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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妇产科用子宫止血装置

(57)摘要

一种妇产科用子宫止血装置，包括：第一囊

体，其设置于患者阴道内部并受外力驱动膨胀用

于对阴道的止血，第二囊体，其设置于患者宫内

并受外力驱动膨胀用于对宫内的止血，总管，其

穿过第一囊体内空腔并穿入并部分穿出第二囊

体，总管包括由首次接触到第二囊体的壁的第一

接触点与其再次接触到第二囊体的壁的第二接

触点之间的路径划分而形成的第二管段，其中，

第二管段的最短路径长度配置为小于第二囊体

自然舒张状态下的舒张距离。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1页

CN 215018320 U

2021.12.07

CN
 2
15
01
83
20
 U



1.一种妇产科用子宫止血装置，包括：

第一囊体(1OO)，其设置于患者阴道内部并受外力驱动膨胀用于对阴道的止血，

第二囊体(200)，其设置于患者宫内并受外力驱动膨胀用于对宫内的止血，

总管(300)，其穿过所述第一囊体(1OO)内空腔并穿入并部分穿出所述第二囊体(200)，

其特征在于，

所述总管(300)包括由首次接触到所述第二囊体(200)的壁的第一接触点(220)与其再

次接触到所述第二囊体(200)的壁的第二接触点(230)之间的路径划分而形成的第二管段

(370)，其中，所述第二管段(370)的最短路径长度配置为小于所述第二囊体(200)自然舒张

状态下的舒张距离(L)。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止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总管(300)按照其经过的路径还

划分为第一管段(350)、夹层管段(360)和囊外管段(340)，所述囊外管段(340)从患者阴道

外部向阴道内延伸至所述第一囊体(1OO)，所述第一管段(350)穿过第一囊体(1OO)的外表

面向其内部空腔继续延伸并且从其另一端的内壁向外穿出，所述夹层管段(360)由所述第

一囊体(1OO)外壁继续向近端延伸并接触至第二囊体(200)的外侧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止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囊体(200)自然舒张状态下

构成为跟随一个假想点从远端向近端移动时所走过的路径逐渐增大的趋势而逐渐增大的

其横截面面积的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止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管段(370)  将所述第二囊体

(200)靠近端一侧的表面向远端方向拉扯收缩以形成近端开口大远端开口小的排出空间。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止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总管(300)包括填充管(310)，所

述填充管(310)在所述第一管段(350)位置的管壁上开设有至少一个连通至所述第一囊体

(1OO)内腔的第一填充开口(311)，在所述第二管段(370)位置的管壁上开设有至少一个连

通至所述第二囊体(200)内腔的第二填充开口(312)。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止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囊体(100)和第二囊体(200)

的壁的内部开设有第一给药空腔(11O)和第二给药空腔(21O)，在所述第一囊体(1OO)和囊

体外壁面与给药空腔之间开设有至少一个给药通道(400)。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止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总管(300)还包括药液管(320)，

所述药液管(320)与所述第一给药空腔(110)和第二给药空腔(210)的交界处分别设置有第

一给药开口(321)和第二给药开口(322)。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止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总管(300)还包括排出管(330)，

所述排出管(330)在所述夹层管段(360)位置的管壁上开设有第一排出口(331)，所述排出

管(330)靠近近端的一侧管口连接至所述第二囊体(200)并且由其的内壁向外壁穿出以形

成第二排出口(332)。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止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填充管(310)与所述药液管(320)

靠近端的一侧管口分别接触至所述第二囊体(200)内壁并形成封闭管口的状态。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止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囊体(1OO)  构型为靠近远

端的一个部分配合阴道的形状的方式构成，靠近近端的一个部分随路径向近端延伸而逐渐

缩小其横截面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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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妇产科用子宫止血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妇产科辅助装置，尤其涉及一种妇产科用子宫止血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产后子宫出血是一种常见症状，产妇产后护理对患者来说很重要，特别是对于妇

产科常见病产后大出血，其病因主要是妇女产后，宫缩乏力，造成胎盘剥离面出血，严重的

可以导致死亡。现有治疗方法主要是应用药物促进宫缩，或者是子宫腔内填入纱布来压迫

止血。现有技术中存在一些对子宫止血装置的研究。

[0003] CN209236330U公开了一种能快速止血的妇产科用止血囊，包括子宫气囊，子宫气

囊固定连通有环形块，环形块相向子宫气囊内一侧的侧壁开设有弧形槽，且弧形槽与位于

环形块的中心处设置，弧形槽内设有球体，球体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横杆，横杆的底部对称固

定连接有两个竖杆，环形块的侧壁开设有两个与竖杆相匹配的凹槽，两个竖杆的两侧壁均

固定连接有限位块，凹槽的两侧壁均开设有与限位块相匹配的限位槽，环形块内还设有活

动杆，活动杆的两侧壁均固定连接有滑杆，环形块的内壁开设有两个与滑杆相匹配的滑槽。

本实用新型能够防止自动气囊内空气的泄漏，提高压迫的效果，同时通过止血棉和止血药，

能够提高止血的效果。

[0004] CN111166409A公开了一种妇产科用止血球囊，包括止血球囊本体和双腔管，所述

止血球囊本体设于子宫内并用于子宫产后的止血，所述双腔管固定密封贯穿于止血球囊本

体的内部，且双腔管的两端分别延伸至止血球囊本体两端的外部；所述双腔管内设置有隔

膜，且双腔管通过有隔膜分隔为血液引流腔和水腔。本发明中的妇产科用止血球囊，通过止

血球囊本体注水充盈后膨胀压迫子宫内壁，产生一种由宫腔内向宫腔外的静水压，该压力

大于子宫动脉压，进而可以对宫内进行止血，与此同时，还能够对子宫内的积血进行快速有

效的引流，可以防止积血残留在子宫内部而影响止血效果，甚至导致止血失败的问题，减轻

了患者子宫内不必要的疼痛感。

[0005] 可以看出现有技术中虽然有考虑到对于患者宫内的血液污物进行紧急排出的问

题，但是其采用的导出方式不能很好地收集宫内所有部分的血污，导致效率低下，另外其采

用的通常是球形或椭球形的腔体作为对患者子宫的堵塞和压迫体，未考虑到患者子宫内部

口窄腔大的特殊结构，尤其是没有考虑到何种结构设置才能更方便地将此类下窄上大的特

殊构型的腔体穿入患者的宫颈口的问题。

[0006] 此外，一方面由于对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理解存在差异；另一方面由于发明人做出

本实用新型时研究了大量文献和专利，但篇幅所限并未详细罗列所有的细节与内容，然而

这绝非本实用新型不具备这些现有技术的特征，相反本实用新型已经具备现有技术的所有

特征，而且申请人保留在背景技术中增加相关现有技术之权利。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为解决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至少一部分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妇产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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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止血装置，包括：第一囊体，其设置于患者阴道内部并受外力驱动膨胀用于对阴道的止

血，第二囊体，其设置于患者宫内并受外力驱动膨胀用于对宫内的止血，总管，其穿过第一

囊体内空腔并穿入并部分穿出第二囊体，总管包括由首次接触到第二囊体的壁的第一接触

点与其再次接触到第二囊体的壁的第二接触点之间的路径划分而形成的第二管段，其中，

第二管段的最短路径长度配置为小于第二囊体自然舒张状态下的舒张距离。

[0008] 优选地，总管按照其经过的路径还划分为第一管段、夹层管段和囊外管段，囊外管

段从患者阴道外部向阴道内延伸至第一囊体，第一管段穿过第一囊体的外表面向其内部空

腔继续延伸并且从其另一端的内壁向外穿出，夹层管段由第一囊体外壁继续向近端延伸并

接触至第二囊体的外侧面。

[0009] 优选地，第二囊体自然舒张状态下构成为跟随一个假想点从远端向近端移动时所

走过的路径逐渐增大的趋势而逐渐增大的其横截面面积的结构。

[0010] 优选地，第二管段将第二囊体靠近端一侧的表面向远端方向拉扯收缩以形成近端

开口大远端开口小的排出空间。

[0011] 优选地，总管包括填充管，填充管在第一管段位置的管壁上开设有至少一个连通

至第一囊体内腔的第一填充开口，在第二管段位置的管壁上开设有至少一个连通至第二囊

体内腔的第二填充开口。

[0012] 优选地，第一囊体和第二囊体的壁的内部开设有第一给药空腔和第二给药空腔，

在第一囊体和囊体外壁面与给药空腔之间开设有至少一个给药通道。

[0013] 优选地，总管还包括药液管，药液管与第一给药空腔和第二给药空腔的交界处分

别设置有第一给药开口和第二给药开口。

[0014] 优选地，总管还包括排出管，排出管在夹层管段位置的管壁上开设有第一排出口，

排出管靠近近端的一侧管口连接至第二囊体并且由其的内壁向外壁穿出以形成第二排出

口。

[0015] 优选地，填充管与药液管靠近端的一侧管口分别接触至第二囊体内壁并形成封闭

管口的状态。

[0016] 优选地，第一囊体构型为靠近远端的一个部分配合阴道的形状的方式构成，靠近

近端的一个部分随路径向近端延伸而逐渐缩小其横截面的结构。

[0017] 本实用新型具有的有益技术效果：

[0018] 在第二囊体未受外力驱动膨胀时，其靠近近端的端面中心附近的壁将因为第二管

段拉扯而向远端的方向凹陷收缩，这样会有效减小第二囊体靠近近端一侧的体积以方便医

护人员将该部分先行塞入较窄的子宫口部位。另外，在第二囊体靠近端的一侧形成了近端

开口大远端开口小的类似于漏斗构型的排出空间，这种排出空间的形成能够有效地提升对

宫内血液污物的收集汇流效率，加快血液污物的排出速度，极大地提升了宫内止血操作的

时效性和有效性。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第二囊体在舒张状态下的结构图；

[0021] 图中：100、第一囊体；110、第一给药空腔；200、第二囊体；210、第二给药空腔；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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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接触点；230、第二接触点；300、总管；310、填充管；311、第一填充开口；312、第二填充开

口；320、药液管；321、第一给药开口；322、第二给药开口；330、排出管；331、第一排出口；

332、第二排出口；340、囊外管段；350、第一管段；360、夹层管段；370、第二管段；400、给药通

道；L、舒张距离。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在未进行其他特殊说明或者限定的情况

下，说明书中提及的术语“安装”、“相连”以及“连接”等词汇应该作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

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的连接或者一体式的连接；可以是机械连接或者电连接，也可以是

机械连接与电连接的结合；可以是直接连接，也可以通过中间转接部件进行间接连接，对于

电子元器件部件，可以是利用导线的电路安装，也可以是利用集成等方式进行精简化电路

板设计。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而言，可根据具体应用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实用新型中

的具体含义。

[0023] 图1提供一种妇产科用子宫止血装置，其至少包括，第一囊体100、第二囊体200和

总管300，第一囊体100和第二囊体200大致构造为具有中间空腔的结构，并且总管300从上

述两个囊体的空腔中穿过，在发挥作用时，第一囊体100位于患者的阴道内，第二囊体200位

于患者的子宫内部。总管300按照其经过的路径划分为以下几个段落，即第一管段350、第二

管段370、夹层管段360和囊外管段340这至少四个部分的管段，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个管段

之间属于同一个总管300的不同位置，其相互连通且材质用料均为一致，管段的划分仅为方

便描述而采用的假想指定。为方便描述，将靠近患者子宫内的一端称之为近端，靠近患者阴

道口以及阴道外部的一端称之为远端。囊外管段340从患者阴道外部向阴道内延伸直到其

到达第一囊体100的位置，随后其穿过第一囊体100的外表面向其内部空腔继续延伸并且从

其另一端的内壁向外穿出，此处完全包裹在第一囊体100内的管段为第一管段350。穿出第

一囊体100的总管300继续向近端延伸并接触至第二囊体200的外侧面，第一囊体100与第二

囊体200的外侧面之间沿远端到近端的方向设置有一定的距离，因此上述总管300走过的段

落即为夹层管段360。最后总管300穿过第二囊体200的外壁向其内腔延伸并部分穿出第二

囊体200的另一侧外壁，此处的段落即第二管段370。为方便描述，在总管300由阴道外向子

宫内穿行的过程中首次接触到第二囊体200的壁的点称之为第一接触点220，该点也可以视

为第二管段370靠近远端的路径起始点；再次接触到第二囊体200的壁的点称之为第二接触

点230，该点也可以视为第二管段370靠近近端的路径结束点。第一接触点220到第二接触点

230之间的直线距离构成了第二管段370的最短路径长度，此处的最短路径长度是指第二管

段370在没有任何弯绕的情况下直接连通两个接触点的管段长度，考虑到第二管段370与第

二囊体200之间的连接关系，当第二管段370处于最短路径长度设置时，其在第二囊体200内

部的空腔中是处于绷直状态的，换言之第二囊体200与第二管段370之间形成了相互拉扯塑

形的效果。由此本实用新型将第一接触点220到第二接触点230之间所构成的第二管段370

的最短路径长度设置为小于第二囊体200自然舒张状态下的第二囊体200远端一侧的壁到

近端一侧的壁的舒张距离L。此处的自然舒张状态可以理解为第二囊体200中未穿过第二管

段370并且未和第二管段370之间形成相互拉扯塑性时仅靠自身的弹性力进行舒张而形成

的稳定结构(如图2所示)。若将人体子宫大致视为一个左右对称的结构，则其至少具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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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对称轴线，优选地，第二囊体200的自然舒张状态也设置为左右对称结构并且在使用过

程中第二囊体200的对称轴线与上述中心对称轴线共线，则舒张距离L尤其是指中心对称轴

线与第二囊体200轮廓之间形成的两个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优选地，第二囊体200自然舒

张状态下构成为跟随一个假想点从远端向近端移动时所走过的路径逐渐增大的趋势而逐

渐增大的其横截面面积的结构，即形成一种靠近患者子宫内部体积较大，靠近患者子宫口

位置体积较小的类似于灯泡造型的形状，此种构型设置使得第二囊体200在患者子宫内部

的口窄内腔逐渐宽阔的宫腔中具有较高的形状贴合性。则上述的将第二管段370的最短路

径长度设置为小于舒张距离L的方案还有一个优势在于，在第二囊体200未受外力驱动膨胀

时，其靠近近端的端面中心附近的壁将因为第二管段370拉扯而向远端的方向凹陷收缩，这

样会有效减小第二囊体200靠近近端一侧的体积以方便医护人员将该部分先行塞入较窄的

子宫口部位。进一步地，由于第二囊体200可以采用较为软质的材料，医护人员可以一手捏

住第二囊体200或者第一囊体100不动，另一只手操作总管300并将其向远端拉动，受拉动力

的以及支撑力的影响下，第二囊体200靠近近端的部分体积将进一步收缩，直至可以较好地

通过宫颈口为止，使得患者受刺激更小也使得第二囊体200进入患者子宫的操作变得更加

的简单。当第二囊体200进入患者子宫内部后，松开对总管300的拉扯即可以使得第二囊体

200恢复近端大远端小的松弛状态。

[0024] 总管300包括填充管310、药液管320以及排出管330三种管道，三个管道并排设置。

填充管310用于向第一囊体100和第二囊体200内填充能够使得两个囊体膨胀的填充物，该

填充物可以是空气、净化医用气体、纯净水、生理盐水或者加热升温后的生理盐水等物质，

这些填充物可以通过注射器、空气泵、水泵等方式由外部向填充管310中注入。在第一管段

350位置的填充管310管壁上开设有至少一个连通至第一囊体100内腔的第一填充开口311，

在第二管段370位置的填充管310管壁上开设有至少一个连通至第二囊体200内腔的第二填

充开口312，此种设置使得填充物可以由填充管310进入第一囊体100或第二囊体200以使得

其进行膨胀。填充管310靠近近端的一侧管口连接至第二囊体200的内壁以形成封闭管口的

状态，使得填充物仅能够由上述第一填充开口311和第二填充开口312流出填充管310。

[0025] 药液管320用于向患者阴部输送止血类药物，为此之故，第一囊体100和第二囊体

200的壁内部分别开设有第一给药空腔110和第二给药空腔210，给药空腔空腔可以设置为

覆盖囊体的大部分面积，并且药液管320在与给药空腔的交界处分别设置有第一给药开口

321和第二给药开口322。为使得处于给药空腔内的药物可以接触至患者阴道或宫内的表

面，在囊体外壁面与给药空腔之间开设有一个或者数个给药通道400，使得药液可以通过这

些给药通道400流出至囊体外并接触至患者体内。药液管320靠近近端的一侧管口连接至第

二囊体200的内壁以形成封闭管口的状态，使得药液仅能够由上述第一给药开口321和第二

给药开口322流出药液管320。

[0026] 排出管330用于对患者宫内或阴道内的出血或其它杂质的紧急排出，防止由于血

液堆积而造成的止血困难等问题。排出管330靠近远端的一侧的管口可以接入专用的医用

废液槽或者废液桶等生化废弃物回收或收集设备，而靠近近端的一侧管口连接至第二囊体

200并且由第二囊体200的内壁向外壁穿出以形成第二排出口332。上述总管300在第二囊体

200靠近端部位的部分穿出即是指仅排出管330穿出该部位而药液管320和填充管310均未

穿出的结构设置。排出管330在夹层管段360位置的管壁上开设有第一排出口331，其用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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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被第二囊体200和第一囊体100膨胀后而夹在中间的血液污物。由此，上述将第二管段370

的最短路径长度设置为小于舒张距离L的方案还具有另外一个优势，即在第二囊体200靠近

端的一侧形成了近端开口大远端开口小的类似于漏斗构型的排出空间，这种排出空间的形

成能够有效地提升对宫内血液污物的收集汇流效率，加快血液污物的排出速度，极大地提

升了宫内止血操作的时效性和有效性。

[0027] 优选地，第一囊体100构型为靠近远端的一个部分配合阴道的形状而构成圆柱形

状态，靠近近端的一个部分随路径向近端延伸而逐渐缩小其横截面，使得第一囊体100整体

构成为类似陀螺或者铅笔头构型，增大与阴道的接触面的同时也方便了第一囊体100向患

者阴道内的穿入。

[0028]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具体实施例是示例性的，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本实用新型

公开内容的启发下想出各种解决方案，而这些解决方案也都属于本实用新型的公开范围并

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明白，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其附图

均为说明性而并非构成对权利要求的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由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

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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