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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盆底肌肉康复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盆底肌肉康复器，
包
括分别位于盆底肌肉康复器上部的第一部分和
下部的第二部分，
第一部分为空心气囊，
第二部
分为实心结构；
第一部分的底端与第二部分的顶
端固定连接，
第二部分内部设置有连通外部与空
心气囊内部的通气通道，
通气通道内设置有充气
管，
充气管一端伸入到空心气囊内部，另一端延
伸到第二部分外部且端部设置有连接充气装置
或密封装置的连接结构，
空心气囊在充气时可伸
缩。本实用新型中的第一部分为空心气囊，
具有
伸缩性，
可通过充放气来改变尺寸大小，
使用者
可根据自身情况随时调节盆底肌肉康复器的尺
寸，
更个性化的适应不同亚洲女性个体阴道结
构，
使锻炼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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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盆底肌肉康复器，
其特征在于，
包括第一部分(1)和第二部分(2) ，
所述第一部分
(1)为空心气囊，
所述第二部分(2)为实心结构，
所述第二部分(2)的顶端与所述第一部分
(1)的底端固定连接，
所述第二部分(2)内部设置有连通外界与所述空心气囊内部的通气通
道(3) ，
所述通气通道(3)内设置有充气管(4)，
所述充气管(4)一端伸入所述空心气囊内，
另
一端延伸到所述第二部分(2)外部且端部设置有连接结构(8) ，
所述连接结构(8)用于与充
气装置或者密封装置连接。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盆底肌肉康复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部分(1)的形状
为空心的椭球形。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盆底肌肉康复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部分(2)的形状
为球形或椭球形。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盆底肌肉康复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部分(2)沿直径
或者长轴方向的长度为3厘米。
5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盆底肌肉康复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部分(1)沿长轴
方向的长度在充气时的伸缩范围为4厘米～9厘米。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盆底肌肉康复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盆底肌肉康复器的材
质为医用级硅胶。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盆底肌肉康复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气管(4)的外侧壁
与所述通气通道(3)的内侧壁密封连接。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盆底肌肉康复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气装置为充气气囊
(5)，
所述充气气囊(5)与所述连接结构(8)为螺纹连接。
9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盆底肌肉康复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密封装置为密封塞
(6)，
所述密封塞(6)与所述连接结构(8)为螺纹连接。
10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盆底肌肉康复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密封塞(6)底部设置
有用于牵拉所述盆底肌肉康复器的拉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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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盆底肌肉康复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
尤其是涉及一种盆底肌肉康复器。
背景技术
[0002] 盆底肌肉是指封闭骨盆底的肌肉群，
这一肌肉群犹如一张吊床，
承托着尿道、膀
胱、
阴道、子宫、直肠等脏器，
从而维持盆腔脏器的正常位置；
同时，
这一肌肉群犹如一张跳
床，
具备弹性，
从而维持盆腔脏器的括约功能。一旦该肌肉群弹性变差，
吊力不足，
便会导致
盆腔器官无法维持其正常的解剖位置及舒缩功能，
从而出现相应功能障碍，
如大小便失禁、
盆腔脏器脱垂等。
[0003] 众所周知，
妊娠分娩、
绝经衰老是导致盆底肌肉损伤和退行性改变的主要原因，
进
而将导致女性盆底功能障碍。对于高危人群，
及时进行盆底肌功能评估和盆底肌锻炼，
是预
防和治疗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关键措施，
尤其是辅以阴道哑铃等盆底肌肉康复器的
盆底肌锻炼可以起到初级生物反馈的作用，
提高锻炼依从性和有效性，
被《产后盆底康复流
程》(2015年《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推荐为争取更多产妇选择的盆底肌锻炼方式。
[0004] 然而，
每位女性的阴道结构尺寸不尽相同，
但现在市场上使用较多的女性盆底肌
肉康复器尺寸多为固定不可调节的，
致使部分女性使用与自身阴道尺寸不相符的盆底肌肉
康复器而达不到预期的锻炼效果。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盆底肌肉康复器，
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盆底肌肉康
复器尺寸固定不可调节的问题。
[000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诸多技术方案中的优选技术方案所能产生的诸多技术效果详
见下文阐述。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8]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盆底肌肉康复器，
包括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所述第一部
分为空心气囊，
所述第二部分为实心结构，
所述第二部分的顶端与所述第一部分的底端固
定连接，
所述第二部分内部设置有连通外界与所述空心气囊内部的通气通道，
所述通气通
道内设置有充气管，
所述充气管一端伸入所述空心气囊内，
另一端延伸到所述第二部分外
部且端部设置有连接结构，
所述连接结构用于与充气装置或者密封装置连接。
[0009] 优选地，
所述第一部分的形状为空心的椭球形。
[0010] 优选地，
所述第二部分的形状为球形或椭球形。
[0011] 优选地，
所述第二部分沿直径或者长轴方向的长度为3厘米。
[0012] 优选地，
所述第一部分沿长轴方向的长度在充气时的伸缩范围为4厘米～9厘米。
[0013] 优选地，
所述盆底肌肉康复器的材质为医用级硅胶。
[0014] 优选地，
所述充气管的外侧壁与所述通气通道的内侧壁密封连接。
[0015] 优选地，
所述充气装置为充气气囊，
所述充气气囊与所述连接结构为螺纹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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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优选地，
所述密封装置为密封塞，
所述密封塞与所述连接结构为螺纹连接。
[0017] 优选地，
所述密封塞底部设置有用于牵拉所述盆底肌肉康复器的拉手。
[0018]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盆底肌肉康复器，
其有益效果为：
[0019]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盆底肌肉康复器，
包括两部分，
位于上端的第一部分和位
于下端的第二部分，
第一部分为空心气囊，
第二部分为实心结构，
第二部分上端与第一部分
的底端固定连接在一起，
在第二部分内设置有连通外部和空心气囊内部的通气通道，
在通
气通道内可以设置充气管，
充气管一端伸入到空心气囊内部，
另一端延伸到第二部分外部
并在充气管外伸端的端部设置有连接结构，
该连接结构用于连接为空心气囊充气的充气装
置或者用于堵塞封闭充气管的密封装置。空心气囊在充放气时可以伸缩变换尺寸，
在使用
时先将充气装置连接在充气管上，
根据自身需要向空心气囊内充气，
当第一部分达到所需
尺寸时停止打气，
将充气装置拆下换上密封装置密封，
使空心气囊保持所需尺寸。本实用新
型提供的盆底肌肉康复器的第二部分作用于浅层肌，
亚洲女性阴道浅层肌部分的深度基本
相同，
故第二部分为实心的固定结构，
尺寸不可调节；
而阴道内部的尺寸因人而异，
故将位
于阴道内部的第一部分设计为尺寸可变的结构，
以个体化适应患者的使用，
使盆底肌肉康
复器与阴道更加贴合，
从而使锻炼效果更佳。
[0020] 应当理解的是，
以上的一般描述和后文的细节描述仅是示例性和解释性的，
并不
能限制本申请。
附图说明
[002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要介绍。需指出的是，
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是本
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
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
还
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附图。
[0022]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示出的盆底肌肉康复器使用前结构图；
[0023]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示出的盆底肌肉康复器充气后结构图；
[0024]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示出的盆底肌肉康复器充气中结构图；
[0025]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示出的密封塞结构图。
[0026] 图中：
1、第一部分；
2、第二部分；
3、
通气通道；
4、
充气管；
5、
充气气囊；
6、
密封塞；
7、
拉手。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
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
下面将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
方案进行详细的描述。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
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
提下所得到的所有其它实施方式，
都属于本实用新型所保护的范围。
[0028] 以下，
参照附图对实施例进行说明。此外，
下面所示的实施例不对权利要求所记载
的实用新型内容起任何限定作用。另外，
下面实施例所表示的构成的全部内容不限于作为
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实用新型的解决方案所必需的。
[0029] 参看图1-图4，
文中所表述的上端和顶端、
下端和底端均与附图的上、
下方向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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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盆底肌肉康复器，
主要用于锻炼盆底肌肌力，
提高盆底肌肉收缩能
力，
从而缓解尿失禁、
盆腔脏器脱垂、
性功能障碍、
便秘等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
主要包括两
个部分，
分别为第一部分1和第二部分2，
第一部分1位于盆底肌肉康复器的上部，
第二部分2
位于盆底肌肉康复器的下部。第一部分1为空心气囊，
第二部分2为实心结构，
第二部分2的
顶端与第一部分1的底端固定连接，
第一部分1和第二部分2也可以为一体结构，
在第二部分
2的内部可以设置连通外部和空心气囊内部的通气通道3，
可在通气通道3内设置充气管4，
充气管4可作为向空心气囊内充气和放气的通气管道，
同时也可以作为牵引绳使用，
充气管
4的一端通过通气通道3伸入到空心气囊的内部，
另一端延伸到第二部分2的外部，
并且在外
伸端的端部设置有连接结构8，
连接结构8一端与充气管4的端部连接，
另一端用于与向充气
管4内充气的充气装置连接，
还可以与密封充气管4的密封装置连接，
空心气囊可伸缩，
可通
过向空心气囊内充放气来改变第一部分1的尺寸。因每一位女性使用者阴道形状结构及尺
寸均不尽相同，
所以对盆底肌肉康复器的形状及尺寸要求也会不同，
为使盆底肌肉康复器
尽可能的与阴道贴合，
在使用前需根据自身需要通过充气装置向空心气囊内充气，
待打压
到合适的尺寸时停止打气，
将充气装置拆卸更换密封装置将充气管4密封，
使盆底肌肉康复
器保持所需尺寸，
在使用时，
使用者将盆底肌肉康复器放入阴道，
盆底肌肉康复器因重力向
下坠落，
这时盆底肌肉会因下坠感而有意识收缩从而达到锻炼盆底肌的效果。
因第一部分1
尺寸可调节，
所以盆底肌肉康复器可以和阴道内壁更好的贴合，
使锻炼效果更佳。
[0030] 作为可选的实施方式，
上述的第一部分1可以为空心的椭球形，
椭球形外形圆润，
外形圆润既不会损伤阴道内壁，
也可减小盆底肌肉康复器插入阴道过程中的阻力，
同时椭
球形长轴较长可以保持一定的长度使其充分的插入阴道内部。
[0031] 进一步的 ，
上述的第二部分2可以为球形或者椭球形，
椭球形或者球形的外形圆
润，
不会划伤阴道，
同时可减小盆底肌肉康复器插入阴道过程中的阻力，
第二部分2主要作
用于浅层肌，
不需要有太长的长度，
所以可以使用球形结构。
[0032] 较佳的，
上述的第二部分2主要作用于浅层肌，
对于亚洲女性来说，
该部位的长度
虽略有差异，
但差异较小，
故第二部分2可以设计成固定尺寸，
同时亚洲女性该部位的深度
大约在3厘米左右，
故第二部分2从顶端到底端的长度可以设为3厘米。
[0033] 进一步的，
该盆底肌肉康复器主要针对于亚洲女性设计，
亚洲成年女性的阴道长
度大概在7厘米到12厘米之间，
第一部分1为适应不同长度女性阴道设计成可伸缩结构，
第
二部分2的长度设计为3厘米，
故第一部分1的伸缩长度可以控制在4厘米到9厘米左右，
如此
设置可满足不同女性的使用需求，
使盆底肌肉康复器更贴合阴道内壁，
提升锻炼效果。
[0034] 阴道内壁黏膜较敏感，
易破损，
同时对抗菌性要求较高，
故该盆底肌肉康复器可以
使用医用级硅胶制作，
硅胶质地柔软，
在满足不划伤阴道的前提下还可给使用者提供更加
舒适的体验。
[0035] 上述的充气管4外侧壁与通气通道3的内壁间采用密封连接，
以防止进气管外侧壁
与通气通道3内壁之间存在缝隙导致打气和使用过程中漏气，
影响使用效果。
[0036] 上述的充气装置可以为充气气囊5，
因阴道的空间有限，
所以空心气囊内部的储气
量不需很大，
故充气气囊5可以使用一个小型的充气气囊5即可，
在充气气囊5与充气管4连
接处可以设置外螺纹，
上述的位于充气管4外伸端的连接结构8内壁可以设置内螺纹，
或者
可以在充气气囊5与充气管4连接处设置内螺纹，
上述的位于充气管4外伸端的连接结构8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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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设置外螺纹，
在使用充气气囊5时可以将内螺纹和外螺纹旋拧在一起达到密封连接的效
果，
[0037] 在充气结束后，
若充气气囊5依然连接在充气管4上会导致使用不方便，
故可设置
密封装置，
密封装置可为密封塞6，
密封塞6与充气管4密封连接，
在充气结束后将充气气囊5
卸下更换成密封塞6来封闭充气管4，
密封塞6和充气管4连接一端设置有内螺纹或者外螺
纹，
与连接结构8上的外螺纹或内螺纹对应，
内螺纹和外螺纹密封配合，
防止漏气。
[0038] 实施中，
可在上述密封塞6的底端设置用于牵拉盆底肌肉康复器的拉手7，
当不使
用时可通过牵拉该拉手7将盆底肌肉康复器从阴道中取出。
[0039] 以上所述，
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
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
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
可轻易想到变化
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因此，
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权
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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