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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角立式宫腔支架

(57)摘要

本申请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提供了一种

四角立式宫腔支架，包括第一弹性架，第二弹性

架，第二弹性架的顶端与第一弹性架的顶端相交

形成第一固定点，第二弹性架的底端与第一弹性

架的底端相交形成第二固定点；第一弹性架上设

置有对称分布的第一支撑角和第二支撑角；第二

弹性架上设置有对称分布的第三支撑角和第四

支撑角。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通过第一弹

性架和第二弹性架的作用，形成具有第一支撑

角、第二支撑角、第三支撑角和第四支撑角的四

角立式宫腔支架，可有效的防止宫腔前后壁粘

连，支护效果好。另外，由于采用第一弹性架和第

二弹性架具有顶端和底端两个固定点，可整体同

步从宫腔内取出或放入宫腔内，取放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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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四角立式宫腔支架，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弹性架，为封闭环形结构，竖立设置在第一竖立面；

第二弹性架，为封闭环形结构，竖立设置在第二竖立面；

其中，所述第二竖立面与所述第一竖立面相交，形成所述四角立式宫腔支架的竖立中

心轴，所述第二弹性架的顶端与所述第一弹性架的顶端在所述竖立中心轴上相交且固定连

接，形成所述四角立式宫腔支架的第一固定点，所述第二弹性架的底端与所述第一弹性架

的底端在所述竖立中心轴上相交且固定连接，形成所述四角立式宫腔支架的第二固定点；

所述第一弹性架上设置有对称分布于所述竖立中心轴两侧的第一支撑角和第二支撑

角；

所述第二弹性架上设置有对称分布于所述竖立中心轴另外两侧的第三支撑角和第四

支撑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四角立式宫腔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弹性架为倒三角形

架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四角立式宫腔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四角立式宫腔支架还包

括：

拉杆，所述拉杆与所述竖立中心轴同轴，所述拉杆的顶端与所述第一固定点连接，所述

第二固定点上设置有与所述竖立中心轴同轴的通孔，所述拉杆的底端穿过所述通孔，且所

述拉杆与所述通孔活动配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四角立式宫腔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拉杆上且位于所述第一

固定点和所述第二固定点之间固定设置有限位件。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四角立式宫腔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件为锥台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中任一项所述的四角立式宫腔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弹性

架和所述第二弹性架为多孔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四角立式宫腔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弹性架和所述第二

弹性架上设置有载药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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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角立式宫腔支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械防护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四角立式宫腔支架。

背景技术

[0002] 宫腔粘连(intrauterine  adhesions，IUA)是指各种因素所致子宫内膜基底层损

伤后，宫腔肌壁和(或)宫颈管的相互粘连。临床表现主要为月经过少、闭经或不孕等，常为

妇科门诊就诊主要原因。其危害主要表现为影响育龄期女性月经及生育功能。近年来随着

宫腔操作的增加，宫腔粘连的发病率逐渐上升，已成为危害育龄期女性身心健康的常见问

题。中重度宫腔粘连的患者子宫内膜基底层破坏较严重，子宫内膜及腺体的再生能力低下

且子宫内膜的容受性差，临床预后差。宫腔粘连由于诊断困难、手术风险较大、术后复发率

高，其治疗方案选择一直是临床治疗的难题。随着宫腔镜设备的进步和技术的不断改进，宫

腔镜下宫腔粘连分离术是治疗宫腔粘连的首选方式，而术后再粘连的预防已成为困扰IUA

治疗的瓶颈。

[0003] 临床多采用宫内节育器或球囊支架置入宫腔，阻隔术后创面相互接触，预防再粘

连的形成，但疗效并不理想，尤其是对于粘连严重的患者。重度IUA患者子宫内膜基底层破

坏较严重，粘连切开的创面面积较大，含铜的金属宫形环由于其面积有限，不能完全分隔子

宫前后壁，使子宫前后壁在IUD中间和两旁仍有再次粘连的可能。而球囊支架导管为硅胶材

质，并且与阴道相通，这会大大增加感染机会，宫腔感染的风险对患者术后妊娠预后不利。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宫腔支架的支护效果差，宫腔易粘连的问题，提

供一种四角立式宫腔支架，包括：

[0005] 第一弹性架，为封闭环形结构，竖立设置在第一竖立面；

[0006] 第二弹性架，为封闭环形结构，竖立设置在第二竖立面；

[0007] 其中，所述第二竖立面与所述第一竖立面相交，形成所述四角立式宫腔支架的竖

立中心轴，所述第二弹性架的顶端与所述第一弹性架的顶端在所述竖立中心轴上相交且固

定连接，形成所述四角立式宫腔支架的第一固定点，所述第二弹性架的底端与所述第一弹

性架的底端在所述竖立中心轴上相交且固定连接，形成所述四角立式宫腔支架的第二固定

点；

[0008] 所述第一弹性架上设置有对称分布于所述竖立中心轴两侧的第一支撑角和第二

支撑角；

[0009] 所述第二弹性架上设置有对称分布于所述竖立中心轴另外两侧的第三支撑角和

第四支撑角。

[0010] 进一步，所述第一弹性架为倒三角形架体。

[0011] 进一步，所述四角立式宫腔支架还包括：

[0012] 拉杆，所述拉杆与所述竖立中心轴同轴，所述拉杆的顶端与所述第一固定点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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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二固定点上设置有与所述竖立中心轴同轴的通孔，所述拉杆的底端穿过所述通孔，

且所述拉杆与所述通孔活动配合。

[0013] 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通过拉杆的作用，便于弯曲第一弹性架和第二弹

性架，缩短第一支撑角和第二支撑角的距离，可快速将第一弹性架和第二弹性架从宫腔内

拉出。

[0014] 进一步，所述拉杆上且位于所述第一固定点和所述第二固定点之间固定设置有限

位件。

[0015] 进一步，所述限位件为锥台结构。

[0016] 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通过锥台结构的限位件的作用，限位件可局部插

入第二固定点的通孔内，限制第一固定钉、第二固定钉和拉杆的相对位移，四角立式宫腔支

架的受力点集中在第二固定点处，受力均衡，有效防止立式宫腔支架的局部断裂或脱落。

[0017] 进一步，所述第一弹性架和所述第二弹性架为多孔结构。

[0018] 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通过将第一弹性架和第二弹性架设置为多孔结

构，可有效提高载药量以及药物释放速率。

[0019] 进一步，所述第一弹性架和所述第二弹性架上设置有载药层。

[0020] 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通过载药层的作用，实现宫腔内局部用药，用药位

置更精准，可降低用药量，改善子宫内膜厚度及血流情况。

[002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通过第一弹性架和第二弹性架的作用，形成具有第一

支撑角、第二支撑角、第三支撑角和第四支撑角的四角立式宫腔支架，可有效的防止宫腔前

后壁粘连，支护效果好。另外，由于采用第一弹性架和第二弹性架具有顶端和底端两个固定

点，可整体同步从宫腔内取出或放入宫腔内，取放方便。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四角立式宫腔支架的一种实施方式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实用新型四角立式宫腔支架的另一种实施方式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图2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图3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图2中拉杆向下拉扯用于从宫腔内拔出四角立式宫腔支架的立体结构示意

图。

[0027] 图6为图2中拉杆去掉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10‑第一弹性架；11‑第一支撑角；12‑第二支撑角；20‑第二弹性架；21‑第三

支撑角；22‑第四支撑角；30‑竖立中心轴；31‑第一竖立面；32‑第二竖立面；40‑第一固定点；

50‑第二固定点；60‑载药层；70‑拉杆；80‑限位件；90‑通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附图1至附图6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30] 实施例1

[0031] 如图1所示的一种四角立式宫腔支架，包括第一弹性架10和第二弹性架20。

[0032] 第一弹性架10为封闭环形结构，竖立设置在第一竖立面31。第一弹性架10为倒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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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形架体。

[0033] 第二弹性架20为封闭环形结构，竖立设置在第二竖立面32。

[0034] 第二竖立面32与第一竖立面31相交，竖立相交线形成四角立式宫腔支架的竖立中

心轴30。第一竖立面31于第二竖立面32可以垂直相交。

[0035] 第二弹性架20的顶端与第一弹性架10的顶端在竖立中心轴30上相交且固定连接，

形成四角立式宫腔支架的第一固定点40，第二弹性架20的底端与第一弹性架10的底端在竖

立中心轴30上相交且固定连接，形成四角立式宫腔支架的第二固定点50。

[0036] 第一弹性架10上设置有对称分布于竖立中心轴30两侧的第一支撑角11和第二支

撑角12。即第一支撑角11和第二支撑角12分布在第一竖立面31上。

[0037] 第二弹性架20上设置有对称分布于竖立中心轴30另外两侧的第三支撑角21和第

四支撑角22。即第三支撑角21和第四支撑角22分布在第二竖立面32上。

[0038] 如图1所示为四角立式宫腔支架放入宫腔内后的支撑状态。在放入宫腔前，先利用

套管配件将四角立式宫腔支架压缩为长条状结构，以便于放入宫腔。套管配件可以视为管

体，将第一弹性件和第二弹性架20挤压，使四角立式宫腔支架的竖立中心轴30与管体轴心

重合，将四角立式宫腔支架塞入管体后，在管体的束缚作用下，伸入宫腔内，到达宫腔后，拔

出管体，四角立式宫腔支架停留在宫腔内并舒展开形成如图1所示的状态。

[0039] 第一弹性架10和第二弹性架20为多孔结构。以便于提高载药量以及药物释放速

率。

[0040] 第一弹性架10和第二弹性架20上设置有载药层60或载药区域。取不同质量梯度的

药物与低密度聚乙烯粉、致孔剂混合后置于塑性成型机中，在180℃和4MPa的条件下压制成

型。其中，致孔剂含量的增多，可提高四角立式宫腔支架的孔隙率，从而载药量越多，也便于

药物扩散，提高药物在宫腔内的释放速率。

[0041] 实施例2，如图2至图6所示，四角立式宫腔支架的结构与实施例1的结构大致相同，

区别在于，四角立式宫腔支架还包括拉杆70和限位件80。

[0042] 拉杆70与竖立中心轴30同轴，拉杆70的顶端与第一固定点40连接，第二固定点50

上设置有与竖立中心轴30同轴的通孔90，拉杆70的底端穿过通孔90，且拉杆70与通孔90活

动配合。

[0043] 拉杆70上且位于第一固定点40和第二固定点50之间固定设置有限位件80。

[0044] 限位件80为锥台结构。锥台结构的顶端直径大于其底端直径，且锥台结构的底端

直径小于通孔90的孔径，锥台结构的顶端直径大于通孔90的孔径。从而锥台结构可局部插

入通孔90内，但无法穿过通孔90。

[0045] 如图5所示，当拉杆70向下拉扯时，第一固定点40向第二固定点50靠拢，第一弹性

件和第二弹性架20对应的弯曲变形。拉杆70下拉过程中，由于四角立式宫腔支架的变形，使

第一支撑角11和第二支撑角12的间距持续缩短。拉杆70上的限位件80跟随拉杆70下移，直

至限位件80局部塞入第二固定点50的通孔90中。此时第一固定点40和第二固定点50相对固

定，第一支撑角11与第二支撑角12的间距最小，进一步向下拉扯拉杆70时，第一固定点40和

第二固定点50同步被下拉，使四角立式宫腔支架整体从宫腔内取出。

[0046]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

上述实施例，凡属于本实用新型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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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

润饰，同样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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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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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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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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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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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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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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