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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乳房活检取样探针，包括壳体一端固定

外插管，壳体另一端经接头与收集盒连接，壳体

内安装插有内插管的外插管和传动机构，传动机

构由固定在齿轴上内插管齿轮，壳体一端部上外

插管齿轮和固定在外螺套上移动齿轮构成，外、

内螺套啮合连接在齿轴上，内螺套经连接套固定

在内插管上，传动机构与壳体外驱动器连接工

作，壳体由外壳两端分别与齿套、连接有固定座

的标记座紧配合固定成整体。齿套一端直接制作

外插管齿轮与内插管、移动齿轮在同轴上，其结

构紧凑、体积小，密封性好，制作成本低，各零件

间装配固定完全利用零件上设置的扣、钩、爪、凸

柱、键完成，不需工具装配，驱动器安装在壳体外

部，便于操作调节，使用范围广，操作速度快捷，

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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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乳房活检取样探针，包括安装在壳体（20）内的内插管（4）、外插管（1），传动机

构，壳体（20）与收集盒（19）连接，传动机构与驱动器连接，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20）的一端

固定外插管（1），壳体的另一端经接头与收集盒（19）连接，壳体（20）内安装插有内插管（4）

的外插管（1）和传动机构，所述传动机构由固定在齿轴（9）上的内插管齿轮（11），壳体一端

部上的外插管齿轮（61）和固定在外螺套（8）上的移动齿轮（10）构成，所述外螺套（8）与内螺

套（7）啮合连接在齿轴（9）上，内螺套（7）经连接套（5）固定在内插管（4）上，所述传动机构与

壳体（20）外的驱动器连接工作，所述壳体（20）由外壳（3）两端分别与齿套（6）、连接有固定

座（22）的标记座（2）紧配合固定成整体构成，所述壳体（20）安装在连接有盖（13）和齿轮盖

（14）的托架（15）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乳房活检取样探针，其特征在于所述内螺套（7）：一端面周边

有均布的爪（71），另一端开口，外表面螺纹间有低于螺纹面的齿间隔槽（73），断续的外管螺

纹（7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乳房活检取样探针，其特征在于所述外螺套（8）：上端无管螺

纹，外表面边缘处有连接键（84），下端有断续内管螺纹（81），外表面有低于平面的间隔槽

（82），上、下交接面上有通孔，交接面下有开口，开口边缘有连接钩（83），外螺套（8）的内表

面上，内螺套（7）的外表面上有相配合的内、外管螺纹（81）、（72），内、外管螺纹均为由四段

不连续、间断相配合的螺纹构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乳房活检取样探针，其特征在于所述标记座（2）为中间有通孔

的阶梯圆柱形，小端的外周边上固定一红色的记号块（21），大端的内壁上安装固定座（2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乳房活检取样探针，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座（22）由带通孔的

梯形管（222）内安装软套（223），梯形管的大端口内紧塞带通孔的密封塞（224），梯形管

（222）外套弹簧（221），紧抱外插管（1）紧固端的外表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乳房活检取样探针，其特征在于所述盖（13）为半圆形腔，两端

边缘有插槽（132），两侧边缘有延伸出的插缝片（13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乳房活检取样探针，其特征在于所述齿轮盖（14）的两端有半

圆形搁置环，一端有上环槽145的搁置环的两端头上有插孔（143），另一端搁置环两端头上

有插脚（141），中间为半圆形腔体，两外侧边各有向外延伸的一护片（142），每个护片（142）

的一侧又延伸出低于护片平面的驱动片（144）。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乳房活检取样探针，其特征在于所述齿轴（9）：为阶梯圆筒形，

外表面中间有高起的凸环（92），一端外表面边缘有凸键（93），另一端内壁上有与连接套（5）

上两凸柱（53）配合的凹槽（91）。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乳房活检取样探针，其特征在于所述齿套（6）一端开口内壁处

有环凹槽、凸筋（62），另一端为外插管齿轮（61）的圆筒形。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6或7所述的乳房活检取样探针，其特征在于所述托架（15）：上表

面为与壳体（20）、齿套（6）配合，上有开口的圆弧形腔体，开口（155）边有插孔（154），两端分

别有与盖（13）上插缝片（131）连接的插缝口（151）、与齿轮盖（14）上插孔（143）配合的扣

（153），与插脚（141）配合的脚插孔（154），与上环槽（145）配合相应位置上的下环槽（156）构

成整体的环槽（30）与收集盒（19）连接，将盖（13）、齿轮盖（14）分别固定在托架（15）两端相

对应的搁置架上连接成整体，盖（13）、齿轮盖（14）的外表面还卡扣外托架（16），所述外托架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9820542 A

2



（16）两端有搁架（164），外表面两侧有指槽（162），一搁架两边延伸出扣片（161），另一搁架

两边有向外延伸的外护片（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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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活检取样探针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医疗器械，特别是为获取和传送活性组织标本使用的乳房活检取

样探针。

背景技术

[0002] 对乳房中的病变组织取样，为医生提供诊断使用或对部分及完全切除影像下异常

组织提供组织学检查使用。

[0003] 因经皮活组织检查比开放活组织检查创伤要小得多，患者的疼痛也小，以致于可

不使用局部麻醉，同时又可保持女性的形体美，因此采用细的探针从可疑组织团块中取出

流体和细胞的取样方法，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

[0004] 专利号200710141906.5“真空注射器辅助的活组织检查装置”，虽也提供了一种为

获得诊断或治疗目的，而进行对乳房内的异常组织标本进行的检查装置，但其结构复杂，加

工、装配的零件多、体积大、制作成本高，还使用、操作不方便，费时、费力。

[0005] 专利号201180063240 .0“具有用于躯动活检探针组件的棘轮驱动机构的活检装

置”，提供了一种利用棘轮机构的结构特点，在两棘轮间安装储存能量的扭转弹簧，当带有

切削刀的内、外插管上的侧开口对齐，扭转弹簧就释放能量，驱动外插管相对内插管相反方

向快速旋转，对需活检的组织细胞进行切割、分离，通过真空泵产生的负压吸入到内插管的

管腔内，经内插管传送到收集盒。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乳房活检取样探针，其结构紧凑、简单，

零件少，易加工、易装配，制作成本低，操作方便快捷，大大减少患者的不适感。

[0007] 本发明解决上述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乳房活检取样探针，包括安装在壳体内

的内、外插管，传动机构，壳体与收集盒连接，传动机构与驱动器连接，所述壳体的一端固定

外插管，壳体的另一端经接头与收集盒连接，壳体内安装插有内插管的外插管和传动机构，

所述传动机构由固定在齿轴上的内插管齿轮，壳体一端部上的外插管齿轮和固定在外螺套

上的移动齿轮构成，所述外螺套与内螺套啮合连接在齿轴上，内螺套经连接套固定在内插

管上，所述传动机构与壳体外的驱动器连接工作，所述壳体由外壳两端分别与齿套、连接有

固定座的标记座紧配合固定成整体构成，所述壳体安装在连接有盖和齿轮盖的托架上。

[000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1、仅由不多的几个易加工的零件，串套成整

体构成，2、一个零件有多种功能，一物多用，充分利用，如外螺套的大小端为不同形状，大端

有螺纹、小端无螺纹，利用内、外螺套上的螺纹配合，将外螺套的旋转转变成与内螺管连接

内插管的轴向移动，使内插管具有转动和直线运动的多功能，迅速完成切割收集目的。3、所

述壳体的一端上有记号块与外插管上的侧开口在同一位置上，当外插管插入组织样本内，

由记号块标示出外面看不到的外插管侧开口的位置，更便于组织样本的采取，4、壳体由带

固定座的标记座、外壳和齿套连接成整体，而齿套一端直接制作出外插管齿轮并与内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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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移动齿轮在同轴上，其结构紧凑、体积小，密封性好，制作成本低，5、各零件间的装配

固定完全利用各零件上设置的扣、钩、爪、凸柱、键来完成，不需紧固件，不用工具既可装配，

省时、省力，外形美观、清爽。6、驱动器安装在此医疗器械的壳体外部，更便于器械的安装和

准确调节，另外既可手动，当拆卸掉外托架，也可在立式或卧式机上安装使用，扩大了使用

范围，操作速度快捷，减少患者的不适感，实用性强。

附图说明

[0009] 图1、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拿掉收集盒、护套）。

[0010] 图2、本发明结构示意图（拿掉托架、外托架、护套、收集盒）。

[0011] 图3、本发明的轴测图（拿掉收集盒部分）。

[0012] 图4、本发明的使用状态图（拿掉护套）。

[0013] 图5、移动齿轮平面放大结构图。

[0014] 图6、齿轮盖与托架连接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16] 外插管1：一端开口，另一端为封闭的三角尖，尖端外管壁上有侧开口12，固定在标

记座2、外壳3一端内腔的固定座22上，外插管外套有护套18。

[0017] 内插管4：一端开口，另一端有带开口的振荡管式切割刀41。

[0018] 外螺套8：上端无管螺纹，外表面边缘处有连接键84，下端有断续内管螺纹81，外表

面有低于平面的间隔槽82，上、下交接面上有通孔，交接面下有开口，开口边缘有连接钩83。

[0019] 内螺套7：一端面周边有均布的爪71，另一端开口，外表面螺纹间有低于螺纹面的

齿间隔槽73，断续的外管螺纹72，齿间隔槽73与间隔槽82配合。

[0020] 外螺套8的内表面上，内螺套7的外表面上有相配合的内、外管螺纹81、72，内、外管

螺纹均为由四段不连续、间断相配合的螺纹构成，用其断续螺纹将内、外螺套连接成整体。

[0021] 齿套6一端开口内壁处有环凹槽、凸筋62，另一端为外插管齿轮61的圆筒形。

[0022] 外壳3圆筒形，两端均为带开口31并与齿套6、标记座2连接成整体的两半环32。

[0023] 连接套5上有滑块51、环凹槽52、凸柱53，铆固在内插管4上。

[0024] 将内螺套7利用其端部上的爪71紧扣在连接套5上的环凹槽52内和内插管4固定成

一整体。

[0025] 齿轴9：为阶梯圆筒形，外表面中间有高起的凸环92，一端外表面边缘有凸键93，另

一端内壁上有与连接套5上两凸柱53配合的凹槽91。

[0026] 齿轴9一端穿过连接成一体的内、外螺套，外螺套外套接齿套6，齿轴9在外螺套8的

无螺纹端，紧配合连接有大弹圈101的移动齿轮10，如图5所示。

[0027] 在齿轴9端紧配合连接带小弹圈111的内插管齿轮11，这时由内向外依次排列三齿

轮，外插管齿轮61、移动齿轮10、内插管齿轮11，如图2所示。

[0028] 三齿轮的外径相同，内孔和大、小弹圈101、111的直径大小不一样，大小弹圈形状

一样，并移动齿轮10、内插管齿轮11的模数相同和外插管齿轮61的模数不一样，具体要和相

连接的驱动器参数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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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盖13：半圆形腔，两端边缘有插槽132，两端边缘还有延伸出的插缝片131。

[0030] 标记座2：为中间有通孔的阶梯圆柱形，小端的外周边上固定一红色的记号块21，

大端的内壁上安装固定座22。

[0031] 固定座22由带通孔的梯形管222内安装软套223，保护内插管4穿过时其端部的切

削刀41不损伤，梯形管的大端口内还紧塞带通孔的密封塞224，梯形管222外套有弹簧221，

紧抱在外插管1的紧固端外表上，固定座除起固定外插管1作用外，还对外插管起缓冲保护

作用。

[0032] 再将外插管的一端插入固定在壳体20内的标记座2、外壳3内腔处的固定座22上，

内插管4的一端通过壳体20插入外插管4的内腔中，内插管的另一端穿过壳体20、齿套6中的

齿轴9与收集盒19的接头连接，如图4所示。

[0033] 用外壳3两端带开口31的两半环32，分别与齿套6开口端内壁边缘上的环凹槽、凸

筋62和标记座2内边缘紧配合，并用医用胶水粘合固定成整体的壳体20。

[0034] 将已装配好的壳体安放在托架15上，还在托架两端分别用盖13、齿轮盖14扣牢定

位，使其不会移动滑落，轴向窜动。

[0035] 齿轮盖14的两端有半圆形搁置环，一端有上环槽145搁置环的两端头上有插孔

143，另一端搁置环两端头上有插脚141，中间为放置各齿轮的半圆形腔体，两外侧边各有向

外延伸的一护片142，每个护片142的一侧又延伸出低于护片平面的驱动片144，通过驱动片

连接驱动器（图未画）。

[0036] 托架15：上表面为与壳体20、齿套6配合，上有开口的圆弧形腔体，开口155处露出

三齿轮并有插孔154，两端分别有与盖13上插缝片131连接的插缝口151、与齿轮盖14上插孔

143配合的扣153，与插脚141配合的脚插孔154，与上环槽145配合相应位置上的下环槽156，

构成整体的环槽30与收集盒19连接，如图1、图4所示，将盖13、齿轮盖14分别固定在托架15

两端相对应的搁置架上连接成整体，以便托起器械，便于内插管的移动、转动，起到轴承座

的作用。

[0037] 外托架16：为与托架15配合的弧形，两端有搁架161，外表面两侧有便于手操作的

指槽162，一搁架两边延伸出扣片161，另一搁架两边有向外延伸的外护片163，夹持卡扣在

齿轮盖14、盖13的外表面上。

[0038] 内插管的无切割刀端头上固定有半圆形挡环17，卡扣在收集盒19端的接头处定

位。

[0039] 使用时，收集盒19上的接头通过挡环17和齿轴9的端头连接构成整体，如图4所示，

成为可拆卸的组织标本收集盒，收集盒上连接有真空泵和抽吸管组件（图未画），用于获取

和输送组织标本。

[0040] 可用注射器对着收集盒接头处的内插管4内腔，用生理盐水冲洗或对术腔进行麻

醉（图未画）。

[0041] 此取样探针可在托架15外，安装外托架16作为手持器械完成超声引导下的活检，

拆掉外托架16亦可安装在俯卧台或真立台机器设备上，进行立体定向活检，大大扩大其的

使用范围。

[0042] 操作时，驱动器通过齿轮盖14上的驱动片144和其卡扣固定，并先用手术刀在乳房

的活检处切口，然后将连接有内插管4的外插管1推进到目标部位，使外插管1的前端在皮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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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定位（图未画），由驱动器带动内、外插管齿轮11、61、移动齿轮10同步转动，由外插管齿轮

61的转动带动与其连接成一体的壳体20和外插管1一起旋转。

[0043] 驱动器使齿轴9上的内插管齿轮11转动，带动与其连接成一体的内插管4一起旋

转，同时连接在外螺套8上端的移动齿轮10，带动与其啮合成一体并固定在内插管上的内螺

套7转动，并经内螺套推动连接套5上的滑块51转换成对内插管的直线方向的运动，从而使

内插管4在移动齿轮、内插管齿轮两齿轮共同作用下，即能转动又能移动，具有多功能提高

工效。

[0044] 当内插管4转动并移动到外插管1侧开口12处时，内插管4顶端的切削刀41和侧开

口12，就对活性组织标本进行切割、切断，并在收集盒的负压作用下，将组织标本吸入到内

插管的内腔中，经抽吸管传送到收集盒19内存贮再取出，为医生提供检测诊断病变组织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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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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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9

CN 109820542 A

9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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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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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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