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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肿瘤取样装置，主要包括

取样枪和控制装置；取样枪包括枪体、取样针、制

动装置、收集组件和电源装置，收集组件包括引

流装置和收集瓶；枪体包括后置枪管、前置枪头

和把手；取样针包括引流针和穿刺针；引流装置

包括引流头、负压头、连接头和负压装置；前置枪

头设置在后置枪管的前端；制动装置设置在后置

枪管后端，制动装置上设置有制动连杆；引流针

设置在制动连杆的前端；收集瓶与连接头螺纹连

接；电源装置为制动装置提供电源；本发明操作

简单，智能化结构有效地减少了医护人员的工作

量，适合大量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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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肿瘤取样装置，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取样枪和控制装置；所述取样枪包括枪体

(1)、取样针(2)、制动装置(3)、收集组件和电源装置(6)，所述收集组件包括引流装置(4)和

收集瓶(5)；所述枪体(1)包括后置枪管(11)、前置枪头(12)和把手(13)，所述后置枪管(11)

内部设置有滑行槽(111)和缓冲槽(112)；所述取样针(2)包括引流针(21)和穿刺针(22)；所

述引流装置(4)包括引流头(41)、负压头(42)、连接头(43)和负压装置(44)；所述控制装置

包括控制器(81)和触摸屏(82)；所述滑行槽(111)设置在后置枪管(11)内部靠后位置，所述

缓冲槽(112)设置在后置枪管(11)内部靠前位置，且滑行槽(111)、缓冲槽(112)都位于后置

枪管(11)的中轴线上，滑行槽(111)、缓冲槽(112)之间贯通；所述前置枪头(12)设置在后置

枪管(11)的前端；所述把手(13)设置在后置枪管(11)的后端下侧；所述制动装置(3)设置在

后置枪管(11)后端，制动装置(3)上设置有制动连杆(31)，所述制动连杆(31)的前端贯穿后

置枪管(11)，位于滑行槽(111)内部，且制动装置(3)为制动连杆(31)提供动力；所述引流针

(21)设置在制动连杆(31)的前端，引流针(21)上设置有引流口(210)，所述穿刺针(22)设置

在引流针(21)前端，制动连杆(31)能够带动引流针(21)、穿刺针(22)在滑行槽(111)、缓冲

槽(112)上前后滑动；所述引流头(41)设置在滑行槽(111)的下端，所述负压头(42)设置在

引流头(41)下端，负压头(42)通过引流头(41)与滑行槽(111)连接，所述连接头(43)设置在

后置枪管(11)下端，连接头(43)与引流头(41)连接，所述负压装置(44)设置在把手(13)内

部，负压装置(44)与引流头(41)连接；所述收集瓶(5)与连接头(43)螺纹连接；所述电源装

置(6)设置在把手(13)内部，电源装置(6)为制动装置(3)提供电源；所述控制器(81)与制动

装置(3)、电源装置(6)连接，所述触摸屏(82)与控制器(81)连接；

所述后置枪管(11)与前置枪头(12)为螺纹连接，且连接处设置有密封垫片；

所述后置枪管(11)内部最前端设置有标位槽(113)，所述标位槽(113)上设置有红外感

应探头，所述把手(13)内部设置有红外感应装置，所述红外感应探头与所述红外感应装置

连接，所述红外感应装置与控制器(81)连接；

所述红外感应探头包括前置探头(71)和后置探头(72)，所述前置探头(71)设置在标位

槽(113)前端，所述后置探头(72)设置在标位槽(113)后端；

所述前置探头(71)和后置探头(72)都有两个，所述两个前置探头(71)设置在标位槽

(113)前端上、下两侧，所述两个后置探头(72)设置在标位槽(113)后端上、下两侧；

所述收集瓶(5)采用聚丙烯材料，收集瓶(5)上端活动设置有密封盖，当收集瓶(5)从连

接头(43)取下时能够与密封盖活动连接，且收集瓶(5)上设置有标位尺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肿瘤取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把手(13)上设置有制动

快捷开关(131)和负压快捷开关(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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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肿瘤取样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肿瘤取样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肿瘤是指机体在各种致瘤因子作用下，局部组织细胞增生所形成的新生物，因为

这种新生物多呈占位性块状突起，也称赘生物。

[0003] 穿刺活检是骨与软组织肿瘤获取组织病理诊断的主要方法。因为恶性肿瘤的保肢

治疗已成为主要趋势，这就要求活检时对取材途径、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不正确的活检，

往往因取材时造成肿瘤对局部重要结构如血管、神经束的污染，使肿瘤无法彻底切除而导

致保肢治疗失败。因此穿刺活检前，应对肿瘤的性质、分期及治疗有充分的了解，进行充分

的术前计划，并确保取材的针道位于手术切口上，以便能在手术时完整切除。

[0004] 现有技术中肿瘤取样装置多为一次性的取样装置，其成本较高；另外，现有技术的

肿瘤取样装置都是依靠医护人员进行手动的穿刺，而并没有任何能够确定深度的判断物，

全凭医护人员的经验，这样就造成了一定的风险性；同时，大多数现有技术基本采用注射式

针管将肿瘤细胞吸入注射管中，这样就造成了采取的肿瘤细胞有可能破碎、死亡，从而影响

到后期的检查诊断。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智能化的肿瘤取样装置。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肿瘤取样装置，主要包括取样枪和控制装置；所述取样

枪包括枪体、取样针、制动装置、收集组件和电源装置，所述收集组件包括引流装置和收集

瓶；所述枪体包括后置枪管、前置枪头和把手，所述后置枪管内部设置有滑行槽和缓冲槽；

所述取样针包括引流针和穿刺针；所述引流装置包括引流头、负压头、连接头和负压装置；

所述控制装置包括控制器和触摸屏；所述滑行槽设置在后置枪管内部靠后位置，所述缓冲

槽设置在后置枪管内部靠前位置，且滑行槽、缓冲槽都位于后置枪管的中轴线上，滑行槽、

缓冲槽之间贯通；所述前置枪头设置在后置枪管的前端；所述把手设置在后置枪管的后端

下侧；所述制动装置设置在后置枪管后端，制动装置上设置有制动连杆，所述制动连杆的前

端贯穿后置枪管，位于滑行槽内部，且制动装置为制动连杆提供动力；所述引流针设置在制

动连杆的前端，引流针上设置有引流口，所述穿刺针设置在引流针前端，制动连杆能够带动

引流针、穿刺针在滑行槽、缓冲槽上前后滑动；所述引流头设置在滑行槽的下端，所述负压

头设置在引流头下端，负压头通过引流头与滑行槽连接，所述连接头设置在后置枪管下端，

连接头与引流头连接，所述负压装置设置在把手内部，负压装置与引流头连接；所述收集瓶

与连接头螺纹连接；所述电源装置设置在把手内部，电源装置为制动装置提供电源；所述控

制器为市售，控制器与制动装置、电源装置连接，所述触摸屏与控制器连接。

[0007] 进一步地，后置枪管与前置枪头为螺纹连接，且连接处设置有密封垫片；在进行后

期维护、清洗时更加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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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地，前置枪头前端镶嵌设置有固定密封头；保证装置内部的密封性，防止取

样时发生遗漏。

[0009] 进一步地，后置枪管内部最前端设置有标位槽，所述标位槽上设置有红外感应探

头，所述把手内部设置有红外感应装置，所述红外感应探头与所述红外感应装置连接，所述

红外感应装置与控制器连接；红外感应探头能辅助感应引流针和穿刺针连接处的突出块，

进而转换为感应到穿刺针的深度，能够使得取样更加准确。

[0010] 进一步地，红外感应探头包括前置探头和后置探头，所述前置探头设置在标位槽

前端，所述后置探头设置在标位槽后端；前置探头和后置探头共同设置能够进一步地额确

保感应到的数据的准确性。

[0011] 进一步地，前置探头和后置探头都有两个，所述两个前置探头设置在标位槽前端

上、下两侧，所述两个后置探头设置在标位槽后端上、下两侧；前置探头和后置探头都设置

为两个能够进一步地额确保感应到的数据的准确性。

[0012] 进一步地，把手上设置有制动快捷开关和负压快捷开关；制动快捷开关与制动装

置连接，负压快捷开关与负压装置连接，快捷键的设置使得使用者在使用时更加便捷。

[0013] 进一步地，收集瓶采用聚丙烯材料，收集瓶上端活动设置有密封盖，当收集瓶从连

接头取下时能够与密封盖活动连接，且收集瓶上设置有标位尺码；能够实现收集瓶的一次

性使用，且在收集完毕后将密封盖盖起来能够有效地避免外界对肿瘤细胞的干扰，同时也

避免了对环境产生污染。

[0014]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使用前，先将收集瓶安装在连接头上；使用时，使用者手持把

手，利用控制器和触摸屏发出指令，控制制动装置运行，使得穿刺针穿刺至患者体内，然后

通过制动快捷开关进行微调，通过前置探头和后置探头进行深度的确定；再通过负压快捷

开关打开负压装置进行取样，观察收集瓶的取样情况及时关闭负压快捷开关；取样完毕后，

取下观察收集瓶，用密封盖盖住。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设置的缓冲槽能够有效地缓冲负

压装置带来的压力，使得肿瘤取样时肿瘤细胞能够缓慢的进入穿刺针中，避免了因为压力

过大将肿瘤细胞压碎从而影响最终的存活率；本发明后置枪管和前置枪头螺纹连接，能够

在后期的维护和清洗中更加便捷；本发明利用红外感应探头感应引流针和穿刺针连接处的

突出块，进而转换为感应到穿刺针的深度，能够使得取样更加准确，同时为患者减少可不必

要的疼痛；本发明操作简单，智能化结构有效地减少了医护人员的工作量，适合大量推广。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穿刺针伸出时的外侧端剖视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穿刺针未伸出时的外侧端剖视图；

[0019] 其中，1-枪体、11-后置枪管、111-滑行槽、112-缓冲槽、113-标位槽、12-前置枪头、

120-固定密封头、13-把手、131-制动快捷开关、132-负压快捷开关、2-取样针、21-引流针、

210-引流口、22-穿刺针、3-制动装置、31-制动连杆、4-引流装置、41-引流头、42-负压头、

43-连接头、44-负压装置、5-收集瓶、6-电源装置、71-前置探头、72-后置探头、81-控制器、

82-触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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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如图1所示的一种肿瘤取样装置，主要包括取样枪和控制装置；取样枪包括枪体1、

取样针2、制动装置3、收集组件和电源装置6，收集组件包括引流装置4和收集瓶5；枪体1包

括后置枪管11、前置枪头12和把手13，后置枪管11内部设置有滑行槽111和缓冲槽112；取样

针2包括引流针21和穿刺针22；引流装置4包括引流头41、负压头42、连接头43和负压装置

44；控制装置包括控制器81和触摸屏82；滑行槽111设置在后置枪管11内部靠后位置，缓冲

槽112设置在后置枪管11内部靠前位置，且滑行槽111、缓冲槽112都位于后置枪管11的中轴

线上，滑行槽111、缓冲槽112之间贯通；前置枪头12设置在后置枪管11的前端；把手13设置

在后置枪管11的后端下侧；制动装置3设置在后置枪管11后端，制动装置3上设置有制动连

杆31，制动连杆31的前端贯穿后置枪管11，位于滑行槽111内部，且制动装置3为制动连杆31

提供动力；引流针21设置在制动连杆31的前端，引流针21上设置有引流口210，穿刺针22设

置在引流针21前端，制动连杆31能够带动引流针21、穿刺针22在滑行槽111、缓冲槽112上前

后滑动；引流头41设置在滑行槽111的下端，负压头42设置在引流头41下端，负压头42通过

引流头41与滑行槽111连接，连接头43设置在后置枪管11下端，连接头43与引流头41连接，

负压装置44设置在把手13内部，负压装置44与引流头41连接；收集瓶5与连接头43螺纹连

接；电源装置6设置在把手13内部，电源装置6为制动装置3提供电源；控制器81与制动装置

3、电源装置6连接，触摸屏82与控制器81连接。

[0021] 其中，后置枪管11与前置枪头12为螺纹连接，且连接处设置有密封垫片；前置枪头

12前端镶嵌设置有固定密封头120；后置枪管11内部最前端设置有标位槽113，标位槽113上

设置有红外感应探头，把手13内部设置有红外感应装置，红外感应探头与红外感应装置连

接，红外感应装置与控制器81连接；红外感应探头包括前置探头71和后置探头72，前置探头

71设置在标位槽113前端，后置探头72设置在标位槽113后端；前置探头71和后置探头72都

有两个，两个前置探头71设置在标位槽113前端上、下两侧，两个后置探头72设置在标位槽

113后端上、下两侧；把手13上设置有制动快捷开关131和负压快捷开关132；收集瓶5采用聚

丙烯材料，收集瓶5上端活动设置有密封盖，当收集瓶5从连接头43取下时能够与密封盖活

动连接，且收集瓶5上设置有标位尺码。

[0022]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使用前，先将收集瓶5安装在连接头43上；使用时，使用者手持

把手13，利用控制器81和触摸屏82发出指令，控制制动装置3运行，使得穿刺针21穿刺至患

者体内，然后通过制动快捷开关131进行微调，通过前置探头71和后置探头72进行深度的确

定；再通过负压快捷开关132打开负压装置44进行取样，观察收集瓶5的取样情况及时关闭

负压快捷开关132；取样完毕后，取下观察收集瓶5，用密封盖盖住。

[0023] 临床应用实例

[0024] 贵州省某医院在2018年3月4日至2018年5月25日对100名患者通过本发明装置进

行肿瘤取样。100名患者都取样成功。其中，表1是取样后肿瘤细胞的存活率；表2是对患者取

样后的针对取样时的疼痛感调研结果；

[0025] 表1：肿瘤细胞的存活率

[0026] 存活率(％) ＜80 80-85 85-90 90-95 ＞95

患者数(位) 2 23 39 35 1

[0027] 结论：由表1可以看出，利用本发明进行肿瘤取样后，取到的肿瘤细胞有较高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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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率。

[0028] 表2：患者取样时疼痛感

[0029] 疼痛感 无疼痛感 轻微疼痛感 强烈疼痛感

患者数(位) 75 23 2

[0030] 结论：由表2可以看出，由表2可以看出，利用本发明进行肿瘤取样时，患者基本无

强烈的痛感，且75％的患者无疼痛感，利用本发明进行肿瘤取样时有较为舒适的治疗体验。

[0031]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

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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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109171825 B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