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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可开闭的膀胱治疗灌

洗设备，所述灌洗设备设有连接头、连接管、三通

阀、正压接头、注射器；所述灌洗设备还设有导尿

管；所述连接头一端与连接管连接，另一端与导

尿管连接；所述连接管远离连接头的一端与三通

阀连接；所述正压接头固定于三通阀门上。其优

点表现在：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可以保护护士遭

受化疗药液伤害固定紧密，并且拆卸安装方便，

既保证安全，又增加操作便利性，避免药液浪费，

可以充分达到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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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开闭的膀胱治疗灌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灌洗设备设有连接头、连接管、

三通阀、正压接头、注射器；所述灌洗设备还设有导尿管；所述连接头一端与连接管连接，另

一端与导尿管连接；所述连接管远离连接头的一端与三通阀连接；所述正压接头一端固定

于三通阀门上，正压接头的另一端固定在注射器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开闭的膀胱治疗灌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头包

括插接管、抱紧环、限位板；所述插接管固定于限位板上；所述抱紧环与限位板为活动链接；

所述三通阀设有一号三通接口、二号三通接口、三号三通接口、三通阀阀门；所述一号三通

接口与正压接头连接；所述连接管与三通阀上的三号三通阀接口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开闭的膀胱治疗灌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抱紧环由

第一抱紧框、第二抱紧框、转轴、插块、插孔、密封垫组成；所述转轴固定于限位板上；所述第

一抱紧框与第二抱紧框与转轴活动连接；所述第一抱紧框远离转轴的一端设有插块，所述

第二抱紧框远离转轴的一端连接有插孔，所述第一抱紧框与第二抱紧框的内部均连接有密

封垫。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可开闭的膀胱治疗灌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插接管插

接在导尿管内部，插接管直径大于导尿管内径，采用过盈配合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可开闭的膀胱治疗灌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孔为圆

柱形孔槽结构，所述插块为圆柱体结构，所述插块与插孔尺寸相符合，可以配合锁紧固定；

所述第一抱紧框与第二抱紧框可通过插块与插孔相配合形成一个完整抱紧环；所述第一抱

紧框与第二抱紧框可以绕转轴转动；所述抱紧环可以抱紧固定插接管与导尿管结合处；所

述密封垫采用柔软橡胶材料制成。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可开闭的膀胱治疗灌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管与

连接头为一体成型；所述二号三通接口被严密封闭；所述三号三通接口与连接管连接；所述

三通阀阀门可以调节三通阀内部连接关系，通过旋转三通阀阀门，能使三号三通接口与一

号三通接口相通，或使三号三通接口与二号三通接口相通。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可开闭的膀胱治疗灌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注射器通

过正压接头与灌洗器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可开闭的膀胱治疗灌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抱紧

框与第二抱紧框的结构相同，对称设置，所述第一抱紧框与第二抱紧框均为C型结构，且第

一抱紧框与第二抱紧框的C型开口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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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开闭的膀胱治疗灌洗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可开闭的膀胱治疗灌洗设

备。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泌尿系统疾病，如泌尿系结石，膀胱、尿道损伤，肾盂及输尿管处梗阻，

前列腺增生，肾脓肿，急慢性膀胱炎及肾积水等，常需进行膀胱灌洗，导管灌洗疗法是膀胱

疾病的常用治疗方法之一，通过疏通导管，清除积聚的分泌物及其产生的化学物质，从而消

除肿块和疼痛，阻止其癌变。

[0003] 临床上很多患者需要行膀胱灌洗药液治疗，如膀胱癌患者术后需行膀胱灌洗化疗

等，但是目前尚无统一、适用的灌洗导管，很多临床医师借用导尿管进行膀胱灌洗，现有的

膀胱灌洗装置中乳胶头无法直接冲药水，需要连接一个接头，以及针头，护士在冲药过程

中，由于连接不紧密，容易发生化疗药外渗，对护士人身造成伤害，灌洗结束后只能将原本

可以使用1个月以上的导尿管按一次性材料弃用，不仅花费较高、易造成医疗资源浪费，而

且在灌注过程中易发生药液的返流和外溢，使操作难度加大、药液损耗，甚至因膀胱内药液

剂量和浓度的降低而影响膀胱灌洗效果。且药液灌注完毕后，需要拔出尿管，又需要药液尽

量长时间留在膀胱内，患者常常会出现尿频，尿急现象，提前解尿，影响药液疗效，由于化疗

药较昂贵，过早排尿对患者来说是一种损失，为此需要设计出一种可开闭的膀胱治疗灌洗

设备来解决上述问题。

[0004] 中国专利申请：CN201220032131.4，公开了一种一次性单腔膀胱灌洗导管，该导管

前端为尖头型盲端，导管前端有侧孔，导管末端膨大呈筒状，并填塞单向阀门，单向阀门中

央设有针尖样小裂孔，单向阀门外包绕阀门套。该导管不仅造价低廉，而且使用方便，注入

的药液不会外溢和返流，大大降低了膀胱灌洗的操作难度并能最大限度保证所需药液全部

注入膀胱，全套导管经环氧乙烷灭菌处理，符合膀胱灌洗无菌操作的要求，对于同时合并排

尿困难、普通双腔导尿管不易置入的老年男性患者更为适用。但是关于一种可以避免药液

外渗，保持药液长时间留在膀胱，并可以在需要排尿时抽出药液，排尿后重新灌入的灌洗设

备则未见公开。

[0005] 综上所述，亟需一种可以避免药液外渗，保持药液长时间留在膀胱，并可以在需要

排尿时抽出药液，排尿后重新灌入的灌洗设备，目前这种设备还未见报道。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可开闭的膀胱治疗灌洗设备。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可开闭的膀胱治疗灌洗设备，所述灌洗设备设有连接头、连接管、三通阀、正

压接头、注射器；所述灌洗设备还设有导尿管；所述连接头一端与连接管连接，另一端与导

尿管连接；所述连接管远离连接头的一端与三通阀连接；所述正压接头一端固定于三通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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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上，正压接头的另一端固定在注射器上。

[0009]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连接头包括插接管、抱紧环、限位板；所述插接管

固定于限位板上；所述抱紧环与限位板为活动链接。

[0010]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抱紧环由第一抱紧框、第二抱紧框、转轴、插块、插

孔、密封垫组成；所述转轴固定于限位板上；所述第一抱紧框与第二抱紧框与转轴活动连

接；所述第一抱紧框远离转轴的一端设有插块，所述第二抱紧框远离转轴的一端连接有插

孔，所述第一抱紧框与第二抱紧框的内部均连接有密封垫。

[0011]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插接管插接在导尿管内部，插接管直径大于导尿

管内径，采用过盈配合连接。

[0012]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插孔为圆柱形孔槽结构，所述插块为圆柱体结构，

所述插块与插孔尺寸相符合，可以配合锁紧固定；所述第一抱紧框与第二抱紧框可通过插

块与插孔相配合形成一个完整抱紧环；所述第一抱紧框与第二抱紧框可以绕转轴转动；所

述抱紧环可以抱紧固定插接管与导尿管结合处；所述密封垫采用柔软橡胶材料制成。

[0013]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连接管与连接头为一体成型；所述二号三通接口

被严密封闭；所述三号三通接口与连接管连接；所述三通阀阀门可以调节三通阀内部连接

关系，通过旋转三通阀阀门，能使三号三通接口与一号三通接口相通，或使三号三通接口与

二号三通接口相通。

[0014]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注射器通过正压接头与灌洗器连接。

[0015]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第一抱紧框与第二抱紧框的结构相同，对称设置，

所述第一抱紧框与第二抱紧框均为C型结构，且第一抱紧框与第二抱紧框的C型开口相对。

[0016] 本实用新型优点在于：

[0017] 1、本实用新型一种可开闭的膀胱治疗灌洗设备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所述连接头

与导尿管之间采用过盈连接，连接紧密，药液无法渗出，可以保护护士遭受化疗药液伤害。

[0018] 2、所述连接头使用抱紧环和插接管双重固定装置，并设有密封垫，固定紧密，并且

拆卸安装方便，既保证安全，又增加操作便利性。

[0019] 3、所述三通阀可以调节成联通和关闭状态，可以在不拔出导尿管情况下保留药液

治疗，避免了用一次药换一次导尿管，减少浪费；所述正压接头可以在注射器拔出后产生一

个正向气压，避免药液渗出，并且可以反复拔插注射器。

[0020] 4、病人在灌药后容易产生尿急的感觉，所述灌洗器可以将注射器插入正压接头，

抽出部分药液，待病人排尿后，重新注入，避免药液浪费，可以充分达到治疗效果。

附图说明

[0021] 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可开闭的膀胱治疗灌洗设备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2是三通阀部分放大示意图。

[0023] 附图3是连接头侧面结构图。

[0024] 附图4是连接头俯视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实施例并参照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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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附图中涉及的附图标记和组成部分如下所示：

[0027] 1.连接头               11.限位板

[0028] 12.抱紧环              121.第一抱紧框

[0029] 122.第二抱紧框         123.转轴

[0030] 124.插块               125.插孔

[0031] 126.密封垫             13.插接管

[0032] 2.连接管               3.三通阀

[0033] 31.一号三通接口        32.二号三通接口

[0034] 33.三号三通接口        34.三通阀阀门

[0035] 4.正压接头             5.注射器

[0036] 6.导尿管

[0037] 请参照图1，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可开闭的膀胱治疗灌洗设备结构示意图，所述

灌洗设备设有连接头1、连接管2、三通阀3、正压接头4、注射器5；所述灌洗设备还设有导尿

管6；所述连接头1一端与连接管2连接，另一端与导尿管6连接；所述连接管2远离连接头1的

一端与三通阀3连接；所述正压接头4一端固定于三通阀3上；所述的正压接头4的另一端固

定在注射器5上。

[0038] 请参照图2，图2是三通阀3部分放大示意图，所述三通阀设有一号三通接口31、二

号三通接口32、三号三通接口33、三通阀阀门34；所述一号三通接口31与正压接头4连接；所

述连接管2与三通阀3上的三号三通阀接口33 连接。

[0039] 请参照图3，图3是连接头1侧面结构图，所述连接头包括插接管13、抱紧环12、限位

板11；所述插接管13固定于限位板11上；所述抱紧环12与限位板11为活动链接。

[0040] 请参照图4，图4是连接头1俯视结构图，所述抱紧环12由第一抱紧框  121、第二抱

紧框122、转轴123、插块124、插孔125、密封垫126组成；所述转轴123固定于限位板上；所述

第一抱紧框121与第二抱紧框122与转轴123 活动连接；所述第一抱紧框121远离转轴123的

一端开设有插块124，所述第二抱紧框122远离转轴123的一端连接有插孔125，所述第一抱

紧框121与第二抱紧框122的内部均连接有密封垫126。

[0041] 需要说明的是，所述插接管13插接在导尿管6内部，插接管13直径略大于导尿管6

内径，采用过盈连接；所述第一抱紧框121与第二抱紧框122的结构俯视图均为半环形，正视

图与侧视图为矩形，且尺寸相同；所述插孔125为圆柱形孔槽结构，所述插块124为圆柱体结

构，所述插块124与插孔125尺寸相符合，可以配合锁紧固定；所述第一抱紧框121与第二抱

紧框122可通过插块124与插孔125相配合形成一个完整抱紧环12；所述第一抱紧框121与第

二抱紧框122可以绕转轴123转动；所述抱紧环12可以抱紧固定插接管13与导尿管6结合处；

所述密封垫126采用柔软橡胶材料制成，对插接管13与导尿管6连接处进一步密封。

[0042] 所述连接管2与连接头1为一体成型；所述三号三通接口33与连接管2  连接；所述

三通阀阀门34可以调节三通阀内部连接关系，通过旋转三通阀阀门34，能使三号三通接口

33与一号三通接口31相通，或使三号三通接口33  与二号三通接口32相通；所述二号三通阀

接口32为完全密封，调节三通阀阀门34可以封闭灌洗器。

[0043] 所述注射器5通过正压接头4与灌洗器连接，将药液输入导尿管6中；所述正压接头

4可以在注射器5拔出后产生一个正压，避免药液渗出。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09154693 U

5



[0044] 本实用新型一种可开闭的膀胱治疗灌洗设备的使用方法：

[0045]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首先将导尿管6的一端设置在患者的膀胱中，再将注射器5

将化疗药物抽取后注射到患者膀胱中，通过正压接头4、三通阀3、连接管1与连接头1将注射

器5与导尿管6连接，连接头1通过插接管13插入导尿管6内，并通过抱紧环12将导尿管6与插

接管13抱紧固定，使灌洗器、注射器5与导尿管6连接紧密，使注射器5注射药物时，有效的避

免药物外漏，注射完毕后，拔出注射器，正压接头4产生正压将药液封锁在内,此时可以旋转

三通阀阀门34，使三号三通阀接口33与二号三通阀接口32相连，以暂时关闭灌洗器。并保留

导尿管，保证药液充分保留在膀胱内，在患者尿急时，可将化疗药液抽出，在患者放松休息

后，可重新将药液灌注到膀胱中，进行重新灌注。

[0046] 本实用新型一种可开闭的膀胱治疗灌洗设备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所述连接头与

导尿管之间采用过盈连接，连接紧密，药液无法渗出，可以保护护士遭受化疗药液伤害。所

述连接头使用抱紧环和插接管双重固定装置，并设有密封垫，固定紧密，并且拆卸安装方

便，既保证安全，又增加操作便利性。所述三通阀可以调节成联通和关闭状态，可以在不拔

出导尿管情况下保留药液治疗，避免了用一次药换一次导尿管，减少浪费。所述正压接头可

以在注射器拔出后产生一个正向气压，避免药液渗出，并且可以反复拔插注射器。病人在灌

药后容易产生尿急的感觉，所述灌洗器可以将注射器插入正压接头，抽出部分药液，待病人

排尿后，重新注入，避免药液浪费，可以充分达到治疗效果。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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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