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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妇科检查扩张器，包

括第一支撑架、与第一支撑架交叉且铰接的第二

支撑架、置于第一支撑架一端且与第一支撑架螺

纹连接的第一支撑块、置于第一支撑架另一端的

第一储液袋、置于第二支撑架一端且与第二支撑

架螺纹连接的第二支撑块、置于第二支撑架另一

端的第二储液袋、置于第一支撑架与第二支撑架

之间的弹簧、置于第一支撑架上靠近第一储液袋

的第一连接耳、置于第二支撑架上靠近第二储液

袋的第二连接耳，第一支撑架与第二支撑架之间

通过螺纹杆穿过第一连接耳与第二连接耳实现

扩张调节；本实用新型对于妇科检查时减轻患者

的不适和疼痛，在对阴道扩张的过程中的扩张效

果好，节约成本，减少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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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妇科检查扩张器，其特征在于：该妇科检查扩张器包括第一支撑架(1)、与所述

第一支撑架(1)交叉且铰接的第二支撑架(2)、置于所述第一支撑架(1)一端且与所述第一

支撑架(1)螺纹连接的第一支撑块(3)、置于所述第一支撑架(1)另一端的第一储液袋(4)、

置于所述第二支撑架(2)一端且与所述第二支撑架(2)螺纹连接的第二支撑块(5)、置于所

述第二支撑架(2)另一端的第二储液袋(6)、置于所述第一支撑架(1)与所述第二支撑架(2)

之间的弹簧(7)、置于所述第一支撑架(1)上靠近所述第一储液袋(4)的第一连接耳(8)、置

于所述第二支撑架(2)上靠近所述第二储液袋(6)的第二连接耳(9)，

所述第一支撑块(3)与所述第二支撑块(5)置于铰接处的同一侧；

所述弹簧(7)置于所述第一支撑块(3)和所述第二支撑块(5)与所述铰接处之间；

所述第一支撑架(1)与所述第二支撑架(2)之间通过螺纹杆(10)穿过所述第一连接耳

(8)与所述第二连接耳(9)实现扩张调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妇科检查扩张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耳(8)与所

述第一支撑架(1)垂直，所述第二连接耳(9)与所述第二支撑架(2)垂直，所述第一连接耳

(8)与所述第二连接耳(9)平行。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妇科检查扩张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耳(8)上设

有与所述螺纹杆(10)配合的第一螺纹孔(81)，所述第二连接耳(9)上设有与所述螺纹杆

(10)配合的第二螺纹孔(91)，所述螺纹杆(10)穿过所述第一螺纹孔(81)与所述第二螺纹孔

(91)实现对第一支撑架(1)和第二支撑架(2)的扩张调节。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妇科检查扩张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耳(8)与所

述第一支撑架(1)为一整体结构，所述第二连接耳(9)与所述第二支撑架(2)为一整体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妇科检查扩张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支撑架(1)内设

有第一导管(11)，所述第一导管(11)一端与所述第一储液袋(4)连通，所述第一导管(11)另

一端与所述第一支撑块(3)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妇科检查扩张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支撑块(3)为中

空结构，所述第一支撑块(3)外侧设有第一通孔(31)，所述第一导管(11)另一端通过第一支

撑块(3)的中空结构与所述第一通孔(31)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妇科检查扩张器，其特征在于：第二支撑架(2)内设有第

二导管(21)，所述第二导管(21)一端与所述第二储液袋(6)连通，所述第二导管(21)另一端

与所述第二支撑块(5)连通。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妇科检查扩张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支撑块(5)为中

空结构，所述第二支撑块(5)外侧设有第二通孔(51)，所述第二导管(21)另一端通过第二支

撑块(5)的中空结构与所述第二通孔(51)连通。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妇科检查扩张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支撑块(3)为弧

形结构。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妇科检查扩张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支撑块(5)为弧

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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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妇科检查扩张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妇产科用的器械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妇科检查扩张器。

背景技术

[0002] 妇科是医疗机构的一个诊疗科目，妇科是妇产科的一个分支专业，是以诊疗女性

妇科病为诊疗的专业科室，女性生殖系统所患的疾病才叫妇科疾病。妇科疾病的种类可分

很多种，常见的有：子宫肌瘤、卵巢囊肿、阴道炎、宫颈炎、宫颈糜烂、盆腔炎、附件炎、功能性

子宫出血、乳腺疾病、不孕症、月经不调、子宫内膜炎、白带异常等等。

[0003] 在对患者进行检查时，通过对患者的阴道状况进行检查，要检查患者阴道情况时，

需要将患者的阴道进行扩张，扩阴器也称为阴道扩张器等，由上下两页以及手柄组成，主要

用于妇科常规检查、手术，阴道扩张器的结构为一个很薄的鸭嘴夹，医生放入去阴道之前会

先涂上润滑剂，然后会慢慢推入阴道，直至整个夹头进入阴道后，通过两侧把手慢慢打开阴

道,然后再用电筒/手指/仪器去配合检查。

[0004] 现有的阴道扩张器在使用前为了方便进入阴道，需要在扩张页表面和阴道内壁涂

上润滑剂，比较麻烦费时费力，且容易出现润滑不够充分的情况重新拔出阴道扩张器涂覆

润滑剂，浪费手术时间，容易消耗医疗人员的体力，对患者造成心理负担增加恐惧感；现有

的扩张器对阴道进行扩张时操作复杂，增加检查时的时间，从而增加患者的不适；现有的支

撑块不便于拆卸，为了防止感染采用的扩张器为一次性的，生产成本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妇科检查扩张器，解决了现有的阴道扩张器在使用

前为了方便进入阴道，需要在扩张页表面和阴道内壁涂上润滑剂，比较麻烦费时费力，且容

易出现润滑不够充分的情况重新拔出阴道扩张器涂覆润滑剂，浪费手术时间，容易消耗医

疗人员的体力，对患者造成心理负担增加恐惧感；现有的扩张器对阴道进行扩张时操作复

杂，增加检查时的时间，从而增加患者的不适，现有的支撑块不便于拆卸，为了防止感染采

用的扩张器为一次性的，生产成本高的问题。

[0006] 本实用新型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妇科检查扩张器，该妇科检查扩张器包括第一支

撑架、与所述第一支撑架交叉且铰接的第二支撑架、置于所述第一支撑架一端且与所述第

一支撑架螺纹连接的第一支撑块、置于所述第一支撑架另一端的第一储液袋、置于所述第

二支撑架一端且与所述第二支撑架螺纹连接的第二支撑块、置于所述第二支撑架另一端的

第二储液袋、置于所述第一支撑架与所述第二支撑架之间的弹簧、置于所述第一支撑架上

靠近所述第一储液袋的第一连接耳、置于所述第二支撑架上靠近所述第二储液袋的第二连

接耳，

[0007] 所述第一支撑块与所述第二支撑块置于铰接处的同一侧；

[0008] 所述弹簧置于所述第一支撑块和所述第二支撑块与所述铰接处之间；

[0009] 所述第一支撑架与所述第二支撑架之间通过螺纹杆穿过所述第一连接耳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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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连接耳实现扩张调节。

[0010]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第一连接耳与所述第一支撑架垂直，所述

第二连接耳与所述第二支撑架垂直，所述第一连接耳与所述第二连接耳平行。

[0011]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第一连接耳上设有与所述螺纹杆配合的第

一螺纹孔，所述第二连接耳上设有与所述螺纹杆配合的第二螺纹孔，所述螺纹杆穿过所述

第一螺纹孔与所述第二螺纹孔实现对第一支撑架和第二支撑架的扩张调节。

[0012]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第一连接耳与所述第一支撑架为一整体结

构，所述第二连接耳与所述第二支撑架为一整体结构。

[0013]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第一支撑架内设有第一导管，所述第一导

管一端与所述第一储液袋连通，所述第一导管另一端与所述第一支撑块连通。

[0014]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第一支撑块为中空结构，所述第一支撑块

外侧设有第一通孔，所述第一导管另一端通过第一支撑块的中空结构与所述第一通孔连

通。

[0015]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第二支撑架内设有第二导管，所述第二导管一

端与所述第二储液袋连通，所述第二导管另一端与所述第二支撑块连通。

[0016]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第二支撑块为中空结构，所述第二支撑块

外侧设有第二通孔，所述第二导管另一端通过第二支撑块的中空结构与所述第二通孔连

通。

[0017]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第一支撑块为弧形结构。

[0018]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第二支撑块为弧形结构。

[0019]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实用性强，对于妇科

检查时减轻患者的不适和疼痛，在对阴道扩张的过程中的扩张效果好，节约成本，减少资源

的浪费；本实用新型中的储液袋通过导管与支撑块外侧的通孔连通，储液袋采用软质的结

构，通过挤压储液袋即可使得储液袋内的润滑液通过通孔进入阴道，使得阴道润滑，减轻患

者在体检过程中的疼痛；支撑块与支撑架可拆卸，对患者检查完后，将支撑块拆卸，将支撑

架进行清洗消毒，替换新的支撑块，节约资源减少医疗器械对环境的污染；通过转动螺纹杆

实现第一支撑架与第二支撑架之间角度的开合从而调节该装置的扩张程度，操作方便且可

控性强，扩张效果好。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妇科检查扩张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第一支撑架与第一支撑块螺纹连接的侧视图。

[0022] 附图标记：1.第一支撑架、2.第二支撑架、3.第一支撑块、4.第一储液袋、5.第二支

撑块、6.第二储液袋、7.弹簧、8.第一连接耳、9.第二连接耳、10.螺纹杆、81.第一螺纹孔、

91.第二螺纹孔、11.第一导管、31.第一通孔、21.第二导管、51.第二通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示范性实施例做出说明，其中包括本实用新型实施

例的各种细节以助于理解，应当将它们认为仅仅是示范性的。因此，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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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认识到，可以对这里描述的实施例做出各种改变和修改，而不会背离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和精神。同样，为了清楚和简明，以下的描述中省略了对公知功能和结构的描述。

[0024] 实施例一：

[0025] 图1-图2示出了一种妇科检查扩张器，该妇科检查扩张器包括第一支撑架1、与所

述第一支撑架1交叉且铰接的第二支撑架2、置于所述第一支撑架1一端且与所述第一支撑

架1螺纹连接的第一支撑块3、置于所述第一支撑架1另一端的第一储液袋4、置于所述第二

支撑架2一端且与所述第二支撑架2螺纹连接的第二支撑块5、置于所述第二支撑架2另一端

的第二储液袋6、置于所述第一支撑架1与所述第二支撑架2之间的弹簧7、置于所述第一支

撑架1上靠近所述第一储液袋4的第一连接耳8、置于所述第二支撑架2上靠近所述第二储液

袋6的第二连接耳9，

[0026] 所述第一支撑块3与所述第二支撑块5置于铰接处的同一侧；

[0027] 所述弹簧7置于所述第一支撑块3和所述第二支撑块5与所述铰接处之间；

[0028] 所述第一支撑架1与所述第二支撑架2之间通过螺纹杆10穿过所述第一连接耳8与

所述第二连接耳9实现扩张调节。

[0029] 所述第一连接耳8与所述第一支撑架1垂直，所述第二连接耳9与所述第二支撑架2

垂直，所述第一连接耳8与所述第二连接耳9平行。

[0030] 所述第一连接耳8上设有与所述螺纹杆10配合的第一螺纹孔81，所述第二连接耳9

上设有与所述螺纹杆10配合的第二螺纹孔91，所述螺纹杆  10穿过所述第一螺纹孔81与所

述第二螺纹孔91实现对第一支撑架1和第二支撑架2的扩张调节。

[0031] 所述第一连接耳8与所述第一支撑架1为一整体结构，所述第二连接耳9与所述第

二支撑架2为一整体结构。

[0032] 所述第一支撑架1内设有第一导管11，所述第一导管11一端与所述第一储液袋4连

通，所述第一导管11另一端与所述第一支撑块3连通。

[0033] 所述第一支撑块3为中空结构，所述第一支撑块3外侧设有第一通孔  31，所述第一

导管11另一端通过第一支撑块3的中空结构与所述第一通孔31连通。

[0034] 第二支撑架2内设有第二导管21，所述第二导管21一端与所述第二储液袋6连通，

所述第二导管21另一端与所述第二支撑块5连通。

[0035] 所述第二支撑块5为中空结构，所述第二支撑块5外侧设有第二通孔  51，所述第二

导管21另一端通过第二支撑块5的中空结构与所述第二通孔51连通。

[0036] 所述第一支撑块3为弧形结构。

[0037] 所述第二支撑块5为弧形结构。

[0038]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使用时，挤压第一储液袋4和第二储液袋6，使得储液袋内

的润滑液通过第一导管11和第二导管21进入中空的第一支撑块3和第二支撑块5中，再通过

第一通孔31和第二通孔51流出，转动螺纹杆10使得第一支撑架1和第二支撑架2之间的角度

缩小，将第一支撑块3和第二支撑块5的一端对准患者的阴道，一边放入一边挤压两端的第

一储液袋4和第二储液袋6使得保持阴道润滑，减少对患者的伤害，到合适的位置后转动螺

纹杆10使得第一支撑架1和第二支撑架2之间的角度增加，从而将患者的对应部位扩张，进

行检查和处理。

[0039]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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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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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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