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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调剂量无针连续注射

器。它包括壳体、喷头组件、推动组件和复位组

件；所述喷头组件包括喷头、与喷头相连的药物

进入通道、位于所述药物进入通道内的药物控制

阀和中心推杆，所述中心推杆的前端与所述药物

控制阀相连，所述药物控制阀向后滑动时，在所

述药物控制阀的前端形成药液容纳腔；所述推动

组件包括连接体、压缩弹簧、弹性触发件、剂量控

制组件和扳手；通过所述推动组件带动所述中心

推杆推动所述药物控制阀向前移动，在压缩弹簧

和药物控制阀的协同作用下，药液容纳腔内产生

一个高压动能，推动药液高速通过喷头组件的喷

头产生一股高压射流，瞬间穿透皮肤真皮层，进

入皮下组织，完成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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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调剂量无针连续注射器，包括壳体，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喷头组件、推动组件

和复位组件；

所述喷头组件包括喷头、与喷头相连的药物进入通道、位于所述药物进入通道内的药

物控制阀和中心推杆，所述中心推杆的前端与所述药物控制阀相连，所述药物控制阀通过

所述中心推杆带动并在所述药物进入通道内前后滑动；所述药物控制阀向后滑动时，在所

述药物控制阀的前端形成药液容纳腔；

所述推动组件包括连接体、压缩弹簧、弹性触发件、剂量控制组件和扳手；

所述连接体的前端与所述中心推杆的后端相连，所述连接体的中心设有用于容纳所述

剂量控制组件前部的触发通道，所述弹性触发件的一端固定在所述连接体上，所述弹性触

发件的另一端为触发端，所述触发端位于所述触发通道内，所述扳手的中部与所述弹性触

发件的前端接触；所述压缩弹簧位于所述连接体的后端与所述剂量控制组件之间；所述剂

量控制组件前端为能够使所述触发端离开所述触发通道的顶开端；所述剂量控制组件前端

与所述弹性触发件的触发端之间的距离、与所述药液容纳腔的长度成正比；

所述扳手与所述复位组件相连或接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剂量无针连续注射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剂量控制组件包

括定量控制杆、调节丝杆和剂量调节旋钮，所述定量控制杆的前部为伸入所述触发通道内

的杆体，所述定量控制杆的后部设有用于固定所述压缩弹簧的固定底座，所述定量控制杆

的后部中心设有螺纹调节通道，所述调节丝杆的前部与所述螺纹调节通道相连，所述调节

丝杆的后端与所述剂量调节旋钮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调剂量无针连续注射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定量控制杆的后

部设有与所述固定底座相连的环壁，所述环壁的外侧表面上设有刻度，所述壳体上设有显

示所述刻度的剂量显示窗口。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可调剂量无针连续注射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剂量调节旋

钮位于所述壳体外，所述调节丝杆的主体被后盖封闭法兰限制在所述壳体内，所述剂量调

节旋钮与所述后盖封闭法兰之间设有防滑动钢珠。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剂量无针连续注射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药物进入通道与

所述喷头之间设有防漏封闭膜。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剂量无针连续注射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药物进入通道上

设有药液容器连接口；所述药物控制阀为单向球阀。

7.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可调剂量无针连续注射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药物控制阀

包括阀体、药液引导管、球珠、球珠容纳腔和药物喷出口，所述药物喷出口位于所述球珠容

纳腔的前端，所述药液引导管的一端与所述球珠容纳腔相连通，所述药液引导管的另一端

与所述药物进入通道相连通，所述球珠位于所述球珠容纳腔内。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可调剂量无针连续注射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喷头内或所述防

漏封闭膜的一侧设有滤网。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剂量无针连续注射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复位组件包括扳

手复位器和扳手复位弹簧，所述壳体上设有复位弹簧安装腔，所述扳手复位器与所述复位

弹簧安装腔滑动相连，所述扳手复位弹簧位于所述扳手复位器和所述复位弹簧安装腔内，

所述扳手复位器的一端与所述扳手接触或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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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剂量无针连续注射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药物进入通道

的后端与所述中心推杆之间设有滑动密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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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剂量无针连续注射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公开一种可调剂量无针连续注射器，属于医疗器械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外企业生产有多种无针注射器产品，多数局限在糖尿病人的胰岛素治疗方

面，也有部分运用于禽畜类防疫疫苗的注射方面，设备结构采用的基本是无源性小微剂量

的无针注射器或有源性无针注射器，这些产品的不足之处是操作速度慢，每注射一次需要

调整一次，注射剂量小，可调范围小，效率低、寿命短，不依赖外加动能源的小微剂量的无针

注射器价格已经很贵，而依赖专用电源控制器、空气压缩泵、空气压缩罐的有源性无针注射

器价格就非常昂贵，并且存在着体积庞大、携带不便、故障率高，维持费用高的缺点。

[0003] 国内也有一些企业生产的无针有源或无源的注射器产品，基本上都是仿造的或高

仿造国外的产品，功能有限，价格昂贵。比较成熟的无源性无针注射器，也只限于打胰岛素

的运用，操作效率低，而价格确也接近国外产品，目前这些设备的劣势状态，明显地限制了

无针注射器在其他方面的运用。

[0004] 以往有过一种药物电泳导入的设备，运用直流电正负电极中间的能带电物质向负

极电泳的原理，使药物带电进入人体，这本身要通过一种带电荷的介质来进行，其药物的极

性和极性的大小都是影响给药成功与否的因素，时间长速度慢，药物电离化的成分变性也

是个问题，最主要的是药物导入皮下后介质的性质改变了，药物导入的深度就无法掌握。

[0005] 超声波药物导入方法的设备，也存在设备庞大，药物导入的环境要求特殊，导入的

量和速度不理想，深度和量都无法掌握，超声波的空泡效应对机体产生不适的影响也较明

显，不适应灵活机动的使用条件。

[0006] 申请号为201720237476.6的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新型可联发无针注射器，其主

要结构包括设置在针筒内的注射组件、设置在针筒外的加压组件、设置在针筒前端的剂量

调节器，其中所述剂量调节器为套接在针筒注射器前端外的内部镂空的圆柱体，所述注射

组件包括撞针、加压弹簧及加压开关，其主要工作过程是：通过所述加压组件对所述注射组

件的加压弹簧进行加压，作注射准备，然后通过按压所述加压开关释放加压弹簧压力，以推

动撞针撞击药管进行注射；其中药液量的控制方法为：所述剂量调节器与针筒注射器前端

螺纹连接，通过旋转带动药管与针筒注射器之间的相对位置，使每次药液的注射量在撞针

的行程范围内，完成定量注射。该注射器的优点是，可以实现将药管内的药液分成多次定量

注射，以实现在一次装满药管后，连续多次定量注射。但其缺陷是：首先，加压组件与注射组

件的加压开关分开设置，在加压后需要另外按压加压开关进行注射，通常需要双手操作，在

操作上不够便捷。其次，药管需要通过手动操作在安瓿瓶中吸取药液，然后再将吸满药液的

药管通过剂量调节器与针筒注射器前端连接，由于药管通过螺旋的可拆卸方式与剂量调节

器相连，由于在剂量调节器与针筒注射器前端之间、药管与剂量调节器之间分别采用螺旋

结构，在撞针撞击药管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结构松动，造成结构不稳定性，从而影响药液

剂量的精度和设备的使用寿命；从操作上来说，该结构不仅繁琐，同时增加了药物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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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第三，由于药液的注射量由所述撞针的行程范围决定，而该注射器中，撞针的行程

固定，无法进行调节，因此，每次注射的药液量为仅此一个固定值，虽然实现了药物的连续

注射，但是每次注射量都只能是固定一种剂量注射，限制了其使用范围，而对于可调节注射

剂量的多次连续注射的方式，该注射器则无法完成。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药物剂量可精确控

制、操作方便、使用寿命长、成本低的可调剂量无针连续注射器。

[0008]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可调剂量无针连续注射器，

包括壳体、喷头组件、推动组件和复位组件；

[0009] 所述喷头组件包括喷头、与喷头相连的药物进入通道、位于所述药物进入通道内

的药物控制阀和中心推杆，所述中心推杆的前端与所述药物控制阀相连，所述药物控制阀

通过所述中心推杆带动并在所述药物进入通道内前后滑动；所述药物控制阀向后滑动时，

在所述药物控制阀的前端形成药液容纳腔；

[0010] 所述推动组件包括连接体、压缩弹簧、弹性触发件、剂量控制组件和扳手；

[0011] 所述连接体的前端与所述中心推杆的后端相连，所述连接体的中心设有用于容纳

所述剂量控制组件前部的触发通道，所述弹性触发件的一端固定在所述连接体上，所述弹

性触发件的另一端为触发端，所述触发端位于所述触发通道内，所述扳手的中部与所述弹

性触发件的前端接触；所述压缩弹簧位于所述连接体的后端与所述剂量控制组件之间；所

述剂量控制组件前端为能够使所述触发端离开所述触发通道的顶开端；所述剂量控制组件

前端与所述弹性触发件的触发端之间的距离、与所述药液容纳腔的长度成正比；

[0012] 所述扳手与所述复位组件相连或接触。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剂量控制组件包括定量控制杆、调节丝杆和剂量调节旋钮，所述定

量控制杆的前部为伸入所述触发通道内的杆体，所述定量控制杆的后部设有用于固定所述

压缩弹簧的固定底座，所述定量控制杆的后部中心设有螺纹调节通道，所述调节丝杆的前

部与所述螺纹调节通道相连，所述调节丝杆的后端与所述剂量调节旋钮相连。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定量控制杆的后部设有与所述固定底座相连的环壁，所述环壁的

外侧表面上设有刻度，所述壳体上设有显示所述刻度的剂量显示窗口。

[0015] 进一步的，所述剂量调节旋钮位于所述壳体外，所述调节丝杆的主体被后盖封闭

法兰限制在所述壳体内，所述剂量调节旋钮与所述后盖封闭法兰之间设有防滑动钢珠。

[0016] 进一步的，所述药物进入通道与所述喷头之间设有防漏封闭膜。

[0017] 进一步的，所述药物进入通道上设有药液容器连接口；所述药物控制阀为单向球

阀。

[0018] 进一步的，所述药物控制阀包括阀体、药液引导管、球珠、球珠容纳腔和药物喷出

口，所述药物喷出口位于所述球珠容纳腔的前端，所述药液引导管的一端与所述球珠容纳

腔相连通，所述药液引导管的另一端与所述药物进入通道相连通，所述陶瓷球珠位于所述

球珠容纳腔内。

[0019] 进一步的，所述喷头内或所述防漏封闭膜的一侧设有滤网。

[0020] 进一步的，所述复位组件包括扳手复位器和扳手复位弹簧，所述壳体上设有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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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簧安装腔，所述扳手复位器与所述复位弹簧安装腔滑动相连，所述扳手复位弹簧位于所

述扳手复位器和所述复位弹簧安装腔内，所述扳手复位器的一端与所述扳手接触或相连。

[0021] 进一步的，所述药物进入通道的后端与所述中心推杆之间设有滑动密封件；所述

滑动密封件优选密封圈。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由机械结构组成，工作时依靠手动驱动扳手，从而带

动推动组件动作，在压缩弹簧和复位组件的协同作用下，产生一个高压动能，推动液体型药

剂高速通过喷头组件的喷头产生一股高压射流，瞬间穿透皮肤真皮层，进入皮下组织，完成

注射。本发明无需另外配置专用电源供电、省确了高耗能的动作电磁阀、空气压缩泵、压缩

气罐等烦杂而暨袢的附加动力源，能在使用者设定范围内调整注射的药物剂量，仅用单手

操即可作连续注射。通过所述剂量控制组件，可调节药物剂量的范围大。本发明操作简单，

坚固耐用，携带方便，能适应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进行正常的工作，发挥安全高效的功能。

工作时能够迅速而且连续地注射液体型药剂，医护人员只需按无菌操作的要求，在注射器

腔体内加入液体型药剂或装上大剂量相应的药物瓶，在无针注射器的后部设有注射剂量调

节旋钮，通过壳体上的剂量显示窗口里读出需要注射药物的剂量，以便适合于不同药物和

对象的使用要求,操作者只需单手握住无针注射器对准皮肤部位扳动扳手即可注射，松开

扳手重复扳动就能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等的多次的连续地注射不同部位，注射一次只需要

零点几秒时间，由于药液射流进入真皮层后呈弥漫性扩散状态分布，不易在注射部位产生

硬块结节。

[0023] 本发明适用范围：

[0024] 1、在中医临床多穴位点的皮下给药治疗方面，无针注射器能够提高皮下药物注射

的效果，针对其他给药方法的许多不足之处，可调剂量无针连续注射器的给药方法，能使中

医学临床医疗的多穴位点给药操作变得简单高效，准确快捷，安全可靠。

[0025] 2、或有战事及灾害性事件发生时，医护人员面对大批量的伤残人员，抢救工作量

很大，该无针注射器可迅速用于伤残人员创伤部位的应急性止血、止痛、抗创伤感染、清洁

创面等多功效的新型工具，无针注射器不用频繁的调换注射器针头，可快速地更换不同作

用的药物瓶就能对创伤面迅速地施展作用，能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损伤，达到止血、止痛、

抗感染、清洁创面的抢救目的。

[0026] 3、在大批量人群或禽畜类动物群的疫苗预防接种方面，该无针注射器携带方便，

简捷安全，大幅度降低卫生防疫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可调剂量无针连续注射器有着广泛

的使用前景。

[0027] 4、某些需要皮下或粘膜下给药的场合，利用可调剂量无针连续注射器剂量大小可

调的特点，更加适用于糖尿病的胰岛素治疗，疤痕组织修复治疗，局部组织浸润性麻醉，浅

表性肿瘤靶向治疗、干细胞、肉毒素、羊胎素局部修饰性注射等，定位准确，操作简便，疼痛

感小。

[0028] 5、本发明可以进入高温高压设备内消毒处理，注射时可接触皮肤也可接近皮肤进

行，注射时间短，仅零点几秒即可完成，避免传统注射器针具引起许多患者的恐针感、明显

减轻注射时的疼痛感觉，降低医源性感染和交叉性感染的发生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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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是本发明连接体向后移动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3是本发明推动组件复位时俯视方向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4是本发明推动组件的弹性触发件被剂量控制组件顶出触发通道时的俯视方向

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5是本发明推动组件复位时喷头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6是本发明中心推杆向后移动时喷头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中：1、壳体；101、剂量显示窗口；

[0036] 201、喷头；202、药物进入通道；203、药物控制阀；204、中心推杆；205、药液容纳腔；

206、防漏封闭膜；207、滤网；208、药液容器连接口；209、滑动密封件；

[0037] 211、阀体；212、药液引导管；213、球珠；214、球珠容纳腔；215、药物喷出口；

[0038] 301、连接体；302、压缩弹簧；303、弹性触发件；304、剂量控制组件；305、扳手；

[0039] 311、触发通道；331、触发端；

[0040] 341、顶开端；342、定量控制杆；343、调节丝杆；344、剂量调节旋钮；345、固定底座；

346、螺纹调节通道；347、环壁；

[0041] 4、药物瓶；5、后盖封闭法兰；6、防滑动钢珠；

[0042] 701、扳手复位器；702、扳手复位弹簧；703、复位弹簧安装腔；

[0043] 8、手柄。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

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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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应当属于本发明保

护的范围。

[0045] 根据图1-图6，本发明一种可调剂量无针连续注射器，包括壳体1、喷头组件、推动

组件和复位组件。

[0046] 所述喷头组件包括喷头201、与喷头201相连的药物进入通道202、位于所述药物进

入通道202内的药物控制阀203和中心推杆204。所述药物进入通道202与所述喷头201之间

设有防漏封闭膜206和滤网207，所述滤网207优选不锈钢滤网。所述中心推杆204的外径小

于所述药物进入通道202的内径，在所述中心推杆204的主体与所述药物进入通道202的内

壁之间形成用于流入药物的间隙区域。所述中心推杆204的前端与所述药物控制阀203相

连。所述药物进入通道202的后端与所述中心推杆204之间设有滑动密封件209，所述滑动密

封件209优选密封圈。所述药物进入通道202上设有药液容器连接口208，所述药液容器连接

口208用于连接药物瓶4；所述药物瓶4内的药剂通过药液容器连接口208进入所述药物进入

通道202。所述药物控制阀203优选为单向球阀。

[0047] 所述药物控制阀203包括阀体211、药液引导管212、球珠213、球珠容纳腔214和药

物喷出口215，所述药物喷出口215位于所述球珠容纳腔214的前端，所述药液引导管21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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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与所述球珠容纳腔214相连通，所述药液引导管212的另一端与所述药物进入通道202

相连通，所述球珠213位于所述球珠容纳腔214内，所述球珠213用于封堵所述药液引导管

212或用于开启并联通所述药物喷出口215、球珠容纳腔214和药液引导管212。所述球珠213

优选耐腐蚀的硬质球珠，如陶瓷球珠、不锈钢球珠等。

[0048] 所述药物控制阀203通过所述中心推杆204带动并在所述药物进入通道202内前后

滑动；所述药物控制阀203向后滑动时，在所述药物控制阀203的前端形成药液容纳腔205。

所述药物控制阀203的复位状态为：所述药物控制阀203位于所述药物进入通道202的前端，

所述球珠213封闭所述药液引导管212。当所述药物控制阀203向后移动时，药物进入通道

202内的药液通过所述药液引导管212流向球珠容纳腔214，所述球珠213被顶开、药液引导

管212开启，药液经过球珠容纳腔214后通过所述药物喷出口215流出进入药物控制阀203前

端的药液容纳腔205进行暂存，所述防漏封闭膜206用于阻挡药液从喷头201中自然流出。

[0049] 所述推动组件包括连接体301、压缩弹簧302、弹性触发件303、剂量控制组件304和

扳手305。

[0050] 所述连接体301的前端与所述中心推杆204的后端相连，所述连接体301的中心设

有用于容纳所述剂量控制组件304前部的触发通道311，所述弹性触发件303的一端固定在

所述连接体301上，所述弹性触发件303的另一端为触发端331，所述触发端331位于所述触

发通道311内，所述扳手305的中部与所述弹性触发件303的前端接触；所述扳手305的上端

铰接在所述壳体1上，所述扳手305的下端穿过所述触发通道311和壳体1的下部；所述扳手

305的中下部与所述复位组件相连或接触。所述压缩弹簧302位于所述连接体301的后端与

所述剂量控制组件304之间。

[0051] 所述剂量控制组件304前端为能够使所述触发端331离开所述触发通道311的顶开

端341；所述剂量控制组件304前端与所述弹性触发件303的触发端331之间的距离、与所述

药液容纳腔205的长度成正比，所述剂量控制组件304前端与所述弹性触发件303的触发端

331之间的距离，决定了所述药液容纳腔205内的药液剂量，通过所述剂量控制组件304调节

剂量控制组件304前端与所述弹性触发件303的触发端331之间的距离，从而改变所述药液

容纳腔205的长度，实现注射药液剂量的调节。

[0052] 所述剂量控制组件304包括定量控制杆342、调节丝杆343和剂量调节旋钮344，所

述定量控制杆342的前部为伸入所述触发通道311内的杆体，所述杆体的前端即为所述顶开

端341，所述定量控制杆342的后部设有用于固定所述压缩弹簧302的固定底座345，所述定

量控制杆342的后部中心设有螺纹调节通道346，所述调节丝杆343的前部与所述螺纹调节

通道346相连，所述调节丝杆343的后端与所述剂量调节旋钮344相连。作为优选的实施方

式，所述定量控制杆342的后部设有与所述固定底座345相连的环壁347，所述环壁347的外

侧表面上设有刻度，所述壳体1上设有显示所述刻度的剂量显示窗口101。所述剂量调节旋

钮344位于所述壳体1外，所述调节丝杆343的主体被后盖封闭法兰5限制在所述壳体1内，所

述剂量调节旋钮344与所述后盖封闭法兰5之间设有防滑动钢珠6。

[0053] 所述复位组件包括扳手复位器701和扳手复位弹簧702，所述壳体1上设有复位弹

簧安装腔703，所述扳手复位器701与所述复位弹簧安装腔703滑动相连，所述扳手复位弹簧

702位于所述扳手复位器701和所述复位弹簧安装腔703内，所述扳手复位器702的一端与所

述扳手305接触或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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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所述壳体1的右下方设有手柄8，所述手柄8方便手持和注射时对所述扳手305施

力。

[0055] 本发明使用时，所述扳手305在复位组件的作用下处于复位状态，将所述药物瓶4

通过所述药液容器连接口208与所述药物进入通道202连接，药液进入药物进入通道202，用

手向后扳动所述扳手305，所述扳手305对所述弹性触发件303的触发端331产生推力，弹性

触发件303带动所述连接体301向后滑动，从而带动所述中心推杆204和药物控制阀203向后

移动，在药液相对阀体211向前移动，推动所述球珠213向前移动并开启所述药液引导管

212，同时药液持续流入所述药液容纳腔205，在所述防漏封闭膜206的作用下，所述药液暂

留在所述药液容纳腔205内，当所述弹性触发件303的触发端331移动至所述定量控制杆342

的顶开端341时，所述顶开端341在弹性触发件303持续向后的作用力下顶开所述触发端

331，使触发端331离开所述触发通道311，所述扳手305与所述顶开端341接触，并阻止扳手

305继续向后移动，此时药液进入所述药液容纳腔205并充满所述药液容纳腔205；然后自动

释放所述扳手305，在压缩弹簧302的作用下，压缩弹簧302迅速推动所述连接体301向前移

动，并带动所述中心推杆204向前移动，同时带动所述药物控制阀203迅速向前移动、球珠

213封闭所述药液引导管212，在所述药物控制阀203前移过程中迫使所述药液容纳腔205内

的药液从喷头201中喷射而出，完成注射。本发明的药液喷射速度为350～400m/s。

[0056] 在一次注射完成后，继续扳动所述扳手305，重复上述步骤，可以实现连续多次注

射。同时，通过旋转所述剂量调节旋钮344带动所述调节丝杆343旋转，在螺纹作用下，使得

所述剂量控制组件304前部的定量控制杆342前后移动，以调节所述触发通道311的距离，从

而调整所述药液容纳腔205的容量以控制药剂的喷射量；在所述定量控制杆342旋转移动的

同时，所述环壁347跟随所述定量控制杆342旋转移动，从而在所述剂量显示窗口101内显示

不同的刻度值，以方便观察和调节药剂注射量。

[0057] 本发明药量控制精确、操作灵活方便、使用寿命长、成本低，可适用于多种场合进

行使用。

[0058] 应该理解，以上描述是为了进行图示说明而不是为了进行限制。通过阅读上述描

述，在所提供的示例之外的许多实施方式和许多应用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都将是显而易

见的。因此，本教导的范围不应该参照上述描述来确定，而是应该参照所附权利要求以及这

些权利要求所拥有的等价物的全部范围来确定。出于全面之目的，所有文章和参考包括专

利申请和公告的公开都通过参考结合在本文中。在前述权利要求中省略这里公开的主题的

任何方面并不是为了放弃该主体内容，也不应该认为发明人没有将该主题考虑为所公开的

发明主题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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