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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新型妇科治疗仪。本仪器

主要包括喷药单元、清洗单元和灌肠单元，实现

了喷药、清洗和灌肠多种功能一体化的作用。本

仪器设有真空泵打压达到省力省时的效果，减少

了临床医务人员的工作量；同时具备废液收集装

置，使用方便卫生；清洗头、喷药头、灌肠管采用

一次性器材有效地防止了交叉感染。其结构布局

合理，使用方便，用途多样化，较适合医疗单位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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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妇科治疗仪，包括喷药单元、清洗单元和灌肠单元，各部分的结构和位置关系如

下所述：

所述的喷药单元包括正压瓶，真空泵，控制器，检测装置，微型隔膜阀、药瓶、喷药头及

连接管路；其特征在于：真空泵一（005）通过连接管十（123）吸进空气，连接管十（123）上接

有消音器一（011），气体从连接管二（102）打入正压瓶（002），连接管二（102）设有气体单向

阀一（010），为正压瓶（002）提供正压；正压瓶（002）另一个接头通过连接管一（101）与四通

一（103）连接，四通一（103）一个接口通过连接管三（104）与Y型三通一（109）相连，Y型三通

一（109）通过连接管四（110）与压力传感器一（111）连接，压力传感器一检测正压瓶中的压

力；四通一（103）的一个接口通过连接管十五（129）与微型隔膜阀一（105）连接，微型隔膜阀

一（105）通过连接管五（112）与药瓶1（121）连接，药瓶1（121）上接口连接喷药头连接管九

（116），喷药头连接管九（116）另一端连接喷药头（117），当微型隔膜阀一（105）开启时药瓶1

（121）与正压瓶（002）连通；四通一（103）通过连接管十四（128）与另一四通二（126）连接，四

通二（126）其余三个接口通过连接管十三（127）、连接管十二（125）、连接管十一（124）分别

连接微型隔膜阀二（106）、微型隔膜阀三（107）、微型隔膜阀四（108），微型隔膜阀二（106）通

过连接管六（113）与药瓶2（120）连接，微型隔膜阀三（107）通过连接管七（114）与药瓶3

（119）连接，微型隔膜阀四（108）通过连接管八115与药瓶4（118）连接；

所述的清洗单元配液部分包括：低负压瓶、负压瓶、真空泵、控制器、检测装置、微型隔

膜阀、两通夹管阀、配液瓶、温液杯、加温装置、气体单向阀、消音器及其连接管路；其特征在

于：负压瓶（004）一接头通过连接管三十一（317）与T型三通一（313）连接，T型三通一通过连

接管二十六（306）与压力传感器（303）连接，来检测负压瓶中的压力；T型三通一通过连接管

十九（210）与微型隔膜阀六（211）连接，微型隔膜阀六（211）通过连接管二十（212）与低负压

瓶连接，连接管二十（212）中间连接气体单向阀为低负压瓶提供负压；低负压瓶（003）另一

接头通过连接管二十一（213）与Y型三通二（215）连接，Y型三通二（215）通过连接管十七

（207）与压力传感器相连，来检测低负压瓶中的压力；Y型三通二（215）通过连接管二十二

（214）与微型隔膜阀五（209）相连，微型隔膜阀五（209）通过连接管十四（208）与四通三

（307）相连，四通三通过连接管二十七（308）与配液瓶（309）相连，为配液瓶提供负压；四通

三通过连接管二十四（304）与微型隔膜阀八（302）相连，以实现配液瓶中压力的调解；加热

装置（201）上设有温液杯（202）；温液杯（202）通过连接管十六（204）与两通夹管阀一（205）

连接，两通夹管阀一（205）通过连接管二十三（216）与配液瓶（309）连接，为配液瓶补充药

液；

所述的清洗单元打液、废液处理部分包括：正压瓶、负压瓶、浮球开关、抽液泵、真空泵、

控制器、检测装置、微型隔膜阀、两通夹管阀、清洗头、配液瓶及其连接管路；其特征在于：真

空泵一（005）通过连接管十（123）吸进空气，连接管十（123）上接有消音器一（011），气体从

连接管二（102）打进正压瓶（002），连接管二（102）上接着气体单向阀一（010），为正压瓶

（002）提供正压；正压瓶（002）另一个接头通过连接管一（101）与四通一（103）连接，四通一

（103）一个接口通过连接管三（104）与Y型三通一（109）相连，Y型三通一（109）通过连接管四

（110）与压力传感器（111）连接，通过压力传感器来检测正压瓶中的压力；Y型三通一（109）

另一端通过连接管三十五（325）与微型隔膜阀七（301）相连，微型隔膜阀七（301）另一接头

通过连接管二十五（305）与四通三（307）连接，四通三（307）通过连接管二十七（308）与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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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309）连接，为配液瓶提供正压；抽液管（312）通过配液瓶（309）上的接头及连接管二十八

（310）与夹管阀三（326）相连，夹管阀三（326）通过连接管三十二（327）与清洗头（311）连接，

在为配液瓶提供正压时，药液从清洗头喷出来实现清洗功能；四通三（307）一个接口通过连

接管二十四（304）与微型隔膜阀八（302）连接，通过微型隔膜阀八（302）的开关来调节配液

瓶中的压力；负压瓶（004）一个接口通过连接管三十三（323）与真空泵（006）连接，连接管三

十三（323）中间设有单向阀（013），真空泵（006）另一接头通过连接管三十四（324）连接外

界，连接管三十四（324）中间连接消音器二（012），为负压瓶提供负压；抽液泵（007）一端通

过连接管三十（316）与机壳废液接头连接，另一端通过抽液泵（318）、连接管三十二（322）和

负压瓶（004）接头与过滤器（321）连接，将负压瓶中的废液抽走；负压瓶（004）上装有浮球开

关（320），浮球开关来控制抽液泵的开关；负压瓶（004）一接头通过连接管三十一（317）与T

型三通一（313）连接，T型三通一通过连接管二十六（306）与压力传感器（303）连接，来检测

负压瓶中的压力；负压瓶（004）一接头通过连接管二十五（315）与两通夹管阀二（314）相连，

两通夹管阀二（314）通过连接管三十七（328）与机壳废液吸相连，抽走清洗后的废液；

所述的灌肠单元包括：蠕动泵、控制器、灌肠药瓶、通液头及连接管路；其特征在于：灌

肠药瓶（405）通过连接管三十九（406）与蠕动泵管（403）相连，蠕动泵（404）上设有蠕动泵管

（403），蠕动泵管（403）通过连接管三十八（402）与通液头（401）相连，通过蠕动泵转动，挤压

蠕动泵管来实现灌肠喷药及药量控制；

打液和喷药时均需使用专用的阴道扩张器，把喷药头或清洗头通过扩张器管托伸入阴

道，缓慢转动，保证均匀全面，治疗完成后需喷药头或清洗头取下，清洗时需将连接管连到

扩张器下端的出液口，抽走废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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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妇科治疗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医疗器械领域，具体的涉及一种用于清洗、喷药、灌肠的妇科治疗仪。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已有的妇科治疗仪一般是小型仪器，功能单一，在治疗时需经常更换仪

器，操作较麻烦。目前常用的喷药治疗仪，需要医务人员挤压喷药，喷药量不能准确控制，医

护人员靠近病灶才能看清喷药位置，导致喷药治疗过程较麻烦，药粉可能喷不到病灶上，或

是喷出的药粉成点状分布不均匀，造成治疗效果不佳。市场上已有的电动喷药仪器，其结构

复杂，成本高，并且功能单一，治疗时一次只能添加一种药剂，更换药剂较麻烦。

[0003] 目前女性阴道清洁卫生，主要采用阴道清洗器来进行，阴道清洗器主要包括容器、

供液头、输液管、清洗头组成，这种清洗器工作原理是将清洁液装于容器内，通过按压供液

头，清洁液沿着输液管流动从清洗头喷出，来实现阴道清洗。这种结构的阴道清洗头采用整

体式结构，清洗头在清洗前后均需要进行消毒，多人使用可能引起交叉感染。仪器功能单

一，不能处理清洗产生的废液，需要增加另外装置，操作繁琐。

[0004] 在现有的技术方案中，一般灌肠多采用通过提高储液瓶高度，靠液体自重将灌肠

液经输液管输送肠道内，其缺点：流速小，清洗效果差；专业灌肠仪，其结构复杂，成本高，操

作难度大，必须多人可操作才可完成，进而使其应用受到限制。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主要目的是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高端综合性能仪器，仪器综合

了喷药、清洗、灌肠三大功能，实现了一机多用并自动化功能。喷药单元通过高压将药粉雾

化，无需靠近病灶，喷药均匀全面，使用简单方便。同时携带多种药剂，解决了换药麻烦等问

题。清洗单元采用一次性清洗头，避免多次使用可能引起的交叉感染；通过计算机控制，真

空泵加压，使用方便、省力，精确控制清洗量；仪器添加了废液收集装置，在清洗的同时，吸

取清洗时产生的废液。灌肠单元采用蠕动泵挤压胶管注液，按要求控制灌肠液的流速，操作

简单。

[0006] 本发明提供的妇科治疗仪，包括正压瓶，真空泵，负压瓶，低负压瓶，控制器，检测

装置，控制阀，药液容器，喷药清洗部件，加热装置，抽液泵，蠕动泵及连接管路。

[0007] 本仪器通过计算机控制，传感器检测，由真空泵供压，实现了自动化功能。所述的

仪器设有正压瓶，通过传感器控制正压，将药瓶中药粉雾化，药粉通过喷药头进行阴道喷

药，同时使用专用药瓶，避免了药瓶中药粉长期储存，引起的药粉变潮或药粉过期。喷药头

采用一次性的，避免交叉感染。所述的低负压瓶提供负压吸液，正压瓶提供正压打液，负压

瓶提供负压抽出清洗后的废液，完成清洗工作，当清洗后的废液达到一定程度时，抽液泵将

废液抽走。所述的蠕动泵，通过挤压胶管来实现灌肠，同时蠕动泵控制灌肠液的流速，防止

流速过快或过慢给患者带来的不适，计算机控制蠕动泵的的灌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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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8] 图1是本发明所述的的妇科治疗仪立体结构示意图；

[0009] 图2是本发明所述的妇科治疗仪喷药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10] 图3是本发明所述的妇科治疗仪清洗单元中吸液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4是本发明所述的妇科治疗仪清洗单元中打液和抽废液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5是本发明所述的妇科治疗仪灌肠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其中001是平板电脑、002是正压瓶、003是低负压瓶、004是负压瓶、005是真空泵

一、006是真空泵二、007是抽液泵一、010是气体单向阀一、011是消音器一、012是消音器二、

013是气体单向阀一、014是气体单向阀二、101是连接管一、102是连接管二、103是四通一、

104是连接管三、105是微型隔膜阀一、106是微型隔膜阀二、107是微型隔膜阀三、108是微型

隔膜阀四、109是Y型三通一、110是连接管四、111是传感器一、112是连接管五、113是连接管

六、114是连接管七、115是连接管八、116是连接管九、117是喷药头、118是药瓶4、119是药瓶

3、120是药瓶2、121是药瓶1、122是药瓶托、123是连接管十、124是连接管十一、125是连接管

十二、126是四通二、127是连接管十三、128是连接管十四、129是连接管十五、201是加热装

置、202是温液杯、203是防水温度传感器、204是连接管十六、205是两通夹管阀一、206是传

感器二、207是连接管十七、208是连接管十八、209是微型隔膜阀五、210是连接管十九、211

是微型隔膜阀六、212是连接管二十、213是连接管二十一、214是连接管二十二、215是Y型三

通一、216是连接管二十三、301是微型隔膜阀七、302是微型隔膜阀八、303是传感器三、304

是连接管二十四、305是连接管二十五、306是连接管二十六、307是四通三、308是连接管二

十七、309是配液瓶、310是连接管二十八、311是清洗头、312是抽液管、313是T型三通一、314

是两通夹管阀二、315是连接管二十九、316是连接管三十、317是连接管三十一、318是抽液

泵、319是浮球延长杆、320是浮球开关、321是过滤器、322是连接管三十二、323是连接管三

十三、324是连接管三十四、325是连接管三十五、326是两通夹管阀三、327是连接管三十六、

328是连接管三十七、401是通液头、402是连接管三十八、403是蠕动泵管、404是蠕动泵、405

是灌肠药瓶、406是连接管三十九。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妇科治疗仪进行详细的描述。

[0015] 如图1、图2、图3、图4、图5所述，在治疗时，医护人员开启电脑001，选择病症及药用

量，电脑001控制微型隔膜阀、两通夹管阀等部件的开启和关闭来控制仪器喷药、清洗或灌

肠的操作。

[0016] 在本实施例子中，正压瓶002通过连接管一101、四通一103、连接管三104、Y型三通

109和连接管四110连接到传感器一111，传感器检测正压瓶中的压力，当压力低于限定值

时，真空泵一005通过连接管十123吸进空气，连接管十123上接有消音器一011，气体从连接

管二102打进正压瓶002，连接管二102上接着气体单向阀一010，为正压瓶002提供正压。微

型隔膜阀一105打开，气体从正压瓶002通过连接管一101、四通一103、连接管十五129、微型

隔膜阀一105、连接管五112打进药瓶1(121)，将药瓶中药粉雾化，药粉经过连接管九116和

喷药头117喷入人体进行治疗。药瓶2、药瓶3、药瓶4工作是原理跟药瓶1类似。

[0017] 本实施例子中，低负压瓶003通过连接管二十一213、Y型三通二215、连接管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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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连接传感器二206，传感器二206检测低负压瓶003中的压力，当压力低于限定值时，微型

隔膜阀六211开启，负压瓶004通过连接管三十一317、T型三通一313、连接管十九210、微型

隔膜阀六211、连接管二十212与低负压瓶003连通，连接管上安装气体单向阀二014；负压瓶

004通过连接管三十一317、T型三通一313、连接管二十六306与传感器三303相连，传感器三

303来检测负压瓶004中的压力，当压力低于限定值时，真空泵二006开启，气体通过连接管

三十三323、连接管三十四324从负压瓶中抽出；配液时，微型隔膜阀八302开启，配液瓶309

通过连接管二十七308、四通三307、连接管二十四304、微型隔膜阀八302与空气相连，将配

液瓶309中的气压变为大气压；微型隔膜阀八302关闭，微型隔膜阀五209和两通夹管阀一

205打开，低负压瓶003、连接管二十213、Y型三通二215、连接管二十二214、微型隔膜阀五

209、连接管十八208、四通三307、连接管二十七308、配液瓶309、连接管二十三216、两通夹

管阀一205、连接管十六204及温液杯202连通，通过负压将温液杯202中的药液吸进配液瓶

309中，当配液瓶309中的药液达到一定量时，两通夹管阀一205和微型隔膜阀六211关闭。防

水温度传感器203可以检测温液杯202中药液的温度，当温度低于限定值时，加热装置201开

启，将药液加热到适当温度。

[0018] 本实施例子中，打液时，微型隔膜阀八302开启，配液瓶309通过连接管二十七308、

四通三307、连接管二十四304、微型隔膜阀八302与大气相连，将配液瓶309中的气压变为大

气压，微型隔膜阀八302关闭，微型隔膜阀七301和两通夹管阀三326开启，正压瓶002、连接

管二102、四通一103、连接管三104、Y型三通一109、连接管三十五325、微型隔膜阀七301、连

接管二十五305、四通三307、连接管二十七308、配药瓶309、抽液管312、连接管二十八310、

两通夹管阀三326、连接管三十七327、清洗头311连通，通过正压将配液瓶中药液从清洗头

311喷出，实现清洗功能；清洗时，两通夹管阀二314打开，负压瓶004、连接管二十九315、两

通夹管阀二314、连接管三十七328与扩张器接头相连，通过负压将清洗过程中产生的废液

抽到负压瓶，清洗后两通夹管阀二314、两通夹管阀三326、微型隔膜阀七301均关闭；随着负

压瓶中废液增多，当浮球开关320升到一定高度时，抽液泵开启将负压瓶中的废液抽走。

[0019] 本实施例子中，灌肠时，蠕动泵404开启，药瓶405中的药液通过连接管三十九406

补充到蠕动泵管，蠕动泵404挤压蠕动泵管403，将管中药液通过连接管三十八402和通液头

401，注射到人体内，灌肠时可以调解蠕动泵转速来控制药量的快慢。

[0020] 本实施例子中，打液和喷药时均需使用专用的阴道扩张器，把喷药头或清洗头通

过扩张器管托伸入阴道，缓慢转动，保证均匀全面，治疗完成后需喷药头或清洗头取下，清

洗时需将连接管连到扩张器下端的出液口，抽走废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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