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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血液科骨髓穿刺取

样装置，包括空心针管、针管帽、穿刺针头、套管、

手指环、底座、导向机构、引流管、负压瓶、放置

架、单向阀、导流管、涂片口，所述空心针管外侧

设有导向机构，所述导向机构包括导向套、环形

吸盘、负压排气阀、进气阀，针管帽通过螺纹连接

套管一端套管头，所述套管头一侧设有导流管，

所述导流管上设有单向阀，导流管一端设有涂片

口，所述套管内设有穿刺针头，套管侧壁设有引

流口；所述引流口通过引流管连接负压瓶。本实

用新型取样方便，快速进行涂片化验实验，确保

针芯垂直进针，进一步保证了穿刺部位的精准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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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血液科骨髓穿刺取样装置，包括空心针管、针管帽、穿刺针头、套管、手指环、底

座、导向机构、引流管、负压瓶、放置架、单向阀、导流管、涂片口，其特征在于所述空心针管

为斜头空心针管，斜头空心针管斜面端口侧壁设有若干分流孔，空心针管外侧壁设有刻度

线；

所述空心针管外侧设有导向机构，所述导向机构包括导向套、环形吸盘、负压排气阀、

进气阀，所述导向套底部设有环形吸盘，环形吸盘侧壁上设有负压排气阀，所述负压排气阀

一侧设有进气阀；所述空心针管一端设有针管帽，针管帽内侧壁设有内螺纹，针管帽通过螺

纹连接套管一端套管头，所述套管头一侧设有导流管，所述导流管上设有单向阀，导流管一

端设有涂片口，涂片口为鸭嘴型涂片口；所述套管侧壁设有一对手指环，所述套管内设有穿

刺针头，穿刺针头包括三棱锥、顶出杆、支撑杆、旋转座、防滑槽、橡胶挤压套，所述旋转座上

设有若干防滑槽，旋转座一端设有支撑杆，支撑杆一端设有顶出杆，顶出杆头部设有三棱

锥，所述支撑杆上设有橡胶挤压套，套管另一端设有底座，套管侧壁设有引流口；

所述引流口通过引流管连接负压瓶，所述引流管上设有若干分流插头，所述负压瓶设

置于放置架内，所述放置架包括固定板、隔板、支撑板，放置架内设有若干隔板，隔板一侧设

有负压瓶，负压瓶设置于固定板上，固定板上部设有支撑板，支撑板上设有止流扣，止流扣

上设有提拉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血液科骨髓穿刺取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空心针管外

侧壁刻度线一侧设有圆环凹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血液科骨髓穿刺取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套管头为透

明体，套管头侧壁设有感应开关，感应开关一侧设有警示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血液科骨髓穿刺取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引流口口部

设有堵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血液科骨髓穿刺取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向机构中

环形吸盘口部设有接触角。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血液科骨髓穿刺取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三棱锥锥面

侧壁上设有避空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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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血液科骨髓穿刺取样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血液科骨髓穿刺取样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骨髓穿刺术是血液科常用的诊疗方法，通过骨穿可以看到骨髓中各种

成分以及细胞的形态变化及组成变化，从而诊断具体的病因。

[0003] 骨髓穿刺手术是将穿刺针头插入到患者的骨髓中，再将骨髓抽出，抽出的骨髓需

要快速涂片化验，传统抽取骨髓是将针头插入到患者的骨髓中，再用注射器抽取一定的骨

髓，再将抽取的骨髓涂在玻璃片上，而用注射器手动抽取，不仅操作不便，且无法控制抽取

力和抽取的量，从而容易造成患者不适。

[0004] 由于目前临床常用的全金属骨髓穿刺针的针柄较细、较短，使用时出现以下问题：

1)注射器抽取一定的骨髓，再将抽取的骨髓涂在玻璃片上，不能进行快速涂片化验实验；2)

尤其是位于针柄后端的针芯帽，很容易被触动而导致芯针的移位甚至脱落，造成穿刺的失

败或污染；3)现有技术的穿刺针将针部与采集的管体直接连接，采集的流量不容易控制，液

体不方便流出，造成实际运用中的不足。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中不足，提供一种血液科骨髓穿刺取样装置，

取样方便，快速进行涂片化验实验，确保针芯垂直进针，进一步保证了穿刺部位的精准度，

有效避免了医务人员穿刺时的后顾之忧，穿刺的正确性以及用力更为方便，减轻病人痛苦。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血液科骨髓穿刺取样装置，包括空心针管、针管帽、穿刺针头、套管、手指环、

底座、导向机构、引流管、负压瓶、放置架、单向阀、导流管、涂片口，所述空心针管为斜头空

心针管，斜头空心针管斜面端口侧壁设有若干分流孔，分流孔加大了空心针管斜面端口的

流量进入面积，从而更好的加快骨髓穿刺的取样；空心针管外侧壁设有刻度线，刻度线精准

测量针管刺入深度；

[0008] 所述空心针管外侧设有导向机构，导向机构确保穿刺针头和空心针管垂直进针，

进一步保证了穿刺部位的精准度；所述导向机构包括导向套、环形吸盘、负压排气阀、进气

阀，所述导向套底部设有环形吸盘，环形吸盘侧壁上设有负压排气阀，通过负压排气阀对环

形吸盘进行负压抽真空，使得环形吸盘固定连接在患者皮肤上，在导向套的辅助下，确保穿

刺针头和空心针管垂直进针，进一步保证了穿刺部位的精准度，从而减轻骨髓穿刺的痛苦；

所述负压排气阀一侧设有进气阀，打开进气阀使得环形吸盘内的气压与大气压一致，方面

导向机构脱离皮肤，方便取出；

[0009] 所述空心针管一端设有针管帽，针管帽内侧壁设有内螺纹，针管帽通过螺纹连接

套管一端套管头，所述套管头一侧设有导流管，所述导流管上设有单向阀，导流管一端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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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片口，涂片口为鸭嘴型涂片口，涂片口有效的将抽取的骨髓涂在玻璃片上，快速涂片化验

实验，保证了实验的准确性；所述套管侧壁设有一对手指环，通过下压手指环对空心针管进

行骨髓穿刺；所述套管内设有穿刺针头，穿刺针头穿过空心针管对骨髓进行穿刺，穿刺针头

包括三棱锥、顶出杆、支撑杆、旋转座、防滑槽、橡胶挤压套，所述旋转座上设有若干防滑槽，

旋转座一端设有支撑杆，支撑杆一端设有顶出杆，顶出杆头部设有三棱锥，所述支撑杆上设

有橡胶挤压套，套管另一端设有底座，套管侧壁设有引流口；旋转座对支撑杆进行旋转下

压，通过支撑杆将扭转力传递到顶出杆，顶出杆通过三棱锥的棱角穿刺进入骨髓，通过橡胶

挤压套对套管内侧壁的挤压，使得穿刺针头在抽出瞬间，套管内形成负压抽取，进一步的使

得组织液或骨髓抽取至引流口；

[0010] 所述引流口通过引流管连接负压瓶，所述引流管上设有若干分流插头，所述负压

瓶设置于放置架内，所述放置架包括固定板、隔板、支撑板，放置架内设有若干隔板，隔板一

侧设有负压瓶，负压瓶设置于固定板上，固定板上部设有支撑板，支撑板上设有止流扣，止

流扣上设有提拉槽，通过设置若干分流插头，对组织液与骨髓进行分离，对不同时间段的取

样进行分类存放，更加客观精确的对患者进行血液分析，进一步的辅助患者进行治疗。

[0011] 优选的，所述空心针管外侧壁刻度线一侧设有圆环凹槽，圆环凹槽减小针管穿刺

的阻力，方便穿刺快速进行，减轻患者痛苦。

[0012] 优选的，所述套管头为透明体，套管头侧壁设有感应开关，感应开关一侧设有警示

灯，通过感应开关的对通过空心针管的取样物进行捕捉，通过信号传递给警示灯，从而更好

的提醒医务工作人员进行及时组织液与骨髓分离以及骨髓取样。

[0013] 优选的，所述引流口口部设有堵头，通过堵头对引流口进行密封，防止微尘进入套

筒内，污染套筒的使用环境。

[0014] 优选的，所述导向机构中环形吸盘口部设有接触角，接触角使得环形吸盘更好的

接触患者的皮肤，进一步使得空心针管在导向套内垂直下针取样，从而保证了穿刺部位的

精准，减轻患者的痛苦。

[0015] 优选的，所述三棱锥锥面侧壁上设有避空槽，避空槽有效的减小三棱锥穿刺时的

阻力，是的穿刺针头顺利进入骨髓，对骨髓进行取样。

[0016]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有益效果表现在：

[0017] 1)通过负压排气阀对环形吸盘进行负压抽真空，使得环形吸盘固定连接在患者皮

肤上，在导向套的辅助下，确保穿刺针头和空心针管垂直进针，进一步保证了穿刺部位的精

准度，从而减轻骨髓穿刺的痛苦；所述负压排气阀一侧设有进气阀，打开进气阀使得环形吸

盘内的气压与大气压一致，方面导向机构脱离皮肤，方便取出；

[0018] 2)旋转座对支撑杆进行旋转下压，通过支撑杆将扭转力传递到顶出杆，顶出杆通

过三棱锥的棱角穿刺进入骨髓，通过橡胶挤压套对套管内侧壁的挤压，使得穿刺针头在抽

出瞬间，套管内形成负压抽取，进一步的使得组织液或骨髓抽取至引流口；

[0019] 3)通过设置若干分流插头，对组织液与骨髓进行分离，对不同时间段的取样进行

分类存放，更加客观精确的对患者进行血液分析，进一步的辅助患者进行治疗；

[0020] 4)套管头一侧设有导流管，导流管上设有单向阀，导流管一端设有涂片口，涂片口

为鸭嘴型涂片口，涂片口有效的将抽取的骨髓涂在玻璃片上，快速涂片化验实验，保证了实

验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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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1] 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血液科骨髓穿刺取样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血液科骨髓穿刺取样装置中导向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3是本实用新型一种血液科骨髓穿刺取样装置中导向机构仰视图；

[0024] 附图4是本实用新型一种血液科骨髓穿刺取样装置中穿刺针头仰视图；

[0025] 附图5是本实用新型一种血液科骨髓穿刺取样装置中空心针管结构示意图；

[0026] 附图6是本实用新型一种血液科骨髓穿刺取样装置中负压瓶结构示意图；

[0027] 附图7是本实用新型一种血液科骨髓穿刺取样装置中止流扣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11-空心针管，12-针管帽，13-穿刺针头，14-套管，141-套管头，142-引流口，

143-堵头，15-手指环，16-底座，17-感应开关，171-警示灯，18-导向机构，19-引流管，191-

分流插头，20-负压瓶，21-放置架，2101-固定板，2102-隔板，2103-支撑板，22-止流扣，

2201-提拉槽，23-单向阀，24-导流管，25-涂片口，101-分流孔，102-刻度线，103-圆环凹槽，

201-三棱锥，20101-避空槽，202-顶出杆，203-支撑杆，204-旋转座，205-防滑槽，206-橡胶

挤压套，301-导向套，302-环形吸盘，3021-接触角，303-负压排气阀，304-进气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方便本技术领域人员的理解，下面结合附图1-7，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一

步具体说明。

[0030] 一种血液科骨髓穿刺取样装置，包括空心针管11、针管帽12、穿刺针头13、套管14、

手指环15、底座16、导向机构18、引流管19、负压瓶20、放置架21、单向阀23、导流管24、涂片

口25，所述空心针管11为斜头空心针管，斜头空心针管斜面端口侧壁设有若干分流孔101，

分流孔101加大了空心针管斜面端口的流量进入面积，从而更好的加快骨髓穿刺的取样；空

心针管101外侧壁设有刻度线102，刻度线102精准测量针管刺入深度，所述空心针管外侧壁

刻度线102一侧设有圆环凹槽103，圆环凹槽103减小针管穿刺的阻力。

[0031] 所述空心针管11外侧设有导向机构18，导向机构18确保穿刺针头和空心针管垂直

进针，进一步保证了穿刺部位的精准度。

[0032] 所述导向机构18包括导向套301、环形吸盘302、负压排气阀303、进气阀304，所述

导向套301底部设有环形吸盘302，环形吸盘302侧壁上设有负压排气阀303，通过负压排气

阀303对环形吸盘302进行负压抽真空，使得环形吸盘302固定连接在患者皮肤上，在导向套

的辅助下，确保穿刺针头和空心针管垂直进针，进一步保证了穿刺部位的精准度，从而减轻

骨髓穿刺的痛苦；所述负压排气阀303一侧设有进气阀304，打开进气阀使得环形吸盘内的

气压与大气压一致，方面导向机构脱离皮肤，方便取出。

[0033] 所述空心针管11一端设有针管帽12，针管帽12内侧壁设有内螺纹，针管帽12通过

螺纹连接套管14一端套管头141，所述套管头141一侧设有导流管24，所述导流管24上设有

单向阀23，导流管24一端设有涂片口25，涂片口25为鸭嘴型涂片口，涂片口25有效的将抽取

的骨髓涂在玻璃片上，快速涂片化验实验，保证了实验的准确性。

[0034] 所述套管14侧壁设有一对手指环15，通过下压手指环15对空心针管进行骨髓穿

刺；所述套管14内设有穿刺针头13，穿刺针头13穿过空心针管11对骨髓进行穿刺，穿刺针头

13包括三棱锥201、顶出杆202、支撑杆203、旋转座204、防滑槽205、橡胶挤压套206，所述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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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座204上设有若干防滑槽205，旋转座204一端设有支撑杆203，支撑杆203一端设有顶出杆

202，顶出杆202头部设有三棱锥201，所述支撑杆203上设有橡胶挤压套206，套管14另一端

设有底座16，套管14侧壁设有引流口142；旋转座204对支撑杆203进行旋转下压，通过支撑

杆203将扭转力传递到顶出杆202，顶出杆202通过三棱锥201的棱角穿刺进入骨髓，通过橡

胶挤压套206对套管内侧壁的挤压，使得穿刺针头13在抽出瞬间，套管14内形成负压抽取，

进一步的使得组织液或骨髓抽取至引流口142。

[0035] 所述引流口142通过引流管19连接负压瓶20，所述引流管19上设有若干分流插头

191，所述负压瓶20设置于放置架21内，所述放置架21包括固定板2101、隔板2102、支撑板

2103，放置架21内设有若干隔板2102，隔板2102一侧设有负压瓶20，负压瓶20设置于固定板

上2101，固定板2101上部设有支撑板2103，支撑板2103上设有止流扣22，止流扣22上设有提

拉槽2201，通过设置若干分流插头191，对组织液与骨髓进行分离，对不同时间段的取样进

行分类存放，更加客观精确的对患者进行血液分析，进一步的辅助患者进行治疗。

[0036] 所述套管头141为透明体，套管头141侧壁设有感应开关17，感应开关17一侧设有

警示灯171，通过感应开关17的对通过空心针管的取样物进行捕捉，通过信号传递给警示灯

171，从而更好的提醒医务工作人员进行及时组织液与骨髓分离以及骨髓取样。

[0037] 所述引流口142口部设有堵头143，通过堵头对引流口进行密封，防止微尘进入套

筒内，污染套筒的使用环境。

[0038] 所述导向机构18中环形吸盘302口部设有接触角3021，接触角使得环形吸盘更好

的接触患者的皮肤，进一步使得空心针管在导向套内垂直下针取样，从而保证了穿刺部位

的精准，减轻患者的痛苦。

[0039] 所述三棱锥201锥面侧壁上设有避空槽20101，避空槽20101有效的减小三棱锥201

穿刺时的阻力，是的穿刺针头顺利进入骨髓，对骨髓进行取样。

[0040] 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结构所作的举例和说明，所属本技术领域的技术

人员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只要不偏离

实用新型的结构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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