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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开提供了一种血管内超声导管的注射

装置，是具有鞘管和可在鞘管内移动的传动轴的

超声导管的注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管体，

其一端与鞘管连接，另一端敞开，并且传动轴沿

着管体的长度方向贯穿管体，在管体内，设置有

内径与传动轴的外径匹配的密封圈，并且传动轴

可相对于密封圈移动；以及移动部，其具有容纳

传动轴的套管，套管可相对于管体移动，在套管

上还设置有刻度，其中，在密封圈与鞘管之间的

管体，设置有注入口。根据本公开，能够减小介入

手术过程中的注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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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血管内超声导管的注射装置，是具有鞘管和可在所述鞘管内移动的传动轴的超

声导管的注射装置，其特征在于，

包括：

管体，其一端与所述鞘管连接，另一端敞开，并且所述传动轴沿着所述管体的长度方向

贯穿所述管体，在所述管体内，设置有内径与所述传动轴的外径匹配的密封圈，并且所述传

动轴可相对于所述密封圈移动；以及

移动部，其具有容纳所述传动轴的套管，所述套管可相对于所述管体移动，在所述套管

上还设置有刻度，

其中，在所述密封圈与所述鞘管之间的所述管体，设置有注入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注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管体的内径大于所述套管的外径。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注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管体以内径逐渐缩小至所述鞘管的外径方式与所述鞘管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注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管体一体成型而形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注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管体具有限制所述移动部的位置的限位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注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限位部由所述密封圈构成。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注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传动轴具有在所述管体的长度方向上可贯穿所述管体的刚性管。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注射装置，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移动部中，所述套管的内径大于所述传动轴的外径。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注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套管的至少一部分设置在所述传动轴与所述管体之间。

10.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注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刚性管与所述传动轴经由焊接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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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内超声导管的注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涉及血管内超声导管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血管内超声导管的注射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IVUS系统全称血管内超声成像系统。经桡动脉或股动脉穿刺，IVUS导管被推送至

血管病变区域。IVUS导管的管芯在回撤过程中会通过管芯前端的微型超声换能器对血管管

腔和管壁断面结构信息进行超声成像。IVUS导管在进入人体内前，需要从打水孔使用注射

器往导管内注入生理盐水，排出IVUS导管内的气泡，使得微型超声换能器完全处于被液体

包覆的环境中，这样有利于提高测量的准确度。IVUS导管的注射装置主要由注水部分和可

移动部分组成，在可移动部分管壁上印有刻度尺。

[0003] 然而，现有的IVUS注射装置对作为刻度使用的油墨的要求高，因为注射的生理盐

水需要经过印有刻度尺的导管，而生理盐水直接连通至人体的内环境。此外，现有设计中，

可移动部分在移动时会产生分压，增大了手术过程中产生的风险。

发明内容

[0004] 本公开有鉴于上述现有技术的状况而完成，其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够减小手术过

程中的注射风险的血管内超声导管的注射装置。

[0005] 为此，本公开提供一种血管内超声导管的注射装置，是具有鞘管和可在所述鞘管

内移动的传动轴的超声导管的注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管体，其一端与所述鞘管连接，

另一端敞开，并且所述传动轴沿着所述管体的长度方向贯穿所述管体，在所述管体内，设置

有内径与所述传动轴的外径匹配的密封圈，并且所述传动轴可相对于所述密封圈移动；以

及移动部，其具有容纳所述传动轴的套管，所述套管可相对于所述管体移动，在所述套管上

还设置有刻度，其中，在所述密封圈与所述鞘管之间的所述管体，设置有注入口。

[0006] 在本公开中，医护人员等可以通过该注射装置的注入口向血管内超声导管中注入

生理盐水以此来排出导管内空气，而密封圈能够阻挡生理盐水进入移动部，因此，移动部可

以不参与生理盐水的注射过程，从而避免了与体内环境的接触，由此，能够减小介入手术过

程中的注射风险。

[0007] 另外，在本公开所涉及的注射装置中，可选地，所述管体的内径大于所述套管的外

径。由此，管体能够容纳套管在管体的内部移动。

[0008] 另外，在本公开所涉及的注射装置中，可选地，所述管体以内径逐渐缩小至所述鞘

管的外径方式与所述鞘管连接。由此，能够降低管体与鞘管连接处断裂的可能性。

[0009] 另外，在本公开所涉及的注射装置中，可选地，所述管体一体成型而形成。由此，能

够提高管体的稳定性。

[0010] 另外，在本公开所涉及的注射装置中，可选地，所述管体具有限制所述移动部的位

置的限位部。由此，能够限制移动部的移动距离。

[0011] 另外，在本公开所涉及的注射装置中，可选地，所述限位部由所述密封圈构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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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密封圈能够限制移动部的移动。

[0012] 另外，在本公开所涉及的注射装置中，可选地，所述传动轴具有在所述管体的长度

方向上可贯穿所述管体的刚性管。由此，能够提高传动轴的可靠性。

[0013] 另外，在本公开所涉及的注射装置中，可选地，在所述移动部中，所述套管的内径

大于所述传动轴的外径。由此，能够允许传动轴在套管中移动。

[0014] 另外，在本公开所涉及的注射装置中，可选地，所述套管的至少一部分设置在所述

传动轴与所述管体之间。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借助管体的遮挡，对套管上的刻度进行观察和

记录，由此得到套管移动的距离。

[0015] 另外，在本公开所涉及的注射装置中，可选地，所述刚性管与所述传动轴经由焊接

连接。由此，刚性管与传动轴能够紧密地连接。

[0016] 根据本公开，能够提供一种能够减小介入手术过程中的注射风险的血管内超声导

管的注射装置。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示出了本公开的实施方式所涉及的血管内超声导管的注射装置的立体图。

[0018] 图2是示出了本公开的实施方式所涉及的血管内超声导管的注射装置的侧视图。

[0019] 图3是示出了本公开的实施方式所涉及的血管内超声导管的注射装置的俯视图。

[0020] 图4是示出了本公开的实施方式所涉及的血管内超声导管的注射装置的剖面图。

[0021] 图5是示出了本公开的实施方式所涉及的血管内超声导管的注射装置的回撤状态

剖面图。

[0022] 标号说明：

[0023] 1…注射装置，11…密封圈，12…注入口，20…移动部，21…套管，30…鞘管，40…传

动轴。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详细地说明本公开。在附图中，相同的部

件或具有相同功能的部件采用相同的符号标记，省略对其的重复说明。

[0025] 图1是示出了本公开的实施方式所涉及的血管内超声导管的注射装置的立体图。

图2是示出了本公开的实施方式所涉及的血管内超声导管的注射装置的侧视图。

[0026] 本公开的实施方式涉及血管内超声导管的注射装置1，具体而言，是具有鞘管30和

可在鞘管30内移动的传动轴40的超声导管的注射装置1。该注射装置1包括：管体10，其一端

与鞘管30连接，另一端敞开，并且传动轴40沿着管体的长度方向贯穿管体，在管体内，设置

有内径与传动轴40的外径匹配的密封圈11，并且传动轴40可相对于密封圈11移动；以及移

动部20，其具有容纳传动轴40的套管21，套管21可相对于管体移动，在套管21上还设置有刻

度，其中，在密封圈11与鞘管30之间的管体，设置有注入口12。

[0027] 在这种情况下，医护人员可以通过注射装置1的注入口12向血管内超声导管中注

入生理盐水以此来排出导管内空气，而密封圈11能够阻挡生理盐水进入移动部20，因此，移

动部20可以不参与生理盐水的注射过程，从而避免了与体内环境的接触，由此，能够减小介

入手术过程中的注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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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在本实施方式中，血管内超声导管可以使用在对例如人体血管内病变区域(例如

狭窄区)进行超声成像的用途。医生等可以通过将这样的血管内超声导管送至人体血管的

病变区域(例如狭窄处)，并对该病变区域边回撤边超声成像，从而获得该区域的血管内超

声影像。

[0029] 在一些示例中，鞘管30还可以具有远离管体10的远端部分和接近管体10的近端部

分。在另一些示例中，鞘管30的远端部分可以由声波阻抗较低的材料制成。由此，能够便于

超声换能器所发出的超声波穿透。在另一些示例中，鞘管30的近端部分可以由刚度较大的

材料制成。由此，能够提高近端部分的稳定性，便于操作。在另一些示例中，鞘管30的刚度可

以由远端部分至近端部分逐渐增大。在这种情况下，鞘管30的刚度能够均匀增大，减小发生

折断的可能性。

[0030] 在一些示例中，鞘管30可以由橡塑材料、树脂或它们的复合材料中的至少一种材

料制成。具体而言，在一些示例中，鞘管30可以由选自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EVA)、聚醚醚

酮、聚乙烯、线性低密度聚乙烯中的至少一种材料制成。

[0031] 在一些示例中，传动轴40可以包括弹簧。由此，能够使得传动轴40进行旋转、弯曲

等操作。在一些示例中，传动轴40可以具有在管体10的长度方向上可贯穿管体10的刚性管

41(参见图5)。由此，能够提高传动轴40的可靠性。

[0032] 在一些示例中，刚性管41可以具有与弹簧配合的卡合机构，以使弹簧能够与刚性

管机械连接。在另一些示例中，刚性管41与传动轴40可以经由焊接连接。由此，刚性管41与

传动轴40能够紧密地连接。

[0033] 另外，在一些示例中，刚性管41与传动轴40的连接点可以设置在密封圈11与鞘管

30之间。由此，能够提高移动部20的刚性。

[0034] 在另一些示例中，刚性管41可以为钢管。但本实施方式不限于此，刚性管41还可以

为铁、铝或合金材料制成的管体。由此，能够提高传动轴40的稳定性。

[0035] 图3是示出了本公开的实施方式所涉及的血管内超声导管的注射装置的俯视图。

图4是示出了本公开的实施方式所涉及的血管内超声导管的注射装置的剖面图。图5是示出

了本公开的实施方式所涉及的血管内超声导管的注射装置的回撤状态剖面图。

[0036] 如图3所示，在一些示例中，在管体10的外周可以设置有注入口12，其中，注入口12

与管体10的内部相通。由此，能够通过注入口12注射液体。在一些示例中，注入口12可以设

置在密封圈11与鞘管30之间的管体。在一些示例中，注入口12可以呈漏斗形并向管体10的

外部突出。由此，能够与医用注射器相配合。在另一些示例中，注入口12可以呈圆柱状、棱柱

状或其他不规则形状。另外，在一些示例中，注入口12可以为管体10上的开口。由此，能够制

作出简单的注射装置1。

[0037] 在一些示例中，可以向注入口12注入生理盐水。在这种情况下，血管内超声导管能

够通过注入生理盐水将管内的空气排出，避免发生血液逆流等现象。在另一些示例中，可以

向注入口12注入5％的葡萄糖溶液。此外，还可以向注入口12注入氨基酸、维生素溶液等。

[0038] 在一些示例中，管体10可以由橡塑材料、树脂或它们的复合材料中的至少一种材

料制成。具体而言，在一些示例中，管体10可以选自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EVA)、聚醚醚酮、

聚乙烯、线性低密度聚乙烯中的至少一种材料制成。另外，在一些示例中，管体10可以是由

玻璃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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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在一些示例中，管体10可以是呈柱状。在另一些示例中，管体10可以呈圆柱状、棱

柱状或其他不规则形状。

[0040] 在一些示例中，管体10的内径可以大于套管21的外径。由此，使管体10能够容纳套

管21在管体10的内部移动。

[0041] 在一些示例中，管体10可以以内径逐渐缩小至鞘管30的外径方式与鞘管30连接。

由此，能够降低管体10与鞘管30连接处断裂的可能性。在另一些示例中，管体10可以呈逐缩

状并缩至鞘管30的大小。由此，管体10能够恰好与鞘管30进行连接。

[0042] 在一些示例中，管体10可以一体成型而形成。由此，能够提高管体10的稳定性。在

另一些示例中，管体10可以与鞘管30一体成型。由此，能够提高血管内超声导管整体的稳定

性。

[0043] 如图4所示，在一些示例中，管体10的密封圈11可以设置在管体10的内部。在这种

情况下，密封圈11能够完全隔离管体10内的空间。在一些示例中，密封圈11可以具有能够使

传动轴40通过的通孔。由此，能够在确保密闭性的同时保证传动轴40的回撤功能。在一些示

例中，在管体10的内部，还可以设置有配置密封圈11的凹槽。

[0044] 如图5所示，在一些示例中，管体10具有限制移动部20的位置的限位部。由此，能够

限制移动部20的移动距离。在一些示例中，限位部由密封圈11构成。由此，密封圈11能够限

制移动部20的移动。在另一些示例中，管体10的限位部可以限制套管21回撤的距离。具体而

言，管体10可以在远离鞘管30的最远端设置有沿着内径方向设置的突起，并且，套管21具有

与突起相配合的突起。在这种情况下，限位部能够限制套管21回撤的距离，避免套管21完全

脱离管体10。

[0045] 另外，在一些示例中，套管21可以呈逐缩状。具体而言，套管21可以由靠近鞘管30

的近端部分自远离鞘管30的远端部分逐渐缩小。由此，能够使得套管21与管体10的限位部

相配合。

[0046] 在一些示例中，在移动部20中，套管21的内径大于传动轴40的外径。由此，能够允

许传动轴40在套管21中移动。在一些示例中，套管21可以是呈柱状。在另一些示例中，套管

21可以呈圆柱状、棱柱状或其他不规则形状。

[0047] 在一些示例中，套管21的至少一部分设置在传动轴40与管体10之间。在这种情况

下，能够借助管体10的遮挡，对套管21上的刻度进行观察和记录，由此得到套管21移动的距

离。

[0048] 在一些示例中，套管21设置在传动轴40与管体10之间的部分的长度不小于15厘

米。由此，能够确保血管内超声导管的回撤距离满足普通的介入手术要求。在另一些示例

中，套管21的设置在传动轴40与管体10之间的部分的长度可以为例如15厘米，16厘米、17厘

米、18厘米。由此，能够确保套管21在回撤完成之前一部分位于传动轴40与管体10之间。

[0049] 在一些示例中，在套管21上可以通过油墨印有刻度。具体而言，在一些示例中，油

墨可以拥有生物兼容性。一般而言，在介入手术中，注射装置1不宜使用提炼自动物的油墨

或含有邻苯二甲酸盐的油墨。

[0050] 在一些示例中，套管21上的刻度可以以毫米作为单位。在另一些示例中，套管21上

的刻度也可以以厘米作为单位。在这种情况下，医护人员等可以通过确认套管21上的刻度

来确认超声导管的回撤距离。另外，在一些示例中，套管21上的刻度可以是均匀的。在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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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示例中，套管21上的刻度还可以是非均匀的。具体而言，套管21上的刻度间距可以由远离

鞘管30的远端部分自靠近鞘管30的近端部分逐渐缩小。由此，能够提高回撤距离观察的效

率。

[0051] 在一些示例中，套管21可以是由橡塑材料、树脂或它们的复合材料中的至少一种

材料制成。具体而言，在一些示例中，套管21可以是选自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EVA)、聚醚

醚酮、聚乙烯、线性低密度聚乙烯中的至少一种材料制成。另外，在一些示例中，管体10可以

由玻璃制成。本实施方式不限于此，套管21可以由金属制成。由此能够提高套管21的稳定

性。

[0052] 在一些示例中，套管21还可以具有与回撤装置相连接的连接部。由此，能够与回撤

装置进行连接。其中，连接部与套管21可以一体成型。在另一些示例中，连接部的外径可以

大于套管21的外径。由此，能够便于与回撤装置相接。

[0053] 虽然以上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公开进行了具体说明，但是可以理解，上述说明

不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公开。本领域技术人员在不偏离本公开的实质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

以根据需要对本公开进行变形和变化，这些变形和变化均落入本公开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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