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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省力、可倾倒吸管，

该吸管针对口服液软胶盖适用，可以在不打开瓶

盖的情况下，倾倒口服液瓶中的液体。一种省力、

可倾倒吸管，包括与口服液瓶配套长度的第一吸

管和第二吸管，所述第一吸管和第二吸管均为硬

质吸管，所述第一吸管与所述第二吸管的外管壁

并列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吸管和第二吸管管体直

径相同，所述第二吸管长度小于所述第一吸管；

所述第一吸管和第二吸管下端均设置为斜边，所

述第一吸管上部固定密封连接设置一段弹性软

管；所述第一吸管外壁设置有位置刻度，所述第

一吸管外壁还可拆卸设置一限位环，通过限位环

控制第一吸管底部位于需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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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省力、可倾倒吸管，包括与口服液瓶配套长度的第一吸管和第二吸管，所述第一

吸管和第二吸管均为硬质吸管，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吸管与所述第二吸管并列固定连接，

所述第一吸管和第二吸管管体直径相同，所述第二吸管长度小于所述第一吸管；所述第一

吸管和第二吸管下端均设置为斜边，所述第一吸管上部固定连接设置一段弹性软管，所述

弹性软管与所述第一吸管为密封连接；

所述第一吸管外壁设置有位置刻度，所述第一吸管外壁还可拆卸设置一限位环，通过

所述限位环设置于不同的位置刻度，控制所述第一吸管插入对应的口服液瓶内时，第一吸

管底部位于需要的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省力、可倾倒吸管，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环为弹性开口

环，所述弹性开口环内径与所述第一吸管外径相匹配，使得所述限位环与所述第一吸管外

壁紧密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省力、可倾倒吸管，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环内圈还设置

多个弹性防滑凸起。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省力、可倾倒吸管，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环为开口环形、

开口方形或夹子型。

5.一种省力、可倾倒吸管，其特征在于，包括与口服液瓶配套长度的硬质套管，所述套

管内并列设置中空的第一吸管和第二吸管，所述第一吸管和第二吸管与所述套管密封连

接，所述第一吸管和第二吸管管体直径相同，所述第二吸管长度小于所述第一吸管；所述第

一吸管和第二吸管下端均设置为斜边，所述第一吸管上部固定连接设置一段弹性软管，所

述弹性软管与所述第一吸管为密封连接；

所述套管外壁设置有位置刻度，所述套管外壁还可拆卸设置一限位环，通过所述限位

环设置于不同的位置刻度，控制所述套管插入对应的口服液瓶内时，第一吸管底部位于需

要的位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省力、可倾倒吸管，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环为弹性开口

环，所述弹性开口环内径与所述套管外径相匹配，使得所述限位环与所述套管外壁紧密连

接。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0355396 U

2



一种省力、可倾倒吸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一种省力、可倾倒吸管，属于医药用吸管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现阶段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与口服液瓶配套使用的吸管，多为单一管状结构，没

有控制半瓶用量的功能。但医生在开具口服液类药品时，有时用量是每次半瓶，尤其是对需

要严格控制用药剂量的低龄儿童开药时更是多见。所以人们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用药时往往

只能凭主观估计，不能很好的控制半瓶用量，很容易用量过少或过多，用药过少则达不到治

病的最佳效果，而用药过量可能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

[0003] 市场上使用的多为单孔吸管，该种吸管不能在不打开瓶盖的情况下，使口服液瓶

中的液体自动排出；盛装口服液的药瓶多与吸管分离，而吸管很容易丢失，从而给服药者带

来很多麻烦。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省力、可倾倒吸管，该吸管针

对口服液软胶盖适用，可以在不打开瓶盖的情况下，倾倒口服液瓶中的液体。

[0005] 本实用新型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一种省力、可倾倒吸管，包括与口服液瓶配套长度的第一吸管和第二吸管，所述第

一吸管和第二吸管均为硬质吸管，所述第一吸管与所述第二吸管的外管壁并列固定连接，

所述第一吸管和第二吸管管体直径相同，所述第二吸管长度小于所述第一吸管；所述第一

吸管和第二吸管下端均设置为斜边，所述第一吸管上部固定连接设置一段弹性软管，所述

弹性软管与所述第一吸管为密封连接；

[0007] 所述第一吸管外壁设置有位置刻度，所述第一吸管外壁还可拆卸设置一限位环，

通过所述限位环设置于不同的位置刻度，控制所述第一吸管插入对应的口服液瓶内时，第

一吸管底部位于需要的位置。

[0008] 所述第一吸管和第二吸管下端管口处均设置有一字型或十字型挡丝，所述挡丝直

径小于吸管的管壁厚度。

[0009] 所述限位环为弹性开口环，所述弹性开口环内径与所述第一吸管外径相匹配，使

得所述限位环与所述第一吸管外壁紧密连接。

[0010] 所述限位环内圈还设置多个弹性防滑凸起。

[0011] 一种省力、可倾倒吸管，包括与口服液瓶配套长度的硬质套管，所述套管内并列设

置中空的第一吸管和第二吸管，所述第一吸管和第二吸管与所述套管密封连接，所述第一

吸管和第二吸管管体直径相同，所述第二吸管长度小于所述第一吸管；所述第一吸管和第

二吸管下端均设置为斜边，所述第一吸管上部固定连接设置一段弹性软管，所述弹性软管

与所述第一吸管为密封连接；

[0012] 所述套管外壁设置有位置刻度，所述套管外壁还可拆卸设置一限位环，通过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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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位环设置于不同的位置刻度，控制所述套管插入对应的口服液瓶内时，第一吸管底部位

于需要的位置。

[0013] 本吸管结构主要适用于吸吮封闭瓶中液体，尤其是适用于橡胶软塞进行封闭的口

服液。

[0014]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5] 本实用新型结构中，第一吸管为吸吮液体时使用，第二吸管为进气吸管，主要适用

于吸吮封闭瓶中液体，如吸吮药物，太极藿香正气液，琥珀酸亚铁口服液等。本吸管具有如

下优点：

[0016] 1）方便空气进入封闭瓶中，使内外气压相同，吮吸时省力。

[0017] 2）因有第二吸管作为进气孔，倾倒时方便封闭瓶内液体流出，如给婴儿喂琥珀酸

亚铁口服液，婴儿不吮吸，普通吸管倾倒时液体不流出，破坏橡胶瓶盖费时费力。

[0018] 3）第一吸管上部密封连接由软质弹性材料制成的弹性软管，倾倒时如液体未流出

可挤压弹性软管进行吸引。

[0019] 所述第一吸管和第二吸管下端管口处均设置有一字型或十字型挡丝，该挡丝能杜

绝吸管插入橡胶塞时形成的穿刺落屑对服用者造成伤害。

[0020] 第一吸管外壁设置多条位置刻度线，该位置刻度线分别对应不同的用量。限位环

可以根据用量需要，卡接在第一吸管的相应位置刻度上，从而控制第一吸管插入口服液瓶

内的深度，通过同一根吸管即可准确完成各种用量的吸取，防止导致用量过少或过量。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吸管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实用新型吸管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限位环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方形限位环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实施例2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为实施例2吸管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1-第一吸管，2-第二吸管，3-弹性软管，4-位置刻度，5-限位环，6-挡丝，7-弹

性防滑凸起，8-破口刺突，9-套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但是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凡是不背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改变或等同替代均包括在

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0029] 实施例1

[0030] 一种省力、可倾倒吸管，包括与口服液瓶配套长度的第一吸管1和第二吸管2，所述

第一吸管1和第二吸管2均为硬质吸管，所述第一吸管1与所述第二吸管2的外管壁并列固定

连接，所述第一吸管1和第二吸管2管体直径相同，所述第二吸管2长度小于所述第一吸管1；

所述第一吸管1和第二吸管2下端均设置为斜边，所述第一吸管1上部固定连接设置一段弹

性软管3，所述弹性软管3与所述第一吸管1为密封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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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所述第一吸管1外壁设置有位置刻度4，所述第一吸管1外壁还可拆卸设置一限位

环5，通过所述限位环5设置于不同的位置刻度，控制所述第一吸管插入对应的口服液瓶内

时，第一吸管底部位于需要的位置。

[0032] 所述第一吸管1和第二吸管2下端管口处均设置有一字型或十字型挡丝6，所述挡

丝6直径小于吸管的管壁厚度。

[0033] 所述限位环5为弹性开口环，所述弹性开口环内径与所述第一吸管1外径相匹配，

使得所述限位环5与所述第一吸管1外壁紧密连接。

[0034] 所述限位环5内圈还设置多个弹性防滑凸起7。

[0035] 所述限位环为开口环形、开口方形或夹子型。

[0036] 所述第一吸管和第二吸管下端还固定设置两到四个破口刺突8，所述破口刺突8沿

吸管纵向设置。

[0037] 本实用新型结构中，第一吸管为吸吮液体时使用，第二吸管为进气吸管，本吸管结

构主要适用于吸吮封闭瓶中液体，尤其是适用于橡胶软塞进行封闭的口服液，如吸吮药物，

太极藿香正气液，琥珀酸亚铁口服液等。

[0038] 实际使用时，由于第一吸管外壁设置多条位置刻度线，该位置刻度线分别对应不

同的用量。如果需要服用1/2的药量，则将限位环卡接在第一吸管对应1/2的药量的相应位

置刻度上，从而控制第一吸管插入口服液瓶内的深度，使第一吸管底部插于瓶内1/2处；如

果需要服用1/3的药量，则将限位环卡接在第一吸管对应1/3的药量的相应位置刻度上，从

而控制第一吸管插入口服液瓶内的深度，使第一吸管底部插于瓶内1/3处；

[0039] 通过同一根吸管即可准确完成各种用量的吸取，防止导致用量过少或过量。

[0040] 需要倾倒时，如给婴儿喂琥珀酸亚铁口服液，婴儿不吮吸，普通吸管倾倒时液体不

流出，破坏橡胶瓶盖费时费力，将吸管从口服液封闭瓶的瓶塞中心插入，水平放置即可倒出

一半的口服液。需要倾倒其他用量时，根据位置刻度线，将吸管向外拉出适当长度，进行倾

倒，方便封闭瓶内液体流出。

[0041] 第一吸管上部密封连接由软质弹性材料制成的弹性软管，倾倒时如液体未流出可

挤压弹性软管进行吸引。

[0042] 所述第一吸管和第二吸管下端管口处均设置有一字型或十字型挡丝，该挡丝能杜

绝吸管插入橡胶塞时形成的穿刺落屑对服用者造成伤害。

[0043] 实施例2

[0044] 一种省力、可倾倒吸管，包括与口服液瓶配套长度的硬质套管9，所述套管9内并列

设置中空的第一吸管和第二吸管，所述第一吸管和第二吸管与所述套管9密封连接，所述第

一吸管和第二吸管管体直径相同，所述第二吸管长度小于所述第一吸管；所述第一吸管和

第二吸管下端均设置为斜边，所述第一吸管上部固定连接设置一段弹性软管，所述弹性软

管与所述第一吸管为密封连接；

[0045] 所述套管外壁设置有位置刻度，所述套管外壁还可拆卸设置一限位环，通过所述

限位环设置于不同的位置刻度，控制所述套管插入对应的口服液瓶内时，第一吸管底部位

于需要的位置。

[0046] 所述第一吸管1和第二吸管2下端管口处均设置有一字型或十字型挡丝6，所述挡

丝6直径小于吸管的管壁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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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所述限位环5为弹性开口环，所述弹性开口环内径与所述套管9外径相匹配，使得

所述限位环5与所述套管9外壁紧密连接。

[0048] 所述限位环5内圈还设置多个弹性防滑凸起7。

[0049] 所述限位环为开口环形、开口方形或夹子型。

[0050] 所述套管9下端还固定设置两到四个破口刺突8，所述破口刺突8沿套管9纵向设

置。

[0051] 实际使用中，由于第一吸管和第二吸管与所述套管9密封连接，套管9能够有效密

封，防止第一吸管和第二吸管与口服液瓶塞之间产生空隙，防止漏液。

[0052] 本实用新型不会限制于本文所示的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

颖性特点相一致的最宽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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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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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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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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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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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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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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