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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注射针技术领域，具体揭示

了一种一次性静脉曲张注射针，包括注射针本

体，所述注射针本体包括有手柄、鲁尔接头和穿

刺针，所述手柄的左端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盘，

所述手柄的右端固定连接有第二固定盘，所述穿

刺针的杆体表面固定套接有活动套杆；本实用新

型能够有效的通过缓慢的拧动调节轮来移动活

动套杆，从而使穿刺针缓慢的从活检通道到达预

定的注射点，并且当调节轮靠近第一限位卡片和

第二限位卡片时，能够限制调节轮的旋转度数，

即迫使医护人员只能在间隙中拧动调节轮，即降

低穿刺针的推进速度，从而实现避免穿刺针过于

快速的接近注射点，最终使穿刺针更加安全的接

近注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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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一次性静脉曲张注射针，包括注射针本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注射针本体（1）

包括有手柄（2）、鲁尔接头（3）和穿刺针（4），所述手柄（2）的左端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盘

（6），所述手柄（2）的右端固定连接有第二固定盘（7），所述穿刺针（4）的杆体表面固定套接

有活动套杆（5），所述活动套杆（5）的杆体上且位于左侧的位置刻设有螺纹，所述手柄（2）螺

纹套设在活动套杆（5）的杆体表面，所述活动套杆（5）的左端螺纹贯穿第一固定盘（6），所述

活动套杆（5）的右端螺纹贯穿第二固定盘（7），所述活动套杆（5）右端的杆体上固定套接有

调节轮（10），所述第二固定盘（7）右侧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第一限位卡片（8），所述第二固定

盘（7）右侧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二限位卡片（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次性静脉曲张注射针，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固定盘

（6）内腔的顶部和底部均开设有空腔（601），所述空腔（601）的内壁上固定连接有弹簧

（602），所述弹簧（602）且远离空腔（601）内壁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橡胶压块（603），所述橡胶

压块（603）远离弹簧（602）的一侧贴合在活动套杆（5）的杆体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次性静脉曲张注射针，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限位卡片

（8）与第二限位卡片（9）均为圆弧形结构，所述第一限位卡片（8）的顶部从右往左等距离刻

设有刻度线（801），所述第一限位卡片（8）与第二限位卡片（9）均为透明塑料制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次性静脉曲张注射针，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轮（10）的

轮体表面横向设置有防滑齿条，所述调节轮（10）轮体表面的中部沿环形刻设有一条指示线

（1001），所述调节轮（10）的轮体顶部贴合在第一限位卡片（8）的内壁，所述调节轮（10）的轮

体底部贴合在第二限位卡片（9）的内壁。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次性静脉曲张注射针，其特征在于：所述穿刺针（4）右

端的杆体活动贯穿至鲁尔接头（3）的内腔，所述鲁尔接头（3）内腔的左侧固定连接有一密封

圈（11），所述穿刺针（4）活动贯穿密封圈（1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次性静脉曲张注射针，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限位卡片

（8）的正面与第二限位卡片（9）的正面之间、所述第一限位卡片（8）的背面与第二限位卡片

（9）的背面之间均留有间隙（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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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一次性静脉曲张注射针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注射针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一次性静脉曲张注射针。

背景技术

[0002] 静脉曲张是四肢血管疾患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静脉曲张多发生在下肢。静脉曲

张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先天性血管壁膜比较薄弱或长时间维持相同姿势很少改变，血液

蓄积下肢，在日积月累的情况下破坏静脉瓣膜而产生静脉压过高，使血管突出皮肤表面的

症状。在较多手术中，硬化剂曲张静脉腔内凝闭术是较方便的一种术式。其为曲张静脉腔内

注射硬化剂，使曲张大隐静脉闭塞，组织机化，组织吸收，然后曲张静脉消失，病人住院时间

更短，或者不需住院，就能轻松完成的一种术式，是一种优越的大隐静脉治疗方案。

[0003] 目前在利用注射针往患者的发病部位注射硬化剂前，常常需要利用内窥镜先找准

注射部位，然后将注射针从内窥镜的活检通道导入到预定的注射部位。但是，当注射针在活

检通道中通过时，针头越靠近预定的注射点，医护人员就要以更慢且更稳定的速度推动注

射针，从而起到保证针头精准的推送到预定的注射位置，同时还起到避免突出的针头二次

伤害患者，而现有技术中，类似于这类操作，全靠医护人员的经验完成，存在一定的安全隐

患且不能精确将注射针从活检通道中送至预定的注射点。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一次性静脉曲张注射针，该设计方案

具备能够精准的将穿刺针送入到注射点，且送入过程中能够保证穿刺针的稳定性，避免穿

刺针出现回移的优点，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对穿刺针的使用操作较为麻烦且存在一定安全

隐患的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一次性静脉曲张注射针，包括注射针本体，所述注射针本体包

括有手柄、鲁尔接头和穿刺针，所述手柄的左端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盘，所述手柄的右端固

定连接有第二固定盘，所述穿刺针的杆体表面固定套接有活动套杆，所述活动套杆的杆体

上且位于左侧的位置刻设有螺纹，所述手柄螺纹套设在活动套杆的杆体表面，所述活动套

杆的左端螺纹贯穿第一固定盘，所述活动套杆的右端螺纹贯穿第二固定盘，所述活动套杆

右端的杆体上固定套接有调节轮，所述第二固定盘右侧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第一限位卡片，

所述第二固定盘右侧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二限位卡片。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一次性静脉曲张注射针，其中，所述第一固定盘内腔的顶部和

底部均开设有空腔，所述空腔的内壁上固定连接有弹簧，所述弹簧且远离空腔内壁的一侧

固定连接有橡胶压块，所述橡胶压块远离弹簧的一侧贴合在活动套杆的杆体上；该设计的

出现，能够有效的对活动套杆施加压力，进而避免活动套杆处于静止状态时发生移动。

[0007]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一次性静脉曲张注射针，其中，所述第一限位卡片与第二限位

卡片均为圆弧形结构，所述第一限位卡片的顶部从右往左等距离刻设有刻度线，所述第一

限位卡片与第二限位卡片均为透明塑料制成；该设计的出现，能够方便的使调节轮进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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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限位卡片与第二限位卡片，且也能够透过第一限位卡片观察到指示线。

[0008]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一次性静脉曲张注射针，其中，所述调节轮的轮体表面横向设

置有防滑齿条，所述调节轮轮体表面的中部沿环形刻设有一条指示线，所述调节轮的轮体

顶部贴合在第一限位卡片的内壁，所述调节轮的轮体底部贴合在第二限位卡片的内壁；该

设计的出现，能够方便的拧动调节轮。

[0009]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一次性静脉曲张注射针，其中，所述穿刺针右端的杆体活动贯

穿至鲁尔接头的内腔，所述鲁尔接头内腔的左侧固定连接有一密封圈，所述穿刺针活动贯

穿密封圈；该设计的出现，能够保证鲁尔接头内部的密封性。

[0010]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一次性静脉曲张注射针，其中，所述穿刺针右端的杆体活动贯

穿至鲁尔接头的内腔，所述鲁尔接头内腔的左侧固定连接有一密封圈，所述穿刺针活动贯

穿密封圈；该设计的出现，能够保证鲁尔接头内部的密封性。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2] 1、本实用新型通过手柄、穿刺针、活动套杆、第一固定盘、第二固定盘和调节轮等

结构的设计，能够有效的通过缓慢的拧动调节轮来移动活动套杆，从而使穿刺针缓慢的从

活检通道到达预定的注射点，并且当调节轮靠近第一限位卡片和第二限位卡片时，能够限

制调节轮的旋转度数，即迫使医护人员只能在间隙中拧动调节轮，即降低穿刺针的推进速

度，从而实现避免穿刺针过于快速的接近注射点，最终使穿刺针更加安全的接近注射点。

[0013] 2、本实用新型通过在第一固定盘中设计的空腔、弹簧和橡胶压块，则能够有效的

对活动套杆施加一个挤压力，从而保证活动套杆在未受到外界的拧动时，活动套杆能够保

持静止状态，进而保证了穿刺针的稳定性，避免穿刺针在注射作业时远离注射点或者过于

接近穿刺点，最终进一步的提升了该装置的安全性。

[0014] 3、本实用新型通过在第一限位卡片上刻设的刻度线，以及在调节轮上设置的指示

线，则能够在转动调节轮的时候参照调节轮上的指示线以及第一限位卡片上的刻度线，从

而确定调节轮转动的距离，即穿刺针移动的距离，进而使注射针更加精准的靠近注射点，提

升注射针的推送效果。

附图说明

[0015]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申请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本申

请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申请，并不构成对本申请的不当限定。在附图中：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注射针本体的正面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图1中的A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图1中的B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实用新型第一限位卡片与第二限位卡片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实用新型第一限位卡片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为本实用新型调节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为本实用新型注射针本体的正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注射针本体；2、手柄；3、鲁尔接头；4、穿刺针；5、活动套杆；6、第一固定盘；

601、空腔；602、弹簧；603、橡胶压块；7、第二固定盘；8、第一限位卡片；801、刻度线；9、第二

限位卡片；10、调节轮；1001、指示线；11、密封圈；12、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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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请参阅图1‑7，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一次性静脉曲张注射针，包括注射针本体1，注射

针本体1包括有手柄2、鲁尔接头3和穿刺针4，手柄2的左端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盘6，手柄2

的右端固定连接有第二固定盘7，穿刺针4的杆体表面固定套接有活动套杆5，活动套杆5的

杆体上且位于左侧的位置刻设有螺纹，手柄2螺纹套设在活动套杆5的杆体表面，活动套杆5

的左端螺纹贯穿第一固定盘6，活动套杆5的右端螺纹贯穿第二固定盘7，活动套杆5右端的

杆体上固定套接有调节轮10，第二固定盘7右侧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第一限位卡片8，第二固

定盘7右侧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二限位卡片9。

[0025] 第一固定盘6内腔的顶部和底部均开设有空腔601，空腔601的内壁上固定连接有

弹簧602，弹簧602且远离空腔601内壁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橡胶压块603，橡胶压块603远离弹

簧602的一侧贴合在活动套杆5的杆体上；该设计的出现，能够有效的对活动套杆5施加压

力，进而避免活动套杆5处于静止状态时发生移动。

[0026] 第一限位卡片8与第二限位卡片9均为圆弧形结构，第一限位卡片8的顶部从右往

左等距离刻设有刻度线801，第一限位卡片8与第二限位卡片9均为透明塑料制成；该设计的

出现，能够方便的使调节轮10进入到第一限位卡片8与第二限位卡片9，且也能够透过第一

限位卡片8观察到指示线1001。

[0027] 调节轮10的轮体表面横向设置有防滑齿条，调节轮10轮体表面的中部沿环形刻设

有一条指示线1001，调节轮10的轮体顶部贴合在第一限位卡片8的内壁，调节轮10的轮体底

部贴合在第二限位卡片9的内壁；该设计的出现，能够方便的拧动调节轮10。

[0028] 穿刺针4右端的杆体活动贯穿至鲁尔接头3的内腔，鲁尔接头3内腔的左侧固定连

接有一密封圈11，穿刺针4活动贯穿密封圈11；该设计的出现，能够保证鲁尔接头3内部的密

封性。

[0029] 第一限位卡片8的正面与第二限位卡片9的正面之间、第一限位卡片8的背面与第

二限位卡片9的背面之间均留有间隙12；该设计的出现，能够保证医护人员在最后阶段只能

从间隙12中拧动调节轮10，进而避免调节轮10转速过快导致穿刺针4位移过快。

[0030] 在使用本实用新型时（工作原理），首先将内窥镜的管体连接在患者预定的注射点

上，然后将该装置的穿刺针4导入至内窥镜的活检通道中（由于此时穿刺针4的针头离预定

点较远，所以导入的速度可以较快），当穿刺针4进入到活检通道中一段距离后，医护人员可

一手拿捏手柄2，一手拿捏调节轮10，并缓慢的拧动调节轮10，调节轮10远离第一限位卡片8

和第二限位卡片9时，医护人员能够360度的转动调节轮10，当调节轮10进入到第一限位卡

片8和第二限位卡片9之间时，医护人员则只能够透过间隙12拧动调节轮10，即只能小角度

的转动调节轮10，从而避免了穿刺针4的推入速度过快，而在转动调节轮10的过程中，医护

人员可通过观察指示线1001和刻度线801从而确定调节轮10移动的距离，实现更精准的推

送穿刺针4的效果，而由于活动套杆5被调节轮10带着转动，所以能够带动穿刺针4的左端延

长、右侧变短，最终使穿刺针4靠近于预定的注射点；

[0031] 当调节轮10停止转动后，由于整个活动套杆5没有了外界的转动力，且有橡胶压块

603始终对活动套杆5的挤压力，所以活动套杆5和穿刺针4能够保证注射时的稳定，避免回

移。

[0032]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对于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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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技术人员来说，本实用新型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理的内

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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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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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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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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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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