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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新型螺旋定量皮肤环钻活检取样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新型螺旋定量皮肤环

钻活检取样器，包括第一连接件、第二连接件、切

割刀、环钻活检取样管体、刻度线、手柄部、环钻

活检取样管脚、麻醉针、麻醉针储放管，第一连接

件顶端与手柄部连接，底端与第二连接件顶端连

接，第二连接件底端与切割刀连接，三者均位于

环钻活检取样管体内，第一连接件外周刻有刻度

线，环钻活检取样管脚位于环钻活检取样管体底

部，麻醉针储放管内置麻醉针，二者共同位于环

钻活检取样管一侧。其优点表现在：本装置设置

为旋转式推注设备，能很好的控制刀片的长度，

更符合临床活检手术部位组织的选取，具有很好

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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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螺旋定量皮肤环钻活检取样器，其特征在于，包括活检定量取样装置、麻醉

装置，所述活检定量取样装置包括第一连接件(1)、第二连接件(2)、切割刀(3)、环钻活检取

样管体(4)、刻度线(5)、手柄部(6)、环钻活检取样管脚(7)；所述麻醉装置包括麻醉针(8)、

麻醉针储放管(9)、弹簧(10)、按钮(11)；刻度线(5)位于第一连接件(1)上，第一连接件(1)

顶端与手柄部(6)连接，底端与第二连接件(2)顶端连接，第二连接件(2)底端有凹槽，切割

刀(3)嵌入凹槽内并与第二连接件(2)底端连接，切割刀(3)向环钻活检取样管体(4)外移动

的方式是：首先旋转手柄部(6)，然后手柄部(6)推动第一连接件(1)，第一连接件(1)再推动

第二连接件(2)，最后第二连接件(2)推动切割刀(3)移动至管体外，第一连接件(1)与第二

连接件(2)是啮合连接，第一连接件(1)、第二连接件(2)与切割刀(3)三者连接共同位于环

钻活检取样管体(4)内，环钻活检取样管脚(7)位于环钻活检取样管体(4)底端，麻醉针(8)

位于麻醉针储放管(9)内，弹簧(10)一端与按钮(11)连接，另一端与麻醉针储放管(9)外端

连接，麻醉装置位于环钻活检取样管体(4)一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新型螺旋定量皮肤环钻活检取样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

件(1)采用金属材料制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新型螺旋定量皮肤环钻活检取样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连接

件(2)采用金属材料制备，第二连接件(2)底端共有五个凹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新型螺旋定量皮肤环钻活检取样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割刀

(3)共有五种尺寸型号，切割刀(3)与第二连接件(2)为可拆卸式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新型螺旋定量皮肤环钻活检取样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环钻活检

取样管体(4)采用透明高分子材料制备。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新型螺旋定量皮肤环钻活检取样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刻度线

(5)的最大刻度是5c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新型螺旋定量皮肤环钻活检取样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麻醉针储

放管(9)与弹簧(10)固定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新型螺旋定量皮肤环钻活检取样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按钮(11)

是圆形纽扣状按钮。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9360755 U

2



一种新型螺旋定量皮肤环钻活检取样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新型螺旋定量皮肤环钻活

检取样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身皮肤的健康要求越来越

重视。皮肤组织病理对皮肤病的诊断有重要价值，同时，对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机

体全身状态以及对治疗方法的选择均有重要意义。要想获得价值较高的病理图片，必须有

规整的标本。此外，多年来，对于机体诊断不明确的肿块及组织病变，如肿瘤、结核、炎症等，

为明确诊断时，多采用手术切开，取病变组织活检。

[0003] 皮肤样本采集的方法有三种：手术切取法、环钻法和削切法。其中，手术切取法和

削切法是用手术刀直接将发病的皮肤切割下来直接取得样本，因创伤大、出血多、手术疤痕

较大，在临床应用中受到限制。环钻法目前在各大医院普遍采用，特别适用于较小早期皮损

或局限于表浅处或手术切取困难者。角膜环钻是皮肤科取病理样本最常用的工具之一，这

种环钻前端有环切刀，在将环钻钻到患者皮下组织后，取下环钻，用镊子夹住样本，用刀子

或剪刀在脂肪层剪下样本。这种环钻的不足之处在于：环割刀上没有刻度，使取材深度不易

控制，如深度不够，会造成取材失败；操作环钻的钻取采取手工螺旋式进入皮肤的方式，随

意性大，准确度不够。

[0004] 另外还有采用注射器来进行取样，其原理为借助注射器抽取时产生的负压，吸取

组织，这种取样方法虽然具有创口小的优点，但普通注射器针头圆滑、针腔窄，吸取后，待检

组织进入针腔内不容易将其分离、取出，而且还容易滑落，另外通过针管吸取的组织数量

少，对于准确诊断而言，往往不够，常常需要二次吸取，给患者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0005] 此外，现有的皮肤组织病理标本采集工具连接处仅为普通接头，在手术过程中不

能准确把握需要选区的组织，对于深部组织的采样更带来不便。

[0006] 中国专利申请：CN205729409U公开了一种新型肿瘤活检取样器，包括针管、取样

针、第一弹簧、切割刀、连杆、切割杆和手柄，所述针管的一端为锥形结构，针管的内部设有

通孔，连杆设于通孔的内部，且连杆与针管的侧壁滑动连接，连杆与针管的内壁通过第一弹

簧相连接，取样针的端部设有倒勾刀，切割刀设于倒勾刀的上部，切割刀与手柄通过切割杆

相连接，手柄与切割杆的连接处设有第二弹簧，且手柄与切割杆通过第二弹簧相连接。

[0007] 中国专利申请：CN203122475U公开了一种皮肤活检取样器，包括刀柄、活检刀和按

压操作台，其中，所述按压操作台包括斜杆、放置杆、压杆和立杆，所述立杆的底端垂直连接

于所述放置杆，所述斜杆的底端与所述放置杆的一端连接，所述斜杆的中部与所述立杆的

上部固定连接，所述压杆的连接端与所述立杆的顶端相连接；所述活检刀包括环割刀、刀座

和连接座，所述环割刀设置于刀座内，所述刀座通过连接座与所述刀柄的一端连接；所述刀

柄的另一端固接在所述斜杆的顶端。但是关于本实用新型一种新型螺旋定量皮肤环钻活检

取样器目前还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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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8]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新型螺旋定量皮肤环钻活检

取样器。

[0009]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10] 一种新型螺旋定量皮肤环钻活检取样器，包括活检定量取样装置、麻醉装置，所述

活检定量取样装置包括第一连接件(1)、第二连接件(2)、切割刀(3)、环钻活检取样管体

(4)、刻度线(5)、手柄部(6)、环钻活检取样管脚(7)；所述麻醉装置包括麻醉针(8)、麻醉针

储放管(9)、弹簧(10)、按钮(11)；刻度线(5)位于第一连接件(1)上，第一连接件(1)顶端与

手柄部(6)连接，底端与第二连接件(2)顶端连接，第二连接件(2)底端有凹槽，切割刀(3)嵌

入凹槽内并与第二连接件(2)底端连接，切割刀(3)向环钻活检取样管体(4)外移动的方式

是：首先旋转手柄部(6)，然后手柄部(6)推动第一连接件(1)，第一连接件(1)再推动第二连

接件(2)，最后第二连接件(2)推动切割刀(3)移动至管体外，第一连接件(1)与第二连接件

(2)是啮合连接，第一连接件(1)、第二连接件(2)与切割刀(3)三者连接共同位于环钻活检

取样管体(4)内，环钻活检取样管脚(7)位于环钻活检取样管体(4)底端，麻醉针(8)位于麻

醉针储放管(9)内，弹簧(10)一端与按钮(11)连接，另一端与麻醉针储放管(9)外端连接，麻

醉装置位于环钻活检取样管体(4)一侧。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第一连接件(1)采用金属材料制备。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第二连接件(2)采用金属材料制备，第二连

接件(2)底端共有五个凹槽。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切割刀(3)共有五种尺寸型号，切割刀(3)

与第二连接件(2)为可拆卸式连接。

[001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环钻活检取样管体(4)采用透明高分子材

料制备。

[001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刻度线(5)的最大刻度是5cm。

[001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麻醉针储放管(9)与弹簧(10)固定连接。

[001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按钮(11)是圆形纽扣状按钮。

[0018] 本实用新型优点在于：

[0019] 1、本装置通过旋转手柄部进而带动第一连接件，第一连接件带动第二连接件，第

二连接件推动切割刀至管体外，最终达到切割组织的目的，另外，手柄部为旋转式且与刀片

连接处不易脱出，能控制刀片的长度，更符合临床活检手术部位组织的选取。

[0020] 2、本装置设置有麻醉装置，即通过一人操作即可完成麻醉与活检取样，释放人力

资源，减轻了医生工作负担，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0021] 3、本装置各连接件设置合理恰当，且切割刀与凹槽规格有多种，便于医生使用，可

以很好地应用于临床。

附图说明

[0022] 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装置实施例1的整体截面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2是本实用新型装置实施例2的整体截面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3是本实用新型装置内部截面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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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附图4是圆圈部分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

本实用新型而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实用新型记载的内

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实用新型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

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范围。

[0027] 1.第一连接件             2.第二连接件          3.切割刀

[0028] 4.环钻活检取样管体       5.刻度线              6.手柄部

[0029] 7.环钻活检取样管脚       8.麻醉针              9.麻醉针储放管

[0030] 10.弹簧                  11.按钮

[0031] 实施例1新型螺旋定量皮肤环钻活检取样器(一)

[0032] 请参照图1，附图1是本实施例的整体截面结构示意图。

[0033] 一种新型螺旋定量皮肤环钻活检取样器，包括第一连接件1、第二连接件2、切割刀

3、环钻活检取样管体4、刻度线5、手柄部6、环钻活检取样管脚7；第一连接件1顶端与手柄部

6连接，底端与第二连接件2顶端连接，第二连接件2底端有凹槽，切割刀3嵌入凹槽内与第二

连接件2底端连接，切割刀3向环钻活检取样管体4外移动的方式是：首先旋转手柄部6，然后

手柄部6推动第一连接件1，第一连接件1再推动第二连接件2，最后第二连接件2推动切割刀

3移动至管体外，第一连接件1与第二连接件2是啮合连接，第一连接件1、第二连接件2与切

割刀3三者连接共同位于环钻活检取样管体4内，环钻活检取样管脚7位于环钻活检取样管

体4底端，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第一连接件1采用金属材料制备。作为本实

用新型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第二连接件2采用金属材料制备，第二连接件2底端共有五个

凹槽。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切割刀3共有五种尺寸型号，切割刀3与第二连

接件2为可拆卸式连接。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环钻活检取样管体4采用透

明高分子材料制备。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刻度线5的最大刻度是5cm。

[0034] 请参照图3，附图3是本实用新型装置内部截面结构示意图。

[0035] 第一连接件1顶端与手柄部6连接，底端与第二连接件2顶端连接，第二连接件2底

端有凹槽，切割刀3嵌入凹槽内与第二连接件2底端连接，第一连接件1与第二连接件2是啮

合连接，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第一连接件1采用金属材料制备。作为本实

用新型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第二连接件2采用金属材料制备，第二连接件2底端共有五个

凹槽。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切割刀3共有五种尺寸型号，切割刀3与第二连

接件2为可拆卸式连接。

[0036] 请参照图4，附图4是圆圈部分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37] 刻度线5位于第一连接件1上，所述刻度线5的最大刻度是5cm。

[0038] 本实用新型的使用方法：使用前，首先选择切割刀3的型号，取合适的切割刀3嵌入

第二连接件2相应的凹槽内，将装置安装完毕后，确定待取样部位，对待取样部位进行消毒

处理，然后对病人待取样部位按照常规方法进行麻醉处理。

[0039] 开始进行活检取样：首先确定待活检取样深部，观察刻度线5并旋转手柄部6，手柄

部6带动第一连接件1，进而带动第二连接件2，进而带动切割刀3移动，将切割刀3推至环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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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检取样管体4外，切割刀3进入待取样部位内进行活检取样，取样完毕后，将本装置离开人

体取样部位，并将所取的组织放置于盛放组织的器皿内，然后再次旋转手柄部6将切割刀3

旋转至环钻活检取样管体4内，即完成一次取样操作。

[0040] 需要说明的是，第二连接件2下端的凹槽尺寸大小与切割刀3型号一一对应。

[0041] 实施例2新型螺旋定量皮肤环钻活检取样器(二)

[0042] 请参照图2，附图2是本实施例的整体截面结构示意图。

[0043] 一种新型螺旋定量皮肤环钻活检取样器，包括活检定量取样装置、麻醉装置，所述

活检定量取样装置包括第一连接件1、第二连接件2、切割刀3、环钻活检取样管体4、刻度线

5、手柄部6、环钻活检取样管脚7；所述麻醉装置包括麻醉针8、麻醉针储放管9、弹簧10、按钮

11；第一连接件1顶端与手柄部6连接，底端与第二连接件2顶端连接，第二连接件2底端有凹

槽，切割刀3嵌入凹槽内与第二连接件2底端连接，切割刀3向环钻活检取样管体4外移动的

方式是：首先旋转手柄部6，然后手柄部6推动第一连接件1，第一连接件1再推动第二连接件

2，最后第二连接件2推动切割刀3移动至管体外，第一连接件1与第二连接件2是啮合连接，

第一连接件1、第二连接件2与切割刀3三者连接共同位于环钻活检取样管体4内，环钻活检

取样管脚7位于环钻活检取样管体4底端，麻醉针8位于麻醉针储放管9内，弹簧10一端与按

钮11连接，另一端与麻醉针储放管9外端连接，麻醉装置位于环钻活检取样管体4一侧。作为

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第一连接件1采用金属材料制备。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

优选方案，所述第二连接件2采用金属材料制备，第二连接件2底端共有五个凹槽。作为本实

用新型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切割刀3共有五种尺寸型号，切割刀3与第二连接件2为可拆卸

式连接。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环钻活检取样管体4采用透明高分子材料制

备。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刻度线5的最大刻度是5cm。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

个优选方案，所述麻醉针储放管9与弹簧10固定连接。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方案，所

述按钮11是圆形纽扣状按钮。

[0044] 请参照图3，附图3是本实用新型装置内部截面结构示意图。

[0045] 第一连接件1顶端与手柄部6连接，底端与第二连接件2顶端连接，第二连接件2底

端有凹槽，切割刀3嵌入凹槽内与第二连接件2底端连接，第一连接件1与第二连接件2是啮

合连接，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第一连接件1采用金属材料制备。作为本实

用新型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第二连接件2采用金属材料制备，第二连接件2底端共有五个

凹槽。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切割刀3共有五种尺寸型号，切割刀3与第二连

接件2为可拆卸式连接。

[0046] 请参照图4，附图4是圆圈部分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47] 刻度线5位于第一连接件1上，所述刻度线5的最大刻度是5cm。

[0048] 本实用新型的使用方法：使用前，首先选择切割刀3的型号，取合适的切割刀3嵌入

第二连接件2相应的凹槽内，然后将麻醉针8放置在麻醉针储放管9内，将装置安装完毕后，

确定待取样部位，对待取样部位进行消毒处理，使用时，首先对病人待取样部位进行麻醉处

理，大拇指按压按钮11，按钮11推动弹簧10，进而推动麻醉针储放管9，使用麻醉针储放管9

内的麻醉针对病人进行麻醉处理，麻醉处理完毕，再次按压按钮11，麻醉装置即回复。

[0049] 开始进行活检取样：首先确定待活检取样深部，观察刻度线5并旋转手柄部6，手柄

部6带动第一连接件1，进而带动第二连接件2，进而带动切割刀3移动，将切割刀3推至环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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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检取样管体4外，切割刀3进入待取样部位内进行活检取样，取样完毕后，将本装置离开人

体取样部位，并将所取的组织放置盛放组织的器皿内，然后再次旋转手柄部6将切割刀3旋

转至环钻活检取样管体4内，即完成一次取样操作。

[0050] 需要说明的是，弹簧10与麻醉针储放管9连接处有卡槽结构，弹簧10运动到一定位

置时，卡槽结构可将弹簧10位置固定，可防止弹簧10晃动。

[0051] 第二连接件2下端的凹槽尺寸大小与切割刀3型号一一对应。

[0052] 本装置通过旋转手柄部进而带动第一连接件，第一连接件带动第二连接件，第二

连接件推动切割刀，最终达到切割组织的目的，另外，手柄部为旋转式且与刀片连接处不易

脱出，能控制刀片的长度，更符合临床活检手术部位组织的选取。本装置设置有麻醉装置，

即通过一人操作即可完成麻醉与活检取样，释放人力资源，减轻了医生工作负担，具有很好

的应用前景。本装置各连接件设置合理恰当，且切割刀与凹槽规格有多种，便于医生使用，

可以很好地应用于临床。

[0053]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补充，这些改进和补充

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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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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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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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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