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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子弹式贯通伤口封堵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领域，特别为一种子弹

式贯通伤口封堵装置。本发明包括填塞物及外

壳，外壳覆设在填塞物外表面上，外壳上设有若

干个进水孔；所述填塞物由吸水后可膨胀材料制

成,所述外壳的外形为子弹状。本发明能够提高

患者存活率、使患者的生命体征维持稳定、操作

简单携带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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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子弹式贯通伤口封堵装置，其特征在于：它包括填塞物(1)及外壳(2)，外壳(2)

覆设在填塞物(1)外表面上，外壳(2)上设有若干个进水孔(3)，进水孔(3)分布在外壳(2)与

弹孔组织相接触的位置上；所述填塞物(1)由吸水后可膨胀材料制成,所述外壳(2)的外形

为子弹状；

它还包括排气管(5)以及单向阀(6)；所述排气管(5)置于填塞物(1)内且排气管(5)的

两端分别延伸出外壳的前端和尾部，单向阀(6)安装在排气管(5)内且单向阀(6)向外壳尾

部的一侧打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子弹式贯通伤口封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2)中添设

有麻醉粉。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子弹式贯通伤口封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填塞物(1)由

Merocel高分子止血膨胀材料制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子弹式贯通伤口封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填塞物(1)由高

膨溶壳聚糖海绵制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子弹式贯通伤口封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填塞物(1)由瑞

纳水凝胶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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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弹式贯通伤口封堵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领域，特别为一种子弹式贯通伤口封堵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外科医疗领域，贯通伤是很常见的一种致命伤。贯通伤通常是由于被异物插入

贯穿、划破或者在战场上被枪弹或者流弹的碎片所击中，若不及时对伤口进行妥善的处置，

则会造成患者失血过多危急生命；同时若是胸腔位置的贯通伤还会引起气胸或者血气胸等

并发症，严重时会引起纵膈摆动造成神经性心脏骤停。

[0003] 对于贯通伤，现在医学中最重要的治疗理论就是将开放伤贯通伤即为典型的一种

开放伤通过封堵从而转化成封闭伤而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治疗。传统的治疗手段通常有三

种：1.通过手术的方式将皮表的伤口处缝扎起来；2.采用医用胶贴直接贴覆在伤口上；3.使

用三角巾包扎伤口。然而这些传统的办法存在缺陷：

[0004] 1.对于贯通伤来说通常都是贯穿皮肤组织的，而传统的治疗手段只是对皮表的伤

口处进行止血处理，其只能阻止血液流出体外，而位于人体内的伤口侧壁组织中的血液依

然没有被封堵，造成内出血；

[0005] 2.传统的办法对伤口处没有妥善处理，容易造成二次污染，引起伤口处感染；

[0006] 3.操作复杂，无法单手操作，尤其是在战场上很难以实现单兵自救的目的。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够提高患者存活率、使患者的生命体征维持稳定、

操作简单携带方便的子弹式贯通伤口封堵装置。

[0008] 本发明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一种子弹式贯通伤口封堵装置，其特征在于：它包

括填塞物及外壳，外壳覆设在填塞物外表面上，外壳上设有若干个进水孔；所述填塞物由吸

水后可膨胀材料制成,所述外壳的外形为子弹状。

[0009] 较之前技术而言，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0] 1、将本发明塞入伤口后，填塞物吸水后自动膨胀并与整个贯通伤的伤口完全吻合

从而起到完全止血的作用；

[0011] 2、本发明体积小质量轻，便于携带，使用时直接将本发明塞入弹孔中即可，操作简

单、可单手操作使用方便；

[0012] 3、使用排气管后还能同时治疗患者的气胸或血气胸的病症。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立体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半剖立体示意图；

[0015] 图3为排气管截面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使用状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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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标号说明：1-填塞物、2-外壳、3-进水孔、4-囊体、5-排气管、6-单向阀、7-固定带、

8-副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对本发明做详细说明：

[0019] 本发明包括填塞物1及外壳2，外壳2覆设在填塞物1外表面上，外壳2上设有若干个

进水孔3；所述填塞物1由吸水后可膨胀材料制成。

[0020] 填塞物1的作用是封堵中枪部位的弹孔，填塞物1采用吸水后可膨胀材料制成通常

质地较软，因此很难塞入弹孔中。而外壳2的作用正是为填塞物1提供一个相对坚硬的外表

并能使填塞物1维持一定的形状方便填塞物1塞入弹孔中；外壳2还具有一定的防水效果起

到保护填塞物1的作用；在未使用时，能将空气中的水汽或者手上的汗液阻隔在外面，避免

了填塞物1因吸水膨胀而失效，有效的延长了本发明的使用有效期。外壳2通常采用壳聚糖

制作，采用生物明胶亦可。

[0021] 进水孔3的作用是让组织液或血液从外部进入到填塞物1中使其吸水膨胀。为了使

外壳2能够起到很好的起到防水效果，进水孔3的口径因设置的尽可能小且分布在外壳2与

弹孔组织相接触的位置上。

[0022] 使用时，将填塞物1前端直接塞入中枪部位的弹孔中，弹孔内壁上的组织液或/和

血液就会通过进水孔3被填塞物1所吸收，填塞物1吸水膨胀后逐渐将弹孔的上下两口封闭

从而达到封堵弹孔的效果，使用简单方便且体积小便于战士行军打战的时候随身携带。

[0023] 进一步的，它还包括排气管5以及单向阀6；所述排气管5置于填塞物1内且排气管5

的两端分别延伸出外壳的前端和尾部，单向阀6安装在排气管5内且单向阀6向外壳尾部的

一侧打开。

[0024] 当胸腹腔发生贯通伤时通常容易出现气胸和血气胸，排气管5的作用就是将胸腹

腔内的气体排出达到治疗气胸和血气胸的目的，单向阀6的作用是防止外界的气体回流至

胸腹腔内。

[0025] 进一步的，它还包括固定带7，固定带7盘卷在排气管5尾端的外壁上。

[0026] 固定带7的作用是使得本发明进一步固定在伤口处，避免因患者活动等因素造成

本发明从伤口处掉落，起到加固的作用。使用方法为：当填塞物1放入弹孔后，将盘卷着的固

定带7拉开并捆绑在身体上。

[0027] 进一步的，它还包括副管8，副管8设置在排气管5内，副管8的前端穿过单向阀6，副

管8的尾端从排气管5的尾端伸出。

[0028] 治疗中，可通过副管8向体内注射辅助治疗的药物或者是注水冲洗。

[0029] 进一步的，它还包括囊体4，囊体4位于外壳2尾部表面，囊体4内含有凡士林以及麻

醉剂。

[0030] 囊体4的作用是将中枪处的伤口与外界隔离开来，同时凡士林还有消炎杀菌的作

用，而麻醉剂可以减轻伤口处的疼痛感。使用的方法为：当填塞物1放入弹孔后，用手轻轻将

囊体4挤破让里面的物质流出并从伤口附近弥散开来。

[0031] 进一步的，所述外壳2中添设有麻醉粉。

[0032] 麻醉粉的作用是降低患者的痛苦，在填塞物1吸水膨胀时外壳2内的麻醉粉会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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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液或血液中起到麻醉弹孔附近组织的作用。

[0033] 进一步的，所述外壳2的外形为子弹状。

[0034] 这样的外形使得使用者更容易将本发明置入到弹孔中去。同时方便使用者辨别本

产品的头尾端，避免使用失误，当然采用其他方式标注亦可。

[0035] 进一步的，所述填塞物1由Merocel高分子止血膨胀材料制成。

[0036] Merocel是由聚乙烯醇和醛反应而生成的乙缩醇高分子材料，它具有高度的亲水

性和膨胀性，吸收液体后可迅速膨胀，体积可达原来的10倍，因而该材料非常适合作为填塞

物1的材料，能达到最好的使用效果。当然，亦可采用现有技术中具有同等效果的材料替代。

[0037] 进一步的，所述填塞物1由高膨溶壳聚糖海绵制成。

[0038] 进一步的，所述填塞物1由瑞纳水凝胶制成。

[0039] 填塞物1还可以采用以上两种材料代替，除此之外其余具有吸水膨胀功能的材料

亦可。

[0040] 尽管本发明采用具体实施例及其替代方式对本发明进行示意和说明，但应当理

解，只要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范围内的各种变化和修改均可实施。因此，应当理解除了受随

附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条件的限制外，本发明不受任何意义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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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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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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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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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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