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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基于粘土的止血剂及其传递装

置，具体涉及一种促进血液凝固的止血装置，其

包括纱布衬底、分布于纱布衬底上的粘土材料，

还有多元醇如丙三醇或类似醇，所述多元醇分布

于纱布衬底上而与粘土材料结合。当该装置用于

处理出血的伤口，至少有部分粘土材料与从伤口

流出的血液接触造成凝血。一种可应用于流血伤

口来促进血液凝固的绷带包括可变形的衬底和

包埋于其中的纱布衬底。纱布衬底包括粘土材料

和多元醇。一种止血海绵也包括纱布衬底和在衬

底的第一表面上的止血材料和多元醇的分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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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在出血伤口产生止血效果的装置，所述装置包含：

衬底；

分布于所述衬底上的基于高岭石的止血剂；和

分布于所述衬底上的将所述基于高岭石的止血剂结合于所述衬底的粘合剂；

其中所述粘合剂选自纤维素、海藻酸钙和丙三醇；

其中在将所述基于高岭石的止血剂和所述粘合剂分布于所述衬底后，所述衬底、所述

基于高岭石的止血剂、和所述粘合剂经历干燥过程；

其中所述衬底与所述基于高岭石的止血剂最初分开存在；

其中所述粘合剂减少高岭土粉尘的产生；且

其中当处理出血的伤口时，所述装置的应用造成至少部分所述基于高岭石的止血剂与

血液接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在出血伤口产生止血效果的装置，其中所述衬底是纱布

衬底。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在出血伤口产生止血效果的装置，其中所述粘合剂是丙

三醇。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在出血伤口产生止血效果的装置，其中所述粘合剂是海

藻酸钙。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在出血伤口产生止血效果的装置，其中所述粘合剂是纤

维素。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在出血伤口产生止血效果的装置，其中所述衬底能够变

形以使所述衬底形成所述出血伤口的形状并保持所述出血伤口的形状。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在出血伤口产生止血效果的装置，其中所述基于高岭石

的止血剂进一步包含选自抗生素、抗微生物剂、抗炎剂、镇痛剂、抗组胺剂、含有银或铜离子

的化合物的药学活性组分和上述组分的组合。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在出血伤口产生止血效果的装置，其中所述衬底由选自

棉、丝、毛、塑料、纤维素、人造丝、聚酯和上述的组合的材料制造。

9.一种用于在出血伤口产生止血效果的装置，所述装置包含：

衬底；

分布于所述衬底上的基于粘土的止血剂；和

选自纤维素和海藻酸钙的粘合剂，所述粘合剂分布于所述衬底上，将所述基于粘土的

止血剂结合于所述衬底；

其中在将所述基于粘土的止血剂和所述粘合剂分布于所述衬底后，所述衬底、所述基

于粘土的止血剂、和所述粘合剂经历干燥过程；

其中所述衬底与所述基于粘土的止血剂最初分开存在；且

其中当处理出血的伤口时，所述装置的应用造成至少部分所述基于粘土的止血剂与血

液接触。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用于在出血伤口产生止血效果的装置，其中所述衬底是纱布

衬底。

11.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用于在出血伤口产生止血效果的装置，其中所述基于粘土的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6110366 B

2



止血剂包括粘土，所述粘土选自活性白土、膨润土、高岭土和上述材料的组合。

12.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用于在出血伤口产生止血效果的装置，其中所述基于粘土的

止血剂是高岭土。

13.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用于在出血伤口产生止血效果的装置，其中所述衬底能够变

形以使所述衬底形成所述出血伤口的形状并保持所述出血伤口的形状。

14.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用于在出血伤口产生止血效果的装置，其中所述基于粘土的

止血剂进一步包含选自抗生素、抗微生物剂、抗炎剂、镇痛剂、抗组胺剂、含有银或铜离子的

化合物的药学活性组分和上述组分的组合。

15.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用于在出血伤口产生止血效果的装置，其中所述衬底由选自

棉、丝、毛、塑料、纤维素、人造丝、聚酯和上述的组合的材料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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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粘土的止血剂及其传递装置

[0001] 本申请是申请号为200880005277.6，申请日为2008年3月6日，发明名称为“基于粘

土的止血剂及其传递装置”的中国专利申请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一般地涉及用于促进止血的制剂和装置，更特别地，本发明涉及基于粘土

的止血剂以及纳入了这种制剂而将其传递至伤口的装置。

背景技术

[0003] 血液是一种液体组织，其包括分布在液相中的红细胞、白细胞、小体(corpuscle)

以及血小板。该液相是血浆，其包括酸类、脂类、可溶电解质以及蛋白质。蛋白质悬浮在液相

中，并且能够通过诸如过滤、离心、电泳以及免疫化学技术的多种方法中的任意方法从液相

中将其分离。一种在液相中悬浮的特殊的蛋白质是纤维蛋白原。当发生出血时，纤维蛋白原

与水以及凝血酶(一种酶)反应形成纤维蛋白，纤维蛋白不溶于血液并且聚合形成凝块。

[0004] 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动物，包括人类，会受伤。这样的伤口常常会伴随出血。一些情

况下，伤口和出血较轻微，正常的血液凝固功能，加上施以简单的急救就足够了。然而，不幸

地是，在其它情况下会发生大出血。这些情况通常需要特别仪器和材料以及受过训练的人

员来进行适当的救助。如果不能迅速地获得这样的救助，会发生过度失血。当出血严重时，

有时立即可用的仪器以及受过训练的人员仍然不足以及时止住血流。

[0005] 此外，严重创伤常常会在偏远地区或者在某种状况下发生，例如在战场上，此处不

能立即获得充足的医疗救助。在这些情况下，甚至较不严重的创伤，长时间的止血足以允许

伤员或者动物获得医治是非常重要的。

[0006] 致力于解决上述问题，开发出一些材料以在不能获得常规救助或者比理想效果差

的情况下控制过度出血。虽然这些材料已经显示出一定程度的成功，但这些材料有时对外

伤不够有效或者太昂贵。此外，这些材料在一些状况下有时无效并且会难以应用且难以从

伤口上移除。

[0007] 另外，或者可选择地，以前开发出的材料能够产生非所需的副作用。例如，现有技

术中的一类血液凝固材料一般是粉末或者细小颗粒，其中所述材料的表面在将其用于出血

部位后常常产生放热反应。时常地，过多的材料不必要地倒至伤口上，这会加剧放热效应。

取决于这些材料的特殊特性，由此产生的放热反应可足以造成不适甚至烧伤病人。虽然一

些现有技术专利特别将由此产生的放热反应作为能对伤口产生类似于烧灼的凝血效应的

预期特征陈述，然而在伤口部位的组织和其周围组织存在可能受到非所需的影响的可能。

[0008] 此外，为了从伤口移除这些材料，常常需要冲洗伤口。如果施用的材料的量造成不

适或者烧伤，伤口可能需要立即冲洗。在受伤的人或者动物还没有被运输到能够产生所需

冲洗的机构的情况下，可能造成伤口的非所需的效果或者过度处理。

[0009] 在手术过程中，出血也是一个问题。除了缝合和填塞切口或者体内出血部位外，出

血常常通过海绵或者用于施加压力到出血部位和/或吸收血液的其它材料而控制。然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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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变得过量时，这些措施可能都不足以停止血流。此外，任何高度放热的出血控制材料可

能损伤出血部位周围组织，并且可能没有设计为应用后易于移除。

[0010] 基于以上内容，本发明的一般目的是产生一种止血剂，其克服或者改进了现有技

术相关的缺点。本发明的一般目的还产生能够应用这样的止血剂的装置。

发明内容

[0011] 根据一个方面，本发明在于产生促进血凝固因而能控制出血的装置。该装置包含

颗粒形式的粘土材料和含有该粘土材料的容器。该容器的至少一部分被限定为有筛孔的筛

网，这样做的目的是当该装置应用于出血部位时，粘土颗粒通过筛孔与血液接触。

[0012] 根据另一个方面，本发明在于能够在出血的伤口上产生止血效应以控制血液从伤

口流出的另一装置。该装置包含纱布衬底和分散于纱布衬底上的粘土材料。将该装置应用

于出血的伤口上后，至少部分粘土材料与血液接触以造成止血效应。

[0013] 根据另一个方面，本发明在于能在出血的伤口上应用以促进血凝固从而控制出血

的绷带。这种绷带包含衬底、固定在衬底上的筛网，保留在筛网上的粘土材料颗粒。筛网由

众多部分而限定出筛孔，筛孔能使血流进入筛网并进入粘土材料从而产生凝固效应。

[0014] 根据另一个方面，本发明在于应用于出血的伤口上以使血液凝固并控制出血的止

血海绵。这种海绵包含衬底，分布于衬底的第一表面上的止血材料，和分布于衬底的第二表

面上的隔离剂。该隔离剂分布于衬底的伤口接触面以抑制海绵在凝块形成后粘附于伤口组

织上。当处理出血伤口时，止血海绵的应用造成至少部分止血材料通过隔离剂和通过衬底

与血液接触。

[0015] 根据另一个方面，本发明在于其它形式的止血海绵。在这些形式中，止血海绵可包

含薄膜和纳入薄膜中的止血材料；衬底，分布于衬底上的止血材料，和分布于止血材料之上

的薄膜；或在两层衬底中夹着的止血材料。

[0016] 根据另一个方面，本发明在于促进血液凝固从而控制出血的止血装置。该装置具

有纱布衬底，分布于纱布衬底上的粘土材料，还有分布于纱布衬底上多元醇，如丙三醇或类

似醇，以结合粘土材料。当该装置用于处理出血伤口时，至少部分粘土材料与从伤口流出的

血液接触以造成凝固。

[0017] 根据另一个方面，本发明在于能应用于出血的伤口上以使血液凝固从而控制出血

的绷带。这种绷带具有可变形的衬底，和固定于其上的纱布衬底。该纱布衬底包括粘土材料

和多元醇。当应用该绷带处理出血伤口时，将绷带应用于伤口造成至少部分粘土材料与从

伤口流出的血液接触。

[0018] 根据另一个方面，本发明在于止血海绵。一种类型的海绵具有纱布衬底和分布于

该衬底的第一表面上的止血材料和多元醇。当该海绵用于处理出血伤口时，海绵的应用造

成至少部分止血材料与血液接触。海绵的另一种类型具有第一和第二衬底。将止血材料分

散于多元醇中，并将其应用于第一衬底，且将第二衬底置于分散于多元醇中的止血材料之

上。当应用该海绵处理出血伤口时，将海绵应用于伤口造成至少部分止血材料通过至少一

种衬底与血液接触。

[0019] 本发明的一个优势是，不像其它材料如沸石，粘土成分与血液不产生放热效应。在

伤口部位产热减少可用于减轻病人的不适和/或进一步损伤，并能特别用于处理某些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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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儿科或老年科病人，或当在特别敏感或精细部位处理伤口时使用。

[0020] 另一个优势是，能将粘土精细地分开并使其沉淀在多种表面上，从而作为在多种

出血控制装置上的成分促进它的应用。特别地，粘土能以颗粒形式应用(如保留在筛网或薄

膜上)，或它能以粉末形式应用(如在纤维衬底上沉淀以形成纱布或绷带)。在任何具体实施

方式中，粘土在伤口部位促进止血的效率相对于类似的仅能以一种形式应用的制剂(如像

特定大小的颗粒)获得了改进，以限制如过度的放热反应的非所需的副作用。

[0021] 本发明的另一个优势是能将本发明的装置和制剂容易地应用于开放伤口。特别

是，当止血剂保留在筛网或类似装置内时，或当止血剂纳入针织结构形成纱布时，该装置能

轻易地从灭菌包中取出，并直接将其放置或放在在血液流出的位点以形成凝块。

[0022] 粘土(或任何其它止血剂)与多元醇(如丙三醇)一同应用的一个优势是抑制总是

与粘土(或其它止血剂)相伴的粉尘。因其低挥发性，例如丙三醇，不会轻易地蒸发。因为它

不会轻易地蒸发，所以当将粘土分散于丙三醇中时，粘土粉尘的产生减少。减少或抑制粉尘

意味着更多的止血材料可用于血液凝固目的。

[0023] 粘土(或其它止血剂)与多元醇一同应用的另一个优势是减少纱布与伤口的非所

需的粘附。因此，纱布或其它装置能容易地从伤口上移除而不会使新形成的血凝块破裂。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的血液凝固装置的筛网结构的示意图。

[0025] 图2是图1的血液凝固装置的侧视图，示出了在筛网结构中保留的粘土颗粒。

[0026] 图3是将粘土材料纳入纱布中的血液凝固装置的透视图。

[0027] 图4是将粘土材料纳入布中的血液凝固装置的透视图。

[0028] 图5A是筛网容器中纳入粘土颗粒的在出血伤口应用的绷带的透视图。

[0029] 图5B是纱布衬底中纳入止血材料和多元醇的在出血伤口应用的绷带的透视图。

[0030] 图6是具有止血性能的海绵的示意图。

[0031] 图7是具有止血性能的海绵的另一具体实施方式的示意图。

[0032] 图8是具有止血性能的海绵的另一具体实施方式的示意图。

[0033] 图9是具有止血性能的海绵的另一具体实施方式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本文公开的是应用于出血伤口以促进止血的止血装置和止血剂。止血剂一般包括

粘土材料或者其它基于硅石的材料，当其与出血伤口接触时，能够通过吸收至少部分液相

血液而减少或者停止血流，从而促进凝固。本发明不限制于粘土，然而，像其它材料，例如生

物活性玻璃、生物止血剂、分子筛材料、硅藻土、或者以上的混合物等，在本发明的范围内，

并且能够作为止血剂与粘土一同应用或者单独应用。

[0035] 如在本文中所应用，术语“粘土”是指含水的硅酸铝的晶体形式。粘土晶体是不规

则形状并且不溶于水。几种类型的粘土与水混合可产生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塑性的物质。取

决于粘土的类型，其与水混合可产生具有触变性能的胶态凝胶。

[0036]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具体实施方式中，粘土材料是高岭土，其包括矿物“高岭石”。

虽然术语“高岭土”在下文中用于描述本发明，也应理解高岭石还可以用于与高岭土结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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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代替高岭土。本发明也不限于高岭土或者高岭石，然而，其它材料在本发明的范围内。这

些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活性白土、膨润土，以上材料的组合、以上材料与高岭土和/或硅藻

土的组合等。

[0037] 如在本文中所应用，术语“高岭土”是指一种软的、土质的硅酸铝粘土(并且更特别

地，是指一种二八面体(dioctahedral)页硅酸盐(phyllosilicate)粘土)，其具有化学式

Al2Si2O5(OH)4。高岭土是自然发生的分层的硅酸盐矿物，其具有交替的矾土八面体的四面

体片层(sheet)和八面体片层，片层通过羟基的氧分子连结。高岭土含有大约50％的矾土，

大约50％的硅石和痕量杂质。

[0038] 更优选是，粘土是艾德加(Edgar’s)可塑高岭土(下文用“EPK”表示)，这种粘土是

水洗过的高岭土粘土，在佛罗里达的艾德加(Edgar)或在其附近开采和加工。艾德加可塑高

岭土具有所需的可塑性特性，可成形，当与水混合时产生触变浆料。

[0039] 本发明的高岭土材料可与其它物质混合，或另外与其它材料一同应用以产生额外

的凝固功能和/或改进凝固效率。这种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硫酸镁、偏磷酸钠、氯化钙、糊精、

上述材料的组合、和上述材料的水合物。

[0040] 各种材料可能是与高岭土混合，相伴，或纳入高岭土中以保持伤口部位的无菌环

境或以产生与粘土的凝固功能补充的功能。能用的示例性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药学-活

性成分如抗生素、抗真菌剂、抗微生物剂、抗炎制剂、镇痛剂、抗组胺剂(如西咪替丁、扑尔

敏、盐酸苯海拉明和盐酸异丙嗪)、含银或铜离子的化合物、上述的组合等等。能纳入以产生

额外的止血功能的其它材料包括抗坏血酸、氨甲环酸、芦丁和凝血酶。还可在伤口位点加入

具有所需效应的植物制剂。

[0041] 对于本发明的用途，高岭土(或其它粘土材料或硅藻土)优选颗粒形式。像本文所

用的，“颗粒”包括珠、小丸、颗粒剂、棒或任何其它表面形貌或表面形貌的组合。无论表面形

貌如何，颗粒约0.2mm(毫米)至约10mm，优选约0.5mm至约5mm，更优选是约1mm至约2mm的有

效直径。本发明不限于这方面，然而，其它颗粒大小(例如，小于约0.2mm)也包含在本发明的

范围内。高岭土(或其它粘土材料或硅藻土)的颗粒大小可能是非常小以至于被视为粉末。

如果颗粒大小被认为是粉末，粉末可是细微的(即触觉检测不到)。

[0042] 粘土颗粒能通过任何几个不同的方法产生。这些方法包括混合，挤压，球状化等。

能用作使粘土混合、挤压、或球状化的设备可从在英国多塞特的Caleva  Process 

Solutions  Ltd获得。其它方法包括应用流体床或造粒装置。用于生产粘土颗粒的流体床可

从新泽西州拉姆西的Glatt  Air  Technologies获得。用于生产粘土颗粒的盘状造粒装置可

从威斯康星州绿湾的Feeco  International,Inc.获得。优选地，粘土通过适当的挤压造粒

设备挤出。本发明不限于在这方面，然而，如生产颗粒化的粘土的其它设备和方法包含在本

发明的范围内。

[0043] 本发明中用的EPK是颗粒化的，干燥的，并将其加热至约600℃。为了使EPK达到适

当均匀混合以形成颗粒而应用合适的混合装置，将相对高的切应力应用于大块EPK。剪切之

前，测量粘土的水含量并调整至约20重量％，以产生足够可用的混合物以将其挤压和进行

随后的处理。

[0044] 在将EPK加热至约600℃的过程中，将材料玻璃化。玻璃化作用是有效的，它通过反

复的熔化和冷却循环使EPK(或其它粘土材料)转化成一种玻璃状物质。随着循环数增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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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结构破坏产生无定形成分。当随后将其浸湿时，EPK的无定形性质使其能够保持其结构的

完整性。结果是，EPK在湿时应用保持其结构的完整性，例如，当应用于血液时。本发明不限

于应用玻璃化的粘土，然而，由于尚未玻璃化的粘土材料依旧包含在本发明范围内。特别

是，未经玻璃化的粘土仍然依旧能应用于出血的伤口以止血。

[0045] 据信，当将粘土应用于出血时，粘土的细胞内凝固机制激活某些接触因子。更具体

地说，据信高岭土(特别是EPK)通过将血液中的水吸收以促进凝固来启动机制。

[0046] 现在来谈图1，图1显示止血装置的一个具体实施方式，其中纳入了颗粒形式的高

岭土。该装置是一个透气袋，使液体进入，与保留其中的高岭土颗粒接触。密封的包装(未显

示)对于存储止血装置直至应用产生了一个无菌的环境。该装置一般以10表示，且下文以

“袋10”表示，该装置包括一个滤网或筛网12和由滤网或筛网保留在其中的颗粒化高岭土

14。筛网12在所有各边是关闭的，并具有能够在其中保留颗粒化的高岭土14的筛孔，同时允

许液体流过。如图所示，筛网12显示被抹平，而且通过举例的方式，只显示少数颗粒化的高

岭土14的颗粒。将颗粒化的高岭土14与其它类型的粘土颗粒、硅藻土等混合以形成均匀的

混合物。

[0047] 筛网12由互连的丝、线或带的材料所限定。该丝、线或带能以任何一个或组合的方

式互连，这些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被织成纱布、交织、整体成形等。优选地，互连是使筛网能变

形，同时实质上保持由此限定的筛孔的尺寸。来自丝、线或带的材料可被制造成聚合物(如

尼龙、聚乙烯、聚丙烯、聚酯等)、金属、玻璃纤维、或有机物质(如棉、羊毛、丝绸等)。

[0048] 现在来谈图2，通过筛网12限定筛孔的大小，以保留颗粒化高岭土14，但允许流动

的血液通过。由于筛网12可在颗粒化高岭土14的周围拉紧，颗粒可通过筛孔延伸一个距离

d。如果颗粒通过筛孔延伸，他们将直接与应用袋10的组织接触。因此，从组织流出的血液立

即与颗粒化高岭土14接触，且其水相进入高岭土，从而促进血液凝固。然而，粒子从筛网中

突出通过对于本发明不是必要的。

[0049] 为了将袋10应用于出血伤口，将袋从包装中取出并将其放置在出血伤口上。筛网

12中的颗粒化高岭土14与伤口组织接触和/或与从伤口流出的血液接触，且至少部分血液

的液相被粘土材料吸收从而促进凝固。筛网12的变形性使得筛网可形成与出血伤口一致的

形状并在应用后保持那个形状。

[0050] 现在来谈图3，本发明止血装置的另一具体实施方式是一种高岭土纱布，一般是以

20表示，且在下文中以“纱布20”表示。应用任何合适的方法将高岭土覆盖在纱布衬底上以

制成纱布20。一个将高岭土覆盖在纱布衬底上的示例性的方法是将衬底在高岭土/水浆料

中浸渍。用作浆料的高岭土材料优选是细土高岭土粉末，虽然本发明在这方面不限于高岭

土颗粒，高岭土的絮片、晶片、珠、棒、颗粒剂等可选择性应用或额外再应用这些材料。纱布

衬底可是任何合适的编织的或无纺布的纤维材料，其包括但不限于棉花、丝绸、羊毛、塑料、

纤维素、人造丝、聚脂、上述材料的结合等。本发明不限于编织的或无纺布纤维材料用作纱

布衬底，然而，如毡等也包含在本发明的范围内。

[0051] 本发明所述的纱布20不限于高岭土，然而，其它粘土，如活性白土、膨润土，以及它

们的组合可用来代替或补充高岭土。此外，其它硅基材料如生物活性玻璃，硅藻土，上述的

结合等也可与上述任何粘土材料一同使用或者替代上述任何粘土材料。

[0052] 一旦高岭土在纱布衬底上干燥以形成纱布20，纱布具有足够的可变形性以使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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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卷成卷儿，或以其它方式操作以将其包装。

[0053] 纱布20衬底的可变形性使得纱布形成出血伤口的形状，并在应用后保留出血伤口

的形状。

[0054] 一种使覆盖在纱布衬底上高岭土(或其它粘土)沉淀的方式包括加热高岭土/浆

料。优选地，将浆料加热至沸腾，因为较高的温度往往易于使高岭土粘附至衬底上。本发明

不限于在这方面，然而，取决于高岭土涂层的所需特性，如可将浆料加热到较低温度。沸腾

的浆料还产生了搅拌的有效形式，这种形式使高岭土均匀分散在液相。

[0055] 然后将衬底在沸腾的浆料中沉浸很长时间，足以使高岭土沉淀到衬底上。鉴于湿

高岭土和将纱布或衬底结合在一起的材料的流变学，高岭土可作为薄膜直接粘附于衬底表

面，或也可能在丝的空隙内凝聚以及与丝本身凝聚，从而被固定在纤维基质内。

[0056] 使覆盖在纱布衬底上高岭土沉淀的另一方式包括用喷涂技术，带槽模具技术，或

其组合使浆料形式的高岭土应用于纱布衬底的另一面。应用任何技术，用于纱布衬底的浆

料数量是有限的，以避免或至少降低衬底的饱和。优选地，用带槽模具技术，胶体形式的高

岭土(或其它粘土)是用来产生稳定的粘度合适的悬浮物质以利于应用。

[0057] 一旦喷涂或采用带槽模具技术，然后将涂层纱布衬底卷成卷儿或刮擦以进一步将

高岭土嵌入衬底材料中。然后将纱布衬底干燥。

[0058] 在一些具体实施方式，高岭土可用粘合剂附着在纱布衬底上。在应用粘合剂的具

体实施方式中，粘合剂材料适合于生物组织。优选地，包括多元醇，壳聚糖，和聚乙烯醇，所

有这些都具有粘着性质并适合于生物组织。至少壳聚糖表现出止血特性。

[0059] 生产这种设备的一个示例性方法可包括将纱布打开卷的步骤，将纱布沉浸在止血

材料和水的浆料中，通过在高压下滚动湿纱布，将压力加至纱布上以使止血材料纳入纱布

材料内，使成卷的湿纱布干燥，并去除纱布中的粉尘(例如，用空气刀或空气喷嘴吹，通过应

用静电能源，吸真空，或用直接接触的刷子刷)。在去除纱布中的粉尘后，纱布卷上朝下的纱

布面可以是面对伤口的面，或者将其剪切成个别包装的纱布层。

[0060] 为了优化保留在纱布中的高岭土的数量和完整性，可改变一个或多个变量。这些

变量包括但不限于，浆料温度、浸泡时间、浆料搅拌方法，(浆料的)液体类型。提高浆料温

度，如上文指出，有助于使高岭土保留在纱布上。搅拌可以通过迫使空气或其它气体通过喷

嘴、搅动、起泡、煮沸、或超声波振动而起效。

[0061] 用作浆料的液体也可是水之外的其它液体。例如，液体可是氨水溶液。已发现氨水

溶液造成某些纤维材料的膨胀，如通常用于制造纱布的材料。

[0062] 在一个纱布20中应用多元醇的具体实施方式中，多元醇可是丙三醇(也称为丙三

醇(glycerin)、丙三醇(glycerine)、丙三醇剂(glyceritol)、丙三醇(glycyl  alcohol)和

根据其化学名称丙烷-1 ,2,3-三醇)。丙三醇是滑的，吸湿性和水溶性液体，与生物组织相

容。将高岭土分散于丙三醇中以形成分散相或与丙三醇混合的其它方式，并应用任何合适

的方法将其沉积到纱布衬底上。将高岭土/丙三醇分散相沉淀到纱布衬底上的适当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喷洒分散相，在分散相中浸泡纱布衬底，通过带槽模具技术应用，如粉刷或将

分散相轧在纱布上等的物理手段。

[0063] 本发明不限于应用丙三醇，然而，像其它基于丙三醇的化合物，包括丙三醇基醇

(如丙二醇)、基于丙三醇的酯化脂肪酸(如丙三醇三醋酸酯)和具有保湿剂性能的其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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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及上述的组合)在本发明的范围内。此外，其它多元醇如山梨醇、木糖醇、麦芽醇，上述

的组合等以及聚合多元醇(如聚葡萄糖)也在本发明的范围内。

[0064] 现在谈及图4，本发明的止血装置的另一具体实施方式是一种具有止血特性的布，

一般以20表示，在下文中将这种布称为“布30”。布30是一种由针织或非针织的丝或毡所限

定等的织物，生物止血材料注入或浸渍到所述织物中。可被注入或浸渍到布30的织物内的

止血材料包括，但不限于颗粒32形式的粘土(如高岭土)，其它硅基材料(如硅藻土及其组合

或相似的材料)、壳聚糖、上述的组合等等。在将这些材料注入或浸渍至布内的具体实施方

式中，优选材料是在水合状态纳入布内并随后使之干燥。

[0065] 在纱布或布的具体实施方式中，纱布或布的材料可是与多糖类或相似材料交联在

一起的。

[0066] 现在谈及图5A，本发明的另一具体实施方式是绷带，以50表示，其包含颗粒化高岭

土14(或一些其它粘土材料或硅藻土)，这些材料保留在筛网12内并包埋在可变形的能用于

伤口上的衬底52中(例如，使用压力敏感性粘合剂，将绷带50粘合至应用者的皮肤)。筛网12

是缝在、粘在或以其它方法包埋至衬底52上以形成绷带50。

[0067] 衬底52是一种塑料或布成分，其有利于被保留在受伤的人或动物的皮肤的出血伤

口上或出血伤口的附近。粘合剂54分布在衬底52的表面，其使受伤的人或动物的皮肤吻合。

特别是，如果衬底52是一个非透气的塑料材料，衬底可包括孔56，以使皮肤表面蒸发的湿气

散发。

[0068] 现在谈及图5B，绷带的另一具体实施方式以150表示。绷带150包括分散在丙三醇

中的和用于纱布衬底112的颗粒化高岭土(或一些其它能够发挥凝血功能的粘土材料或硅

藻土)。纱布衬底112包埋至能用于伤口上的可变形的衬底152上(例如，使用压力敏感性粘

合剂154将绷带150粘合至应用者的皮肤，所述粘合剂154实质上分布于可变形的衬底152的

所有接触皮肤的表面)。将纱布衬底112缝在、粘在或包埋至衬底152上，衬底152可是一种包

括孔156的塑料或布。隔离剂(如聚乙烯醇、丙三醇、羧甲基纤维素等)可在纱布衬底112上的

高岭土/丙三醇分散相遍布分布。

[0069] 现在谈及图6，本发明的另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是一种海绵，以60表示，其包括衬底

62，分布在衬底62的一面的颗粒化高岭土14(或其它粘土材料或硅藻土)和分布在衬底的相

对面的隔离剂64。海绵60使得颗粒化高岭土14与伤口流出的血液充分地接触并通过隔离剂

64和衬底62，同时减少海绵粘附在伤口组织上。海绵60也与活体组织相容。

[0070] 衬底62是吸附性纱布材料，其限定一种基质。本发明不限于此，然而，像其它材料，

如人造丝/聚酯纤维素混纺等类也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可制造衬底62的其他材料包括针织

布、无纺布、纸(例如，牛皮纸等类)和纤维素材料(例如，棉球，棉签形式的棉等)。任何可制

造衬底62的材料可具有弹性。当将弹性材料作为衬底62时，海绵60成为止血装置也是压力

绷带，特别是在加上表面粘合性试剂，或机械紧固件以使海绵固定在伤口上方的位置的具

体实施方式中。

[0071] 用在海绵60中的止血剂并不限于颗粒化高岭土14。其它材料如活性白土、膨润土、

上述的组合，或可用上述材料与高岭土的组合。本发明还不限于粘土，像其它材料，如生物

活性玻璃、生物止血剂、硅藻土、及其组合、上述材料与粘土的组合也在本发明的范围内。

[0072] 颗粒化高岭土14可与衬底62经库仑力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是通过浸渍或其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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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把粘土或其它止血材料直接纳入至衬底材料上，通过应用粘合剂，通过将止血材料捕获

在基质或同类物质中。

[0073] 当应用粘合剂将颗粒化高岭土14粘结至衬底62上，粘合剂材料可对海绵60产生额

外的功能。可制造粘合剂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壳聚糖、聚乙烯醇、瓜尔豆胶、胶凝淀粉、多

糖、纤维素、海藻酸钙等，以及上述组合。

[0074] 在颗粒化高岭土14直接纳入衬底62的具体实施方式中，颗粒化高岭土可能会在衬

底制造过程中纳入。如果衬底是一种含有人造丝和聚酯的非制造纱布材料，那么将颗粒化

高岭土14纳入人造丝和聚酯纤维之内或之上。例如，颗粒化高岭土14可是粉末状，并应用于

融化聚酯，且聚酯纤维可从融化的聚酯/止血材料提取。如果衬底是织纱(如棉)，可将粉末

形式的高岭土14在纺线过程中纳入棉线内。

[0075] 也可将颗粒化高岭土14分散在丙三醇内并通过喷雾技术，带槽模具技术(a  slot 

die  technique)、浸泡、刷涂、轴轧(rolling)或类似技术应用于衬底62上。

[0076] 隔离剂64是一种分布在衬底62的伤口接触面上，以在血凝块形成后，使海绵60易

于从伤口组织去除的材料。隔离剂64可是连续的薄膜，它也可以是衬底表面的不连续的薄

膜。一种可作为隔离剂的材料是聚乙烯醇，这是一种生物兼容性材料，可形成薄膜，并且没

有严重影响海绵60的吸水性和液体渗透性。另一种可用作隔离剂64的材料是丙三醇，它除

了可使颗粒化高岭土14分散在其中之外也可用作隔离剂64。当用作隔离剂64时，丙三醇遍

布颗粒化高岭土14在丙三醇中的分散相形成薄膜。可以用来作为隔离剂的其它材料包括但

不限于羧甲基纤维素。在任何结构的海绵60中，隔离剂64可直接应用于衬底62的伤口接触

表面。

[0077] 可选择地，隔离剂64可作为粘土浆料和隔离剂应用于衬底62的非伤口接触表面。

在这种具体实施方式中，聚乙烯醇或丙三醇的浓度是使至少其一些醇成分渗进衬底62的伤

口接触表面的浓度，而同时粘土材料依然保留在非伤口接触表面之上或附近。在任何具体

实施方式中，聚乙烯醇或丙三醇不仅作为隔离剂，而且作为抑制颗粒化高岭土14的粉尘的

药剂。

[0078] 本发明范围内的可用作隔离剂的其它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硅酮和胶凝淀粉。如聚

乙烯醇和丙三醇一样，可以薄膜形式应用硅酮或胶凝淀粉。

[0079] 海绵60可进一步包括一个成分，其赋予海绵以透不过辐射的特性。在这种具体实

施方式中，可将硫酸钡纳入包括颗粒化高岭土14的浆料中，并应用于衬底62。

[0080] 海绵60可进一步包括水或醇，从而可将海绵用作擦拭子。

[0081] 现在来谈图7，海绵的另一具体实施方式一般以160表示。海绵160包含薄膜162和

分散于其中的颗粒化高岭土14。海绵160的物理完整性是通过薄膜162维持的。优选地，制造

的薄膜162的材料是聚乙烯醇。在制造海绵160过程中，将颗粒化高岭土14分散到聚乙烯醇

中，然后形成薄层。海绵160在将其纳入绷带后特别有用。

[0082] 现在来谈图8，海绵的另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一般以260表示。海绵260包含衬底262，

颗粒化高岭土14分布于该衬底上，和沿止血材料分布的薄膜266。颗粒化高岭土14是非结合

的(无粘合剂)血液凝结剂，并优选将其成贴地分布于衬底262上，以促进海绵260的折叠。薄

膜266是聚乙烯醇，丙三醇等，并且是既用于包入颗粒化高岭土14，也用于减少粉尘的产生。

在将其用于出血的伤口后，从伤口流出的血被吸收至衬底262内并与颗粒化高岭土14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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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3] 现在来谈图9，海绵的另一具体实施方式一般以360表示。海绵360包括夹在两层衬

底362中的颗粒化高岭土14。能将衬底362以任何适当的方式，如通过将选择性不含颗粒化

高岭土14的区域热封，在被选区域应用粘性物或粘合剂，沿整个海绵360应用抑制性薄膜材

料(如聚乙烯醇)，或组合应用任何上述材料。颗粒化高岭土14还能用来与丙三醇配合使用，

如将其分散在丙三醇中并用于海绵360。

[0084] 可以各种方式折叠和应用海绵60(以及以160、260和360表示的海绵)。可将海绵60

如此折叠以至于颗粒化高岭土14分散的表面分布于折叠海绵的内侧表面，以减少粉尘问题

和使止血材料从衬底62上脱离。也可将海绵60(和海绵160、260和360)折叠成有褶的形式，

或折叠成沿边缘产生一些不同的层的构型。通过这种方式使海绵60产生构型，能满足不同

应用对顺应性和吸收性的需要。也可将海绵60剪成或使之形成伸展的贴，以包扎在受伤的

人或动物的伤口上或供加在量筒或拭子内使用。为了方便使用，也可将海绵60剪成、撕成或

磨成小片，或以其它方式使之形成小片，如将其填充到筛网容器中。

[0085] 实施例1-浆料的温度对棉布纱布保留高岭土能力的影响

[0086] 高岭土/水的浆料的温度多种多样，以评价布纱布保留高岭土的能力。准备水和

EPK的浆料，其中高岭土是浆料的总重量的40％。将棉布纱布浸入不同温度的浆料中，将湿

海绵在压力下卷成卷儿并使之干燥，从而制成三种海绵(一种来自一块纱布)。下面的表格

显示每种浆料的参数和取得的结果。

[0087]

[0088] 最后纱布重量是卷成卷儿和干燥后的纱布的重量。应注意，浆料温度升高使保留

的高岭土的数量增加。对此的一种说法是，通过将其浸在热的液体中而使因为纱布的棉纤

维结构变松并膨胀。

[0089] 实施例2–干高岭土应用于干棉布纱布以形成止血装置

[0090] 将干高岭土应用于干燥棉布纱布。然后将纱布卷成卷儿来。保留纱布上的高岭土

的数量明显显著地少于保留在纱布样品3(实施例1)中的高岭土。该样品，然而，使绵羊全血

的凝结时间比未加速的血液凝结时间加快70％以上。

[0091] 实施例3–用丙三醇减少高岭土粉尘

[0092] 制备含50克(g)水、20克丙三醇、15克高岭土粉末的浆料，并用于使纱布海绵

(Kendall  Curity  2733)饱和。使饱和的纱布海绵干燥。拿着海绵，并沿一个干净的玻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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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用铅笔轻叩。视觉检测表明，轻叩造成没有易辨的灰尘从海绵中流出。

[0093] 制备第二种不含丙三醇的海绵并使之干燥。拿着第二种海绵并用铅笔在一个干净

的玻璃表面轻叩。视觉检测表明，轻叩造成大量的高岭土粉尘从第二种海绵中掉出。

[0094] 虽然在其详细具体实施方式方面已经表明和描述了这项发明，本领域技术人员应

理解，各种变化和其成分可被等价物取代并未偏离本发明的范围。此外，为适应特定情况或

材料而对本发明的方案所做的修改并未偏离本发明的基本范围。因此，本发明不限于上文

的详细描述中所公开的特定的具体实施方式，本发明还包括所有所附的权利要求的范围内

的具体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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