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2354624.1

(22)申请日 2021.09.27

(73)专利权人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地址 100053 北京市西城区长椿街45号

(72)发明人 齐猛　王宁　陈文劲　曲鑫　王娜　

赵浩　田雅超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之于行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11767

代理人 韩岳

(51)Int.Cl.

A61M 27/00(2006.01)

A61M 25/00(2006.01)

A61B 5/03(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引流控制装置

(57)摘要

一种引流控制装置，其至少包括，引流管，其

用于对脑脊液的引流，引流瓶，其连通至导管的

一端并用于对脑脊液的盛放，还包括设置在引流

管上的红外线感应器，引流瓶外侧开设有红外线

感应器的红外线发射端处于同轴位置的孔洞，引

流瓶内设置有隔离板，其中，在逐渐堆积的脑脊

液产生的浮力作用下，隔离板按照减小由红外线

感应器发射的红外线经孔洞到达其本身产生同

轴发射后回到发射位置的距离的方式而逐渐减

小其与孔洞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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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引流控制装置，其至少包括，

引流管(110)，其用于对脑脊液的引流，

引流瓶(120)，其连通至所述引流管的一端并用于对所述脑脊液的盛放，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设置在所述引流管(110)上的红外线感应器(300)，所述引流瓶(120)外侧开设

有所述红外线感应器(300)的红外线发射端处于同轴位置的孔洞(122)，所述引流瓶(120)

内设置有隔离板(121)，其中，在逐渐堆积的脑脊液产生的浮力作用下，所述隔离板(121)按

照减小由所述红外线感应器(300)发射的红外线经孔洞(122)到达其本身产生同轴发射后

回到发射位置的距离的方式而逐渐减小其与所述孔洞(122)之间的距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红外线感应器(300)包括计时芯

片(500)和红外线发射组件(310)和红外线接收组件(320)，所述计时芯片(500)按照记录红

外线发射组件(310)和红外线接收组件(320)的发射、接收时间的方式通信耦合地连接至红

外线发射组件(310)和红外线接收组件(320)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红外线发射组件(310)和红外线

接收组件(320)功能面的法向均与所述引流瓶(120)轴向同向，其中所述功能面指所述红外

线发射组件(310)和红外线接收组件(320)产生或者接收红外光线的面。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红外线感应器(300)还包括计算

芯片(600)，计算芯片(600)按照基于接收的发射、接收时间计算时间间隔并计算获得引流

流量的方式通信耦合地连接至计时芯片(50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离板(121)的面向孔洞(122)的

一侧的形状尺寸按照配合所述引流瓶(120)内部横截面的形状尺寸的方式来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由所述脑脊液堆积产生的浮力而沿所

述引流瓶(120)轴向逐渐上升的隔离板(121)是时刻与所述脑脊液液位线平行的。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还设置有警报组件(700)，所述警报组

件(700)按照接收所述计算芯片(600)基于判断所述引流流量达成预设条件时发送的警报

指令的方式通信连接至所述计算芯片(600)。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离板(121)按照能够透过由所

述引流管(110)流出的脑脊液的方式构成为配合所述引流瓶(120)径向尺寸且中心空缺的

圆环构型。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红外线感应器(300)是通过连接

部(400)连接在所述引流管(110)上的，所述连接部(400)包括套管(410)，所述套管(410)造

为沿其轴向所走过的路径而构成其径向管径逐渐减小的不对称管道结构。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部(400)还包括连接台

(420)，所述连接台(420)长度方向配置为沿所述引流管(110)的径向方向，所述红外线感应

器(300)是设置在所述连接台(420)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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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引流控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设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引流控制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CN210521448U公开了一种神经外科颅脑脊液引流装置，涉及神经外科医疗辅助设

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神经外科颅脑脊液引流装置，包括支撑面板，所述支撑面板的内部

开设有凹槽，所述支撑面板的一侧设置有承载面板角度调节器，所述承载面板角度调节器

的一侧固定连接有转动轴，所述转动轴的一端延伸至凹槽的内部，所述转动轴的外表面套

接有承载面板。该神经外科颅脑脊液引流装置，通过承载面板、引流管、弧形槽和限位绳的

设置，承载面板上可放置药品或医疗用具，便于医疗人员快速的进行取放，引流管放置在弧

形槽的内部，限位绳可防止引流管发生偏移，从而导致影响手术进程，给医疗人员造成不必

要的麻烦，节省了医疗人员的劳动强度。

[0003] 现有技术提出了颅脑脊液引流装置，但现有技术未考虑到脑脊液流量的检测或者

现有技术对于脑脊液流量检测装置的结构较为复杂，且对较窄的引流管进行检测，检测结

果受影响较大，不能够简单的反应脑脊液液位的变化情况，使用复杂且故障概率大，泛用性

较差。

[0004] 此外，一方面由于对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理解存在差异；另一方面由于发明人做出

本实用新型时研究了大量文献和专利，但篇幅所限并未详细罗列所有的细节与内容，然而

这绝非本实用新型不具备这些现有技术的特征，相反本实用新型已经具备现有技术的所有

特征，而且申请人保留在背景技术中增加相关现有技术之权利。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之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引流控制装置，其至少包括，引流

管，其用于对脑脊液的引流，引流瓶，其连通至导管的一端并用于对脑脊液的盛放，还包括

设置在引流管上的红外线感应器，引流瓶外侧开设有红外线感应器的红外线发射端处于同

轴位置的孔洞，引流瓶内设置有隔离板，其中，在逐渐堆积的脑脊液产生的浮力作用下，隔

离板按照减小由红外线感应器发射的红外线经孔洞到达其本身产生同轴发射后回到发射

位置的距离的方式而逐渐减小其与孔洞之间的距离。

[0006] 优选地，红外线感应器包括计时芯片和红外线发射组件和红外线接收组件，计时

芯片按照记录红外线发射组件和红外线接收组件的发射、接收时间的方式通信耦合地连接

至红外线发射组件和红外线接收组件上。

[0007] 优选地，红外线发射组件和红外线接收组件功能面的法向均与引流瓶轴向同向，

其中功能面指红外线发射组件和红外线接收组件产生或者接收红外光线的面。

[0008] 优选地，红外线感应器还包括计算芯片，计算芯片按照基于接收的发射、接收时间

计算时间间隔并计算获得引流流量的方式通信耦合地连接至计时芯片。

[0009] 优选地，隔离板的面向孔洞的一侧的形状尺寸按照配合引流瓶内部横截面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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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的方式来设置。

[0010] 优选地，由脑脊液堆积产生的浮力而沿引流瓶轴向逐渐上升的隔离板是时刻与脑

脊液液位线平行的。

[0011] 优选地，还设置有警报组件，警报组件按照接收计算芯片基于判断引流流量达成

预设条件时发送的警报指令的方式通信连接至计算芯片。

[0012] 优选地，隔离板按照能够透过由引流管流出的脑脊液的方式而构成为配合引流瓶

径向尺寸且中心空缺的圆环构型。

[0013] 优选地，红外线感应器是通过连接部连接在引流管上的，连接部包括套管，套管造

为沿其轴向所走过的路径而构成其径向管径逐渐减小的不对称管道结构。

[0014] 优选地，连接部还包括连接台，连接台长度方向配置为沿引流管的径向方向，红外

线感应器是设置在连接台上的。

[0015] 本实用新型优势在于：

[0016] 采用红外线检测，在不接触脑脊液本身的情况下可以很好地反应引流瓶中脑脊液

的上涨情况，并且相较于直接对引流管进行检测的设备，本装置避免了由于检测管径较窄

的引流管所可能引发的误差，另外将检测设备设置在引流管上方便用户进行拆卸与安装，

使得一套红外检测设备可以轮流应用至多组引流组合上，提升了整体的泛用性和流转性。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采用红外线检测的优选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采用超声检测的优选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采用红外线检测的优选实施例的电路原理图；

[0020] 图中：100、引流部；110、引流管；120、引流瓶；121、隔离板；122、孔洞；200、测速部；

210、超声波测速单元；211、第一超声波传感器；212、第二超声波传感器；220、开关阀；300、

红外线感应器；310、红外线发射组件；320、红外线接收组件；400、连接部；410、套管；420、连

接台；500、计时芯片；600、计算芯片；700、警报组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进行详细说明。

[0022]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外用脑脊液引流测速控制装置(图2所示)，其至少包括引流

部100和测速部200，引流部100用于对患者脑脊液的引出，测速部200用于对引流部100中的

脑脊液引出情况进行检测，检测的众多参数中至少包括以单位时间中脑脊液通过的体积来

描述的流速或者流量参数，例如一小时内通过的脑脊液体积为10ml，则该段时间内流速或

者流量可以称为10ml/小时。引流部100在进行工作时，为利用重力将脑脊液驱动流入引流

部100中，将靠近患者头部的脑脊液入口附近的位置称为上游端，将靠近地面的位置称为下

游端。引流部100至少包括一个引流瓶120和引流管110，靠近下游端的引流瓶120与靠近上

游端的引流管110相互连通，并且优选地，引流管110的管道内径设置为小于或者远小于引

流瓶120的内径。引流瓶120上游端与引流管110的一端互接触的情况下进行组合连接，建立

起相互轴向平行的关系，引流管110的位于上游端的另一端连接至患者脑脊液位置或者与

接触至患者脑脊液位置的其它通道连通，使得脑脊液能通过引流管110流入引流瓶12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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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速部200至少包括超声波测速单元210、开关阀220，超声波测速单元210设置在引流管110

上以检测引流管110中的液体流速/流量。优选地，超声波测速单元210外侧的下端部分有用

于关闭或开通流液装置的开关阀220。

[0023] 用于测定脑脊液经导管流入引流瓶120的超声波测速单元210为包覆性连接至引

流管110的目的而大致构成类圆柱构型，超声波测速单元210可以构成为大致类似斗构型的

结构体，沿其轴向的上游端至下游端的路径上其径向尺寸是逐渐收窄的，优选地，其下游端

的开口大小与引流管110的内径保持一致，其上游端的开口大小稍大或者大于引流管110的

管径，以使得在将超声波测速单元210在连接至引流管110时可以将引流管110的一端管口

方便地对准其内径较大的一端开口，并且从逐渐收窄至与引流管110同内径的另一端开口

穿出，实现稳定连接。上述使用情形是在引流管110可以从引流瓶120上拆卸的情况下描述

的，事实上，超声波测速单元210可以进行正反调换地使用，确认其正反的功能可以由陀螺

仪或者任何可以指示方向的部件或者电子元器件实现。优选地，超声波测速单元210上端大

开口部分与下端窄开口部分通过一体化构造的形式相连接，在其构造下呈现出轴向重合的

特征。超声波测速单元210所包围的引流管110部分管段构成了检测管段，该管段是划定出

来的假想管段，实际上检测管段与引流管110可以一体生成。

[0024] 外壁连接有按照超声检测方式检测液体流动情况的超声波测速单元210的检测管

段按照将脑脊液导流至引流瓶120的方式沿上游端至下游端的延伸路径而被构造为大致呈

横截面具有环抱闭合边缘的管状结构，其中，上游端是指脑脊液由患者手术切口处或者其

它任意前置部件中流入流速侧管的开口位置，下游端是指脑脊液由检测管段轴向方向流动

至移出引流管110的开口位置。引流管110可以为中空圆柱结构体，其可以构成为金属管或

非金属管，优选地，根据医学常用的引流管110材料，其可以选择为医用塑料管。引流管110

可以是薄壁管，其管壁厚度可以设置为0.5‑1.5mm。由于引流管110是薄壁管，管壁的厚度对

流速的影响忽略不计，同时，检测管段的长度可以设置为一个较短的距离，所造成的流液阻

力影响也忽略不计，在理想状态下，基本可以认为检测管段中的液体流速能够代表引流管

110整体的液体流速。检测管段的靠上游端的位置设置有第一超声波传感器211，相应地，在

其靠下游端的位置设置有第二超声波传感器212，两个超声波传感器的超声波投射或者回

收方向均设置为沿管道的径向方向。本实施例采用的是超声波车流速的传播速度法，即检

测两束超声波分别到达第一超声波传感器211和第二超声波传感器212的时间以及时间差

来计算管道中的液体流速。超声波测速单元210监测的流速数据经无线通讯模块(未示出)

与智能移动设备通讯，对监测数据进行显示、处理和远传。可以选择的超声波传感器信号为

TDS‑100H。

[0025] 类圆柱状结构体超声波测速单元2102外侧下端设置有一可人工操作的可自动旋

转的用于在紧急情况下对脑脊液进行测速测定时当引流管110对脑脊液引流过快时可对引

流装置进行开关的长条T形开关阀220。当获得脑脊液的流速数据后，医护人员可通过自行

判断或者在接收到报警提醒后获知脑脊液流速是否存在过度引流，例如检测结果为流量超

过10‑20ml/小时，可及时关阀起到对患者的保护作用避免发生严重的医疗事故。

[0026] 上述超声检测的方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反应引流管110中的液体流速，但是，

对于引流管110本身管径较细的情况就不能够很好地适应了。因此优选地，还提供例外一种

实施例，该实施例主要采用红外检测的方案来实现对脑脊液的流量检测，该检测方案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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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检测的方式来检测引流的流速情况。

[0027] 如图1和3所示，该实施例下，还包括隔离板121、孔洞122、红外线感应器300、红外

线发射组件310和红外线接收组件320。

[0028] 优选地，用于引流的引流管110上设置有红外线感应器300，将红外线感应器300设

置在引流管110上而非设置在引流瓶120内主要是考虑到方便医护人员能够将红外线感应

器300取下，并且应用至其它的具有与本实施例类似的结构的引流管110和引流瓶120组合

上进行使用，通过此种设计，使得一套红外线感应器300可以运用至多个引流套件上，提升

了流转性与适配性。另外也使得该类电子设备可以更为方便地更换、维修。

[0029] 在用于测定脑脊液经引流管110流入引流瓶120的红外线感应器300上设置有一突

出于红外线感应器300下端横断截面表面的红外线发射组件310和红外线接收组件320，发

射和接收组件可以与红外线感应器300一体化构成。在引流管110上设置有红外线感应器

300的下游端连接有具有收集脑脊液作用的引流瓶120。发射和接收组件的功能面均朝向引

流瓶120的方向，并且两者功能面的法向均与引流瓶120的轴向平行，其中，功能面是指红外

线发射以及接收组件产生或者接收红外光线的面，例如红外线灯头所在的面。

[0030] 为使得红外线感应器300的功能面能够面向引流瓶120，设置有连接部400，连接部

400连接在引流管110上，另一端连接至红外线感应器300，其至少包括套管410和连接台

420。套管410构造为沿其轴向所走过的路径而构成径向管径逐渐减小的不对称管道结构，

并且由此形成了两个端口，即一端径向尺寸最大的开口和一端径向尺寸最小的开口，可以

分别称为第一开口和第二开口，径向尺寸最小的第二开口按照配合引流管110管径的方式

设置。套管410整体构成了近似于漏斗结构，在使用时，医护人员通过向套管410的第一开口

穿入引流管110并且从第二开口穿出的方式使得套管410能够连接在引流管110上，引流管

110与套管410的连接是通过两者之间的摩擦力来提供支撑的。连接台420长度方向至少配

置为沿引流管110的径向方向，连接台420可以构成为条形或者块状结构，其一端连接在套

管410上另一端沿引流管110轴向向远离引流管110轴向的方向延伸至悬空的状态。红外线

感应器300是设置在连接台420上的。

[0031] 引流瓶120外侧开有仅能够通过红外探测光线的微小孔洞122，孔洞122与微小红

外探测光线发射和接收装置处于同一直线，以使得红外线发射组件310发出的红外探测光

能顺利的经过引流瓶120外侧的孔洞122到达瓶内，或者由瓶内反射的红外线可以通过孔洞

122返回至红外线接收组件320上。引流瓶120瓶内底部设置有可上浮于脑脊液表面上的隔

离板121，其使用非透光且具有红外反射性质的表面光滑的轻质材料构成，以使得隔离板

121受到与引流瓶120内表面的摩擦力忽略不计。优选地，隔离板121被构造为至少能够在受

堆积的脑脊液浮力推动而运动的情况下始终覆盖孔洞122沿引流瓶120轴向方向的投影面

积，其大致可以呈块状、片状或者膜状结构。优选地，隔离板121可以按照配合引流瓶120径

向形状以及尺寸的方式而构成为圆形或者圆环形构造，使得隔离板121可以覆盖至少大部

分的引流瓶120横截面面积。优选地，隔离板121上设置有能够让脑脊液穿过的通道，因此优

选地，隔离板121可以构成为中心空缺的圆环结构。当脑脊液经导流管流入引流瓶120中，隔

离板121在液体浮力的用一下上浮，红外线感应器300的红外线发射组件310发射红外探测

光，经引流瓶120外侧的孔洞122到瓶内的隔离板121上，经过隔离板121反射在通过原路径

到达红外线接收装置，便能计算出隔板上升的距离。首次使用时，需要对红外线感应器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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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始位置进行初始化，在引流瓶120进行引流工作前，将首次检测的从发射红外线到接收

红外线的时间作为基础值，此时红外线感应器300与隔离板121的距离最远，随着脑脊液液

面的升高，距离会相应地减小。

[0032] 优选的，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红外线感应器300连接有计时芯片

500以及计算芯片600，将红外线发射组件310和红外线接收组件320电连接至计时芯片500，

计时芯片500将会对红外的发射时间和接收时间进行记录。同理，将计时芯片500以时间戳

标记后的发射和接收数据通信连接地发送至计算芯片600，计算芯片600计算发射和接收数

据中的时间差，在配合速度距离公式，以预设的红外线光速为已知参数计算出红外线感应

器300与隔离板121之间的距离。通过设定红外线感应器300以一个预设的时间间隔重复发

射和接收红外线，可以获得以时间变化的多组发射和接收数据，处理后可以获得多组与时

间相关的距离数据，通过分析距离数据的变化可以表征引流瓶120中隔离板121也就是脑脊

液液位的位置变化，配合引流瓶120已知的底面面积尺寸可以计算出变化的体积，该变化的

体积即是需求的脑脊液流量，也即是引流流量。

[0033] 按照记录红外探测光线发射和接收装置的发射接收时间间隔和/或发射频率的方

式通信耦合地连接至红外探测光线发射和接收装置上。计算芯片600按照接收发射接收时

间间隔和/或发射频率的方式通信耦合地连接至计时芯片500。所述计时芯片500用于累计

所述红外线感应器300的感测时间，所述计算芯片600用于根据所述感测时间以及隔离层上

升距离计算引流流量。

[0034] 优选地，还设置有警报组件700，警报组件700通信连接至计算芯片600，当计算芯

片600处理得到的引流流量达成预设条件的情况下向警报组件700发送警报指令，警报组件

700可以构成为蜂鸣器、闪光器、振动器的一种或多种的组合，另一种可选择的功能是向医

护人员身边的移动设备或者固定设备传输报警信号。

[0035] 为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本实用新型的电子元器件部分，对所采用的设备信号

进行例举，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例举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所有可能采用的技术方案的限定。

计算芯片600采用STM系列MCU芯片，计时芯片500可以采用晶振计时单元，红外线感应器300

可以采用2U8502‑acg210408红外检测组件实现，警报组件700可以采用JBE9650插针式蜂鸣

器或者LTE‑5061报警灯等方式实现。

[0036]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具体实施例是示例性的，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本实用新型

公开内容的启发下想出各种解决方案，而这些解决方案也都属于本实用新型的公开范围并

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明白，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其附图

均为说明性而并非构成对权利要求的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由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

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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