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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

型动静脉留置针，包括针帽、软针、钢针、穿刺三

通、与钢针连接的针柄、PVC软管、单手止水夹以

及输液三通，还包括消毒防刺组件，其活动连接

在所述针柄的尾端；所述消毒防刺组件为一圆柱

形管体，其包括消毒腔和防刺件；所述消毒腔包

括消毒液存放腔和棉球；所述棉球上设有设有一

杆体，该杆体向消毒液存放腔一侧的防渗纸运动

即可戳破分割纸使得消毒液浸入棉球；所述防刺

件为一硅胶垫，其设于所述管体的另一端内，所

述防刺件与消毒液存放腔之间设有一层防渗纸。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

静脉留置针，其不仅自带消毒功能，而且可有效

防止钢针刺伤以及压疮的发生；提高留置针的安

全性、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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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包括针帽、软针、钢针、穿刺三通、与钢针连

接的针柄、PVC软管、单手止水夹以及输液三通，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消毒防刺组件，其活动连接在所述针柄的尾端；

所述消毒防刺组件为一圆柱形管体，其包括消毒腔和防刺件；

所述消毒腔包括消毒液存放腔和棉球；所述棉球上设有设有一杆体，该杆体向消毒液

存放腔一侧的防渗纸运动即可戳破分割纸使得消毒液浸入棉球；

还包括一滑动套管，所述滑动套管套设于所述管体上，用于包覆消毒腔；

所述防刺件为一硅胶垫，其设于所述管体的另一端内，所述防刺件与消毒液存放腔之

间设有一层防渗纸。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防压海绵垫，其为两块，分别垫付于所述穿刺三通和输液三通的下方；

所述防压海绵垫包括由上至下的透气薄膜、软质垫和生物胶贴敷料。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其特征在于：

所述防压海绵垫为具有圆角的三角形，其与穿刺三通和输液三通分别一体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其特征在于：

所述滑动套管的长度为所述管体的二分之一，其直径大于管体的直径3mm；

所述滑动套管外壁设有防滑颗粒。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其特征在于：

所述杆体的一端与棉球一体连接，另一端从防渗纸中部的圆形易撕口穿入消毒液存放

腔内。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其特征在于：

所述管体的头端内壁与针柄通过螺纹连接；

所述头端侧壁上套设有一吸盘。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其特征在于：

所述管体的长度为5cm，所述钢针从消毒腔一侧插入直至硅胶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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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

针。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静脉留置针在临床上的大量使用，给患者带来了诸多福音。静脉留置针具有：

减少血管损伤，减轻患者痛苦，为危重患者的抢救开辟了静脉“绿色通道”，减轻了护理人员

的工作量等优势，在临床上被广泛使用。

[0003] 目前的留置针使用较为广泛，但是在具体的使用中存在以下问题：

[0004] 1、留置针有时候需要在紧急抢救、户外或者战争中使用的时候，由于环境限制，有

时候并未佩戴消毒液和消毒棉签，则消毒工作不彻底，容易造成感染；

[0005] 2、医护人员在穿刺完成后需将钢针拔出，直接丢弃容易发生刺伤事件；

[0006] 3、实际工作中，由于穿刺三通和输液三通体积较大，较重，用胶布粘在胳膊，会导

致穿刺三通和输液三通的下方形成压疮，给患者增加了痛苦；

[0007] 目前针对上述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实用新型内容

[0008]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其不仅自带消毒功

能，而且可有效防止钢针刺伤以及压疮的发生；提高留置针的安全性、可靠性。

[0009]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

静脉留置针，包括针帽、软针、钢针、穿刺三通、与钢针连接的针柄、PVC软管、单手止水夹以

及输液三通，

[0010] 还包括消毒防刺组件，其活动连接在所述针柄的尾端；

[0011] 所述消毒防刺组件为一圆柱形管体，其包括消毒腔和防刺件；

[0012] 所述消毒腔包括消毒液存放腔和棉球；所述棉球上设有设有一杆体，该杆体向消

毒液存放腔一侧的防渗纸运动即可戳破分割纸使得消毒液浸入棉球；

[0013] 还包括一滑动套管，所述滑动套管套设于所述管体上，用于包覆消毒腔；

[0014] 所述防刺件为一硅胶垫，其设于所述管体的另一端内，所述防刺件与消毒液存放

腔之间设有一层防渗纸。

[0015] 如上所述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其中，还包括防压海绵垫，其

为两块，分别垫付于所述穿刺三通和输液三通的下方；

[0016] 所述防压海绵垫包括由上至下的透气薄膜、软质垫和生物胶贴敷料。

[0017] 如上所述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其中，所述防压海绵垫为具

有圆角的三角形，其与穿刺三通和输液三通分别一体连接。

[0018] 如上所述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其中，所述滑动套管的长度

为所述管体的二分之一，其直径大于管体的直径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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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所述滑动套管外壁设有防滑颗粒。

[0020] 如上所述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其中，所述杆体的一端与棉

球一体连接，另一端从防渗纸中部的圆形易撕口穿入消毒液存放腔内。

[0021] 如上所述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其中，所述管体的头端内壁

与针柄通过螺纹连接；

[0022] 所述头端侧壁上套设有一吸盘。

[0023] 如上所述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其中，所述管体的长度为

5cm，所述钢针从消毒腔一侧插入直至硅胶垫处。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产生的有益效果主要体现在：

[0025] 1、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其设置消毒防刺伤组

件，使用的时候无需单独佩戴消毒液和棉签等物，而且可将钢针回插入管体内，有效防止刺

伤医护人员的事件发生；

[0026] 2、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设置防压海绵垫，可防

止三通对皮肤产生的压疮；

[0027] 3、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其设计简单、新颖，实用

性强，可用于紧急的户外抢救以及战争中使用。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是消毒防刺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是消毒防刺组件的使用状态示意图；

[0031] 附图标记说明：

[0032] 1、针帽                 2、软针                3、钢针

[0033] 4、穿刺三通             5、针柄                6、PVC软管

[0034] 7、单手止水夹           8、输液三通            9、管体

[0035] 10、消毒腔              11、防刺件             12、消毒液存放腔

[0036] 13、棉球                14、杆体               15、滑动套管

[0037] 16、防渗纸              17、防压海绵垫         18、针翼

[0038] 19、吸盘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为了便于理解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其效果，现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

新型做进一步详细阐述。

[0040]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包

括针帽1、软针2、钢针3、穿刺三通4、与钢针3连接的针柄5、PVC软管6、单手止水夹7以及输液

三通8，还包括消毒防刺组件，其活动连接在所述针柄5的尾端；所述消毒防刺组件为一圆柱

形管体9，其包括消毒腔10和防刺件11；所述消毒腔10包括消毒液存放腔12和棉球13；所述

棉球13上设有设有一杆体14，该杆体14向消毒液存放腔12一侧的防渗纸16运动即可戳破分

割纸使得消毒液浸入棉球13；还包括一滑动套管15，所述滑动套管15套设于所述管体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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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包覆消毒腔10；所述防刺件11为一硅胶垫，其设于所述管体9的另一端内，所述防刺件

11与消毒液存放腔12之间设有一层防渗纸16。

[0041]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其在使用的时候，撕开包

装纸，可将消毒防刺组件从针柄5上旋下来；然后将其上的滑动套管15向另一侧滑动，露出

棉球13一端；手持管体9的针翼18，使得棉球13内的杆体14向上运动即可从从防渗纸16中部

的圆形易撕口穿入消毒液存放腔12内，消毒液从易撕口缓缓流出将棉球13浸湿，医护人员

即可开始对待穿刺部位进行消毒处理；消毒完成后，再将滑动套管15滑下棉球13一侧，将棉

球13包覆在其内；医护人员开始进行穿刺工作，穿刺完成后，将管体9竖直立在台面上，使其

设有吸盘19的一侧吸附于台面上，然后将钢针3拔出后将其插入竖直立在台面上的消毒防

刺组件内直至硅胶垫上；

[0042] 最后医护人员再将穿刺三通4和输液三通8进行固定，将其背部的防压海绵垫17背

面的生物胶贴敷料的离型纸撕掉，将其贴附在患者皮肤上即可。

[0043]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还设有该滑动套管15，其

为医用塑料制成，其套设于管体9上，其长度为管体9的二分之一，主要作用用于保护消毒腔

10的棉球13的卫生以及防止运输过程中发生刺穿防渗膜的问题。

[0044]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在传统的留置针上添加消

毒防刺伤组件，可实现自带消毒液的目的，有效防止刺伤、压疮等问题。

[0045]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还包括防压海

绵垫17，其为两块，分别垫付于所述穿刺三通4和输液三通8的下方；所述防压海绵垫17包括

由上至下的透气薄膜、软质垫和生物胶贴敷料。

[0046]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该防压海绵垫17的设置，

有效防止重量较大的穿刺三通4和输液三通8对患者皮肤造成的压疮问题。

[0047]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所述防压海绵

垫17为具有圆角的三角形，其与穿刺三通4和输液三通8分别一体连接。

[0048] 如图2和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所述滑

动套管15的长度为所述管体9的二分之一，其直径大于管体9的直径3mm；所述滑动套管15外

壁设有防滑颗粒。

[0049]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所述杆体14的

一端与棉球13一体连接，另一端从防渗纸16中部的圆形易撕口穿入消毒液存放腔12内。

[0050]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该杆体14的长度为1cm，不

使用的时候其在滑动套管15的保护下不会移动至防渗纸16的一侧。

[0051]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所述管体9的

头端内壁与针柄5通过螺纹连接；所述头端侧壁上套设有一吸盘19。

[0052]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管体9的另一端与针柄直

径通过螺纹连接；其头端上设有一吸盘19，可将其吸附在台面上，便于医护人员在不手扶的

基础上可将钢针3从棉球13一侧顺利插入管体9内将其封存在管体9内。

[0053]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自带消毒腔的安全型动静脉留置针，所述管体9的

长度为5cm，所述钢针3从消毒腔10一侧插入直至硅胶垫处。

[0054] 上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了进一步的叙述，但本实用新型并不限于上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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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式，在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宗旨

的前提下做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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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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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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