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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产科检查用防漏式辅助

装置，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解决了现有的尿

液采集过程中一般需要采集中段尿液，在采集中

检验管装满后尿液容易溢出，同时对中段尿液进

行收集时也容易造成尿液溢流，使用操作不便，

容易泄露的问题，包括收集箱主体；所述收集箱

主体的顶部固定连接有一组收集管；所述收集箱

主体的顶部转动连接有一组旋转座；所述旋转座

的顶部固定连接有一组分流装置。本发明当当前

检验管内的尿液满时实现了检验管的自动更换，

有效防止尿液满了以后溢流到外面，同时在收集

完成后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中段尿液进行检测，防

止在对中段尿液进行采集时尿液溅到外侧，具有

良好的尿液采集能力，并且具有良好的防漏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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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产科检查用防漏式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收集箱主体(1)；所述收集箱主

体(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一组收集管(2)；所述收集箱主体(1)的顶部转动连接有一组旋转

座(3)；所述旋转座(3)的顶部固定连接有一组分流装置(4)；所述旋转座(3)的顶部均匀排

布通过七组固定压板(6)压紧连接有七组检验管(5)；每组所述检验管(5)内均滑动连接有

一组感应浮漂(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产科检查用防漏式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管

(2)还包括有收集罩(201)，收集管(2)的顶部固定连接有一组喇叭状的收集罩(20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产科检查用防漏式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流装置

(4)还包括有分流汇聚槽(401)，分流装置(4)的顶部均匀排布设置有七组分流汇聚槽

(401)，分流汇聚槽(401)为扇形结构，七组分流汇聚槽(401)呈扇形紧密排列，收集管(2)的

底部出口正对最左侧的一组分流汇聚槽(40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产科检查用防漏式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流装置

(4)还包括有分流管(402)，分流装置(4)的底部均匀排布固定连接有七组分流管(402)，每

组分流管(402)分别与一组分流汇聚槽(401)相连通，每组分流管(402)分别插入一组检验

管(5)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产科检查用防漏式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感应浮漂

(7)还包括有浮漂弹簧(701)，感应浮漂(7)为中空结构，感应浮漂(7)的顶部设置有一组浮

漂弹簧(701)，感应浮漂(7)通过浮漂弹簧(701)与固定压板(6)弹性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产科检查用防漏式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感应浮漂

(7)还包括有定位销(702)，感应浮漂(7)的顶部固定连接有一组朝下的定位销(702)，收集

箱主体(1)等顶部左侧开设有一组定位销孔(101)，定位销(702)与定位销孔(101)插接连

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产科检查用防漏式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座

(3)还包括有旋转驱动弹簧(301)，旋转座(3)的底部设置有一组旋转驱动弹簧(301)，旋转

驱动弹簧(301)为涡卷弹簧，旋转驱动弹簧(301)的一端与旋转座(3)底部固定连接，旋转驱

动弹簧(301)的另一端与收集箱主体(1)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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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产科检查用防漏式辅助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产科检查用防漏式辅助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产科检查是优生优育的重要保证，确定妊娠后，要做下面的产科检查：血常规、尿

常规、白带常规、乙肝三对、肝功两项、丙肝、梅毒、HIV、夫妇双方地中海贫血筛查、致畸组套

+微小病毒B19、G6PD、血压，体重的检查，在进行尿常规进行检查过程中一般需要通过检测

管对尿液进行采集。

[0003] 例如申请号：CN200780040775.X一种尿液收集装置，其包括：收集使用者排泄的尿

液的收集装置(102)，第一和第二出口装置(103，108)，其适合于允许收集装置(102)所收集

的尿液从该装置中排出，并且传送通道(111)适于传送收集装置(102)所收集的尿液到容器

(110)中。第一出口装置(103)包括流速改变装置(106)，其构造和设置使得通过该改变装置

的初始排出流速大于通过该改变装置的第二排出流速；和第二出口装置(108)，其包括满溢

出口装置(118)，其适合于允许收集装置(102)所收集的尿液从尿液收集装置中以第三排出

流速排出，该第三排出流速等于或者高于通过该改变装置的初始排出流速。

[0004] 基于上述，现有的尿液采集过程中一般需要采集中段尿液，在采集中检验管装满

后尿液容易溢出，同时对中段尿液进行收集时也容易造成尿液溢流，使用操作不便，容易泄

露；因此，不满足现有的需求，对此我们提出了一种产科检查用防漏式辅助装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产科检查用防漏式辅助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

提出的现有的尿液采集过程中一般需要采集中段尿液，在采集中检验管装满后尿液容易溢

出，同时对中段尿液进行收集时也容易造成尿液溢流，使用操作不便，容易泄露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产科检查用防漏式辅助装置，包

括收集箱主体；所述收集箱主体的顶部固定连接有一组收集管；所述收集箱主体的顶部转

动连接有一组旋转座；所述旋转座的顶部固定连接有一组分流装置；所述旋转座的顶部均

匀排布通过七组固定压板压紧连接有七组检验管；每组所述检验管内均滑动连接有一组感

应浮漂。

[0007] 优选的，所述收集管还包括有收集罩，收集管的顶部固定连接有一组喇叭状的收

集罩。

[0008] 优选的，所述分流装置还包括有分流汇聚槽，分流装置的顶部均匀排布设置有七

组分流汇聚槽，分流汇聚槽为扇形结构，七组分流汇聚槽呈扇形紧密排列，收集管的底部出

口正对最左侧的一组分流汇聚槽。

[0009] 优选的，所述分流装置还包括有分流管，分流装置的底部均匀排布固定连接有七

组分流管，每组分流管分别与一组分流汇聚槽相连通，每组分流管分别插入一组检验管内。

[0010] 优选的，所述感应浮漂还包括有浮漂弹簧，感应浮漂为中空结构，感应浮漂的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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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一组浮漂弹簧，感应浮漂通过浮漂弹簧与固定压板弹性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感应浮漂还包括有定位销，感应浮漂的顶部固定连接有一组朝下的

定位销，收集箱主体等顶部左侧开设有一组定位销孔，定位销与定位销孔插接连接。

[0012] 优选的，所述旋转座还包括有旋转驱动弹簧，旋转座的底部设置有一组旋转驱动

弹簧，旋转驱动弹簧为涡卷弹簧，旋转驱动弹簧的一端与旋转座底部固定连接，旋转驱动弹

簧的另一端与收集箱主体固定连接。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4] 本发明使用时，收集罩对尿液进行收集，收集管的尿液进入最左侧的一组分流汇

聚槽内，分流汇聚槽内的尿液通过对应的分流管进入对应的检验管内，当检验管内的尿液

满了后，在尿液的浮力作用下感应浮漂压缩浮漂弹簧往上滑动，定位销从定位销孔中拔出，

旋转座在旋转驱动弹簧弹力作用下旋转，通过旋转座的旋转实现分流汇聚槽和检验管的自

动更换，收集管的尿液进入下一组分流汇聚槽内，分流汇聚槽内的尿液通过对应的分流管

进入对应的检验管内，实现了检验管的自动更换。

[0015] 本发明当当前检验管内的尿液满时实现了检验管的自动更换，有效防止尿液满了

以后溢流到外面，同时在收集完成后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中段尿液进行检测，防止在对中段

尿液进行采集时尿液溅到外侧，具有良好的尿液采集能力，并且具有良好的防漏效果。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轴侧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的去除收集箱主体状态下轴侧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的旋转座的底部轴侧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的分流装置轴侧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的检验管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为本发明的分流装置与检验管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为本发明的收集箱主体轴侧结构示意图；

[0023] 图8为本发明的收集管与分流装置安装轴侧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1、收集箱主体；101、定位销孔；2、收集管；201、收集罩；3、旋转座；301、旋转

驱动弹簧；4、分流装置；401、分流汇聚槽；402、分流管；5、检验管；6、固定压板；7、感应浮漂；

701、浮漂弹簧；702、定位销。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26] 请参阅图1至图8，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实施例：一种产科检查用防漏式辅助装置，包

括收集箱主体1；所述收集箱主体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一组收集管2；所述收集箱主体1的顶

部转动连接有一组旋转座3；所述旋转座3的顶部固定连接有一组分流装置4；所述旋转座3

的顶部均匀排布通过七组固定压板6压紧连接有七组检验管5；每组所述检验管5内均滑动

连接有一组感应浮漂7。

[0027] 进一步，所述收集管2还包括有收集罩201，收集管2的顶部固定连接有一组喇叭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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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集罩201，在使用中，通过收集罩201对尿液进行收集，防止尿液撒到外面。

[0028] 进一步，所述分流装置4还包括有分流汇聚槽401，分流装置4的顶部均匀排布设置

有七组分流汇聚槽401，分流汇聚槽401为扇形结构，七组分流汇聚槽401呈扇形紧密排列，

收集管2的底部出口正对最左侧的一组分流汇聚槽401，在使用中，收集管2的尿液进入最左

侧的一组分流汇聚槽401内。

[0029] 进一步，所述分流装置4还包括有分流管402，分流装置4的底部均匀排布固定连接

有七组分流管402，每组分流管402分别与一组分流汇聚槽401相连通，每组分流管402分别

插入一组检验管5内，在使用中，分流汇聚槽401内的尿液通过对应的分流管402进入对应的

检验管5内。

[0030] 进一步，所述感应浮漂7还包括有浮漂弹簧701，感应浮漂7为中空结构，感应浮漂7

的顶部设置有一组浮漂弹簧701，感应浮漂7通过浮漂弹簧701与固定压板6弹性连接，在使

用中，当检验管5内的尿液满了后，在尿液的浮力作用下感应浮漂7压缩浮漂弹簧701往上滑

动。

[0031] 进一步，所述感应浮漂7还包括有定位销702，感应浮漂7的顶部固定连接有一组朝

下的定位销702，收集箱主体1等顶部左侧开设有一组定位销孔101，定位销702与定位销孔

101插接连接，在使用中，通过定位销702与定位销孔101插接连接实现对旋转座3的插接连

接。

[0032] 进一步，所述旋转座3还包括有旋转驱动弹簧301，旋转座3的底部设置有一组旋转

驱动弹簧301，旋转驱动弹簧301为涡卷弹簧，旋转驱动弹簧301的一端与旋转座3底部固定

连接，旋转驱动弹簧301的另一端与收集箱主体1固定连接，在使用中，旋转座3在旋转驱动

弹簧301弹力作用下旋转，通过旋转座3的旋转实现分流汇聚槽401和检验管5的自动更换。

[0033] 工作原理：使用时，收集罩201对尿液进行收集，收集管2的尿液进入最左侧的一组

分流汇聚槽401内，分流汇聚槽401内的尿液通过对应的分流管402进入对应的检验管5内，

当检验管5内的尿液满了后，在尿液的浮力作用下感应浮漂7压缩浮漂弹簧701往上滑动，定

位销702从定位销孔101中拔出，旋转座3在旋转驱动弹簧301弹力作用下旋转，通过旋转座3

的旋转实现分流汇聚槽401和检验管5的自动更换，收集管2的尿液进入下一组分流汇聚槽

401内，分流汇聚槽401内的尿液通过对应的分流管402进入对应的检验管5内，实现了检验

管5的自动更换。

[0034]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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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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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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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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