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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鼻窦冲洗给药器，
包括鼻前
庭塞、鼻窦冲洗给药管，
所述鼻前庭塞包括鼻前
庭塞和手柄，
所述鼻前庭塞形态与鼻前庭空间相
同，
与手柄相连，
中间有中空的引导鼻窦冲洗给
药管的鼻窦引导管。
所述鼻窦冲洗给药器的制做
由患者鼻窦薄层CT扫描，
计算机三维重建鼻腔、
鼻窦空间，
设计出与鼻前庭形态完全相同的鼻前
庭塞，
塞的中间为中空的鼻窦引导管，
刚好允许
鼻窦冲洗给药管通过，
给药管延伸投射部分仍走
行于重建的鼻腔、鼻窦空间内与侧壁无接触，
其
可伸入的长度及开口方式由鼻腔鼻窦空间及所
需治疗部位决定，用前做限制伸入保护，
使冲洗
给药管能准确无创到达治疗需要的鼻窦位置，
实
现局部精准冲洗、
给药治疗。
结构简单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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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鼻窦冲洗给药器，
其特征在于：
包括鼻前庭塞、鼻窦冲洗给药管，
所述鼻前庭塞
包括手柄、
鼻前庭塞，
所述手柄与鼻前庭塞相连，
鼻窦冲洗给药管通过鼻前庭塞中的鼻窦引
导管。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鼻前庭塞，
其特征在于：
其形态、大小由鼻部CT三维重建的鼻
前庭空间决定，
其刚好与鼻前庭嵌合，
使其在多次放置于鼻前庭时位置恒定，
重复使用获得
相同效果。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鼻前庭塞，
其特征在于：
鼻前庭塞内有中空的鼻窦引导管，
管
的大小、
走向是根据鼻腔、
鼻窦中空空间决定；
这个空间是通过副鼻窦薄层CT扫描再经计算
机三维重建获得，
鼻窦冲洗给药管由前鼻孔伸入到鼻窦腔时在重建的空间内走行，
不会碰
触到鼻腔、
鼻窦侧壁。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鼻窦冲洗给药管，
其特征在于：
管的管径刚好适合鼻窦引导
管，
且能顺利通过鼻窦引导管自由伸缩，
其伸入长度由鼻部CT三维重建的空间及病变部位
决定，
使用前标定可伸入刻度或以卡环限制其伸入长度。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鼻窦冲洗给药管，
其特征在于：
可根据临床治疗需要，伸入鼻
窦侧端可为球形单孔或多孔，
且开孔方向及大小由病变治疗需要决定，
鼻腔外侧端可连接
给药器、
冲洗器等其他给药器械。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鼻前庭塞手柄，
其特征在于：
其与鼻前庭塞连接处的角度同副
鼻窦CT扫描后重建计算鼻前庭底与口唇之间的角度相同，
当鼻前庭塞放入鼻前庭时，
手柄
可紧贴嘴唇，
进一步使鼻前庭塞在鼻前庭放置的位置恒定。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鼻窦冲洗给药器，
其特征在于：
鼻前庭塞及鼻窦冲洗给药管，
均是由病人副鼻窦CT薄层扫描三维重建后根据鼻前庭、
鼻腔及鼻窦中空空间设计并以3D打
印制成，
每个鼻窦冲洗给药器适应对应的个体。
8 .一种鼻窦冲洗给药器的使用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本方法主要用于鼻窦炎、鼻息肉等鼻部疾病手术后恢复不良 患者，
鼻腔、鼻窦局部方
便、
可重复无创给药，
实现局部精准治疗，
提高疗效，
避免全身用药治疗的副作用。
(1)患者先行副鼻窦薄层CT扫描，
利用已有软件在电脑上三维重建，
形成鼻腔、鼻窦中
空三维空间，
在空间的鼻前庭处设置一个鼻前庭塞，
自前鼻孔到鼻窦之间的空间内设计一
个可自由通过这个空间的鼻窦冲洗给药管，
鼻前庭塞内的鼻窦引导管是鼻窦冲洗给药管通
过的起始部分，
可以引导鼻窦冲洗给药管经过鼻腔、
鼻窦空间直达鼻窦腔。建模后通过3D打
印制做鼻前庭塞及鼻窦冲洗给药管、消毒备用。
(2)用前将鼻窦冲洗给药管与给药器或者冲洗器连接，
先将鼻前庭塞放入鼻前庭处，
固
定好后经鼻前庭塞内的鼻窦引导管继续推送鼻窦冲洗给药管，
至标志处或者限制卡环处，
经鼻窦冲洗给药管进行冲洗或者喷、
雾化药液致鼻窦需要治疗的区域，
进行给药或冲洗，
完
成治疗后先退出冲洗给药管，
然后退出鼻前庭塞，
完成操作。
(3)清洁鼻窦冲洗给药管及鼻前庭塞，
放置阴凉处，
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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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窦冲洗给药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设备技术领域，
特别针对鼻窦手术后局部可重复精准无创冲洗、
给药的治疗，
是一种鼻窦局部冲洗、
给药器及其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慢性鼻-鼻窦炎、
鼻息肉等为临床常见多发病，
约占自然人群的12％。尽管近年来
随着对该类疾病的认识和鼻内镜下手术治疗的进步，
使疗效获得较大提高，
但仍有近50％
的患者采取任何治疗，
仍难取得较满意的效果。尤其是嗜酸粒细胞型鼻息肉，
术后复发率极
高，
接近100％。再手术或多次手术仍难治愈，
而复发率较高的这类患者对糖皮质激素治疗
较为敏感，
治疗效果较好，
但全身长时间应用可带来严重并发症；
局部使用因鼻腔、
鼻窦空
间狭小、不规则、距前鼻孔远，
现有的喷鼻糖皮质激素无法直接到达病变鼻窦，
即使在专业
鼻科医生内镜引导下局部用药，
器械碰触鼻腔、
鼻窦侧壁仍给患者带来很大痛苦，
患者依从
性差，
因此治疗效果较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以上不足之处，
提供了一种无需医生帮助，
患者可自行操作
且无创将鼻窦冲洗给药管伸入至鼻窦腔内，
进行局部冲洗或者精准给药的器械。通过局部
冲洗清除鼻窦积聚的脓性分泌物、局部喷药/灌注药物实现局部精准治疗，
达到治愈或者有
效控制难治性鼻窦炎、
复发鼻息肉病。
[0004] 鼻腔和鼻窦手术后形成一个连续的空间，
从前鼻孔向鼻窦腔伸入一个鼻窦冲洗给
药管，
走行于鼻腔、
鼻窦的这一空间内，
这个空间通过CT扫描三维重建，
计算出鼻窦冲洗给
药管的最合理走行路径、
可深入深度，
在伸入鼻窦时走行于鼻腔、
鼻窦空间内，
不会碰触鼻
腔、
鼻窦侧壁。在重建的空间鼻前庭处设置一个鼻前庭塞，
其形态、
大小与鼻前庭正好吻合，
鼻前庭塞的内部再设计一个鼻窦引导管，
为鼻窦冲洗给药管的起始部分，
经引导管可引导
鼻窦冲洗给药管准确到达需要的位置。
实现患者自行无创放入鼻窦冲洗、
给药管完成治疗。
[0005] 本发明解决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方案是一种鼻窦无创冲洗、
给药器，
包括鼻前庭塞、
鼻窦冲洗给药管。
[0006] 进一步的，
一种鼻窦冲洗给药器，
包括鼻前庭塞、鼻窦冲洗给药管，
所述鼻前庭塞
包括手柄、
鼻前庭塞，
所述手柄与鼻前庭塞相连，
鼻窦冲洗给药管通过鼻前庭塞中的鼻窦引
导管。
[0007] 进一步的，
所述的鼻前庭塞形态，
大小由鼻部CT三维重建的鼻前庭空间决定，
其刚
好与鼻前庭嵌合，
使其在多次放置于鼻前庭时位置恒定，
重复使用获得相同效果。
[0008] 进一步的，
所述的鼻前庭塞内有中空的鼻窦引导管，
管的大小、走向是根据鼻腔、
鼻窦中空空间决定；
这个空间是通过副鼻窦薄层CT扫描再经计算机三维重建获得，
在重建
的空间内走行一个鼻窦冲洗给药管，
由前鼻孔伸入到鼻窦腔时不会碰触到鼻腔、
鼻窦侧壁。
[0009] 进一步的，
所述的鼻窦冲洗给药管的管径刚好适合鼻窦引导管，
能顺利通过鼻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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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管自由伸缩，
其伸入长度由鼻部CT三维重建的空间及病变部位决定，
使用前标定可伸
入刻度或以卡环限制其伸入长度。
[0010] 进一步的，
所述的鼻窦冲洗给药管，
可根据临床治疗需要，
伸入鼻窦侧端可为球形
单孔或多孔，
且开孔方向及大小由病变治疗需要决定，
鼻腔外侧端可连接给药器，
雾化器等
其他给药器械。
[0011] 进一步的，
所述的鼻前庭塞手柄与鼻前庭塞连接处的角度同副鼻窦CT扫描后重建
计算鼻前庭底与口唇之间的角度相同，
当鼻前庭塞放入鼻前庭时，
手柄可紧贴嘴唇，
进一步
使鼻前庭塞在鼻前庭放置的位置恒定。
[0012] 进一步的，
所述的鼻窦冲洗给药器均是由病人副鼻窦CT薄层扫描三维重建后根据
鼻前庭、
鼻腔及鼻窦中空空间设计并以3D打印制成，
每个鼻窦冲洗给药器适应对应的个体。
[0013] 一种鼻窦冲洗给药器的使用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14]
(1)将鼻窦冲洗给药管鼻外端连接好给药器或者冲洗器，
鼻窦端伸入鼻前庭塞内
的鼻窦引导管内；
[0015]
(2)患者坐或站立位，
手持鼻窦冲洗给药器，
将鼻前庭塞放入鼻前庭内；
[0016]
(3)一手固定鼻前庭塞，
另手推进鼻窦冲洗给药管，
至标志处，
完成放管，
即可进行
冲洗或者给药，
完成治疗后依次退出。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鼻窦冲洗给药管是根据患者副鼻窦
薄层CT 扫描，
计算机三维重建出鼻腔、
鼻窦空间，
在空间的鼻前庭部分设计一个与鼻前庭
形态完全吻合的鼻前庭塞，
在鼻前庭塞内设置一个鼻窦引导管，
引导鼻窦冲洗给药管的延
伸部分走行于鼻腔、鼻窦空间内可直达鼻窦腔，
实现患者自行操作，
无创鼻窦冲洗、给药治
疗。
附图说明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专利进一步说明。
[0019] 图1为该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鼻前庭塞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
[0022] 1-鼻前庭塞；
2-手柄；
3-鼻窦冲洗给药管；
4-鼻窦引导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4] 如图1～2所示，
一种鼻窦冲洗给药器，
包括鼻前庭塞1、手柄2所述鼻前庭塞1与手
柄 2相连，
鼻前庭塞1内有鼻窦引导管4通过，
所述鼻窦引导管4内刚好允许鼻窦冲洗给药管
3 通过，
并将鼻窦冲洗给药管3引导致鼻窦处，
实现对鼻窦局部冲洗、
给药完成局部精准治
疗。
[0025] 在本实施例中，
所述鼻窦引导管4的走向由鼻腔鼻窦空间决定，
这个空间由患者的
鼻窦薄层CT扫描再经三维重建获得，
由前鼻孔经鼻前庭向鼻窦内伸入一个鼻窦冲洗给药管
3，
完全经过所重建的鼻腔、
鼻窦空间内。鼻前庭塞1内的鼻窦引导管4可以将鼻窦冲洗给药
管3 准确引导致鼻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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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实施例中，
所述手柄2与鼻前庭塞1相连，
便于把持固定鼻前庭塞1，
手柄2与鼻
前庭塞1连接的角度和CT扫描中测量的鼻前庭底与口唇的角度相同，
使鼻前庭塞1放入鼻前
庭时手柄2与口唇紧贴便于固定鼻前庭塞1，
重复放入鼻前庭塞1时位置恒定，
确保鼻窦冲洗
给药管3放入鼻窦时走行恒定，
不碰触鼻腔、
鼻窦侧壁，
不引起不适。
[0027] 一种鼻窦冲洗、
给药器使用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28]
(1)将鼻窦冲洗给药管鼻外侧端连接好给药器或者冲洗器，
鼻窦侧端放入鼻前庭
塞内的鼻窦引导管内；
[0029]
(2)患者坐或站立位，
手持鼻窦冲洗给药器，
将鼻前庭塞放入鼻前庭内；
[0030]
(3)一手固定鼻前庭塞，
另手推进鼻窦冲洗给药管，
至标志处，
完成放管，
即可进行
冲洗或者给药，
完成治疗后依次退出。
[0031] 上列较佳实施例，
对本发明的目的、
技术方案和优点进行了进一步详细说明，
所应
理解的是，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
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
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
所作的任何修改、
等同替换、
改进等，
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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