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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

内给药器，包括给药外套管和送药器；给药外套

管由头部、体部、尾部组成；送药器由内层套管、

外层套管、内部活塞和切割装置组成；内层套管

的侧面设有固定环，尾部设有挡片，管壁上设有

贯穿管壁的安装孔；切割装置由刀片、连接轴和

摇杆组成。内部活塞由活塞头、推杆和推柄组成；

外层套管头部侧面上设有刻度线。其优点表现

在：给药外套管长度为5cm，尾端固定，直肠内给

药位置准确；给药过程中患者痛苦小，给药外套

管清洁无菌，避免接触感染；精确切割栓剂，给药

剂量准确，同时避免了人工切割药品引起的污

染；给药后残留药剂下次仍可使用，避免了药品

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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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

药器包括给药外套管(1)和送药器(2)；所述的给药外套管(1)由头部(11)、体部(12)、尾部

(13)组成；所述的头部(11)呈子弹头型，所述头部(11)的前端设有开口，所述头部(11)的后

端固定连接有体部(12)；所述的体部(12)呈圆管状，所述体部(12)的后端固定连接有尾部

(13)；所述的尾部(13)呈喇叭状；所述的送药器(2)由内层套管(21)、外层套管(22)、内部活

塞(23)和切割装置(24)组成；所述的内层套管(21)整体呈圆管状，在所述内层套管(21)的

侧面设有固定环(211)，在所述内层套管(21)的尾部设有挡片(212)，在所述内层套管(21)

的管壁上设有贯穿管壁的安装孔(213)；所述的安装孔(213)上安装有切割装置(24)；所述

的切割装置(24)由刀片(241)、连接轴(242)和摇杆(243)组成；所述的刀片(241)上固定连

接有连接轴(242)，所述的连接轴(242)安装于安装孔(213)中，所述连接轴(242)的尾部固

定连接有摇杆(243)；所述内层套管(21)的管内插有内部活塞(23)，所述的内部活塞(23)由

活塞头(231)、推杆(232)和推柄(233)组成；所述活塞头(231)的尾部固定连接有推杆

(232)，所述推杆(232)的尾部固定连接有推柄(233)；所述的内层套管(21)插在外层套管

(22)中，所述的外层套管(22)呈圆管状，在所述外层套管(22)的头部侧面上设有刻度线

(221)；所述的外层套管(22)插在给药外套管(1)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外层套管

(22)为透明材质制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给药外套

管(1)的整体长度为5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给药外套

管(1)为一次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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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

药器。

背景技术

[0002] 纳肛，即直肠给药，一般要求将药物塞到肛门上5cm左右。目前临床上应用的多种

药物口服后对胃肠道黏膜有明显刺激，更有引起消化道出血的风险，另外昏迷患者或其他

情况患者无法完成药物口服，因此纳肛是一种较为实用理想的给药方式。传统的纳肛一般

都采用人工操作方式，由手指直接经肛门给药，给药过程患者较为痛苦，易引起接触感染，

并给患者带来心理负担。同时针对老人、小儿以及体质较差的患者，给药剂量通常减量，给

药栓剂需手工切割，药剂剂量难以精确，易引起药剂污染，同时也造成剩余药剂的浪费。

[0003] 中国专利文献：CN108578243A，公开日：2018.09.28，公开了一种口腔给药器，本发

明改进后吸嘴通过上旋盖活动卡扣，上旋盖和下旋盖之间通过上螺纹旋紧，内外杯与下旋

盖之间通过下螺纹旋紧，下旋盖的内部设置有连接盘和防水垫；吸嘴具有吸嘴壁、上导管

壁，吸嘴壁的端部形成温水流出孔，上导管壁内部形成上导管腔，上导管腔端部形成药液流

出孔；下旋盖的上端具有下导管壁，下导管壁下方对应形成有药液流入孔和下导管腔，下旋

盖的上端还具有温水流出孔；内外杯具有药液杯壁，药液杯壁的内部形成药液杯，活塞头与

推杆连接形成药器助推机构，其整体对应于药液杯中。

[0004] 中国专利文献：CN108273181A，公开日：2018.07.13，公开了一种阴道栓剂给药器。

所述阴道栓剂给药器，包括药管，所述药管设置有第一腔室和用于容置栓剂的第二腔室，所

述第一腔室和第二腔室通过隔板分隔，所述隔板上开设有第一通孔和第二通孔；所述第一

腔室内设有活塞杆，所述活塞杆的前端设有与第一通孔位置相对应的推药头和与第二通孔

位置相对应的推杆，所述推药头的大小与第一通孔相适配，所述推杆的大小与第二通孔的

大小相适配，所述第二腔室的端部设有用来封闭第二腔室的柔性弧形板，所述推杆的端部

与所述柔性弧形板相抵触。

[0005] 中国专利文献：CN2508780Y，公开日：2002.09.04，公开了一种儿童直肠给药器,包

括一个中空的管体(1) ,内栓(2)能严密地插入管体(1)中,并可来回抽动,插管(3)中空,内

孔在顶端弯向后方,开口于侧壁。

[0006] 但是关于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目前还未见报道。

发明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9] 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所述的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包括给

药外套管(1)和送药器(2)；所述的给药外套管(1)由头部(11)、体部(12)、尾部(13)组成；所

述的头部(11)呈子弹头型，所述头部(11)的前端设有开口，所述头部(11)的后端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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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体部(12)；所述的体部(12)呈圆管状，所述体部(12)的后端固定连接有尾部(13)；所述的

尾部(13)呈喇叭状；所述的送药器(2)由内层套管(21)、外层套管(22)、内部活塞(23)和切

割装置(24)组成；所述的内层套管(21)整体呈圆管状，在所述内层套管(21)的侧面设有固

定环(211)，在所述内层套管(21)的尾部设有挡片(212)，在所述内层套管(21)的管壁上设

有贯穿管壁的安装孔(213)；所述的安装孔(213)上安装有切割装置(24)；所述的切割装置

(24)由刀片(241)、连接轴(242)和摇杆(243)组成。所述的刀片(241)上固定连接有连接轴

(242)，所述的连接轴(242)安装于安装孔(213)中，所述连接轴(242)的尾部固定连接有摇

杆(243)；所述内层套管(21)的管内插有内部活塞(23)，所述的内部活塞(23)由活塞头

(231)、推杆(232)和推柄(233)组成；所述活塞头(231)的尾部固定连接有推杆(232)，所述

推杆(232)的尾部固定连接有推柄(233)；所述的内层套管(21)插在外层套管(22)中，所述

的外层套管(22)呈圆管状，在所述外层套管(22)的头部侧面上设有刻度线(221)；所述的外

层套管(22)插在给药外套管(1)中。

[0010] 所述的外层套管(22)为透明材质制成。

[0011] 所述的给药外套管(1)的整体长度为5cm。

[0012] 所述的给药外套管(1)为一次性使用。

[0013] 本实用新型优点在于：

[0014] 1、本实用新型的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给药外套管长度为5cm，尾端固

定，直肠内给药位置准确。

[0015] 2、本实用新型的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给药过程中患者痛苦小，给药外套

管清洁无菌，避免接触感染。

[0016] 3、本实用新型的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切割装置的设计，精确切割栓剂，

给药剂量准确，同时避免了人工切割药品引起的污染；

[0017] 4、本实用新型的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给药后残留药剂下次仍可使用，

避免了药品的浪费。

附图说明

[0018] 附图1是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9] 附图2是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的给药外套管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3是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的给药外套管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4是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的送药器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5是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的内层套管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6是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的外层套管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7是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的内部活塞结构示意图。

[0025] 附图8是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的切割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6] 附图9是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的内层套管、内部活塞、切割装置结合

的示意图。

[0027] 附图10是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的内层套管、内部活塞、切割装置结

合的示意图。

[0028] 附图11是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的送药器、栓剂药物结合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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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实施例并参照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0030] 附图中涉及的附图标记和组成部分如下所示：

[0031] 1、给药外套管

[0032] 11、头部

[0033] 12、体部

[0034] 13、尾部

[0035] 2、送药器

[0036] 21、内层套管

[0037] 211、固定环

[0038] 212、挡片

[0039] 213、安装孔

[0040] 22、外层套管

[0041] 221、刻度线

[0042] 23、内部活塞

[0043] 231、活塞头

[0044] 232、推杆

[0045] 233、推柄

[0046] 24、切割装置

[0047] 241、刀片

[0048] 242、连接轴

[0049] 243、摇杆

[0050] 3、栓剂药物

[0051] 实施例1

[0052] 请参照附图1，附图1是本实施例的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的结构示意

图。所述的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包括给药外套管(1)和送药器(2)。

[0053] 请参照附图2-3，附图2、3是本实施例的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的给药

外套管结构示意图。所述的给药外套管(1)由头部(11)、体部(12)、尾部(13)组成；所述的头

部(11)呈子弹头型，和栓剂药物(3)形状相仿；所述头部(11)的前端设有开口，便于栓剂药

物(3)通过头部(11)前端排入直肠内。所述头部(11)的后端固定连接有体部(12)；所述的体

部(12)呈圆管状，所述体部(12)的后端固定连接有尾部(13)；所述的尾部(13)呈喇叭状，能

避免给药时，给药外套管(1)滑出肛门。

[0054] 请参照附图4，附图4是本实施例的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的送药器结

构示意图。所述的送药器(2)由内层套管(21)、外层套管(22)、内部活塞(23)和切割装置

(24)组成。

[0055] 请参照附图5、附图9，附图5是本实施例的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的内

层套管结构示意图，附图9是本实施例的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的内层套管、内

部活塞、切割装置结合的示意图。所述的内层套管(21)整体呈圆管状，在所述内层套管(21)

的侧面设有固定环(211)，在所述内层套管(21)的尾部设有挡片(212)，在所述内层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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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的管壁上设有贯穿管壁的安装孔(213)；所述的安装孔(213)上安装有切割装置(24)。

[0056] 请参照附图8、附图10，附图8是本实施例的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的

切割装置结构示意图，附图10是本实施例的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的内层套

管、内部活塞、切割装置结合的示意图。所述的切割装置(24)由刀片(241)、连接轴(242)和

摇杆(243)组成。所述的刀片(241)上固定连接有连接轴(242)，所述的连接轴(242)安装于

安装孔(213)中，所述连接轴(242)的尾部固定连接有摇杆(243)。

[0057] 请参照附图7，附图7是本实施例的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的内部活塞

结构示意图。所述内层套管(21)的管内插有内部活塞(23)，所述的内部活塞(23)由活塞头

(231)、推杆(232)和推柄(233)组成；所述活塞头(231)的尾部固定连接有推杆(232)，所述

推杆(232)的尾部固定连接有推柄(233)。

[0058] 请参照附图6，附图6是本实施例的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的外层套管

结构示意图。所述的内层套管(21)插在外层套管(22)中，所述的外层套管(22)呈圆管状，在

所述外层套管(22)的头部侧面上设有刻度线(221)；所述的外层套管(22)插在给药外套管

(1)中。

[0059] 所述的外层套管(22)为透明材质制成。

[0060] 所述的给药外套管(1)的整体长度为5cm。

[0061] 所述的给药外套管(1)为一次性使用。

[0062] 实施例2

[0063] 请参照附图1、附图11，附图1是本实施例的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的

结构示意图，附图11是本实施例的一种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的送药器、栓剂药物

结合的示意图。

[0064] 所述栓剂药物精确剂量肛内给药器使用过程及方法：

[0065] 首先完成送药器(2)组装及切割准确剂量栓剂药物(3)。先将内层套管(21)、外层

套管(22)、内部活塞(23)嵌套在一起，外拉内部活塞(23)和内层套管(21)，将栓剂药物(3)

放入内层套管(21)与外层套管(22)之间，栓剂药物(3)一般长度为2cm左右，可以根据本次

医嘱要求给药剂量，向前推进内层套管(21)至所需剂量刻度处，触发内层套管(21)头端竖

切式刀片(241)；比如消炎痛栓一粒0.1g，长度2cm，医嘱给药剂量0.05g，可前推内层套管

(21)1cm处，完成栓剂切割，此时外层套管(22)头端距刀片(241)的剂量为0.05g，刀片(241)

距内部活塞(23)之间剂量为0.05g。

[0066] 使用时首先将给药外套管(1)头部(11)上涂抹润滑剂，将给药外套管(1)插入患者

肛门内，将送药器(2)插入给药外套管(1)内，推进内部活塞(23)，将外层套管(22)与刀片

(241)之间的栓剂药物(3)推入患者肛肠内，给药完成后，依次抽出送药器(2)和给药外套管

(1)；给药外套管(1)为一次性使用，送药器(2)内残留栓剂可备下次使用。

[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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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