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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医用设备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人
工破膜专用手套。
包括指套部分和连接于指套部
分前端的破膜部分，
所述破膜部分包括与指套前
端固连的硬质指盖、
一个或多个根部固连于硬质
指盖外盖面上的且前端具有尖锐部的硬质突起
以及与所述硬质指盖连接的且至少覆盖住所述
硬质突起并可在施压条件下可使硬质突起尖锐
部穿出来的弹性厚胶层。
本申请通过在指套部分
前端设硬质突起配合硬质指盖，
当手指套上指套
后伸入到工作位置时，
通过指端与宫口处绒毛膜
及羊膜接触并产生适度的压力时，
弹性厚胶层被
挤压，
硬质突起从弹性厚胶层中穿出来，
然后轻
轻刺穿或划过宫口处绒毛膜及羊膜即可实现破
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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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人工破膜专用手套，
其特征在于：
包括指套部分（1）和连接于指套部分前端的破
膜部分，
所述破膜部分包括与指套前端固连的硬质指盖（２）、一个或 多个根部固连于硬质
指盖外盖面上的且前端具有尖锐部的硬质突起（３）以及与所述硬质指盖连接的且至少覆盖
住所述硬质突起并可在施压条件下可使硬质突起尖锐部穿出来的弹性厚胶层（4）。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人工破膜专用手套，
其特征在于：
所述硬质指盖为与人体手
脂前端形状相吻合的中部突起的盖体，
所述硬质指盖上至少位于靠近指腹一侧的部分上设
有硬质突起。
3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一种人工破膜专用手套，
其特征在于：
所述弹性厚胶层覆盖
住所述硬质指盖前端面且边缘与所述指套部分的前端固连。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人工破膜专用手套，
其特征在于：
所述指套部分前端设有缺
口，
所述硬质指盖边缘与所述缺口边缘无缝连接。
5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人工破膜专用手套，
其特征在于：
所述指套部分前端设有缺
口，
所述弹性厚胶层与所述指套部分一体连接且所述弹性厚胶层边缘与所述缺口边缘无缝
连接，
所述弹性厚胶层的厚度大于所述指套部分的厚度。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一种人工破膜专用手套，
其特征在于：
所述硬质指盖覆贴于所述
弹性厚胶层内表面上。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人工破膜专用手套，
其特征在于：
所述硬质指盖外表面上除
硬质突起部分外的其他区域通过粘胶与所述弹性厚胶层连接，
所述硬质突起扎入所述弹性
厚胶层内。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人工破膜专用手套，
其特征在于：
所述弹性厚胶层为硅胶
层。
9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人工破膜专用手套，
其特征在于：
所述硬质指盖上均布有若
干个硬质突起或硬质指盖上靠近指腹一侧设有一列硬质突起。
10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人工破膜专用手套，
其特征在于：
所硬质指盖的高度为61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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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人工破膜专用手套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医用设备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人工破膜专用手套。
背景技术
[0002] 人工破膜是指人为的方式干预撕破宫口处绒毛膜及羊膜，
以便观察羊水颜色、加
强宫缩、加速产程进展，
是自然分娩过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引产方式。现有的人工破膜的操
作方法及步骤：
于两次宫缩之间，
用左手中、
食指伸入阴道引导，
右手持有齿钳钳夹（或持长
针头），
撕开（或划破）胎膜。现有的人工破膜方法在用有齿钳钳夹胎膜或长针头划破胎膜的
过程中，
存在误伤胎儿头皮风险，
而且如操作者采用长针头来破水时极易误伤到自己 ，
增加
医务人员感染风险；
其次需要双手操作，
操作难度高，
不易掌握，
患者感染风险大。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一种人工破膜专用手套。
[0004]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5] 一种人工破膜专用手套，
包括指套部分和连接于指套部分前端的破膜部分，
所述
破膜部分包括与指套前端固连的硬质指盖、一个或 多个根部固连于硬质指盖外盖面上的
且前端具有尖锐部的硬质突起以及与所述硬质指盖连接的且至少覆盖住所述硬质突起并
可在施压条件下可使硬质突起尖锐部穿出来的弹性厚胶层。
[0006] 本申请通过在指套部分前端设硬质突起配合硬质指盖，
当手指套上指套后伸入到
工作位置时，
通过指端与宫口处绒毛膜及羊膜接触并产生适度的压力时，
弹性厚胶层被挤
压，
硬质突起从弹性厚胶层中穿出来，
然后轻轻刺穿或划过宫口处绒毛膜及羊膜即可实现
破膜效果。
[0007] 作为优选，
所述硬质指盖为与人体手脂前端形状相吻合的中部突起的盖体，
所述
硬质指盖上至少位于靠近指腹一侧的部分上设有硬质突起。
[0008] 靠近指腹位一侧的硬质突起便于施力，
使用更方便。
[0009] 作为优选，
所述弹性厚胶层覆盖住所述硬质指盖前端面且边缘与所述指套部分的
前端固连。
[0010] 弹性厚胶层可以为延伸至指套部分上。
[0011] 作为优选，
所述指套部分前端设有缺口，
所述硬质指盖边缘与所述缺口边缘无缝
连接。
[0012] 硬质指盖与指套部分连接，
弹性厚胶层可以为后期加工覆于上面的胶层。
[0013] 作为优选，
所述指套部分前端设有缺口，
所述弹性厚胶层与所述指套部分一体连
接且所述弹性厚胶层边缘与所述缺口边缘无缝连接，
所述弹性厚胶层的厚度大于所述指套
部分的厚度。
[0014] 作为优选，
所述硬质指盖覆贴于所述弹性厚胶层内表面上。
[0015] 弹性厚胶层与指套部分一体成型，
只是弹性厚胶层较厚，
然后再将硬质指盖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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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厚胶层内表面上，
工艺操作方便，
结构部分少，
成本较低。
[0016] 作为优选，
所述硬质指盖外表面上除硬质突起部分外的其他区域通过粘胶与所述
弹性厚胶层连接，
所述硬质突起扎入所述弹性厚胶层内。硬质指盖上除硬质突起部分，
其他
部分可全部或部分施胶与弹性厚胶层连接，
从而可保证在指尖被施压情况下硬质突起能穿
出弹性厚胶层。
[0017] 作为优选，
所述弹性厚胶层为硅胶层。硅胶结构稳定、
安全、
卫生。
[0018] 作为优选，
所述硬质指盖上均布有若干个硬质突起或硬质指盖上靠近指腹一侧设
有一列硬质突起。
[0019] 在本申请高安全性和高效破膜的前提下，
多个硬质突起可加快手术进程，
快速破
膜，
进一步降低破膜难度。
[0020] 作为优选，
所硬质指盖的高度为6-15mm。
[0021] 在该数值范围内的硬质指盖可适用到大部分人的手指，
同时在施压或划动过程中
手指又能很好勾住硬质指盖，
不会因为硬质指盖过短在施压时硬质指盖偏斜移位影响手
术，
再是手指的第一节关节指不会全部被盖住，
又能保证指尖在手术过程中的对外境环境
的触感，
手术操作更顺畅、
可控性更好。
同时不会因为硬质指盖过高在戴指套或手指进入时
指套侧壁的那点被牵拉力而影响弹性厚胶层被牵拉开在需要破膜的情况下时，
正常的单指
伸入压力不会足以造成硬质突起穿出，
只有在破膜时顶端施压时才能使突起穿出。且弹性
厚胶层与硬质指盖表面除硬质突起位置其他区域都是胶合状态，
并且指尖窄小指腹宽大，
故在正常情况下在正面端部施压时才能让硬质突起穿出。
[0022] 因考虑到硅胶被挤压时还有微量的厚度，
硬质突起高度微高于绒毛膜+羊膜厚度
之和，
这样既能保证破膜效果，
又能保证使用安全性。
[0023] 综上所述，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4] １、 本申请可采用单只乳胶指套（但不局限于设计于整只手套上），
指套顶端具有
硬质突起，
隐藏在指套顶端的硅胶中，
当套上指套的食指接触到绒毛膜并有一定的压力时，
硬质突起则可以突出于硅胶表面，
并作用于绒毛膜和羊膜，
轻轻刺穿或划过即可。
[0025] ２、 本申请指尖硬质突起高度为绒毛膜+羊毛膜厚度，
不易误伤胎儿头皮，
更不会
误伤操作人员自身；
且单手操作即可，
实施简便快捷，
减少感染风险。
[0026] ３、本申请结构简单、
加工方便、
成本低。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申请与手指配合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申请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是本申请侧面结构示意图；
[0030] 图４是硬质指盖与硬质突起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2]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
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
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
但只要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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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0033] 实施例一：
[0034] 一种人工破膜专用手套，
包括指套部分１和连接于指套部分前端的破膜部分，
所述
破膜部分包括与指套前端固连的硬质指盖２、
一个或 多个根部固连于硬质指盖外盖面上的
且前端具有尖锐部的硬质突起３以及与所述硬质指盖连接的且至少覆盖住所述硬质突起并
可在施压条件下可使硬质突起尖锐部穿出来的弹性厚胶层4。所述硬质指盖为与人体手脂
前端形状相吻合的中部突起的盖体，
所述硬质指盖上至少位于靠近指腹一侧的部分上设有
硬质突起。靠近指腹位一
[0035] 本申请通过在指套部分前端设硬质突起配合硬质指盖，
当手指套上指套后伸入到
工作位置时，
通过指端与宫口处绒毛膜及羊膜接触并产生适度的压力时，
弹性厚胶层被挤
压，
硬质突起从弹性厚胶层中穿出来，
然后轻轻刺穿或划过宫口处绒毛膜及羊膜即可实现
破膜效果。
[0036]
侧的硬质突起便于施力，
便于操控，
使用更方便。
[0037] 实施例二：
[0038] 与上述实施例不同处在于所述弹性厚胶层覆盖住所述硬质指盖前端面且边缘与
所述指套部分的前端固连。
弹性厚胶层可以为延伸至指套部分上。
[0039] 实施例三：
[0040] 与上述实施例不同处在于所述指套部分前端设有缺口，
所述硬质指盖边缘与所述
缺口边缘无缝连接。硬质指盖与指套部分连接，
弹性厚胶层可以为后期加工覆于上面的胶
层。
[0041] 实施例四：
[0042] 与上述实施例不同处在于所述指套部分前端设有缺口，
所述弹性厚胶层与所述指
套部分一体连接且所述弹性厚胶层边缘与所述缺口边缘无缝连接，
所述弹性厚胶层的厚度
大于所述指套部分的厚度。所述硬质指盖覆贴于所述弹性厚胶层内表面上。弹性厚胶层与
指套部分一体成型，
只是弹性厚胶层较厚，
然后再将硬质指盖贴到弹性厚胶层内表面上，
工
艺操作方便，
结构部分少，
成本较低。
[0043] 所述硬质指盖外表面上除硬质突起部分外的其他区域通过粘胶与所述弹性厚胶
层连接，
所述硬质突起扎入所述弹性厚胶层内。硬质指盖上除硬质突起部分，
其他部分可全
部或部分施胶与弹性厚胶层连接，
从而可保证在指尖被施压情况下硬质突起能穿出弹性厚
胶层。
[0044] 实施例五：
[0045] 与上述实施例不同处在于所述弹性厚胶层为硅胶层。
硅胶稳定、
安全、
卫生。
[0046] 实施例六：
[0047] 与上述实施例不同处在于所述硬质指盖上均布有若干个硬质突起或硬质指盖上
靠近指腹一侧设有一列硬质突起。在本申请高安全性和高效破膜的前提下，
多个硬质突起
可加快手术进程，
快速破膜，
进一步降低破膜难度。
[0048] 实施例七：
[0049] 与上述实施例不同处在于所硬质指盖的高度为6-15mm。
[0050] 本申请可采用单只乳胶指套但不局限于设计于整只手套上，
指套顶端具有硬质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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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隐藏在指套顶端的硅胶中，
当套上指套的食指接触到绒毛膜并有一定的压力时，
硬质突
起则可以突出于硅胶表面，
并作用于绒毛膜和羊膜，
轻轻刺穿或划过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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