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480072023.1

(22)申请日 2014.11.0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87363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8.17

(30)优先权数据

61/900,661 2013.11.06 US

(85)PCT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日

2016.07.01

(86)PCT国际申请的申请数据

PCT/US2014/063879 2014.11.04

(87)PCT国际申请的公布数据

WO2015/069643 EN 2015.05.14

(73)专利权人 贝克顿·迪金森有限公司

地址 爱尔兰敦劳费尔

(72)发明人 A·麦金农　L·桑德斯　

Y·耶夫梅宁科　J·坎切列里　

D·汉密尔顿　J·J·肯尼迪三世　

L·C·唐　R·曼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百瑞专利商标事务所

(普通合伙) 44240

代理人 金辉

(51)Int.Cl.

A61M 39/10(2006.01)

F16L 37/107(2006.01)

F16L 37/248(2006.01)

(56)对比文件

US 2012/0316536 A1,2012.12.13,

US 3667636 A,1972.06.06,

US 6336914 B1,2002.01.08,

审查员 时瑞

 

(54)发明名称

用于医疗设备的连接装置

(57)摘要

一种用于医疗设备的连接装置，包括具有第

一端和第二端的第一连接件，所述第一连接件靠

近所述第一端限定有至少一个通道。所述至少一

个通道具有轴向延伸的第一部，以及靠近所述第

一连接件的第一端的肩部，所述肩部限定了通道

入口。所述至少一个通道具有在所述轴向的横向

方向延伸的第二部。所述连接装置还包括具有第

一端和第二端的第二连接件，以及靠近所述第一

端的至少一个凸起。所述肩部用于将第二连接件

的至少一个凸起导入所述通道入口，而不需考虑

所述至少一个凸起相对于所述通道入口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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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医疗设备的连接装置，包括：

具有第一端和第二端的第一连接件，所述第一连接件靠近所述第一端处开设有至少一

个通道，所述至少一个通道具有轴向延伸的第一部、  在所述轴向的横向方向延伸的第二

部、以及在所述第一部和所述第二部之间延伸的第三部，所述至少一个通道的第二部限定

一个终点，所述至少一个通道在靠近所述第一连接件的所述第一端处具有肩部，所述肩部

限定了通道入口，所述第一连接件具有限定所述至少一个通道的所述第一部和所述第三部

的部分的弯曲壁，所述弯曲壁从所述通道入口向所述至少一个通道的所述第二部弯曲；以

及

具有第一端和第二端的第二连接件，所述第二连接件靠近所述第一端设置有至少一个

凸起；

其中当所述第二连接件的所述至少一个凸起进入所述第一连接件的所述至少一个通

道时，所述第二连接件朝向所述第一连接件的轴向移动使至少一个凸起与所述弯曲壁接

合，并且所述第一连接件和所述第二连接件中的至少一个相对于另一个连接件旋转，以进

入至少一个凸起到达至少一个通道的第二部的终点的锁定状态，其中所述肩部用于将所述

第二连接件的所述至少一个凸起导入所述通道入口，而不需考虑所述至少一个凸起相对于

所述通道入口的定位。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接装置，其中，所述通道入口比所述至少一个通道的所述第一

部和所述至少一个通道的所述第二部宽。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接装置，其中，所述至少一个通道的所述第二部包括轴向延伸

的凹槽。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连接装置，其中，所述凹槽朝向所述第一连接件的所述第一端延

伸。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连接装置，其中，所述凹槽相对于所述至少一个通道的所述第二

部朝向所述第一连接件的所述第二端延伸。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连接装置，其中，当所述第一连接件和第二连接件处于锁定状态

时，所述至少一个凸起和所述凹槽形成积极锁定，将所述第一连接件与所述第二连接件可

拆装地固定。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接装置，其中，所述至少一个通道的所述第二部包括相对于所

述第一连接件的所述第一端向远端延伸的大致轴向的凹槽和相对于所述第一连接件的所

述第一端向近端延伸的大致轴向的凹槽。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接装置，其中，所述第一连接件和所述第二连接件还包括贯穿

其中的液体通道，当所述第一连接件和所述第二连接件相接合时，所述液体通道形成液体

路径。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连接装置，其中，所述第一连接件和所述第二连接件的至少其中

一个还包括位于各自液体通道内的自修复膜，且其中，当所述第一连接件与所述第二连接

件相接合时，所述自修复膜形成隔水密封。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接装置，还包括指示器，用于指示所述第一连接件与所述第

二连接件之间的锁定状态。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连接装置，其中，所述指示器是视觉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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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连接装置，其中，所述第一连接件和所述第二连接件分别包括

平面部和弧状部，所述视觉指示器包括第一连接件的平面部与第二连接件的平面部对齐以

及第一连接件的弧状部与第二连接件的弧状部对齐。

13.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连接装置，其中，所述指示器是触觉指示器，且其中，所述至少

一个凸起与凹槽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锁定状态的触觉指示。

1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接装置，其中，所述第二连接件的所述第一端包括包围中空

部的侧壁，所述侧壁朝远离所述第二连接件的第二端的方向轴向延伸，且其中所述侧壁包

括所述至少一个凸起，所述至少一个凸起向内延伸。

1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接装置，其中，所述第一连接件和所述第二连接件的其中一

个设置在注射器转接器上，另一个连接件设置在瓶子转接器和病人连接器的至少其中一个

上。

1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接装置，其中，所述肩部是圆形的，所述至少一个通道的所述

第一部和所述第三部限定了非直线的路径。

17.一种用于医疗设备的连接装置，包括：

具有第一端和第二端的第一连接件，所述第一连接件靠近所述第一端处开设有至少一

个通道，所述至少一个通道具有从靠近所述第一连接件的所述第一端的位置向所述第一连

接件的所述第二端延伸的第一部、从相对于所述第一部的横向方向延伸的第二部、以及在

所述第一部和所述第二部之间延伸的第三部，所述至少一个通道在靠近所述第一连接件的

所述第一端处具有肩部，所述肩部限定了通道入口，所述第一连接件具有限定所述至少一

个通道的所述第一部和所述第三部的部分的第一壁，所述第一壁沿第一连接件上的非线性

路径从所述第一连接件的第一末端向所述至少一个通道的第二部延伸，第一连接件具有第

二壁，所述第二壁沿着连接件上的非线性路径从第一连接件的第一末端向至少一个通道的

第三部延伸和沿着第一连接件上的非线性路径从第三部向至少一个通道的第二部延伸；以

及

具有第一端和第二端的第二连接件，所述第二连接件靠近所述第一端设置有至少一个

凸起；

其中所述第二连接件的所述至少一个凸起配置为接纳于所述第一连接件的所述至少

一个通道，所述第一连接件和所述第二连接件具有所述第一连接件与所述第二连接件固定

的锁定状态，当所述第一连接件和所述第二连接件处于锁定状态时，所述第二连接件的所

述至少一个凸起位于所述第一连接件的所述至少一个通道的所述第二部中，且其中所述通

道入口比所述第一连接件的所述至少一个通道的所述第一部宽。

18.如权利要求17所述的连接装置，其中，所述第一连接件的所述至少一个通道的所述

第二部在相对于所述第一连接件的纵轴的横向方向上延伸。

19.如权利要求17所述的连接装置，其中，所述至少一个通道的所述第二部包括轴向延

伸的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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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医疗设备的连接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一种用于医疗设备的连接装置。更具体地，本申请涉及一种用于封闭

系统转移设备(CSTD)的连接件，包括能够使CSTD的两个连接件相互接合且锁定的连接件。

背景技术

[0002] 对很多病情、失调和疾病的治疗都涉及有毒药物的使用。例如，对一些肾病的治疗

通常涉及环磷酰胺、烷化剂的使用。环磷酰胺治疗的副作用众所周知并在接受这种治疗的

病人的意料之中，但是使用环磷酰胺的医护人员在配制药品和随后给病人使用的过程中也

面临接触的风险。

[0003] 现有技术中已有用于配制及随后使用有毒药物的设备，通常称为封闭系统转移设

备(CSTD)。通常，这些设备包括用于连接装有粉状或冻干药品的瓶子的转接器、注射器上的

转接器以及向病人循环系统提供液体通道的导管上的转接器。通常，医护人员通过连接各

自的转接器将注射器与瓶子连接，从而将粉状或冻干的药品与生理盐水或其它配制介质进

行配制，配制药物，将药品吸入注射器，分离转接器，然后通过各自的转接器将注射器与液

体导管连接，给病人使用。

[0004] 典型的CSTD固有地需要将各种转接器连接或分离，从而配制并使用药物。这种重

复的连接和分离增加了事故以及接触有毒药品的风险。专业组织和政府机构等已确认使用

这些药品的安全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发明内容

[0005] 一方面，一种用于医疗设备的连接装置包括具有第一端和第二端的第一连接件，

所述第一连接件靠近所述第一端处开设有至少一个通道。所述至少一个通道具有轴向延伸

的第一部，所述至少一个通道在靠近所述第一连接件的所述第一端处具有肩部，所述肩部

限定了通道入口。所述至少一个通道具有向所述轴向的横向方向延伸的第二部。所述连接

装置还包括具有第一端和第二端的第二连接件，所述第二连接件靠近所述第一端设置有至

少一个凸起。当所述第二连接件的所述至少一个凸起进入所述第一连接件的所述至少一个

通道时，所述第二连接件相对于所述第一连接件的轴向移动使所述第一连接件和所述第二

连接件中的至少一个相对于另一个连接件旋转，进入锁定状态，其中所述肩部用于将所述

第二连接件的所述至少一个凸起导入所述通道入口，而不需考虑所述至少一个凸起相对于

所述通道入口的定位。

[0006] 所述通道入口比所述至少一个通道的所述第一部和所述至少一个通道的所述第

二部宽。所述至少一个通道的所述第二部包括轴向延伸的凹槽。所述凹槽沿着所述第一连

接件的所述第一端延伸。在其它例子中，所述凹槽相对于所述至少一个通道的所述第二部

沿着所述第一连接件的所述第二端延伸。当所述第一连接件和第二连接件处于锁定状态

时，所述至少一个凸起和所述凹槽形成积极锁定，将所述第一连接件与所述第二连接件可

移动地固定。所述至少一个通道的所述第二部包括向所述第一连接件的所述第一端的远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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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的大致轴向的凹槽和向所述第一连接件的所述第一端的近端延伸的大致轴向的凹槽。

[0007] 所述第一连接件和所述第二连接件还包括贯穿其中的液体通道，当所述第一连接

件和所述第二连接件相接合时，所述液体通道形成液体路径。所述第一连接件和所述第二

连接件中至少一个还包括位于各自液体通道内的自修复膜，当所述第一连接件与所述第二

连接件相接合时，所述自修复膜形成隔水密封。所述连接装置还包括指示器，用于指示所述

第一连接件与所述第二连接件之间的锁定状态。所述指示器是视觉指示器。在一个例子中，

所述第一连接件和所述第二连接件分别包括平面部和弧状部，所述视觉指示器由第一连接

件的平面部与第二连接件的平面部的对齐以及第一连接件的弧状部与第二连接件的弧状

部的对齐来构成。在其它例子中，所述指示器是触觉指示器，例如所述至少一个凸起与凹槽

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锁定状态的触觉指示。

[0008] 所述第二连接件的所述第一端包括包围中空部的侧壁，所述侧壁朝远离所述第二

连接件的第二端的方向轴向延伸，其中所述侧壁包括所述至少一个凸起，所述至少一个凸

起向内延伸。所述第一连接件和所述第二连接件中的一个设置在注射器转接器上，另一个

设置在瓶子转接器和病人连接器中的至少一个上。所述肩部是圆形的，所述至少一个通道

的所述第一部限定了非直线的路径。

[0009] 另一方面，一种用于医疗设备的连接装置包括具有第一端和第二端的第一连接

件，所述第一连接件靠近所述第一端处开设有至少一个通道。所述至少一个通道具有从靠

近所述第一连接件的所述第一端的位置向所述第一连接件的所述第二端延伸的第一部。所

述至少一个通道在靠近所述第一连接件的所述第一端处具有肩部，所述肩部限定了通道入

口，所述至少一个通道具有从所述第一部延伸的第二部。所述连接装置还包括具有第一端

和第二端的第二连接件，所述第二连接件靠近所述第一端设置有至少一个凸起。所述第二

连接件的所述至少一个凸起用于进入所述第一连接件的所述至少一个通道。所述第一连接

件和所述第二连接件具有使所述第一连接件与所述第二连接件固定的锁定状态。当所述第

一连接件和所述第二连接件处于锁定状态时，所述第二连接件的所述至少一个凸起位于所

述第一连接件的所述至少一个通道的所述第二部中，其中所述通道入口比所述第一连接件

的所述至少一个通道的所述第一部宽。

[0010] 所述第一连接件的所述至少一个通道的所述第一部是非直线的。所述第一连接件

的所述至少一个通道的所述第二部沿着横向于所述第一连接件的纵轴的方向延伸。所述至

少一个通道的所述第二部包括轴向延伸的凹槽。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液体封闭转移系统的爆炸示意图，示出了注射器

转接器、瓶子转接器和病人连接器；

[0012] 图2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图1所示的病人连接器的前视图；

[0013] 图3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图1所示的病人连接器的侧视图；

[0014] 图4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图1所示的病人连接器的仰视结构示意图；

[0015] 图5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图1所示的病人连接器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6] 图6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图1所示的病人连接器的剖视图；

[0017] 图7A是本发明另一个实施例提供的图1所示的病人连接器的连接件的前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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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7B是本发明又一个实施例提供的图1所示的病人连接器的连接件的前视图；

[0019] 图8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图1所示的注射器转接器的前视图；

[0020] 图9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图1所示的注射器转接器的侧视图；

[0021] 图10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图1所示的注射器转接器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11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图1所示的注射器转接器的仰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12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图1所示的注射器转接器的连接件的剖视图；

[0024] 图13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图1所示的瓶子转接器的前视图；

[0025] 图14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图1所示的瓶子转接器的侧视图；

[0026] 图15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图1所示的瓶子转接器的仰视结构示意图；

[0027] 图16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图1所示的瓶子转接器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8] 图17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图1所示的瓶子转接器的剖视图；

[0029] 图18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图1所示的注射器转接器和病人连接器在连接过

程中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9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图1所示的注射器转接器和病人连接器处于连接

状态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0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图1所示的注射器转接器和病人连接器处于连接

状态时的剖视图；

[0032] 图21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图1所示的注射器转接器和瓶子转接器处于连接

状态时的前视图；

[0033] 图22是本发明第二实施例提供的瓶子转接器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23是本发明第二实施例提供的注射器转接器的前视图，示出了与图22所示瓶子

转接器连接的注射器转接器；

[0035] 图24是图22所示的注射器转接器和图22所示的瓶子转接器的仰视结构示意图，示

出了与瓶子转接器连接的注射器转接器；

[0036] 图25是图22所示的注射器转接器和图22所示的瓶子转接器的剖视图，示出了与瓶

子转接器连接的注射器转接器；

[0037] 图26A-26E是第二连接件的凸起的其它实施例的局部前侧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为了下文的描述，术语“上面的”、“下面的”、“右侧的”、“左侧的”、“垂直的”、“水平

的”、“顶部的”、“底部的”、“横向的”、“纵向的”以及它们的衍生词，应当与本发明在附图中

呈现的方向相关。当然，应当理解，除非明确说明，本发明可以具有各种替代变化。还应当理

解，附图中描绘的以及以下说明书中描述的特定设备，仅仅是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

[0039] 如图1所示，用于第一容器和第二容器(未示出)间液体封闭转移的系统1的非限制

性例子包括注射器转接器2、瓶子转接器4和病人连接器6。瓶子转接器4和病人连接器6包括

第一连接件10，注射器转接器2包括第二连接件70。尽管图1示出的是瓶子转接器4和病人连

接器6具有第一连接件10以及注射器转接器2具有第二连接件70，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理解，第一连接件10和第二连接件70可以独立地与任何医疗设备相关联。另外，第一连接件

10可以与注射器转接器2相关联，第二连接件70可以与瓶子转接器4和病人连接器6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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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尽管没有示出，第一连接件10可以设置在IV袋转接器或CSTD系统中常用的其他任何

设备上。因此，以下附图中示出的例子应该仅仅作为示范性的、非限制性的例子。

[0040] 如图1-7B和13-17所示，本发明的一个非限制性实施例提供的第一连接件10包括

第一端20和第二端25。第一端20可以是立体结构，第二端25可以是任意结构，例如但不限于

握持表面、用于CSTD的转接器、用于确定与另一连接件或CSTD的其它部分的连接件的紧密

接合的视觉指示器或其中任何有效组合。第一连接件10可以由任意合适的材料制成，例如

但不限于塑料和医用级聚合物。这些聚合物可以是杜邦公司旗下商标为

以及 的产品。在非限制性例子中，第二端25是一种特殊的转接器，第一连接

件10可以由多种合适的材料制成，其中第一端20由塑料或医用级聚合物或其它合适材料制

成。

[0041] 进一步如图1-7B和13-17所示，在本发明的非限制性实施例中，第一连接件10中开

设有从远离第二端25的第一端20的一部分向接近第二端25的第一端20的一部分延伸的至

少一个通道30。通道30在将第一连接件10与第二连接件70(如图8-12所示)相接合的过程中

使用，且通道30可以沿着任何可用的路径。在非限制性例子中，通道30沿着非直线的路径，

例如如图1-7B和13-17所示的基本弯曲的路径，当然通道30还可以具有直线的路径或由许

多直线部分构成的路径。

[0042] 通道30可以具有许多不连续的部分，包括通道入口50、沿着第一连接件10的第一

端20的长度延伸的轴向或大致轴向的部分35以及向轴向部35的横向方向延伸的接近第二

端25的横向部60。包含通道入口50的第一连接件10的第一端20还包括限定了通道入口50的

肩部40。在非限制性例子中，肩部40是圆形的，从而将接触肩部40的物体导入通道入口50。

肩部40的圆形特性使得第一连接件10和第二连接件70(如图8-12所示)可以相互配合，不需

要对部件进行任何预先定位，降低了实现固定连接的难度。除了提供圆形肩部40以外，肩部

40还可以具有尖峰或其它任何合适的形状，将第二连接件70导入通道入口50，而不考虑接

合件相互间的定位。

[0043] 在非限制性例子中，通道30的横向部60大致垂直于通道30的轴向部35。在非限制

性例子中，优选地，通道入口50比通道30的其余部分35、60宽，降低了第一连接件10与第二

连接件70相接合的难度，下文将对此进行描述。在非限制性例子中，通道30包括位于横向部

60终点处的至少一个凹槽100。在非限制性例子中，凹槽100沿着第一连接件10的第二端25

轴向延伸，要么远离要么接近第一连接件10的第二端25。

[0044] 在如图7A所示的非限制性例子中，通道30的横向部60的终点处，设置了多个凹槽。

在非限制性例子中，凹槽110朝远离连接件第二端的方向延伸，凹槽120超接近连接件第二

端的方向延伸。在此结构下，有很多种固定第二连接件的凸起90的方式，从而利用相接合的

结构将第一连接件和第二连接件固定。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这种结构的多种多样，例

如弹簧和其他柔性及弹性设备和装置，只要能保持凸起90在凹槽110和/或120中。凹槽110、

120内设置有能够在设备处于锁定状态时提供触觉和听觉指示的凸部或结构。通过凸起90

与限定凹槽110、120的结构之间的配合，使凸起90只能保持在锁定位置，而不能用于连接偏

移件。具体地，凸起90和凹槽110、120可以用于在横向部60内保持锁定位置，直至施加足够

的转动力促使凸起90越过凹槽110、120。

[0045] 在如图7B所示的非限制性例子中，通道30的横向部60的终点处设置了一个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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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限制性例子中，凹槽110沿着远离连接件第二端的方向延伸。如上所述，凹槽110可以形

成凸部并在设备处于锁定状态时提供触觉及听觉指示。通过凸起90与限定凹槽110、120的

结构之间的配合，使凸起90只能保持在锁定位置，而不能用于连接偏移件。具体地，凸起90

和凹槽110、120可以用于在横向部60内保持锁定位置，直至施加足够的转动力促使凸起90

越过凹槽110、120。

[0046] 如图2-6所示，第一连接件10与病人连接器6相连。病人连接器6中开设了贯穿其中

的液体通道130。第二端25进一步包括表面26，表面26能够与第二连接件70紧密接合。所述

表面26可以是平面或其它任何结构，只要使第一连接件10和第二连接件70紧密接合即可。

第一连接件10的表面26还可以包括弹性或柔性件，使第一连接件10和第二连接件70相连接

和相分离时能相互促进。病人连接器6还包括公或母螺纹鲁尔锁122，用于将病人连接器6与

液体导管连接，其中液体导管与病人的循环系统间进行液体流通，例如液体导管可以是静

脉输液管。

[0047] 如图6所示，液体通道130穿过病人连接器6和第一连接件10，用于与第二连接件70

的相应液体通道进行液体流通，使得当第一连接件10和第二连接件70相接合时，在其中形

成液体路径。液体通道130和/或第一连接件10的第一端20和第二端25可以包括位于任意优

选位置的密封件或隔膜，在第一连接件10和第二连接件70相接合时帮助形成隔水密封。本

领域技术人员熟知这些密封件和隔膜，这些密封件和隔膜可以包括自修复密封件和隔膜，

且应该基于设备的预期用途来进行选择，例如生物相容性、化学惰性以及与其中包含的任

何化学试剂或治疗的兼容性，经FDA和/或OSHA批准以及适用于CSTD。这些密封件可以由天

然材料(例如橡胶)、合成聚合物和/或硅树脂(例如室温硫化硅胶)制成。具体地，连接件的

第一端20的近端可以包括用于在与第二连接件70的相应部件相配合时形成密封的隔膜。

[0048] 如图8-12所示，注射器转接器2包括第二连接件70，用于与第一连接件10相配合。

第二连接件70包括第一端80和第二端85。第二连接件70可以由任意合适的材料制成。例如

但不限于，第二连接件70可以由塑料或医用级聚合物制成。在非限制性例子中，第二连接件

70采用与第一连接件10或第一连接件10的第一端20相同的材料制成。第一端80进一步包括

表面81，表面81可以与第一连接件10的表面26紧密接合。所述表面81可以是平面或其它任

何结构，只要能通过表面26和81的相互作用使第一连接件10和第二连接件70紧密接合即

可。第二连接件70的表面81还可以包括弹性或柔性结构，使第一连接件10和第二连接件70

相连接和相分离时能相互促进。在非限制性例子中，第二连接件70可以包括公或母螺纹鲁

尔锁121。

[0049] 如图12所示，注射器转接器2中开设有穿过第一端80和第二端85的液体通道140。

注射器转接器2能够(通过鲁尔锁121)连接注射器，例如但不限于，配制药品或从瓶子中抽

出药品(通过与具有连接件的瓶子转接器的相互作用)。尽管示出的是鲁尔锁121，但还可以

使用其它任意合适的连接。可以通过与具有第一连接件10的病人连接器6之间的相互作用

将吸入的药品提供给病人。第二连接件70的第一端80具有限定了内腔170的侧壁160，内腔

170内包含至少一个凸起90。设置凸起90的尺寸，使其与第一连接件10的通道30相互作用。

具体地，在非限制性例子中，当通过第一连接件10的第一端20与第二连接件70的第一端80

之间的配合使第一连接件10与第二连接件70相接合时，第一连接件10的第一端20和第二连

接件70的第一端80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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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如图2-5和11所示，若凸起90与通道入口50对齐，第二连接件70将与第一连接件10

相配合。但是，若凸起90不与通道入口50对齐，凸起90可以接触肩部40。在一些例子中，在肩

部40优选圆形或倾斜的情况下，通过肩部的形状将凸起90导入通道入口50，从而将第一连

接件10和第二连接件70相接合。肩部40的圆形特性在不需对部件进行预先定位的情况下实

现了第一连接件10与第二连接件70的接合，降低了实现固定连接的难度。本领域技术人员

应当理解，若第一连接件10具有径向向外延伸的凸起且第二连接件70在内表面上开设有通

道时，上述原则以及接合过程也将类似作用。因此，附图的说明以及本文所描述的应当仅仅

作为本发明的示范性实施例。

[0051] 继续参考图2-5和11，当凸起90与通道入口50对齐时，凸起90可以进入通道30并实

现第一连接件10与第二连接件70的接合。随着第一连接件10和第二连接件70进一步接合，

凸起90沿着通道30更加深入，穿过轴向部35。在非限制性例子中，通道30是非直线的，沿着

例如但不限于弯曲路径上的凸起90的道路，使连接件10、70中的一个或两个相对于另一个

或相互旋转。

[0052] 通道30的非直线或弯曲的路径，在旋转第一和/或第二连接件10、70时将凸起90带

到路径30的横向部60。继续旋转第一连接件10和/或第二连接件70，将凸起90沿着路径30的

横向部60移动，且凸起90接近凹槽100。随着第一连接件10和/或第二连接件70进一步旋转，

凸起90到达路径30的终点，无法再进一步旋转。松开第一连接件10和/或第二连接件70，使

凸起90进入凹槽100。该进入避免了第一连接件10和第二连接件70间的接合分离。可以通过

任意合适的结构保持凸起90与凹槽100间的配合，例如但不限于，通过使用柔性结构，例如

但不限于压缩线圈/螺旋弹簧和拉伸线圈/螺旋弹簧。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能够提供足够力

或拉伸力使凸起90保持在凹槽100中从而保持连接件相接合的设备的类型。如结合图7A和

7B所示实施例所描述的，凹槽110、120内设置了凸部或结构，能够实现凸起90和第一连接件

10之间的过盈配合，从而一旦凸起90越过凸部，第一连接件10将保持与第二连接件20连接，

直到在连接件10、70上施加预设大小的转动力使凸起90再次越过凸起并经由路径30返回。

因此，第二连接件70的凸起90在进入图2所示的第一连接件10的凹槽100时是间隙配合，并

需要偏移力来保持凸起90位于凹槽100中，然而，图7A和7B所示的第一连接件10的凹槽110、

120可以具有与凸起90之间的摩擦配合，从而不必要偏移力来维持锁定配合。但是，图2所示

的凹槽100和图7A和7B所示的凹槽110、120分别可以用于在有或没有偏移力维持固定连接

的情况下与凸起90进行间隙或摩擦配合。

[0053] 在一些非限制性例子中，第一连接件10的第一端20是圆柱体，第二连接件70的第

一端80是中空柱体，凸起90向内面向中空部分。通过将第一连接件10插入第二连接件70的

第一端80的中空部分，或可替代地，将第二连接件70的第一端80的中空部分滑套上第一连

接件10的第一端20，可以实现两个连接件10、70的接合。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本发明

范围内的其它例子中，凸起可以设置在第一连接件10上并朝向外侧，同时第二连接件70具

有用于接收所述凸起的通道以及用于与所述凸起一起形成积极锁定的凹槽。

[0054] 回到图12，第二连接件70包括密封件或隔膜装置150。密封件或隔膜装置150用于

与第一连接件10上相应的密封件相配合，当液体转移时在第一连接件10和第二连接件70之

间形成密封界面。密封件或隔膜装置150还可以是第一连接件10的一部分。

[0055] 在非限制性例子中，密封件或隔膜装置150可以是自修复的，还可以是多组分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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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件或隔膜。例如，在图12所示的例子中，密封装置150包括第一密封体151、密封载体152和

第二隔膜153。密封载体152的一端装有第一密封体151，另一端装有第二密封体153。第一和

第二密封体151、153限定了两者间的空间154。第二连接件还包括与液体通道140进行液体

流通的针155和位于鲁尔锁121与密封装置150之间的偏移件157(例如弹簧)。密封装置150

用于在外壳内的保护与非保护位置之间移动。如下文将要描述的，当第二连接件70与第一

连接件10相接合时，密封装置150在第二连接件70内向上移动，从而在偏移件157中存储能

量(例如挤压偏移件)。当密封装置150在第二连接件70内移动时，针155刺穿密封体153并使

第一连接件10与第二连接件70之间形成液体流通，从而在第一容器(例如注射器)和第二容

器(例如瓶子、IV袋或静脉输液管)之间转移液体。第二连接件70与第一连接件10连接时，密

封体153可以与第一连接件上设置的相应密封件一起配合并形成密封的部件，避免液体通

过第一和第二连接件10、70转移时发生液体泄漏。在第二连接件70的非连接状态中，针155

的远端位于第一和第二密封体151、153之间的空间154内，保持针155的远端在载体152内。

还可以使用其它结构的密封件或隔膜装置150来与第一和第二连接件10、70连接。

[0056] 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适用于图12所示以及上文所描述的本发明实施例的密封件

或隔膜，或适用于单个自修复密封件或隔膜的密封件或隔膜，该密封件或隔膜能够被一尖

端(例如针)刺穿，撤出针后，密封件大致能自我修复，从而阻隔液体道路。现有技术中已有

很多适合用于密封件的材料，且应该基于设备的预期用途来进行选择，例如生物相容性、化

学惰性、以及与其中包含的任何化学试剂或治疗的兼容性，经FDA和/或OSHA批准以及适用

于CSTD。这些密封件可以由天然材料(例如橡胶)、合成聚合物、和/或硅树脂(例如室温硫化

硅胶)制成。

[0057] 在本发明的任意例子中，还可以在任意优选位置设置其它隔水密封件或隔膜，从

而增强对用户的安全性。例如但不限于，可以在第一连接件10的第二端25的表面26上设置

适用于形成隔水密封的材料，其中表面26接触第二连接件70的第一端80的表面81和/或在

第二连接件70的第一端80的表面81上设置适用于形成隔水密封的材料，其中表面81接触第

一连接件10的第二端25的表面26。如上所述，第一连接件10的第一端20的近端上可以设置

有用于与第二连接件70的密封体153相配合的密封体，从而在第一连接件10与第二连接件

70相接合时，在两者间形成隔水密封，任何由于事故造成的可能的泄漏都可以收容在液体

通道130、140形成的液体路径中。

[0058] 第二连接件70的凸起90与第一连接件10的通道30(根本上来说是凹槽100、110和/

或120)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积极锁定，将第一连接件10与第二连接件70固定。由于凸起

90通过任意合适方式保持与凹槽100相配合，例如但不限于使用偏移件157(参考图12)，偏

移件157可以是例如但不限于压缩线圈/螺旋弹簧和拉伸线圈/螺旋弹簧，因此还需要除了

旋转以外的其它的力来解除积极锁定。所需要的用来解除积极锁定的其它的力可以是促使

第一连接件10和/或第二连接件70相向运动，或者是以相同方式拉开这二者。因此，在一个

例子中，必须克服偏移件157的力将第一连接件10与第二连接件70分离。换句话说，偏移件

157的偏移力通过将凸起90偏压在凹槽100内来保持第一和第二连接件10、70处于锁定的、

连接的位置。当克服了偏移件157的力时，可以旋转第二连接件70并将其与第一连接件10分

离。如上所述，当第一连接件10与第二连接件70分离后，偏移件157将密封载体152转移回到

图12所示的位置，使针155位于空间154内。参考图7A和7B所示的例子，凹槽110、120限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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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部实现了凸起90与第一连接件10之间的过盈配合，使得一旦凸起90受力越过凸部，第一

连接件10将保持与第二连接件连接，直至向部件10、70施加预设大小的转动力促使凸起90

再次越过凸部并经由路径30返回。因此，结合图7A和7B所示的例子，偏移件157并不是实现

部件10、70间的积极锁定所必须的，这些部件不需要相对彼此轴向移动来解除积极锁定。

[0059] 回到图13-17，如本文其它地方所描述，连接件10和70可以用来与任意合适的医疗

设备(例如CSTD)连接。在一些非限制性例子中，连接装置可以配合CSTD系统中使用的结构

或设备来使用，例如图2-6所示的病人连接器6和图8-12所示的注射器转接器2。连接装置还

可以连接瓶子转接器(如图13-17所示)，用于与装有例如但不限于冻干复合物的瓶子连接。

瓶子转接器4可以形成隔水闭气密封，避免泄露可能有毒的复合物。其它结构还可以包括实

现复合物配制及配制复合物转移的注射器转接器和/或实现经由静脉输液管将复合物输入

病人循环系统的病人连接器。

[0060] 如图13所示，提供了与瓶子转接器4连接的连接装置的第一连接件10的一个非限

制性例子。第一连接件10包括第一端20和第二端25。第一端20包括具有轴向部35和横向部

60的导向通道30。通道30的横向部60的终点处开设有凹槽100。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

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可以使用任何类型的凹槽，例如图7A和7B中110和/或120所指代的那些。

通道30还包括通道开口50，通道开口50至少部分由肩部40限定，在非限制性例子中肩部40

是圆形的。第一连接件10的第二端25还可以包括瓶子连接器190。瓶子连接器可与装有冻干

复合物的瓶子连接，当然，当液体复合物需要安全可靠地转移至注射器和/或病人时也可以

将液态复合物装在瓶子中。

[0061] 在另一些非限制性例子中，瓶子转接器4可以包括更进一步的结构或特征来增强

从瓶子中配制和/或吸取复合物的安全和可靠性。例如但不限于，瓶子连接器190可以包括

用于连接瓶子(未示出)的臂191。臂191可以包括有弧度的凸起192，这样容易连接瓶子。例

如，在图13-17所示的例子中，臂191的弧部192通过促使瓶子进入各个臂191之间的空间或

通过促使瓶子连接器190卡在瓶子上，从而使臂191包围瓶子颈部而将瓶子与瓶子连接器

190连接。在一些非限制性例子中，表面193可以与瓶子配合并将瓶子锁定在位置中，避免瓶

子与瓶子连接器190意外分离。在非限制性例子中，瓶子与瓶子连接器190接合后，刺针195

刺穿瓶子。尽管没有示出，但可以在第一连接器10的第一端20的近端设置密封件或隔膜，用

于与注射器转接器2的密封体153相配合。

[0062] 在另一些非限制性例子中，如图13-17所示，瓶子转接器4还可以包括均压件200。

均压件200如图所示，可以是增压式结构、波纹管式结构或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其它任意

类型的均压设备。该均压件通过在注入瓶子或吸出瓶子时维持均衡的压力，调节注射器和

瓶子之间或瓶子和大气之间的压力差，降低有毒或有害物质释放的风险，降低了泄露的可

能性，从而降低回喷风险。

[0063] 如图17所示，瓶子转接器4中开设了液体通道130，用于与瓶子(未示出)内部进行

液体流通。瓶子转接器4中还开设了通风通道131，实现瓶子与均压件200之间的流通。当接

合、配制和吸取时，通风通道131使均压件200能够均衡瓶子中的压力，从而降低回喷风险。

[0064] 如图1-6和8-19所示，在一些非限制性例子中，系统1包括一个或多个指示器，用于

在第一连接件10和第二连接件70处于锁定状态(例如凸起90和凹槽100、110和/或120形成

积极锁定)时提供指示。指示器可以是任意类型的常见指示器，例如，它可以通过视觉、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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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听觉方式或这些方式的任意组合来提供锁定状态的指示。例如但不限于，凸起90进入凹

槽100、110和/或120的移动可以提供表示形成积极锁定的听觉和/或触觉指示，例如，发出

咔哒声或其它类似声响和/或凸起90与凹槽100、110和/或120一起进入积极锁定的移动。

[0065] 在其它非限制性例子中，指示器可以仅仅是视觉的，或可以是视觉与触觉或听觉

相结合。例如但不限于，在前面的附图中有展示但在图19中明确示出的一种可行的指示器，

该视觉指示器165包括第一连接件10的第二端25和第二连接件70的第一端80。指示器165的

原理是，当第一连接件10与第二连接件70处于锁定状态时，由于凸起90和凹槽100、110和/

或120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第一连接件10的表面26与第二连接件70的表面81之间的相互

作用，第一连接件10的第二端25与第二连接件70的第一端80的外部几何结构形成锁定状态

的视觉指示。该视觉指示器可以是第一连接件10的第二端25与第二连接件70的第一端80上

设置的一个或多个视觉指示器形成的特定几何结构和/或对齐状态。

[0066] 例如但不限于，继续参考图19，指示器165可以包括由第一连接件10的第二端25和

第二连接件70的第一端80构成的常见几何形状。视觉指示器165的一致的几何结构指示了

第一连接件10与第二连接件70之间的锁定状态的出现。另外，可以通过第一连接件10和第

二连接件70上的一个或多个视觉指示器(例如凸条161、162和163)的对齐来实现视觉指示

器。除了提供锁定状态的视觉指示器以外，凸条161、162和163还可以为握持第一连接件10

和第二连接件70从而将两者连接及分离提供支持。

[0067] 如图20所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注射器转接器2处于与病人连接器6相连接

或相接合的状态。凸起90与凹槽100之间的相互作用用虚线表示。这种相互作用产生了积极

锁定，仅仅通过相对于第一连接件10和第二连接件70中的一个旋转另一个并不足以分离设

备。而是需要施加轴向力(要么同时按压第一连接件10和第二连接件70，要么将两者拉开)

来分离凸起90和凹槽100。另外，第一连接件10和第二连接件70的相互作用挤压第二连接件

70中的柔性件157。这种挤压使得针155和液体路径140开始与第一连接件10的液体通道130

之间进行液体流通，并使得注射器转接器2和病人连接器6之间实现液体流通，从而使第一

和第二容器和/或静脉输液管之间实现液体流通。

[0068] 如图21所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注射器转接器2处于与瓶子转接器4的连接

或接合状态。注射器转接器2与瓶子转接器4相接合，按照如所描述的注射器转接器2与病人

连接器6之间的方式一样形成积极锁定。注射器转接器2和瓶子转接器4实现了如上所述的

相同的指示器165。

[0069] 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用于医疗设备或连接装置的形成连接的方法。

该方法包括提供具有第一端20和第二端25的第一连接件10。第一端20包括具有第一轴向部

35的通道30。第一端20还可以包括至少部分限定通道入口50的肩部40。第一连接件10的通

道30可以是非直线的，并包括在轴向部35的横向方向设置的横向部60。该方法还包括提供

具有第一端80和第二端85的第二连接件70。第二连接件70的第一端80进一步包括凸起90，

用于进入第一连接件10的通道30内。该方法进一步包括将第一连接件10与第二连接件70相

接合，当然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在本发明的范围内，还可以将第二连接件70与第一连

接件10相接合。

[0070] 在一些例子中，第一和第二连接件10、70的其它特征也可以包含在接合连接件的

方法中。例如但不限于，通道30的横向部60可以包括设置在其终点的一个或多个凹槽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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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和/或120。在该例子中，接合步骤包括相对旋转连接件10、70中的一个或两个，使凸起90

在通道30中前进。进一步旋转，使凸起90与一个或多个凹槽100、110和/或120相接合，在医

疗设备或连接装置的连接件间形成锁定状态。连接件10、70之间的锁定状态的形成，使第一

连接件10中的液体通道130和第二连接件70中的液体通道140形成贯穿医疗设备或连接装

置的液体路径。

[0071] 回到图22-25，示出了用于液体封闭转移的系统的第二实施例。该系统包括与瓶子

转接器连接的第一连接件2010。第一连接件2010具有第一端2020和第二端，如图所示，第二

端包含瓶子连接器2190。第一端2020可以是立体结构，且第二端可以是任意类型的结构，例

如瓶子连接器2190。第一连接件2010可以由任意合适的材料制成，例如但不限于，塑料和医

用级聚合物。这些聚合物可以是杜邦公司旗下商标为 以及

的产品。在非限制性例子中，第二端是一种特殊的转接器，第一连接件2010可以由多

种合适的材料制成，其中第一端2020由塑料或医用级聚合物或其它合适材料制成。

[0072] 进一步参考图22-25，在本发明的非限制性例子中，第一连接件2010还包括至少一

个通道2030，通道2030从第一端2020远离第二端的部分延伸至第一端2020接近第二端的部

分。通道2030在将第一连接件2010与第二连接件2070相接合的过程中使用，且通道2030可

以沿着任意有用的路径。对比图2-5所示的非限制性例子，图22-25所示的第一连接件2010

的例子包括一弧度较小、轴向上更接近直线的通道。

[0073] 通道2030可以具有几个相互分离的部分，包括通道入口2050、沿第一连接件2010

的第一端2020的长度方向延伸的轴向或大致轴向部分以及向轴向部分横向方向延伸且接

近第二端的横向部2060。第一连接件2010的第一端2020，除了包含通道入口2050外，还包含

限定了通道入口2050的肩部2040。在非限制性例子中，如图2-5所示的例子中，肩部2040不

是圆形的。而是肩部2040是更有棱角的，且仍然限定并引导第二连接件的凸起进入通道入

口2050。肩部2040在不需对部件进行任何预先定位的情况下实现了第一连接件2010与第二

连接件2070的接合，降低了实现固定连接的难度。通道2030还可以限定凹槽2100，用于接收

第二连接件2070的一部分。

[0074] 回到图23和24，示出了与作为注射器转接器的第二连接件2070相接合的本发明一

个非限制性实施例提供的第一连接件2010的前视图和结构示意图。第一连接件2010和第二

连接件2070的接合，使得两者间形成了液体通道，实现了复合物的配制、吸取和传递。除了

第一连接件2010的通道2030和肩部2040的形状以外，连接的元件与前文描述的元件基本相

同，包括第一和第二连接件2010和2070各自表面2026和2081的连接。其它例子中，瓶子连接

器2190的臂2191可以包围瓶子，并使针2195刺穿瓶子，进而传递和/或吸取液体。

[0075] 回到图25，示出了第一连接件2010与第二连接件2070相接合时的截面图。第二连

接件2070具有第一和第二端、限定了中空部2170的侧壁2160以及用于与第一连接件2010相

配合的凸起。在图25所示的非限制性例子中，第二连接件2070包括位于第二端处的注射器

转接器。注射器转接器包括用于与任意类型注射器相配合的鲁尔锁2121。本领域技术人员

应当理解，可以使用鲁尔锁将注射器转接器与任意类型的具有鲁尔锁的注射器相配合。如

图25所示，注射器转接器包含公鲁尔锁2121，可以与任意类型的母鲁尔锁(未示出)相配合。

[0076] 第二连接件2070包含液体通道2140，在非限制例子中，第二连接件2070还包含密

封件或隔膜装置2150。密封件或隔膜装置2150用于在液体通道2140内形成隔水密封。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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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或隔膜装置2150可以只在第二连接件2070中形成隔水密封，当第二连接件2070与第一连

接件2010相接合时，密封或隔膜装置2150也可以在第一连接件2010的液体通道2140和液体

通道2130内形成密封。密封件或隔膜装置2150还可以是第一连接件2010的一部分。

[0077] 在非限制性例子中，密封件或隔膜装置2150可以是自修复的，例如当第二连接件

2070具有针2155、第二连接件2070包含注射器转接器且第一连接件2010包含瓶子连接器

2190时，配制瓶中复合物的用户或医护人员操作注射器，针刺穿密封件2150。当配制复合物

且药品吸入注射器时，这个过程的结果是注射器通过密封件或隔膜装置2150撤回，修复隔

水密封并避免复合物接触用户或医护人员。

[0078] 在非限制性例子中，密封件或隔膜装置2150还可以是多组分密封件或隔膜。例如，

在图25所示的例子中，密封件2150由三个独立部分2151、2152和2153构成。密封体2151部分

可以是柔性的、自修复隔膜，针2155置于其中。密封件的顺从特性在通过首要密封体2152的

腔体2154和容纳大部分针2155的腔体之间形成隔水密封。密封体2153部分也是自修复的，

保持腔体2154与液体通道2140隔离。配制瓶中复合物的用户或医护人员操作注射器，针刺

穿密封体2153。当配制复合物且药品吸入注射器时，这个过程的结果是注射器通过密封体

或隔膜2153撤回并进入腔体2154，修复隔水密封体并避免复合物接触用户或医护人员。保

持注射器在两个隔水密封体2151、2153之间，可以为用户提供进一步的保护。

[0079] 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适用于图25所示以及上文所描述的本发明实施例的密封体

或隔膜，或适用于单个自修复密封体或隔膜的密封体或隔膜，该密封体或隔膜能够被一尖

端(例如针)刺穿，撤出刺针后，密封体基本能自我修复，从而阻隔液体道路。现有技术中已

有很多适合用于密封体的材料，且应该基于设备的预期用途来进行选择，例如生物相容性、

化学惰性、以及与其中包含的任何化学试剂或治疗的兼容性，经FDA和/或OSHA批准以及适

用于CSTD。这些密封体可以由天然材料(例如橡胶)、合成聚合物、和/或硅树脂(例如室温硫

化硅胶)制成。

[0080] 如图26A-26E所示，提供了第二连接件70的凸起90的其它例子。尽管图1-25示出的

凸起90基本上都是圆形或半球形的，但凸起90还可以具有其它任意合适的形状，只要能进

入第一连接件10的通道30内。具体地，如图26A-26E所示，凸起90可以是圆形的、长方形的、

菱形的、正方形的或矩形的。可以使用这些形状中的任何一种来配合图2所示的通道30和凹

槽100或图7A和7B所示的通道30和凹槽110、120，其中凸起90在凹槽100、110、120中间隙配

合或摩擦配合。正方形的和矩形的凸起90尤其适用于间隙配合，从而确保凹槽100、110、120

中的固定配合。

[0081] 尽管使用了用于CSTD的连接装置及其使用方法的一些独特实施例来描述本发明，

但在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本领域技术人员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修改和替换。因此，以上

具体实施例只是为了举例的目的，而不是为了限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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