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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眼科受水器，包括接

水件和连接于接水件的水袋，接水件包括接水漏

斗和管道，管道的一端连通于接水漏斗，管道的

另一端呈可拆卸的连接于水袋；接水漏斗的一侧

设置有软质的贴合部，借由贴合部以使接水漏斗

贴合于使用者。本实用新型的眼科受水器，结构

简单，便于收纳，成本低，且操作方便，使用舒适，

适于广泛推广使用。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7页

CN 215426035 U

2022.01.07

CN
 2
15
42
60
35
 U



1.一种眼科受水器，其特征在于，包括接水件和连接于所述接水件的水袋，所述接水件

包括接水漏斗和管道，所述管道的一端连通于所述接水漏斗，所述管道的另一端呈可拆卸

的连接于所述水袋；所述接水漏斗的一侧设置有软质的贴合部，借由所述贴合部以使所述

接水漏斗贴合于使用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眼科受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贴合部连接于所述接水漏斗，

且所述贴合部与所述接水漏斗的连接处呈与面部贴合的弧形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眼科受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水漏斗的外侧于远离所述贴

合部的面上设置有调节部，借由操作所述调节部以能调节所述接水漏斗上接水口的开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眼科受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部可任意角度弯折并带动

所述接水漏斗调节接水口。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眼科受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管道连接于所述水袋的一端设

置有连接件，所述水袋上设置有至少一个安装孔和与所述安装孔配合的第一密封件，所述

连接件或所述第一密封件呈可拆卸的安装于所述安装孔。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眼科受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件包括连接部和限位部，

所述连接部用于与所述安装孔配合，所述限位部的一端抵接于所述管道，所述限位部的另

一端与所述安装孔配合；所述连接部从靠近所述管道的一端往远离所述管道的方向呈横截

面积由大渐小的渐变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眼科受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水漏斗呈可收折的软质结

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眼科受水器，其特征在于，每所述管道连接有一个或两个所述

接水漏斗。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眼科受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水袋上设置有用于悬挂所述水

袋的悬挂部。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眼科受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水袋的一端设置有用于排放

所述水袋内液体的放液部，所述放液部上呈可拆卸的安装有第二密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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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受水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眼科受水器。

背景技术

[0002] 结膜囊冲洗是眼科常见操作，目的是为了清除结膜囊内异物及分泌物，预防眼部

感染，清除和稀释化学物质，而受水器是结膜囊冲洗必需器具。现有技术中，受水器一般为

硬质漏斗，操作中需要患者或者助手手扶紧贴患者面部，操作麻烦，且硬质受水器加压贴合

于患者面部，患者往往痛感明显，若加压不足，贴合欠严密，冲洗液易侧漏，浸湿患者耳朵、

颈部、衣物及枕头被，让患者感到不适。再者，传统的受水器储水量小，操作过程中需反复倾

倒冲洗液，增加操作者的工作量。

[0003] 因此，亟需一种使用舒适、操作方便的眼科受水器。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使用舒适、操作方便的眼科受水器。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眼科受水器，包括接水件和连接于接水

件的水袋，接水件包括接水漏斗和管道，管道的一端连通于接水漏斗，管道的另一端呈可拆

卸的连接于水袋；接水漏斗的一侧设置有软质的贴合部，借由贴合部以使接水漏斗贴合于

使用者。

[000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眼科受水器，接水件可拆卸的连接于水袋，接水件

可采用透明的胶袋材料制成，可收折，且成本更低。具体地，接水件包括接水漏斗和管道，接

水漏斗和管道可以一体成型，结构更稳固。接水漏斗通过管道可拆卸的连接于水袋，接水漏

斗在使用需要排水时可以连接于水袋，在使用前可以分离管道和水袋，更便于收纳。接水漏

斗的一侧设置有软质的贴合部，借由贴合部以使接水漏斗贴合于使用者。通过贴合部的贴

合，无需患者或者助手手扶接水漏斗，操作更加方便，可单人完成清洗，节省了人力。另一方

面，贴合部呈软质结构，与面部接触时不会压伤面部，使用更舒适。本实用新型的眼科受水

器，结构简单，便于收纳，且操作方便，使用舒适。

[0007] 较佳地，贴合部连接于接水漏斗，且贴合部与接水漏斗的连接处呈与面部贴合的

弧形状。

[0008] 较佳地，接水漏斗的外侧于远离贴合部的面上设置有调节部，借由操作调节部以

能调节接水漏斗上接水口的开合。

[0009] 较佳地，调节部可任意角度弯折并带动接水漏斗调节接水口。

[0010] 较佳地，管道连接于水袋的一端设置有连接件，水袋上设置有至少一个安装孔和

与安装孔配合的第一密封件，连接件或第一密封件呈可拆卸的安装于安装孔。

[0011] 较佳地，连接件包括连接部和限位部，连接部用于与安装孔配合，限位部的一端抵

接于管道，限位部的另一端与安装孔配合；连接部从靠近管道的一端往远离管道的方向呈

横截面积由大渐小的渐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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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较佳地，接水漏斗呈可收折的软质结构。

[0013] 较佳地，每管道连接有一个或两个接水漏斗。

[0014] 较佳地，水袋上设置有用于悬挂水袋的悬挂部。

[0015] 较佳地，水袋的一端设置有用于排放水袋内液体的放液部，放液部上呈可拆卸的

安装有第二密封件。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

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的附图。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提供的眼科受水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另一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图1中接水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是图3另一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是本实用新型另一实施例中接水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是图1中水袋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是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的一使用状态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标记说明：

[0025] 100、眼科受水器；

[0026] 10、接水件；11、接水漏斗；111、接水口；112、贴合部；113、调节部；12、管道；13、连

接件；131、连接部；132、限位部；

[0027] 20、水袋；21、储液部；22、安装孔；23、第一密封件；24、悬挂部；25、放液部；26、第二

密封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内容、构造特征，以下结合实施方式并配合附图

作进一步说明。

[0029] 请参阅图1和图2，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眼科受水器100，包括接水件10和连接于

接水件10的水袋20。其中，接水件10包括接水漏斗11和管道12，管道12的一端连通于接水漏

斗11，管道12和接水漏斗11可以为一体成型的一体结构。管道12的另一端呈可拆卸的连接

于水袋20，接水漏斗11通过管道12可拆卸的连接于水袋20。具体地，在接水漏斗11的一侧设

置有软质的贴合部112，借由贴合部112以使接水漏斗11贴合于使用者。贴合部112具有一定

的粘性，可以贴合于人体的皮肤上，使得医护人员可以单人完成对使用者眼部的清洗。贴合

部112贴合于皮肤上，也避免了手扶按压给皮肤带来的疼痛感，使用舒适，且贴合部112呈软

质结构，使用更舒适。

[0030] 采用以上技术方案后，本实用新型的眼科受水器100，接水件10可拆卸的连接于水

袋20，接水件10可采用透明的胶袋材料制成，可收折，且成本更低。具体地，接水件10包括接

水漏斗11和管道12，接水漏斗11和管道12可以一体成型，结构更稳固。接水漏斗11通过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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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可拆卸的连接于水袋20，接水漏斗11在使用需要排水时可以连接于水袋20，在使用前可

以分离管道12和水袋20，更便于收纳。接水漏斗11的一侧设置有软质的贴合部112，借由贴

合部112以使接水漏斗11贴合于使用者。通过贴合部112的贴合，无需患者或者助手手扶接

水漏斗11，操作更加方便，可单人完成清洗，节省了人力。另一方面，贴合部112呈软质结构，

与面部接触时不会压伤面部，使用更舒适。本实用新型的眼科受水器100，结构简单，便于收

纳，且操作方便，使用舒适，适于广泛推广使用。

[0031] 请参阅图3至图5，在一些可选的实施例中，贴合部112连接于接水漏斗11，且贴合

部112与接水漏斗11的连接处呈与面部贴合的弧形状。具体地，接水漏斗11呈透明的胶袋结

构，贴合部112亦可以为塑料材料制成的结构，且贴合部112连接于接水漏斗11。在一些实施

方式中，接水漏斗11的厚度大于贴合部112的厚度，接水漏斗11的材质可以为透明的输液袋

材质，贴合部112可以为3M胶，贴合部112连接于接水漏斗11。在使用前，贴合部112上设置有

底纸，在需要使用本实用新型的眼科受水器100时，将底纸撕开，通过贴合部112贴合于使用

者面部，使得接水漏斗11与人体贴合。可以理解的，接水漏斗11的接水口111处为弧形开口，

以能更好的与使用者的脸型贴合。贴合部112连接于接水口111的弧形线上，且贴合部112能

相对于接水漏斗11上下翻动，在贴合部112的3M胶贴合于面部时，能实现接水漏斗11与使用

者面部的无缝隙贴合。贴合部112为3M胶，贴合紧密，且使用后撕下时使用者无明显疼痛感。

本实用新型通过3M胶与接水漏斗11配合，不仅贴合更紧密，且可以避免硬质的漏斗对使用

者面部的按压，使用更舒适。另一方面，通过贴合部112的贴合，可以实现医护人员的单人操

作，操作更方便，节约了人力和成本。

[0032] 请参阅图4和图5，在一些可选的实施例中，由于接水漏斗11为胶袋结构，使用前可

压合收纳，即接水口111呈闭合状态。在使用时，需要接水口111呈张开状以能更好的接收清

洗眼部的液体。因此，在接水漏斗11的外侧于远离贴合部112的面上设置有调节部113，借由

操作调节部113以能调节接水漏斗11上接水口111的开合。具体地，调节部113可任意角度弯

折并带动接水漏斗11调节接水口111。示例性的，调节部113可以为能够弯折不回弹的钢丝

结构，钢丝外层包裹有棉质材料，以免钢丝戳破接水漏斗11。调节部113上还设置有胶层，调

节部113通过胶层固定于接水漏斗11远离贴合部112的外表面上。在贴合部112贴合于使用

者的面部时，通过弯折以调节调节部113，使得调节部113带动接水漏斗11粘贴有调节部113

的面进行活动，从而可以打开接水口111。

[0033] 请参阅图3至图5，在一些可选的实施例中，管道12连接于水袋20的一端设置有连

接件13，水袋20上设置有至少一个安装孔22和与安装孔22配合的第一密封件23，连接件13

或第一密封件23呈可拆卸的安装于安装孔22。可以理解的，管道12的一端与接水漏斗11固

定连接并相互连通，以使接水漏斗11内的液体可以通过管道12排出。管道12的另一端设置

有连接件13，连接件13包括连接部131和限位部132。在水袋20上可以开设有至少一个安装

孔22，安装孔22上可以设置有用于密封安装孔22的第一密封件23，在需要连接件13与安装

孔22配合时，拆下第一密封件23，使得连接件13的连接部131位于安装孔22内，以使接水漏

斗11内的液体可以通过管道12排入水袋20内。即连接部131用于与安装孔22配合。而限位部

132的一端抵接于管道12，限位部132的另一端与安装孔22配合，通过限位部132使得连接件

13能够更好的与管道12和安装孔22进行配合。其中，连接部131从靠近管道12的一端往远离

管道12的方向呈横截面积由大渐小的渐变结构，连接部131呈横截面积由大渐小的渐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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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小端用于与安装孔22配合，具有导向作用，能够使连接件13更好的安装于安装孔22内。

[0034] 请参阅头7，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接水件10和水袋20一体成型，管道12的两端分别

固定连通于接水漏斗11和水袋20，结构更稳固，使用更方便。当然，接水漏斗11的数量可以

为一，也可以为二。在本实施例中，眼科受水器100整体可通过吹塑成型，结构稳固。

[0035] 请参阅图3至图5，在一些可选的实施例中，接水漏斗11可以呈可收折的软质结构，

以能更好的进行收纳。接水漏斗11在未使用前呈扁平的结构，占用的存放空间更少。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连接于连接件13的管道12上连接有一个接水漏斗11。在另一些实施方式中，连

接于连接件13的管道12上连接有两个接水漏斗11。连接于相同或不同管道12上的两个接水

漏斗11，可以以一个底纸为中心，然后通过贴合部112的背胶贴于底纸，更加节省成本；同

时，接水漏斗11扁平的包装设计，便于包装和放置。在使用时，如果仅需要一个接水漏斗11，

则将一个接水漏斗11从底纸上撕离进行使用，另一个接水漏斗11不受影响，待下次需要使

用时撕离底纸即可。本实用新型的眼科受水器100可以满足单/双眼的结膜囊清洗，且能够

满足坐或卧等姿势的清洗，使用更加方便。

[0036] 请参阅图6，在一些可选的实施例中，水袋20包括用于储存液体的储液部21，储液

部21上设置有用于悬挂水袋20的悬挂部24。悬挂部24可以悬挂在诊床或诊椅上，以能分担

贴合部112承受的重力。由于贴合部112的贴合力有限，若水袋20悬空，随着水袋20内液体的

增加，重力增加，水袋20可能会将贴合部112牵拉松脱。设置有悬挂部24，使得水袋20可以悬

挂在其他地方，从而使得贴合部112能够保持与使用者稳固的贴合。另一方面，通过水袋20

收集接水漏斗11内的液体，可以避免操作过程中重复倾倒冲洗液，减少工作量，避免反复倾

倒引起的冲洗液残留浸湿患者的衣物，头发等。其中，在水袋20的一端设置有用于排放水袋

20内液体的放液部25，放液部25上呈可拆卸的安装有第二密封件26。在操作结束后，松开第

二密封件26，将冲洗液排出污水池，可以避免反复倾倒冲洗液造成的二次污染。

[0037] 如图1至图7所示，本实用新型的眼科受水器100，接水件10可拆卸的连接于水袋

20，接水件10可采用透明的胶袋材料制成，接水件10和水袋20均可收折，更便于收纳，且成

本更低。具体地，接水件10包括接水漏斗11和管道12，接水漏斗11和管道12可以一体成型，

结构更稳固。接水漏斗11通过管道12可拆卸的连接于水袋20，接水漏斗11在使用需要排水

时可以连接于水袋20，在使用前可以分离管道12和水袋20，更便于收纳。接水漏斗11的一侧

设置有软质的贴合部112，贴合部112的形状呈与人体面部吻合的弧形结构，借由贴合部112

以使接水漏斗11无缝隙贴合于使用者。通过贴合部112的贴合，操作者无需患者或者助手手

扶接水漏斗11，操作更加方便，可单人完成清洗，节省了人力和成本。贴合部112呈软质结

构，与面部接触时不会压伤面部，使用更舒适。另一方面，本实用新型的眼科受水器100通过

水袋20收集接水漏斗11内的液体，可以避免操作过程中重复倾倒冲洗液，减少工作量，避免

反复倾倒引起的冲洗液残留浸湿患者的衣物，头发等，还可以避免反复倾倒冲洗液造成的

二次污染。本实用新型的眼科受水器100，结构简单，便于收纳，成本低，且操作方便，使用舒

适，适于广泛推广使用。

[0038]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例而已，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实用新型之权

利范围，因此依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所作的等同变化，均属于本实用新型所涵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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