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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全密闭尿液采集检测试管,涉及临床

医学检验中尿液常规检验中尿液的采集装置。它

包括盛尿试管、试管塞、漏斗和密封盖，盛尿试管

和漏斗通过试管塞连接，在试管塞上套装密封

管，密封管下端内缘构成密封台，在密封台的外

壁设有第一密封卡条，试管塞连接漏斗的一端设

有密封盘，在试管塞的外壁紧邻密封盘的位置设

有与第一密封卡条配合的第二密封卡条。其关键

技术是在漏斗的出口设置一外翻的凸边，在盛尿

试管的端口设有卡钉，在试管塞的连接端设有与

卡钉相配合的卡口。本实用新型具有的有益效果

是：使用更方便，操作更简单，能实现装置的完全

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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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一次性全密闭尿液采集检测试管，包括盛尿试管(1)、试管塞(2)、漏斗(4)和密

封盖(6)，盛尿试管(1)和漏斗(4)通过试管塞(2)连接，在试管塞(2)上套装密封管(5)，密封

管(5)下端内缘构成密封台(7)，在密封台(7)的外壁设有第一密封卡条(8)，试管塞(2)连接

漏斗(4)的一端设有密封盘(9)，在试管塞(2)的外壁紧邻密封盘(9)的位置设有与第一密封

卡条(8)配合的第二密封卡条(10)，其特征是在漏斗(4)的出口设置一外翻的凸边(4.1)，在

盛尿试管(1)的端口设有卡钉(1.1)，在试管塞(2)的连接端设有与卡钉(1.1)相配合的卡口

(2.1)，在漏斗(4)的凸边(4.1)上设有一封片(4.2)，在密封盘(9)的边沿设有定位块(9.1)，

盛尿试管(1)上下端管径不同，密封管(5)和密封盖(6)通过连接条(3)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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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全密闭尿液采集检测试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临床医学检验中尿液常规检验中尿液的采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尿液是人体代谢的废弃液，其成分与机体代谢密切相关，任何系统的病变都会影

响尿液成分的变化，每位入院病人和大多门诊病人都需进行尿液的检验，它是疾病的诊断、

观察疗效和判断预后的首选项目，所以称为尿液常规检验。尿液常规检验须将尿液采集后

送检验科检验。目前尿液常规检验的尿液采集大多使用尿液采集杯采集尿液，尿液采集杯

采集尿液存在以下缺点：

[0003] 1、住院病人的尿液用采集杯采集后，将送至检验科检验，但因尿液采集杯体积大，

运送不方便。

[0004] 2、因尿液采集杯密封不好，运送途中尿液常渗出，造成环境和送检人员的污染。

[0005] 3、检验科检验时须将尿液采集杯中尿液倒入试管里才能检测，在倒的过程中又造

成环境和检验人员的二次污染。

[0006] 4、若尿液采集杯里的尿液未被及时倒入试管里检验，放置一定时间后，尿液中的

病理有形成分下沉，检验人员常因未将尿液充分混匀就倒入试管里，导致检验结果不能准

确反映病人的真实情况，造成假阴性或结果偏低现象。

[0007] 5、用尿液采集杯采集尿液的方式，检验人员必须将尿液采集杯中尿液倒入试管里

才能检测，导致检验人员浪费大量时间；如一个三级甲等医院每天尿液常规检验1000个，将

尿液采集杯中尿液倒入试管，每次需20秒计算，需要5.5小时，这样又脏又臭，枯燥且无效率

的工作，往往也是导致上述第4条的主要原因。

[0008] 6、解决以上问题，有医院要求病人用尿液采集杯采集尿液后，病人将尿液倒入试

管里后送检验科检验，但病人依从性差，不仅使尿液被倒出试管，造成环境和自身的污染，

还将尿液采集杯乱丢，堵塞下水道，带来很大麻烦。专利号201620477863.2公开了一种“一

次性尿液采集试管”，它包括盛尿试管、试管塞、漏斗和密封盖，盛尿试管和漏斗通过试管塞

连接，在试管塞上套装密封管，密封管下端内缘构成密封台，在密封台的外壁设有第一密封

卡条，试管塞连接漏斗的一端设有密封盘，在试管塞的外壁紧邻密封盘的位置设有与第一

密封卡条配合的第二密封卡条。这种尿液采集装置克服了上述尿液采集杯存在的缺点，不

需直接用手打开和合拢漏斗，操作简单，能实现完全密封的尿液采集，但是它还存在以下缺

陷有待改进：

[0009] 1、漏斗和试管塞的连接方式还应简化和完善；

[0010] 2、检验时，盛尿试管不适应不同孔径的试管架；

[0011] 3、密封盖使用不方便；

[0012] 4、盛尿试管与试管塞的连接方式使其解开和密封管的开与关不是十分方便；

[0013] 5、试管塞在密封管内有轻微的摇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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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14]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针对以上不足而提供一种使用更方便，操作更简

单，能实现完全密封的尿液采集装置。其技术方案如下：

[0015] 本实用新型包括盛尿试管、试管塞、漏斗和密封盖，盛尿试管和漏斗通过试管塞连

接，在试管塞上套装密封管，密封管下端内缘构成密封台，在密封台的外壁设有第一密封卡

条，试管塞连接漏斗的一端设有密封盘，在试管塞的外壁紧邻密封盘的位置设有与第一密

封卡条配合的第二密封卡条。其关键技术是在漏斗的出口设置一外翻的凸边，在盛尿试管

的端口设有卡钉，在试管塞的连接端设有与卡钉相配合的卡口。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7] 1、在漏斗的出口设置一外翻的凸边，利用其高回弹性高韧性直接与试管塞连接，

免去连接卡的连接，装配和使用均方便。

[0018] 2、为了采集尿液时排出试管里的空气，须在试管塞上开一小孔，当尿液采集满试

管后，尿液会由小孔中溢出，本实用新型在漏斗的连接边上设有一封片，当尿液采集满时通

过尿液的重力将该封片顶起，起到堵塞小孔的作用，尿液不会溢出。

[0019] 3、因生化分析仪和尿液分析仪试管架放试管的孔径大小不同，本实用新型盛尿试

管中部具有台阶，使得盛尿试管上下端管径不同，使同一份样本既可用于生化分析仪又可

用于尿液分析仪检测。解决了如同一患者需检测尿液生化和尿液常规等项目时，需留取两

个样本和使用两支不同直径大小试管的问题。

[0020] 4、密封管和密封盖通过连接条连接，使用更为方便。

[0021] 5、在盛尿试管的端口设有卡钉，在试管塞的连接端设有与卡钉相配合的凹口，便

于密封管的开与关，避免密封管开与关时试管塞同时旋转。

[0022] 6、在密封盘的边沿设有定位块，使得试管塞位于密封管内后不会左右摇摆。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实用新型密封管第一种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实用新型试管塞第一种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是本实用新型密封盘第一种结构俯视图；

[0027] 图5，是本实用新型密封管第二种结构示意图；

[0028] 图6，是本实用新型密封盘第二种结构俯视图；

[0029] 图7，是本实用新型密封管第三种结构示意图；

[0030] 图8，是本实用新型试管塞第二种结构示意图；

[0031] 图9，是本实用新型密封管第四种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0，是本实用新型盛尿试管结构示意图；

[0033] 图11，是本实用新型试管塞第三种结构示意图；

[0034] 图12，是本实用新型漏斗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3，是本实用新型使用状态示意图；

[0036] 图14，是本实用新型使用后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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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7] 本实用新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实施例，其它任意结构的组合及调整都在本实

用新型保护范围之内。

[0038] 实施例一：

[0039] 参见图1～图4、图10、图12～图14，本实施例包括盛尿试管1、试管塞2、漏斗4和密

封盖6，盛尿试管1和漏斗4通过试管塞2连接，在试管塞2上套装密封管5，密封管5下端内缘

构成密封台7，在密封台7的外壁设有第一密封卡条8，试管塞2连接漏斗4的一端设有密封盘

9，在试管塞2的外壁紧邻密封盘9的位置设有与第一密封卡条8配合的第二密封卡条10。其

关键技术是漏斗4采用高回弹高韧性硅橡胶类材料制备，并在漏斗4的出口设置一外翻的凸

边4.1，便于漏斗4与试管塞2的连接，在盛尿试管1的端口设有卡钉1.1，在试管塞2的连接端

设有与卡钉1.1相配合的卡口2.1。

[0040] 所述盛尿试管1上下端管径不同。

[0041] 所述密封管5和密封盖6通过连接条3连接。

[0042] 所述第一密封卡条8和第二密封卡条10的数量为2-6条。

[0043] 实施例二：

[0044] 参见图1～图4、图10～图14，本实施例包括盛尿试管1、试管塞2、漏斗4和密封盖6，

盛尿试管1和漏斗4通过试管塞2连接，在试管塞2上套装密封管5，密封管5下端内缘构成密

封台7，在密封台7的外壁设有第一密封卡条8，试管塞2连接漏斗4的一端设有密封盘9，在试

管塞2的外壁紧邻密封盘9的位置设有与第一密封卡条8配合的第二密封卡条10。其关键技

术是漏斗4采用高回弹高韧性硅橡胶类材料制备，并在漏斗4的出口设置一外翻的凸边4.1，

便于漏斗4与试管塞2的连接，在盛尿试管1的端口设有卡钉1.1，在试管塞2的连接端设有与

卡钉1.1相配合的卡口2.1。在密封盘9的边沿设有定位块9.1。

[0045] 所述盛尿试管1上下端管径不同。

[0046] 所述密封管5和密封盖6通过连接条3连接。

[0047] 所述第一密封卡条8和第二密封卡条10的数量为2-6条。

[0048] 所述定位块9.1的数量为2-4个。

[0049] 实施例三：

[0050] 参见图1～图4、图10～图14，本实施例包括盛尿试管1、试管塞2、漏斗4和密封盖6，

盛尿试管1和漏斗4通过试管塞2连接，在试管塞2上套装密封管5，密封管5下端内缘构成密

封台7，在密封台7的外壁设有第一密封卡条8，试管塞2连接漏斗4的一端设有密封盘9，在试

管塞2的外壁紧邻密封盘9的位置设有与第一密封卡条8配合的第二密封卡条10。其关键技

术是漏斗4采用高回弹高韧性硅橡胶类材料制备，并在漏斗4的出口设置一外翻的凸边4.1，

便于漏斗4与试管塞2的连接，凸边4.1上设有一封片4.2，便于采集尿液时，通过尿液的重力

顶起封片4.2堵塞排气孔，防止尿液的外溢，在盛尿试管1的端口设有卡钉1.1，在试管塞2的

连接端设有与卡钉1.1相配合的卡口2.1。在密封盘9的边沿设有定位块9.1。

[0051] 所述盛尿试管1上下端管径不同。

[0052] 所述密封管5和密封盖6通过连接条3连接。

[0053] 所述第一密封卡条8和第二密封卡条10的数量为2-6条。

[0054] 所述定位块9.1的数量为2-4个。

说　明　书 3/6 页

5

CN 208677442 U

5



[0055] 实施例一至实施例三的使用方法是：病人采集尿液时，将密封盖6打开，拧动试管

塞2或密封管5，使得第一密封卡条8和第二密封卡条10解锁，将密封管向下滑动，漏斗4依靠

本身的高回弹力自动打开(如图13所示)；采集尿液后，推动密封管往上滑动，实现漏斗4的

合拢，漏斗4位于密封管5内，拧动试管塞2或密封管5，使得第一密封卡条8和第二密封卡条

10相互配合锁紧，实现试管塞2和密封管5的密封连接(如图14所示)，盖上密封盖6，实现整

个采集试管的全密封。检验人员检验时，取下盛尿试管1直接检验，其它部分在实验室统一

消毒后销毁。

[0056] 实施例四：

[0057] 参见图1、图3、图5、图6、图10、图12～图14，本实施例包括盛尿试管1、试管塞2、漏

斗4和密封盖6，盛尿试管1和漏斗4通过试管塞2连接，在试管塞2上套装密封管5，试管塞2、

漏斗4和密封管5的中心都具有尿液通道，在密封管5的内壁设有凸棱11，密封管5下端内缘

构成密封台7，在密封台7的外壁设有第一密封卡条8，试管塞2连接漏斗4的一端设有密封盘

9，在密封盘9上开有滑槽12，在试管塞2的外壁紧邻密封盘9的位置设有与第一密封卡条8配

合的第二密封卡条10。其关键技术是漏斗4采用高回弹高韧性硅橡胶类材料制备，并在漏斗

4的出口设置一外翻的凸边4.1，在盛尿试管1的端口设有卡钉1.1，在试管塞2的连接端设有

与卡钉1.1相配合的卡口2.1。

[0058] 所述盛尿试管1上下端管径不同。

[0059] 所述密封管5和密封盖6通过连接条3连接。

[0060] 所述第一密封卡条8和第二密封卡条10的数量为2-6条。

[0061] 所述凸棱11的数量为2-4个。

[0062] 所述滑槽12的数量为2-4个。

[0063] 实施例五：

[0064] 参见图1、图3、图5、图6、图10～图14，本实施例包括盛尿试管1、试管塞2、漏斗4和

密封盖6，盛尿试管1和漏斗4通过试管塞2连接，在试管塞2上套装密封管5，试管塞2、漏斗4

和密封管5的中心都具有尿液通道，在密封管5的内壁设有凸棱11，密封管5下端内缘构成密

封台7，在密封台7的外壁设有第一密封卡条8，试管塞2连接漏斗4的一端设有密封盘9，在密

封盘9上开有滑槽12，在试管塞2的外壁紧邻密封盘9的位置设有与第一密封卡条8配合的第

二密封卡条10。其关键技术是漏斗4采用高回弹高韧性硅橡胶类材料制备，并在漏斗4的出

口设置一外翻的凸边4.1，在盛尿试管1的端口设有卡钉1.1，在试管塞2的连接端设有与卡

钉1.1相配合的卡口2.1。在密封盘9的边沿设有定位块9.1。

[0065] 所述盛尿试管1上下端管径不同。

[0066] 所述密封管5和密封盖6通过连接条3连接。

[0067] 所述第一密封卡条8和第二密封卡条10的数量为2-6条。

[0068] 所述凸棱11的数量为2-4个。

[0069] 所述滑槽12的数量为2-4个。

[0070] 所述定位块9.1的数量为2-4。

[0071] 实施例六：

[0072] 参见图1、图3、图5、图6、图10～图14，本实施例包括盛尿试管1、试管塞2、漏斗4和

密封盖6，盛尿试管1和漏斗4通过试管塞2连接，在试管塞2上套装密封管5，试管塞2、漏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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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密封管5的中心都具有尿液通道，在密封管5的内壁设有凸棱11，密封管5下端内缘构成密

封台7，在密封台7的外壁设有第一密封卡条8，试管塞2连接漏斗4的一端设有密封盘9，在密

封盘9上开有滑槽12，在试管塞2的外壁紧邻密封盘9的位置设有与第一密封卡条8配合的第

二密封卡条10。其关键技术是漏斗4采用高回弹高韧性硅橡胶类材料制备，并在漏斗4的出

口设置一外翻的凸边4.1，凸边4.1上设有一封片4.2，在盛尿试管1的端口设有卡钉1.1，在

试管塞2的连接端设有与卡钉1.1相配合的卡口2.1。在密封盘9的边沿设有定位块9.1。

[0073] 所述盛尿试管1上下端管径不同。

[0074] 所述密封管5和密封盖6通过连接条3连接。

[0075] 所述第一密封卡条8和第二密封卡条10的数量为2-6条。

[0076] 所述凸棱11的数量为2-4个。

[0077] 所述滑槽12的数量为2-4个。

[0078] 所述定位块9.1的数量为2-4个。

[0079] 实施例四至实施例六的使用方法同实施例一至实施例三，凸棱11和滑槽12在打开

和合拢漏斗的过程中，对试管塞的上下滑行起到定位的作用，使用方便。

[0080] 实施例七：

[0081] 参见图1、图6～图10、图12～图14，本实施例包括盛尿试管1、试管塞2、漏斗4和密

封盖6，盛尿试管1和漏斗4通过试管塞2连接，在试管塞2上套装密封管5，试管塞2、漏斗4和

密封管5的中心都具有尿液通道，在密封管5的内壁设有凸棱11，密封管5下端内缘构成密封

台7，密封台7的边沿开有缺口13，试管塞2连接漏斗4的一端设有密封盘9，在密封盘9上开有

滑槽12，在试管塞2的外壁紧邻密封盘9的位置设有凸钉14。其关键技术是漏斗4采用高回弹

高韧性硅橡胶类材料制备，并在漏斗4的出口设置一外翻的凸边4.1，在盛尿试管1的端口设

有卡钉1.1，在试管塞2的连接端设有与卡钉1.1相配合的卡口2.1。

[0082] 所述盛尿试管1上下端管径不同。

[0083] 所述密封管5和密封盖6通过连接条3连接。

[0084] 所述第一密封卡条8和第二密封卡条10的数量为2-6条。

[0085] 所述缺口13的数量为2-4个。

[0086] 所述凸钉14的数量为3-6个。

[0087] 所述凸棱11的数量为2-4个。

[0088] 所述滑槽12的数量为2-4个。

[0089] 实施例八：

[0090] 参见图1、图6～图14，本实施例包括盛尿试管1、试管塞2、漏斗4和密封盖6，盛尿试

管1和漏斗4通过试管塞2连接，在试管塞2上套装密封管5，试管塞2、漏斗4和密封管5的中心

都具有尿液通道，在密封管5的内壁设有凸棱11，密封管5下端内缘构成密封台7，密封台7的

边沿开有缺口13，试管塞2连接漏斗4的一端设有密封盘9，在密封盘9上开有滑槽12，在试管

塞2的外壁紧邻密封盘9的位置设有凸钉14。其关键技术是漏斗4采用高回弹高韧性硅橡胶

类材料制备，并在漏斗4的出口设置一外翻的凸边4.1，在盛尿试管1的端口设有卡钉1.1，在

试管塞2的连接端设有与卡钉1.1相配合的卡口2.1。在密封盘9的边沿设有定位块9.1。

[0091] 所述盛尿试管1上下端管径不同。

[0092] 所述密封管5和密封盖6通过连接条3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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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3] 所述第一密封卡条8和第二密封卡条10的数量为2-6条。

[0094] 所述缺口13的数量为2-4个。

[0095] 所述凸钉14的数量为3-6个。

[0096] 所述凸棱11的数量为2-4个。

[0097] 所述滑槽12的数量为2-4个。

[0098] 所述定位块9.1的数量为2-4个。

[0099] 实施例九：

[0100] 参见图1、图6～图14，本实施例包括盛尿试管1、试管塞2、漏斗4和密封盖6，盛尿试

管1和漏斗4通过试管塞2连接，在试管塞2上套装密封管5，试管塞2、漏斗4和密封管5的中心

都具有尿液通道，在密封管5的内壁设有凸棱11，密封管5下端内缘构成密封台7，密封台7的

边沿开有缺口13，试管塞2连接漏斗4的一端设有密封盘9，在密封盘9上开有滑槽12，在试管

塞2的外壁紧邻密封盘9的位置设有凸钉14。其关键技术是漏斗4采用高回弹高韧性硅橡胶

类材料制备，并在漏斗4的出口设置一外翻的凸边4.1，凸边4.1上设有一封片4.2，在盛尿试

管1的端口设有卡钉1.1，在试管塞2的连接端设有与卡钉1.1相配合的卡口2.1。在密封盘9

的边沿设有定位块9.1。

[0101] 所述盛尿试管1上下端管径不同。

[0102] 所述密封管5和密封盖6通过连接条3连接。

[0103] 所述第一密封卡条8和第二密封卡条10的数量为2-6条。

[0104] 所述缺口13的数量为2-4个。

[0105] 所述凸钉14的数量为3-6个。

[0106] 所述凸棱11的数量为2-4个。

[0107] 所述滑槽12的数量为2-4个。

[0108] 所述定位块9.1的数量为2-4个。

[0109] 实施例七至实施例九的使用方法是，病人采集尿液时，将密封盖6打开，拧动试管

塞2或密封管5，凸钉14对准密缺口13而解锁，密封管内壁的凸棱11位于密封盘9上的滑槽12

内，推动密封管5向下滑动，漏斗4依靠本身的高回弹力自动打开；采集尿液后，推动密封管5

以滑槽12和凸棱11为导向而向上滑动，实现漏斗4的合拢，漏斗4位于密封管5内，轻轻拉动

试管塞2或密封管5，使凸钉14从缺口13退出，拧动试管塞2或密封管5，使凸钉14卡在密封台

7上而锁紧，实现试管塞2和密封管5的密封连接，密封盖6盖在密封管5上，实现整个采集试

管的全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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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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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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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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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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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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