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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新型微量采血管，包

括管体、管帽、储血泡一、储血泡二、中空吸管、信

息填写区、保温机构、内塞和硅胶材质内突，本实

用新型微量采血管令采集、处理、保存少量血液

的系列操作更加简便，减少现有的采血方法的繁

杂手工操作，节约中间时间，携带方便，安全可

靠，并保证血液的采集量，提高检出率，分次检测

不易出错，减少交叉感染，令异地送检更加方便

安全，并且让资料收集与采样过程结合的更加紧

密，大幅降低资料缺失和出错的可能性，并且在

长时间运输或温度较低时可对血液进行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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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微量采血管，包括管体(1)与管帽(2)，其特征在于：所述管体(1)前端为中

空吸管(13)，中间连有储血泡一(11)和储血泡二(12)，所述中空吸管(13)外部带有螺纹口，

所述管体(1)外随附有信息填写区(14)，所述管体(1)底部紧固有保温机构(15)，所述管帽

(2)内壁与中空吸管(13)外部的螺纹口螺纹配合，所述管帽(2)内壁中间设置有内塞(21)并

配有硅胶材质内突(2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新型微量采血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储血泡一(11)和储血泡

二(12)之间由毛细管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新型微量采血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储血泡一(11)和储血泡

二(12)的容积均为100μl，并且储血泡一(11)和储血泡二(12)内添加有细致均匀的喷雾状

添加剂EDTA-K2抗凝剂、Triton  X-100去垢剂及微量pH8.5的Tris-HCl试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新型微量采血管，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机构(15)由框座

(151)、电池(152)、铝箔发热片(153)、导热板(154)、硅胶板(155)和开关按钮(156)组成，所

述框座(151)内部左侧嵌有电池(152)，所述铝箔发热片(153)紧固于框座(151)内部中侧，

所述铝箔发热片(153)顶部设置有导热板(154)，并且导热板(154)左右两侧与框座(151)相

固定，所述导热板(154)顶部设置有硅胶板(155)，并且硅胶板(155)底部外侧与框座(151)

相贴合，所述硅胶板(155)顶部与管体(1)相贴合，所述开关按钮(156)设置于框座(151)底

部左侧，所述铝箔发热片(153)和开关按钮(156)均与电池(152)电连接，所述铝箔发热片

(153)与开关按钮(156)电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新型微量采血管，其特征在于：所述铝箔发热片(153)的加

热温度为30-45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新型微量采血管，其特征在于：所述信息填写区(14)用透明

粘性膜固定在管体(1)外一侧。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新型微量采血管，其特征在于：所述框座(151)后侧开设有

散热孔，并且散热孔的个数不少于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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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微量采血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应用于分子遗传学和医学领域，具体是一种新型微量采血管。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对医院检验科对血液的采集一般应用采血管，根据检验目的不同，管内可能

存放不同的添加剂；一些医院检验科及第三方检验所开展的基因检测项目对采集血量的要

求较少，常规的方法是用毛细吸管吸取少量受检者的末梢血或静脉血移至专用采血管中用

于检测；该方法步骤相对较多，手工操作繁杂，需多次转移和标记，如需多次检测的话还存

在一定的出错几率。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因此，为了解决上述不足，本实用新型在此提供一种新型微量采血管。

[0004] 本实用新型是这样实现的，构造一种新型微量采血管，该装置包括管体与管帽，所

述管体前端为中空吸管，中间连有储血泡一和储血泡二，所述中空吸管外部带有螺纹口，所

述管体外随附有信息填写区，所述管体底部紧固有保温机构，所述管帽内壁与中空吸管外

部的螺纹口螺纹配合，所述管帽内壁中间设置有内塞并配有硅胶材质内突。

[0005] 优选的，所述储血泡一和储血泡二之间由毛细管连接。

[0006] 优选的，所述储血泡一和储血泡二的容积均为100μl，并且储血泡一和储血泡二内

添加有细致均匀的喷雾状添加剂EDTA-K2抗凝剂、Triton  X-100去垢剂及微量pH8 .5的

Tris-HCl试剂。

[0007] 优选的，所述保温机构由框座、电池、铝箔发热片、导热板、硅胶板和开关按钮组

成，所述框座内部左侧嵌有电池，所述铝箔发热片紧固于框座内部中侧，所述铝箔发热片顶

部设置有导热板，并且导热板左右两侧与框座相固定，所述导热板顶部设置有硅胶板，并且

硅胶板底部外侧与框座相贴合，所述硅胶板顶部与管体相贴合，所述开关按钮设置于框座

底部左侧，所述铝箔发热片和开关按钮均与电池电连接，所述铝箔发热片与开关按钮电连

接。

[0008] 优选的，所述铝箔发热片的加热温度为30-45度。

[0009] 优选的，所述信息填写区用透明粘性膜固定在管体外一侧。

[0010] 优选的，所述框座后侧开设有散热孔，并且散热孔的个数不少于六个。

[0011] 优选的，所述管体为可快速回弹的厚软硅胶材质。

[0012] 优选的，所述管帽为带有螺纹口的聚丙烯材质。

[0013] 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优点：本实用新型通过改进在此提供一种新型微量采血管，

与同类型设备相比，具有如下改进：

[0014] 优点1：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新型微量采血管，可直接收集受检者的末梢血或少量

静脉血，步骤简单。

[0015] 优点2：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新型微量采血管，包含了2个定量的储血泡一和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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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二，不仅提高了采样量，且在后续检测中可分别挤压两个不同的储血泡用于两次不同的

检测，操作方便，不易出错。

[0016] 优点3：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新型微量采血管，体积小巧且密封设计，在转移与运

输的方便性上有很大的提升，不易造成二次污染。

[0017] 优点4：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新型微量采血管，预添加的抗凝剂及化学稳定剂能维

持采集到的血液中DNA的稳定性，方便后续DNA提取及检测。

[0018] 优点5：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新型微量采血管，管体外附有信息填写区，将采样过

程与资料收集过程合二为一，便于资料信息的标记，避免样品与信息不符造成的差错。

[0019] 优点6：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新型微量采血管，可通过铝箔发热片产生的热量对采

集的血液进行保温，防止温度过低时减低其活性。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实用新型管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实用新型管帽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是本实用新型保温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其中：管体-1、管帽-2、储血泡一-11、储血泡二-12、中空吸管-13、信息填写区-14、

保温机构-15、内塞-21、硅胶材质内突-22、框座-151、电池-152、铝箔发热片-153、导热板-

154、硅胶板-155、开关按钮-156。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附图1-4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

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

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

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6] 本实用新型通过改进在此提供一种新型微量采血管，包括管体1与管帽2，管体1前

端为中空吸管13，中间连有储血泡一11和储血泡二12，不仅提高了采样量，且在后续检测中

可分别挤压两个不同的储血泡用于两次不同的检测，操作方便，不易出错，中空吸管13外部

带有螺纹口，方便管帽2拧紧，管体1  外随附有信息填写区14，便于资料信息的标记，管体1

底部紧固有保温机构15，管帽2内壁与中空吸管13外部的螺纹口螺纹配合，管帽2内壁中间

设置有内塞  21并配有硅胶材质内突22，便于拧紧在管体1上时堵住管体1前端中空吸管的

管口，确保密封，避免血液漏出造成二次污染。

[0027] 进一步的，所述储血泡一11和储血泡二12之间由毛细管连接。

[0028] 进一步的，所述储血泡一11和储血泡二12的容积均为100μl，并且储血泡一11和储

血泡二12内添加有细致均匀的喷雾状添加剂EDTA-K2抗凝剂、  Triton  X-100去垢剂及微量

pH8.5的Tris-HCl试剂，预添加的抗凝剂及化学稳定剂能维持采集到的血液中DNA的稳定

性，方便后续DNA提取及检测。

[0029] 进一步的，所述保温机构15由框座151、电池152、铝箔发热片153、导热板154、硅胶

板155和开关按钮156组成，所述框座151内部左侧嵌有电池152，所述铝箔发热片153紧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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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座151内部中侧，所述铝箔发热片153顶部设置有导热板154，并且导热板154左右两侧与

框座151相固定，所述导热板154顶部设置有硅胶板155，并且硅胶板155底部外侧与框座151

相贴合，所述硅胶板  155顶部与管体1相贴合，所述开关按钮156设置于框座151底部左侧，

所述铝箔发热片153和开关按钮156均与电池152电连接，所述铝箔发热片153与开关按钮

156电连接，可通过铝箔发热片153产生的热量对采集的血液进行保温，防止温度过低时减

低其活性。

[0030] 进一步的，所述铝箔发热片153的加热温度为30-45度，便于控制其温度保持在与

人体温度相近的范围内。

[0031] 进一步的，所述信息填写区14用透明粘性膜固定在管体1外一侧。

[0032] 进一步的，所述框座151后侧开设有散热孔，并且散热孔的个数不少于六个。

[0033] 进一步的，所述管体1为可快速回弹的厚软硅胶材质。

[0034] 进一步的，所述管帽2为带有螺纹口的聚丙烯材质。

[0035] 本实用新型通过改进提供一种新型微量采血管，工作原理如下；

[0036] 第一，取出本设计，按要求在信息填写区14填写受检者信息；

[0037] 第二，采血人员可对受检者采血手指适当按摩增进血液循环；

[0038] 第三，用酒精棉球擦拭手指皮肤消毒，以左手捏紧采血手指指关节，右手执一次性

医用采血针深刺指腹和指尖的交接处皮肤，使刺破处形成血滴；

[0039] 第四，打开本设计的管帽2，用手指捏紧储血泡一11和储血泡二12排空其中空气，

用前端中空吸管13直接吸取受检者的末梢血血滴至两个储血泡中储满血液即可；

[0040] 第五，拧紧本设计的管帽，备用；

[0041] 第六，止血，用消毒的纱布或棉球压住受检者的采血部位；

[0042] 第七，当对血液进行长时间运输需要对其保温时，采血人员可按下开关按钮156使

铝箔发热片153通电后产生热量，产生的热量通过导热板154后均匀分布，并且热量通过硅

胶板155传递给管体1，从而对血液进行保温。

[0043] 本实用新型通过改进提供一种新型微量采血管，可直接收集受检者的末梢血或少

量静脉血，步骤简单；包含了2个定量的储血泡一11和储血泡二12，不仅提高了采样量，且在

后续检测中可分别挤压两个不同的储血泡用于两次不同的检测，操作方便，不易出错；体积

小巧且密封设计，在转移与运输的方便性上有很大的提升，不易造成二次污染；预添加的抗

凝剂及化学稳定剂能维持采集到的血液中DNA的稳定性，方便后续DNA提取及检测；管体1外

附有信息填写区14，将采样过程与资料收集过程合二为一，便于资料信息的标记，避免样品

与信息不符造成的差错；可通过铝箔发热片153产生的热量对采集的血液进行保温，防止温

度过低时减低其活性。

[0044]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实用新型的优点,  并

且本实用新型使用到的标准零件均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异形件根据说明书的和附图的记载

均可以进行订制,各个零件的具体连接方式均采用现有技术中成熟的螺栓铆钉、焊接等常

规手段，机械、零件和设备均采用现有技术中,常规的型号,加上电路连接采用现有技术中

常规的连接方式,在此不再详述。

[0045]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实用新

型。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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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

此，本实用新型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

和新颖特点相一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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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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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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