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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

肿瘤科临床活检样本取样装置，包括外盒、穿刺

针、取样管和推杆，所述穿刺针插接于外盒内，所

述取样管由两个半环形的取样针扣合而成且插

接于穿刺针内左端，其一取样针左右两端分别固

接有第一切割线和第二切割线，所述外盒上两连

接杆于外盒内部均固接有L形杆，L形杆固接有与

穿刺针上齿轮相啮合的齿条，所述推杆插接于穿

刺针内，推杆左端固接有推块。本发明结构设计

合理，通过将穿刺针插入肿瘤组织内使得表皮及

肌肉组织进入至穿刺针内取样管右侧，肿瘤组织

进入取样管内，按压握环可使取样管转动，利用

第一切割线和第二切割线可切割肿瘤组织，利用

推杆将取样管推出即可得到纯粹的肿瘤组织样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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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肿瘤科临床活检样本取样装置，包括外盒、穿刺针、取样管和推杆，其特征在于：

所述穿刺针中空且插接于外盒内，右端穿出外盒右端面并固接有与外盒右端开口相适匹配

的工字形限位环，穿刺针右侧于外盒内部固定套接有齿轮，所述取样管由两个半环形的取

样针扣合而成，取样管插接于穿刺针内左端，每个取样针上下两端右端均固接有滑块，其中

一取样针内壁左端固接有第一切割线，右端固接有第二切割线，第一切割线和第二切割线

均为细金属丝，所述穿刺针左侧上下内壁设有滑槽，所述滑块插接于滑槽内，所述外盒前后

两端插接有连接杆，连接杆于外盒外一端固接有握环，且于外盒外的部分套接有第一支撑

弹簧，所述第一支撑弹簧一端固接握环，另一端固接外盒外壁，两连接杆于外盒内部分别固

接有向穿刺针上方和下方弯折的L形杆，所述L形杆固接有与所述齿轮相啮合的齿条，所述

推杆于穿刺针右端插接于穿刺针内，推杆右端固接有推柄，推杆左端固接有推块，所述推块

为网格状合金材质，所述穿刺针右端内壁上固接有限位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肿瘤科临床活检样本取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盒内

壁前端面固接有电池盒，电池盒内设有纽扣电池，外盒前端面于电池盒右侧固接有开关按

钮，外盒左端面前后两侧固接有LED灯，所述纽扣电池、开关按钮和LED灯电性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肿瘤科临床活检样本取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穿刺针

上设有刻度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肿瘤科临床活检样本取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盒左

端面前后两侧固接有套筒，套筒内插接有支撑腿，所述支撑腿右端固接有第二支撑弹簧，所

述第二支撑弹簧右端固接套筒右端内壁，所述支撑腿左端固接有支撑脚，支撑脚左端面固

接有硅胶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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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肿瘤科临床活检样本取样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肿瘤科临床活检样本取样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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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无论在细胞形态和组织结构上，都与其发

源的正常组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肿瘤分为良性和恶性，并不一定所有肿瘤都是癌症，只有

恶性肿瘤才能称之为癌症，为准确判断病人肿瘤的种类，需要对患者患病处的细胞采样进

行分析，因而需要专门的肿瘤取样装置。传统的肿瘤取样装置大多采用注射器或切片采样，

不仅操作复杂，而且多利用负压将样本吸出，很容易造成样本损坏，如在公告号为

CN107898479A的中国发明专利中，公布了一种方便操作的肿瘤细胞取样装置，通过按压活

动块使得活动杆向左运动，利用气囊的形变带动推杆推动橡胶块夹持活动杆以使活动杆停

止转动，利用复位弹簧、卷簧和气囊发使得活动杆反转复位，操作简单。但是与大多数肿瘤

细胞取样装置类似，该发明在穿刺后取出的样本不仅包括肿瘤细胞，也包括部分表皮及肌

肉组织，对样本的纯粹性造成了一定影响，因而需要进一步改进。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上述技术缺点提供一种肿瘤科临床活检样本取样装置，

通过将穿刺针插入肿瘤组织内使得表皮及肌肉组织进入至穿刺针内取样管右侧，肿瘤组织

进入取样管内，按压握环可使取样管转动，利用第一切割线和第二切割线可切割肿瘤组织，

利用推杆将取样管推出即可得到纯粹的肿瘤组织样本。

[0004] 本发明解决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肿瘤科临床活检样本取样装置，包

括外盒、穿刺针、取样管和推杆，所述穿刺针中空且插接于外盒内，右端穿出外盒右端面并

固接有与外盒右端开口相适匹配的工字形限位环，以保证穿刺针仅可转动不可以左右移

动，穿刺针右侧于外盒内部固定套接有齿轮，所述取样管由两个半环形的取样针扣合而成，

取样管插接于穿刺针内左端，每个取样针上下两端右端均固接有滑块，其中一取样针内壁

左端固接有第一切割线，右端固接有第二切割线，第一切割线和第二切割线均为细金属丝，

所述穿刺针左侧上下内壁设有滑槽，所述滑块插接于滑槽内，以保证取样管仅可左右滑动，

同时保证两取样针紧紧扣合，不会分开，所述外盒前后两端插接有连接杆，连接杆于外盒外

一端固接有握环，且于外盒外的部分套接有第一支撑弹簧，所述第一支撑弹簧一端固接握

环，另一端固接外盒外壁，两连接杆于外盒内部分别固接有向穿刺针上方和下方弯折的L形

杆，所述L形杆固接有与所述齿轮相啮合的齿条，将两指插入握环内，按压握环使连接杆向

外盒内移动，即可推动L形杆使其带动齿轮转动，进而带动穿刺针转动，松开握环则L形杆在

第一支撑弹簧的作用下复位，如此反复可使穿刺针转动多次，以实现彻底切割，所述推杆于

穿刺针右端插接于穿刺针内，推杆右端固接有推柄，推杆左端固接有推块，所述推块为网格

状合金材质，所述穿刺针右端内壁上固接有限位圈，由于穿刺针与取样管通过滑槽与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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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接，当穿刺针转动时，取样管也将转动，将穿刺针插入病人肿瘤细胞，则此时表皮及肌肉

组织进入至穿刺针内取样管右侧，取样管内则为肿瘤组织，取样管转动，则第一切割线和第

二切割线将同时转动，第二切割线用于切割与肿瘤组织相连的表皮及肌肉组织，使其与肿

瘤组织分离，第一切割线则用于切割肿瘤组织和肿瘤细胞，使取样管内肿瘤样本与肿瘤细

胞分离，此时拔出穿刺针，则样本被取出，推动推柄，利用推杆将取样管沿滑槽推出，使其掉

落至事先准备好的存放样本的容器内，此时由于缺乏滑槽对两取样针上滑块的挤压，两取

样针可自行分离，用医用镊子将两取样针取走，即可得到纯粹的肿瘤组织样本，而已与肿瘤

组织分离的其他组织仍旧停留在穿刺针内，进一步推动推杆即可将其推出，这些无用的表

皮及肌肉组织直接推至医用垃圾桶内处理掉即可，限位圈用于防止推杆晃动，并不会完全

封闭穿刺针，加之推块呈网格状，气体可从穿刺针内排出，防止因穿刺针内气体本身气压阻

碍样本的进入。

[0005] 进一步的，所述外盒内壁前端面固接有电池盒，电池盒内设有纽扣电池，外盒前端

面于电池盒右侧固接有开关按钮，外盒左端面前后两侧固接有LED灯，所述纽扣电池、开关

按钮和LED灯电性连接，按下开关按钮，可使LED灯点亮以为穿刺提供光照，位于外盒一侧的

开关按钮便于操作。

[0006] 进一步的，所述穿刺针上设有刻度线，以便控制穿刺的深度，同时使肿瘤样本完全

进入至取样管内，防止取样管内残余表皮及肌肉组织。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外盒左端面前后两侧固接有套筒，套筒内插接有支撑腿，所述支撑

腿右端固接有第二支撑弹簧，所述第二支撑弹簧右端固接套筒右端内壁，使用该发明进行

穿刺取样时，利用支撑腿可对装置进行支撑，使得穿刺操作更加稳定，所述支撑腿左端固接

有支撑脚，支撑脚左端面固接有硅胶垫，以减小病人的不适感。

[0008] 本发明所具有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结构设计合理，将两指插入握环内，对准被穿

刺部位，以支撑腿作为支撑即可将穿刺针针头插入至病人肿瘤组织内，通过按压握环使连

接杆向外盒内移动，即可带动齿轮转动，进而带动穿刺针转动，松开握环则L形杆在第一支

撑弹簧的作用下复位，如此反复可使穿刺针转动多次，以实现彻底切割，由于穿刺针与取样

管通过滑槽与滑块槽接，当穿刺针转动时，取样管也将转动，当穿刺针插入病人肿瘤细胞

时，表皮及肌肉组织进入至穿刺针内取样管右侧，取样管内则为肿瘤组织，取样管转动，则

第一切割线和第二切割线将同时转动，第二切割线用于切割与肿瘤组织相连的表皮及肌肉

组织，使其与肿瘤组织分离，第一切割线则用于切割肿瘤组织和肿瘤细胞，使取样管内肿瘤

样本与肿瘤细胞分离，此时拔出穿刺针，则样本则被取出，通过推动推柄，利用推杆即可将

取样管沿滑槽推出，使其掉落至事先准备好的存放样本的容器内以进行检验，此时两取样

针可自行分离，用医用镊子将两取样针取走，即可得到纯粹的肿瘤组织样本，而已与肿瘤组

织分离的其他组织仍旧停留在穿刺针内，进一步推动推杆即可将其推出，这些无用的表皮

及肌肉组织直接推至医用垃圾桶内处理掉即可，限位圈用于防止推杆晃动，并不会完全封

闭穿刺针，加之推块呈网格状，气体可从穿刺针内排出，防止因穿刺针内气体本身气压阻碍

样本的进入。

附图说明

[0009] 附图1为本发明的外部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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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附图2为本发明的横切面示意图。

[0011] 附图3为本发明附图2中a部分的局部放大图。

[0012] 附图4为本发明的内部结构俯视图。

[0013] 附图5为本发明所述穿刺针与取样管的纵切面示意图。

[0014] 附图6为本发明所述外盒于齿轮部位的纵切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1~6对本发明做以下详细说明。

[0016] 如图1~6所示，本发明包括外盒1、穿刺针2、取样管5和推杆13，所述穿刺针2中空且

插接于外盒1内，右端穿出外盒1右端面并固接有与外盒1右端开口相适匹配的工字形限位

环3，以保证穿刺针2仅可转动不可以左右移动，穿刺针2右侧于外盒1内部固定套接有齿轮

4，所述取样管5由两个半环形的取样针5-1扣合而成，取样管5插接于穿刺针2内左端，每个

取样针5-1上下两端右端均固接有滑块5-2，其中一取样针5-1内壁左端固接有第一切割线

6，右端固接有第二切割线7，第一切割线6和第二切割线7均为细金属丝，所述穿刺针2左侧

上下内壁设有滑槽2-1，所述滑块5-2插接于滑槽2-1内，以保证取样管5仅可左右滑动，同时

保证两取样针5-1紧紧扣合，不会分开，所述外盒1前后两端插接有连接杆8，连接杆8于外盒

1外一端固接有握环9，且于外盒1外的部分套接有第一支撑弹簧10，所述第一支撑弹簧10一

端固接握环9，另一端固接外盒1外壁，两连接杆8于外盒1内部分别固接有向穿刺针2上方和

下方弯折的L形杆11，所述L形杆11固接有与所述齿轮4相啮合的齿条12，将两指插入握环9

内，按压握环9使连接杆8向外盒1内移动，即可推动L形杆11使其带动齿轮4转动，进而带动

穿刺针2转动，松开握环9则L形杆11在第一支撑弹簧10的作用下复位，如此反复可使穿刺针

2转动多次，以实现彻底切割，所述推杆13于穿刺针2右端插接于穿刺针2内，推杆13右端固

接有推柄14，推杆13左端固接有推块15，所述推块15为网格状合金材质，所述穿刺针2右端

内壁上固接有限位圈16，限位圈16用于防止推杆13晃动，并不会完全封闭穿刺针2，加之推

块15呈网格状，气体可从穿刺针2内排出，防止因穿刺针2内气体本身气压阻碍样本的进入。

[001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外盒1内壁前端面固接有电池盒17，电池盒17内设有纽扣电池

18，外盒1前端面于电池盒17右侧固接有开关按钮19，外盒1左端面前后两侧固接有LED灯

20，所述纽扣电池18、开关按钮19和LED灯20电性连接，按下开关按钮19，可使LED灯20点亮

以为穿刺提供光照，位于外盒1一侧的开关按钮19便于操作。

[0018]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穿刺针2上设有刻度线21，以便控制穿刺的深度，同时使肿瘤

样本完全进入至取样管5内，防止取样管5内残余表皮及肌肉组织。

[0019]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外盒1左端面前后两侧固接有套筒22，套筒22内插接有支撑腿

23，所述支撑腿23右端固接有第二支撑弹簧24，所述第二支撑弹簧24右端固接套筒22右端

内壁，使用该发明进行穿刺取样时，利用支撑腿23可对装置进行支撑，使得穿刺操作更加稳

定，所述支撑腿23左端固接有支撑脚25，支撑脚25左端面固接有硅胶垫26，以减小病人的不

适感。

[0020] 使用本发明时，首先利用医用镊子镊住两取样针5-1使二者扣合并沿滑槽2-1置入

至穿刺针2内，事先确定好穿刺部位，将两指插入握环9内，对准被穿刺部位，以支撑腿23作

为支撑将穿刺针2针头插入至病人肿瘤组织内，按压握环9使连接杆8向外盒1内移动，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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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L形杆11使其带动齿轮4转动，进而带动穿刺针2转动，松开握环9则L形杆11在第一支撑弹

簧10的作用下复位，如此反复可使穿刺针2转动多次，以实现彻底切割，由于穿刺针2与取样

管5通过滑槽2-1与滑块5-2槽接，当穿刺针2转动时，取样管5也将转动，将穿刺针2插入病人

肿瘤细胞，则此时表皮及肌肉组织进入至穿刺针2内取样管5右侧，取样管5内则为肿瘤组

织，取样管5转动，则第一切割线6和第二切割线7将同时转动，第二切割线7用于切割与肿瘤

组织相连的表皮及肌肉组织，使其与肿瘤组织分离，第一切割线6则用于切割肿瘤组织和肿

瘤细胞，使取样管5内肿瘤样本与肿瘤细胞分离，此时拔出穿刺针2，则样本被取出；推动推

柄14，利用推杆13将取样管5沿滑槽2-1推出，使其掉落至事先准备好的存放样本的容器内，

此时由于缺乏滑槽2-1对两取样针5-1上滑块5-2的挤压，两取样针5-1可自行分离，用医用

镊子将两取样针5-1取走，即可得到纯粹的肿瘤组织样本，而已与肿瘤组织分离的其他组织

仍旧停留在穿刺针2内，进一步推动推杆13即可将其推出，这些无用的表皮及肌肉组织直接

推至医用垃圾桶内处理掉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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