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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用于电外科手术器械的具有预吸引功能的
烟雾吸引过滤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械领域，
涉及一种用
于电外科手术器械的具有预吸引功能的烟雾吸
引过滤装置，
包括套设在电外科器械的主杆外的
吸引套和连接体，
所述连接体连接所述吸引套和
电外科器械的主杆，
所述吸引套与电外科器械的
主杆之间形成排烟通道，
所述连接体或者所述吸
引套上设置有吸引管接头，
所述吸引管接头连接
有吸引管。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的有益效果：
1.
本实用新型能够在产生烟雾的瞬间及时吸走烟
雾，
从而不影响手术视野；
2 .不会导致大量二氧
化碳被吸走，
保证手术的正常进行；
3 .便于手术
人员操作，
不需要护士协助；
4 .结构简单、
成本更
低，
适于大规模生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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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于电外科手术器械的具有预吸引功能的烟雾吸引过滤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套
设在电外科器械的主杆（11）外的吸引套（31）和连接体（32），
所述连接体（32）连接所述吸引
套（31）和电外科器械的主杆（11），
所述吸引套（31）与电外科器械的主杆（11）之间形成排烟
通道（33），
所述连接体（32）或者所述吸引套（31）上设置有吸引管接头（321），
所述吸引管接
头（321）连接有吸引管（322）。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电外科手术器械的具有预吸引功能的烟雾吸引过滤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吸引管（322）上设置有对烟雾进行过滤的过滤结构。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电外科手术器械的具有预吸引功能的烟雾吸引过滤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吸引管接头（321）后方设置有电磁阀（40），
所述电磁阀（40）电连有控制开
关（50）。
4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用于电外科手术器械的具有预吸引功能的烟雾吸引过滤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过滤结构包括活性炭盒（61）和过滤棉（62）。
5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用于电外科手术器械的具有预吸引功能的烟雾吸引过滤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控制开关（50）设置在电外科器械手柄（12）上。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电外科手术器械的具有预吸引功能的烟雾吸引过滤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吸引套（31）的直径由所述连接体（32）至电外科器械的主杆（11）的前端逐
渐减小。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电外科手术器械的具有预吸引功能的烟雾吸引过滤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吸引套（31）的前端面距离电外科器械的主杆（11）的前端面1-2厘米。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电外科手术器械的具有预吸引功能的烟雾吸引过滤装置，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吸引套（31）的前端内表面设置有固定棱（311）。
9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电外科手术器械的具有预吸引功能的烟雾吸引过滤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连接体（32）为连接段和分别设置在连接段两端的快速接口。
10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电外科手术器械的具有预吸引功能的烟雾吸引过滤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吸引管接头（321）为万向转向接头。

2

CN 207912768 U

说

明

书

1/4 页

用于电外科手术器械的具有预吸引功能的烟雾吸引过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械领域，
涉及一种用于电外科手术器械的具有预吸引功能
的烟雾吸引过滤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手术烟雾是在手术过程中产生的气态物质，
是由于使用到电外科器械、超声刀等
破坏和气化组织蛋白和脂肪而产生的烟雾，
不仅会妨碍手术人员的视线，
而且会向空气中
释放有毒、有害物质，
会造成手术室人员产生头疼，
眼睛膜发炎等不适反应，
从而影响手术
操作。
[0003] 目前，
对于腹腔微创手术产生的烟雾，
现有技术中的吸引装置，
吸引烟雾的效果不
佳，
通用性差，
而且吸引口往往距离烟雾产生点远，
不能及时吸引掉烟雾，
导致腹腔内烟雾
弥散影响视线，
影响手术的进程；
在持续吸引烟雾的情况下，
会导致腹腔内用于膨胀腹腔的
二氧化碳大量流失，
从而需要不断充入二氧化碳，
以保持膨胀腹腔的效果，
浪费了资源。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的腹腔镜电外科手术器械在使用过程中存在
的上述问题，
提供一种用于电外科手术器械的具有预吸引功能的烟雾吸引过滤装置，
能够
用于长杆类电外科手术器械，
通用性强，
能够将手术过程中产生的烟雾瞬间吸走，
从而不影
响手术视野，
也不会导致大量二氧化碳被吸走，
保证手术的正常进行。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
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用于电外科手术器械的具
有预吸引功能的烟雾吸引过滤装置，
包括套设在电外科手术器械的主杆外的吸引套和连接
体，
所述连接体连接所述吸引套和电外科器械的主杆，
所述吸引套与电外科器械的主杆之
间形成排烟通道，
所述连接体或者所述吸引套上设置有吸引管接头，
所述吸引管接头连接
有吸引管，
所述吸引管上设置有对烟雾进行过滤的过滤结构。
[0006] 上述技术方案中，
基于电外科手术器械大部分的结构都具有长杆状的主杆和主杆
后端的一个手柄的结构，
设计的一款通用型的烟雾吸引装置，
可以用于长杆类腹腔镜电外
科手术器械使用，
实用性强，
相比配备与手术器械专一性的烟雾吸引装置相比 ，
成本更低，
而且便于操作者操作，
对烟雾的吸引效果显著。
吸引管接头可以设置在连接体上，
也可以设
置在吸引套上。
[0007] 手术过程中产生的烟雾，
会存在一些有害的气体，
还可能会携带病菌，
通过设置过
滤结构，
对手术中产生的烟雾进行过滤，
达到排放标准。
[0008] 作为优选，
所述过滤结构包括活性炭盒和过滤棉。
[0009] 作为优选，
所述过滤结构还包括用于放置活性炭盒和过滤棉的过滤盒体，
所述过
滤盒体具有前后设置的通过过滤板隔开的第一容纳腔和第二容纳腔。
[0010] 活性炭盒和过滤棉可以分开设置，
也可以一起放置在过滤盒体内，
并且活性炭盒
和过滤棉都可以随时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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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作为优选，
所述吸引管接头后方设置有电磁阀，
所述电磁阀电连有控制开关。通过
操作控制开关，
在产生烟雾的点之前的合适时间点，
打开控制开关，
开启吸引，
达到预吸引
的效果，
这样能确保烟雾的吸引效果。
[0012] 控制开关可以采用两档开关，
当打开第一挡时，
吸力较小，
在烟雾产生前打开，
对
烟雾进行预吸引，
当烟雾产生量增多，
打开第二挡，
增加吸引强度，
保证吸引效果。
[0013] 作为优选，
所述控制开关设置在电外科器械的手柄上，
便于操作。
[0014] 进一步优选，
所述控制开关可拆卸安装在电外科器械的手柄上。
[0015] 作为优选，
所述控制开关通过固定夹可拆卸安装在电外科器械的手柄上。
[0016] 作为优选，
所述固定夹包括用于与电外科器械的手柄连接的第一夹体和用于夹住
所述控制开关的第二夹体。
[0017] 作为优选，
所述吸引套的直径由所述连接体至电外科器械的主杆的前端逐渐减
小。
[0018] 作为优选，
所述吸引套的前端面距离电外科器械的主杆的前端面1-2厘米。
[0019] 作为优选，
在所述吸引套的前端内表面设置有固定棱。
[0020] 作为优选，
所述连接体为连接段和分别设置在连接段两端的快速接口，
一个快速
接口与吸引套相连，
另一个快速接口与主杆相连，
操作简单方便。
[0021] 作为优选，
所述吸引管接头为万向转向接头。
[0022] 通过实施上述技术方案，
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的有益效果：
1 .具有预吸引功能，
能
够在产生烟雾的瞬间及时吸走烟雾，
从而不影响手术视野；
2 .不会导致大量二氧化碳被吸
走，
保证手术的正常进行；
3 .增加过滤装置，
对烟雾进行过滤后再排放，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4 .便于手术人员操作，
不需要护士协助；
5 .结构简单、
成本更低，
适于大规模生产使用。
附图说明
[0023] 附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的结构示意图；
[0025] 附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3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
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7] 实施例1：
[0028] 一种用于电外科手术器械的具有预吸引功能的烟雾吸引过滤装置，
可以用于带有
具有一定长度的主杆和操作柄的任何腹腔镜电外科器械，例如高频电灼刀、激光刀、超声
刀、双极电凝钳等，
本实施例以单极电钩为例，
如附图1所示，
单级电钩包括主杆11和手柄
12，
手柄12末端电接电源，
与其配套使用的吸引过滤装置包括套设在主杆11外面的吸引套
31和连接体32。本实施例中的连接体32具有一个连接段，
连接段的两端设置快速接口，
吸引
套31的端部设置成与快速口匹配的端面，
操作方便。
吸引套31与所述主杆11之间形成排烟
通道33，
吸引套31的前端面距离所述主杆11的前端面1厘米，
在所述吸引套31的前端内表面
设置有固定棱311，
吸引套31多采用一次性使用的塑料材质，
节约成本，
但是在使用过程中，
容易偏移或者粘贴在主杆11的壁上，
固定棱311提供一个支撑力，
保证排烟通道33的畅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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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能防止组织堵塞排烟通道33。所述连接体32设置有吸引管接头321，
吸引管接头321
连接有吸引管322，
本实施例中，
吸引管接头321采用万向转向接头，
这样接上的吸引管322
可以任意改变方向，
不会妨碍操作。
吸引管接头321的后方设置有电磁阀40，
操作柄12上设
置有与所述电磁阀40电连的控制开关50，
在手柄12上，
手术人员可以随手操作，
操作更方
便。
[0029] 实施例2：
[0030] 一种用于电外科手术器械的具有预吸引功能的烟雾吸引过滤装置，
本实施例中电
外科器械以双极电凝钳为例，
如附图2所示，
双极电凝钳包括主杆11和手柄12，
手柄12末端
电接电源，
与其配套使用的吸引过滤装置包括套设在主杆11外面的吸引套31和连接体32。
本实施例中的连接体32具有一个连接段，
连接段的两端设置快速接口，
吸引套31的端部设
置成与快速口匹配的端面，
操作方便。
吸引套31与所述主杆11之间形成排烟通道33，
吸引套
31的前端面距离所述主杆11的前端面1厘米，
在所述吸引套31的前端内表面设置有固定棱
311，
吸引套31多采用一次性使用的塑料材质，
节约成本，
但是在使用过程中，
容易偏移或者
粘贴在主杆11的壁上，
固定棱311提供一个支撑力，
保证排烟通道33的畅通，
而且还能防止
组织堵塞排烟通道33。所述连接体32设置有吸引管接头321，
吸引管接头321连接有吸引管
322，
本实施例中，
吸引管接头321采用万向转向接头，
这样接上的吸引管322可以任意改变
方向，
不会妨碍操作。
吸引管接头321的后方设置有电磁阀40，
电磁阀40电连控制开关50，
控
制开关设置在手柄12上，
手术人员可以随手操作，
操作更方便。而且控制开关设置在手柄12
上，
手术人员一旦握紧手柄12开始操作时，
控制开关就会在手柄12的作用下被打开，
从而开
始吸引，
保证在烟雾产生之前即开始预吸引，
保证烟雾吸引效果。其它带有类似于双极电凝
钳的手柄结构的，
控制开关采用附图2中相同的设计。
[0031] 吸引管322上设置有对烟雾进行过滤的过滤结构，
包括依次设置的过滤棉62和活
性炭盒61。
[0032] 实施例3：
[0033] 一种用于电外科手术器械的具有预吸引功能的烟雾吸引过滤装置，
本实施例中电
外科器械以单极电钩为例，
如附图3所示，
单极电钩包括主杆11和手柄12，
手柄12末端电接
电源，
与其配套使用的吸引过滤装置包括套设在主杆11外面的吸引套31和连接体32。本实
施例中的连接体32具有一个连接段，
连接段的两端设置快速接口，
吸引套31的端部设置成
与快速口匹配的端面，
操作方便。
吸引套31与所述主杆11之间形成排烟通道33，
吸引套31的
前端面距离所述主杆11的前端面1厘米，
在所述吸引套31的前端内表面设置有固定棱311，
吸引套31多采用一次性使用的塑料材质，
节约成本，
但是在使用过程中，
容易偏移或者粘贴
在主杆11的壁上，
固定棱311提供一个支撑力，
保证排烟通道33的畅通，
而且还能防止组织
堵塞排烟通道33。所述吸引套31设置有吸引管接头321，
吸引管接头321连接有吸引管322，
本实施例中，
吸引管接头321采用万向转向接头，
这样接上的吸引管322可以任意改变方向，
不会妨碍操作。
吸引管接头321的后方设置有电磁阀40，
电磁阀40电连控制开关50，
控制开
关设置在手柄12上，
手术人员可以随手操作，
操作更方便。
[0034] 吸引管322上设置有对烟雾进行过滤的过滤结构，
包括依次设置的过滤棉62和活
性炭盒61。
[0035] 实施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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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预吸引功能的电外科器械烟雾吸引过滤装置，
电外科器械包括主杆11和
手柄12，
手柄12末端电接电源，
与其配套使用的吸引过滤装置包括套设在主杆11外面的吸
引套31和连接体32。本实施例中的连接体32具有一个连接段，
连接段的两端设置快速接口，
吸引套31的端部设置成与快速口匹配的端面，
操作方便。
吸引套31与所述主杆11之间形成
排烟通道33，
吸引套31的前端面距离所述主杆11的前端面1厘米，
在所述吸引套31的前端内
表面设置有固定棱311，
吸引套31多采用一次性使用的塑料材质，
节约成本，
但是在使用过
程中，
容易偏移或者粘贴在主杆11的壁上，
固定棱311提供一个支撑力，
保证排烟通道33的
畅通，
而且还能防止组织堵塞排烟通道33。所述连接体32设置有吸引管接头321，
吸引管接
头321连接有吸引管322，
本实施例中，
吸引管接头321采用万向转向接头，
这样接上的吸引
管322可以任意改变方向，
不会妨碍操作。
吸引管接头321的后方设置有电磁阀40，
电磁阀40
电连控制开关50，
控制开关通过固定夹可拆卸安装在所述手柄12上，
手术人员可以随手操
作，
操作更方便，
而且可以随时拆卸或者根据使用者操作习惯更换固定位置。
固定夹包括用
于与所述手柄12连接的第一夹体和用于夹住所述控制开关的第二夹体。
[0037] 吸引管322上设置有对烟雾进行过滤的过滤结构，
包括过滤棉62和活性炭盒61以
及用于放置活性炭盒61和过滤棉62的过滤盒体，
所述过滤盒体具有前后设置的通过过滤板
隔开的第一容纳腔和第二容纳腔，
活性炭盒61置于第一容纳腔，
过滤棉62置于第二容纳腔，
活性炭盒61和过滤棉62可以随时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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