最 大区别在于 引导部 的 "螺旋线 " 的环绕形

状 。

因此表 明，本发 明的引导 附件 的 "螺旋 线 " 的形状 不是重点 ，除 了本

发 明揭 示的螺旋状 、U 型 回旋状 ，还可 以是其他 的形状 ，只要是一条完整

的塑胶条 围设 的即可 ，即该第三 实施例的 U 型 回旋状 塑胶件也可 以用于第

一 实施例。

本例 中，所述 引导部 的近端 17 为一与钉仓 面贴合 的平面 2 5 , 套设部 4

为套设 于所述钉仓外周的薄壁 ，所述薄壁和 引导部 6 为一整体注塑而成的

柔性 U 型回旋件 。所述薄壁上设有 固接 于钉 仓上的卡箍 39。

由于操作 方法与第一 实施例大致相 同，因此在此 不再赘述。

图 1 0 和 图 1 1 揭 示 了本发 明的第四实施例 。本 实施例与第一 实施例类

似 ，所述 引导部 6 为一整体环绕而形成的螺旋形柔性塑胶件 ，即该 引导部

6 是 由一个柔性塑胶件整体环绕 围成的螺旋形物件 ，类似 于弹簧 。所述的

引导部 6 即为一段 "弹簧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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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实施例 中，所述 引导部 6 的 中空 内腔的远端 15 的底部 向 内凸设有一

个 中心筒 21，所述 中心筒 2 1 的 内径等于所述钉砧拉杆 的远端外径 。这样

在初始状 态时，所述 引导 附件可 以通过 中心筒 2 1 套设在钉砧拉杆上 ，使所

述 引导 附件配接 于所述 圆管型装订仪上 。

所述 中心筒 21 的近端壁上开设有一个牵引孔 2 3，所述 中心筒的近端

为整个柔性塑胶件 的一端 ，即为 "弹簧线 " 的一端 。

所述 引导部 6 的近端 为一与钉仓面 5 贴合 的平 面 25。套设部 4 为套设

于所述钉仓外周的薄壁 ，所述薄壁和 引导部 6 为一整体 注塑而成的螺旋形

柔性塑胶件 。

该 实施例在操作 时，先将 引导 附件套接 在钉仓组件 的远端 ，然后 引导

圓管型装订仪进入人体 内，接 着拉扯连接 于牵 引孔 的牵引线 ，使 所述 引导

附件整体呈条状一次性地被抽 出于 圓管型装订仪 ，类似 于将 "弹簧线 " 拉

成一直线。

上述的实施例 的引导部都可从装订仪 内部将 引导 器抽 出，即圆管型装

订仪钉 筒上设有至少 1 个引导孔 ，所述 的呈带状体 的引导部从所述 引导孔

中脱 离所述 圆管型装订仪 。 当然上述的实施例也可 以从装订仪外侧抽 出，

只要 改变牵引件位 于 引导 器上的连接位置即可 。

图 12 至 图 13 揭 示 了本发 明的第五 实施例 。本 实施例 的引导 附件 为一

整体呈 圓锥形 的空腔 柔性塑胶件 ，因为用于 围设 引导 附件 的柔性塑胶件可

以采用橡胶或其他塑胶 ，根据其 工艺的程度 ，可 以将 引导 附件 的 "弹簧线 "

制成不同的粗 细，导致 引导 附件 的内腔 大小不一。所述 引导附件 的引导部

6 包括一个近端 17 和一个远端 15，所述远端 15 到近端 17 的外径逐渐增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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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近端 17 的 内壁 的直径 大于或等于所述钉 筒 1 的最 大外径 ，这样 ，当所

述 引导 附件 配接 于所述 圓管型装订仪 时，所述 引导 附件可 以套在所述钉 筒

1 的外周上。

本 实施例的特点在 于：所述 引导部 6 的 圓锥形壁 包含第一柔性条 63

和第二 柔性条 64 , 两者平行缠绕形成一个螺旋体 ，所述第一柔性条 63 和

第二柔性条 64 间隔螺旋设 置并 紧贴。所述第一 柔性条 63 采用相对硬质材

料制得 ，即强度较好 、硬度较 高；所述第二 柔性条 64 采用相对软质材料制

得 ，即强度较 差 、易撕拉 。由于 医用塑料 的种 类很 多，例如 PVC、 PE、 PP、

PET、 PU、 PS、 PC、 PTFE 等 ，只要符合上述 的强度条件 即可 。所述第一柔

性条 63 和 第二 柔性条 64 相 互之 间为粘接 或二次注塑 而成 。

所述套设部 4 包含第一 柔性条 63 和 第二 柔性条 64 , 所述第一柔性条

63 和 第二柔性条 64 间隔螺旋设 置并 紧贴 ，所述套设部 4 的第一柔性条和

第二柔性条分别与所述 引导部 6 的第一 柔性条和第二 柔性条一体成形。

由于第一柔性条 63 和 第二 柔性条 64 相 互 紧密地缠绕在一起 ，所以整

个 引导部 6 的 圆锥形壁 的强度较 大，在进行 引导 圓管型装订仪进入病人体

内时不会坍塌 。另由于第一 柔性条 63 和 第二 柔性条 64 相 互 紧密地缠绕在

一起 ，导致整个 引导部 6 的 圆锥形壁的外側相对平滑 ，在进行 引导 圆管型

装订仪进入病人体 内时该外壁 不会刮伤组织 ，其效果比单一螺旋型柔性条

要好很 多。

所述 第一柔性条 63 的远端还设有一 个牵引件 7。所述牵引件 7 为所述

第一柔性条 63 的远端 的延伸段 ，所述牵 引件 7 的 自由端伸 向圓管型装订仪

的近端 。或者 ，所述 牵引件 7 也可 以是 固定在 所述第一柔性条 63 的远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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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引线。即只要起 到 牵引作 用即可 。所述 圆管型装订仪钉 筒上设有至 少 1

个 引导孔 ，所述 牵引件 7 在 初始状 态时从所述 引导孔 中穿过 。

在操作 时，先将本优选 实施例的引导件套接在钉 仓组件 的远端 ，然后

引导 圆管型装订仪进入人体 内，此 时牵引件 7 的 自由端 穿过 引导孔并露 出

于病人体外。接 着拉扯所述 牵引件 7, 使 所述第一柔性条 63按 由远及近的

顺序呈螺旋解体 ，最终形成为一条 由第一柔性条和第二柔性条组 成的带状

体并被一次性地从 所述 引导孔 中被抽 出于圆管型装订仪 外 ，类似 于将 "弹

簧线 " 拉 成一直线 。在此过程 中，由于第二柔性条 64 的强度较 差 ，很容 易

被拉 断 ，其断体会 随着第一柔性条 63 — 起拉 出于 圓管型装订仪 外。当然上

述的实施例也可以从 装订仪 外侧抽 出，只要 改变牵引件位 于引导件上的连

接位置即可 。

图 14 揭 示 了本发 明的第六 实施例 。当套设部 4 的壁厚相对较 大时，会

明显增加 圓管型装订仪 的外径 ，从 而影响 圓管型装订仪 的插入 ，同时也会

增加病人 的痛苦 。因此第六 实施例 中，所述套设部 4 的壁厚 小于所述 引导

部 6 的壁厚 。这样 大大减 小 了因壁厚 带来的影响。第六 实施例的其他结构

和操作 方法与第五 实施例相 同，在此 不再赘述 。

图 15 至 图 18 揭 示 了本发 明的第七 实施例 。本 实施例的特点在于：所

述 引导 附件 的 圓锥 形壁 包含 内外 两层 ，居 内的第一层 为 由第一 柔性条 63

缠绕 而成的螺旋体 ，居外 的第二层为 包覆在第一层外 的第二膜层 65。当然，

第一柔性条 63 缠绕而成 的螺旋体居外 、覆在 第一层 内的第二膜层 65 居 内

的实施例也 不排 除在本发 明的范 围之外 。

本例 中，所述第一柔性条 63 紧密螺旋设 置 ，所述第二膜层 65 仅 包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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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述 圆锥形壁 51 的外侧 。如 图 20 至 图 22 所示的第九 实施例 中，所述第

一柔性条 63 间隔螺旋设 置 ，所述 第二膜层 65 包覆于所述 圓锥形壁 51 的外

侧 ，且部分第二膜层 65 伸入到所述第一 柔性条 63 的螺旋线之 间，使所述

第一柔性条 63 和第二膜层 65 间隔螺旋设 置并 紧贴。

所述第一柔性条 63 采用相对硬质 材料制得 ，即强度较好 、硬度较 高；

所述第二膜层 65 采用相对软质材料制得 ，即强度较 差 、易撕拉 。所述第一

柔性条 63 和 第二膜层 65 相 互之 间为粘接或二次注塑 而成 。

第七 实施例和 第九 实施例 中，所述套设部 4 为第一柔性条的延伸 ，所

述套设部 4 的第一柔性条与所述 引导部 6 的第一柔性条 63 —体成形 。所述

第二膜层 包 65 覆于所述套设部和 引导部 的第一柔性条的外侧。

所述第一柔性条 63 的远端还设有一 个牵引件 7。所述牵引件 7 为所述

第一柔性条 63 的远端 的延伸段 ，所述牵引件 7 的 自由端伸 向 圆管型装订仪

的近端 。或者 ，所述 牵引件 7 也可 以是 固定在所述第一柔性奈 63 的远端的

牵引线 。即只要起 到 牵引作 用即可 。所述 圆管型装订仪钉 筒上设有至少 1

个 引导孔 ，所述牵 引件 7 在 初始状 态时从所述 引导孔 中穿过。

由于第七 实施例 中，第一柔性条 63 紧密缠绕；第九实施例 中，第一柔

性条 63 和第二膜层 65 的部分 紧密地缠绕在一起 ，所以整个 引导部的 圓锥

形壁的强度较 大，在进行 引导 圓管型装订仪进入病人体 内时不会坍塌 。另

由于第二膜层 65 整体地 包覆于第一柔性条 63 外側 ，导致整个引导附件 的

圆锥形壁 51 的外侧相对平滑 ，在进行 引导 圓管型装订仪进入病人体 内时该

外壁不会刮伤组织 ，其效果比单一螺旋型柔性条要好很 多。

第七 实施例和第九 实施 例的操作方式是一致 的 ，以 下 以 第七 实施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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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在操作 时，先将 本优选 实施 例的引导件套接在钉 仓组件的远端 ，然后

引导 圆管型装订仪进入人体 内，此 时牵引件 7 的 自由端 穿过 引导孔并露 出

于病人体外。接 着拉扯所述 牵引件 7, 所述第二膜层 65 伴 随第一柔性条 63

按 由远及近的顺序 呈螺旋解体 ，最终形成为带状体并被一次性地从所述 引

导孔 中被抽 出于 圓管型装订仪外 ，类似 于将 "弹簧 线 " 拉 成一直线。在此

过程 中，由于第二膜层 65 的强度较差 ，很容 易被拉 断 ，具体如 图 18 所述 ，

第二膜层 65 会在第一柔性条 63相邻的两条螺旋线 附近产生一撕 裂线 67 ,

其 断体会 随着第一柔性条 63 —起拉 出于 圓管型装订仪外 。当然上述的实施

例也可 以从装订仪外側抽 出，只要 改变牵引件位 于 引导件上的连接位置 即

可 。

图 19 揭示 了本发 明的第八 实施例 ，与第七 实施例的区别在于：所述套

设部 4 的壁厚 小于所述 引导部 6 的壁厚 。这样 大大减 小了因壁厚 带来的影

响 。第八 实施例的其他结构和操作 方法与第七 实施例相 同，在此 不再赘述 。

图 23揭 示 了本发 明的第十 实施例 ，与第九 实施例的区别在于：所述套

设部 4 的壁厚 小于所述 引导部 6 的壁厚 。这样 大大减 小了因壁厚 带来的影

响 。第十 实施 例的其他结构和操作方法与第九 实施例相 同，在此不再赘述 。

上述的实施例 中都 能与第一 实施例一样 ，在 引导 附件近端设有 区别于

引导附件整体 的颜 色区域 ，特别为 色彩鲜艳 的黄 色，一般 采用喷涂方式 ，

用于提 示 医生 引导 附件全部移 出于圆管型装订仪 。由于黄 色区域 的存在 ，

当医生看见该黄 色区域的时候证 明 已经将 引导 附件全部拉 出于所述 圓管型

装订仪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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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 明的操作 简单 ，只需一步就可 以实现 引导 附件脱 离所述 圆管型装

订仪 。而现有技术需要 多步骤操作 ，而且其弹簧线 不能呈长条状脱 离，很

容 易会刮伤组织。

本发明尚有 多种具体 的实施方式，等 同替换或者等效 变换 而形成的所

有技术方案 ，均落在本发 明要求保护的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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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1、一种 引导 附件 ，配接 于 圓管型装订仪 上 ，所述 圓管型装订仪 包括钉

砧组件 、钉仓组件 ；所述钉仓组件 包括相互 固定的钉 筒和钉仓 ，其特征在

于：

所述 引导 附件 至 少 包括 用于套设 于所述 圆管型 装订仪 的远 端 的套设

部 ，以 及设 于所述套设部远端的引导部 ，所述 引导部 的最 大外径等于所述

套设部 的最小外径 ，

所述 引导部 为螺旋件 ，所述螺旋件 的螺纹线的一端与一 牵引件连接 ，

另一端与所述套设部连接 。

2. 根据权 利要 求 1 所述 的引导附件 ，其特征在 于：所述 引导部 的外轮

廓 为圓锥形 ，所述 圆锥形 的 内腔呈 中空设 置 。

3. 根据权 利要 求 1 所述的 引导附件 ，其特征在 于：所述套设部为 圓筒

形或半 圆筒形 ，所述套设部 的 内径 大于所述钉 筒的外径 。

4. 根据权 利要 求 1 所述的 引导附件 ，其特征在 于：所述 引导 附件还 包

括一设 于所述套设部近端 的向外发散设 置的用于握持 的凸边。

5. 根据权 利要 求 1 所述的 引导附件 ，其特征在 于：所述螺旋件的相邻

的螺紋线之 间均垂直设有一组加 强筋。

6. 根据权 利要 求 1 所述的引导附件 ，其特征在 于：所述牽引件 的一端

连接 于螺紋线的最远端 中心。

7. 根据权 利要 求 6 所述的引导 附件 ，其特征在 于：所述 牽引件从所述

钉 筒的线孔 穿过 ，所述牵引件 的另一端设有一拉环 。

8. 根据权 利要 求 1 所述的 引导附件 ，其特征在 于：所述螺旋件 为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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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围绕的螺紋线 ，该 两条螺紋线 的一端相 互连接 在一起 ，另一端均与所

述套设部连接 。

9. 根据权 利要 求 8 所述 的引导 附件 ，其特征在 于：所述 牵引件钩在所

述 两条螺纹线的连接在一起 的端部上 。

10. 一种 引导 附件 ，配接 于 圆管型装订仪 上 ，所述 圆管型装订仪 包括

钉砧组件 、钉仓组件 ；所述钉仓组件 包括相 互 固定的钉筒和钉仓 ，其特征

在 于：

所述 引导 附件 至 少 包括 用 于套设 于所述 圆管型 装订仪 的远 端 的套设

部 ，以及设 于所述套设部远端的 引导部 ，所述 引导部 的最 大外径等于所述

套设部 的最小外径 ，

所述 引导部 为一整体 注塑而成 的柔性 U 型 回旋件 ，所述 U 型回旋件 的

中心橫截 面为 U 型 ，所述 引导部 包括一个近端和一个远端 ，所述远端的外

径 小于等于近端的外径 。

11. 根据权 利要 求 10 所述的引导 附件 ，其特征在 于：所述 引导部和套

设部 为一整体 注塑而成的柔性 ϋ 型 回旋件 ，所述柔性 U型 回旋件在受到外

力牵拉 时解体 ，最终形成 为一条可脱 离圆管型装订仪 的带状体 。

12. 根据权利要 求 10 或 11 所述的任一 引导附件 ，其特征在于：所述

套设部 为套设 于所述钉仓外周的薄壁 。

13. 根据权 利要 求 12 所述的引导 附件 ，其特征在 于：所迷薄壁上设有

固接 于钉仓上 的卡箍 。

14. 一种 引导 附件 ，配接 于 圓管型装订仪上 ，所述 圓管型装订仪 包括

钉砧组件 、钉仓组件 ；所述钉仓组件 包括相 互 固定的钉 筒和钉仓 、及设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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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仓 内的钉砧拉杆 ，其特征在于：

所述 引导 附件 至 少 包括 用 于套设 于所述 圓管型 装订仪 的远 端 的套设

部 ，以 及设 于所述套设部远端的 引导部 ，所述 引导部 的最 大外径等于所述

套设部 的最小外径 ，

所述 引导部 为一整体 呈 圓锥形 空腔 柔性塑胶件 ，所述 引导部 包括一个

近端和一个远端 ，所述远端到近端的外径逐渐增 大，所述塑胶件在受到外

力牵拉 时按 即由远及近的顺序 呈螺旋解体 ，最终形成 为一条可脱 离圆管型

装订仪 的带状体 。

15. 根据权利要 求 14 所述 的引导 附件 ，其特征在 于：所述套设部 为套

设 于所述钉仓外周 的薄壁 ，所述 引导部和套设部为一整体 注塑而成的螺旋

形 柔性塑胶件 。

16. 根据权利要 求 15 所述 的引导 附件 ，其特征在 于：所述 引导部 的中

空 内腔 的远端底部 向 内凸设有一 个中心筒，所述 中心筒的 内径等于所述钉

砧拉杆 的远端外径 。

17. 根据 权利要 求 16 所述 的 引导 附件 ，其特征在 于：所述 中心筒的近

端壁上开设有一个牵引孔 ，所述 中心筒的近端为整个柔性塑胶件 的一端 。

18. 根据权利要 求 17 所述的 引导附件 ，其特征在 于：所述 圓管型装订

仪钉 筒上设有至少 1 个引导孔 ，所述 的呈带状体的引导部从所述 引导孔 中

脱 离所述 圆管型装订仪 。

19. 一种 引导 附件 ，配接 于 圆管型装订仪 上 ，所述 圆管型装订仪 包括

钉砧组件 、钉 仓组件 ；所述钉仓组件 包括相 互 固定的钉 筒和钉仓 、及设 于

钉仓 内的钉砧拉杆 ，其特征在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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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 引导 附件 至 少 包括 用于套设 于所述 圓管型 装订仪 的远 端 的套设

部 ，以 及设 于所述套设部远端的 引导部 ，所述 引导部 的最 大外径等于所述

套设部 的最小外径 ，

所述 引导部 为一整体 呈 圆锥形 的空腔柔性塑胶件 ，所述 引导部 包括一

个近端和一个远端 ，所述远端到近端的外径逐渐增 大；所述 引导部 的圓锥

形壁 包含第一柔性奈和第二 柔性条 ，所述第一柔性条和 第二 柔性条 间隔螺

旋设 置并 紧贴 ，所述 圆锥 形壁在 受到外 力牵拉 时即按 由远及近的顺序呈螺

旋解体 ，最终形成 为一条可脱 离圆管型装订仪 的由第一柔性条和 第二柔性

条组成的带状体 。

20. 根据权利要 求 19 所述的引导 附件 ，其特征在 于：所述套设部 包含

第一柔性条和第二 柔性条 ，所述第一柔性条和第二 柔性条 间隔螺旋设置并

紧贴 ，所述套设部 的第一 柔性条和 第二 柔性条分别与所述 引导部 的第一柔

性条和第二柔性条一体成形 。

21. 根据权利要 求 1 9 所述的引导 附件 ，其特征在 于：所述套设部的壁

厚 小于所述 引导部 的壁厚 。

22. 根据权利要 求 19 所述的 引导 附件 ，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一柔性条

采用硬质材料制得 ，所述 第二 柔性条采用软质材料制得 ，所述第一柔性条

和 第二 柔性条相互之 间为粘接或二次注塑而成。

23. 根据权利要 求 19 所述的 引导 附件 ，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一柔性条

的远端设有一个牵引件 。

24. 根据权利要 求 2 3 所述 的引导 附件 ，其特征在 于：所述牵引件为所

述第一柔性条 的远端的延伸段 ，所述牵引件 的 自由端伸向 圓管型装订仪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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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端；或者 ，所述 牵引件 为 固定在所述第一柔性条 的远端的牵引线 。

25. 一种 引导 附件 ，配接 于 圓管型装订仪 上 ，所述 圓管型装订仪 包括

钉砧组件 、钉仓组件 ；所述钉仓组件 包括相互 固定的钉 筒和钉仓 、及设 于

钉 仓 内的钉砧拉杆 ，其特征在于：

所述 引导 附件 至 少 包括 用于套设 于所述 圓管型 装订仪 的远 端 的套设

部 ，以 及设 于所述套设部远端的 引导部 ，所述 引导部 的最 大外径等于所述

套设部 的最小外径 ，

所述 引导部 为一整体呈 圆锥形 的空腔柔性塑胶件 ，所述 引导部 包括一

个近端和一个远端 ，所述远端到近端的外径逐渐增 大；所述 引导部 的 圓锥

形壁 包含 内外 两层 ，第一层 为由第一柔性条缠绕而成 的螺旋体 ，第二层为

包覆在第一层上的第二膜层 ，在外力牽引时，所述第二膜层伴随第一柔性

条按 由远及近 的顺序 呈螺旋解体 ，最终形成 为一条可脱 离圓管型装订仪 的

带状体 。

26. 根据权利要 求 25 所述 的引导附件 ，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一柔性条

紧密螺旋设 置 ，所述第二膜层仅 包覆于所述 圆锥形壁 的外侧或 内側。

27. 根据权利要 求 25 所述的 引导附件 ，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一柔性条

间隔螺旋设 置 ，所述第二膜层 包覆于所述 圆锥形壁 的外侧或 内側 ，且部分

第二膜层伸入到所述 第一柔性条的螺旋线之 间，使 所述第一柔性条和第二

膜层 间隔螺旋设置并 紧贴。

28. 根据 权利要 求 25 至 27 所述的任一种 引导 附件 ，其特征在于：所

述套设部为第一柔性条 ，所述套设部 的第一柔性条与所述 引导部 的第一柔

性条一体成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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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根据权 利要 求 28 所述的引导 附件 ，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二膜层 包

覆 于所述套设部和 引导部 的第一柔性条 的外側 。

30. 根据权 利要 求 29 所述的引导 附件 ，其特征在 于：所述套设部的壁

厚 小于所述 引导部 的壁厚 。

31. 根据权 利要 求 28 所述的引导 附件 ，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一柔性条

采用硬质材料制得 ，所述 第二膜层采用软质材料制得 ；所述第一柔性条和

第二膜层相互之 间为粘接或二次注塑而成。

32. 根据权 利要 求 28 所述的引导附件 ，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一柔性条

的远端设有一个牵引件 。

33. 根据权利要 求 31 所述的引导附件 ，其特征在 于：所述牵 引件 为所

述第一柔性条的远端的延伸段 ，所述牵引件 的 自由端伸向 圆管型装订仪 的

近端；或者 ，所述 牵引件 为 固定在所述第一 柔性条 的远端的牵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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