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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

种供氧及吸痰管及具有其的节律性供氧及吸痰

系统。本发明的节律性供氧及吸痰系统包括供氧

设备、吸痰设备、控制器、弹力绷带和供氧及吸痰

管，所述吸痰接头和氧气进口接头处分别设有电

控阀，所述吸痰接头和氧气进口接头分别对应连

接所述供氧设备和吸痰设备，所述弹力绷带用于

绑缚在病患的胸部，其内侧设有压力传感器，所

述控制器分别与两个所述电控阀以及压力传感

器电连接。优点：结构设计合理，能够实时根据患

者的呼吸状态自主调节吸痰及供氧的交替式运

作，提升治疗效果，减轻患者的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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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供氧及吸痰管，其特征在于：包括导管(1)，所述导管(1)沿其长度方向设有相互

独立的吸痰通道(11)和供氧通道(12)，所述吸痰通道(11)的一端设有吸痰口，另一端设有

用于连接吸痰器的吸痰接头(13)，所述供氧通道(12)的一端设有氧气出口，另一端设有氧

气进口接头(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供氧及吸痰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管(1)包括吸痰管和

供氧管，所述吸痰管和供氧管侧端沿长度方向相互粘结固定，所述吸痰管和供氧管的内腔

分别构成所述吸痰通道(11)和供氧通道(12)，所述吸痰管的一端侧壁背离所述供氧管的位

置沿其长度方向间隔设有所述吸痰口，所述供氧管的一端端部设有所述氧气出口。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供氧及吸痰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吸痰管和供氧管的截面

均为半圆环形，且二者外轮廓共同构成圆环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供氧及吸痰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管(1)包括吸痰管和

供氧管，所述供氧管内置于所述吸痰管中，所述吸痰管和供氧管的内腔分别构成所述吸痰

通道(11)和供氧通道(12)，所述吸痰管的一端封闭，且其该端侧壁上沿其长度方向设有所

述吸痰口，所述供氧管的一端穿过所述吸痰管的一端端部，且其一端端部管口构成所述氧

气出口。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供氧及吸痰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吸痰管的另一端端部设

有所述吸痰接头(13)，所述供氧管的另一端穿过所述吸痰管的另一端侧壁，并连接有所述

氧气进口接头(14)。

6.一种节律性供氧及吸痰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供氧设备(20)、吸痰设备(30)、控制

器(40)、弹力绷带(50)和如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供氧及吸痰管，所述吸痰接头(13)

和氧气进口接头(14)处分别设有电控阀(60)，所述吸痰接头(13)和氧气进口接头(14)分别

对应连接所述供氧设备(20)和吸痰设备(30)，所述弹力绷带(50)用于绑缚在病患的胸部，

其内侧设有压力传感器，所述控制器(40)分别与两个所述电控阀(60)以及压力传感器电连

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节律性供氧及吸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压力传感器为

贴片式压力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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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供氧及吸痰管及具有其的节律性供氧及吸痰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供氧及吸痰管及具有其的节律性供

氧及吸痰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在急慢性呼吸道疾病(如肺气肿、急慢性支气管炎、大叶性肺炎等)治疗以及急性

呼吸抢救过程中，以及使用呼吸机进行辅助呼吸时，经常需要经患者口部或鼻腔向呼吸道

内插入导管进行吸痰操作。

[0003] 由于吸痰过程会利用负压，有可能损伤患者呼吸道粘膜，导致出血和呛咳；持续负

压会导致患者缺氧；吸痰管本身有可能导致呼吸道阻塞，引起窒息。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供氧及吸痰管及具有其的节律性供氧及

吸痰系统，有效的克服了现有技术的缺陷。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供氧及吸痰管，包括导管，上述导管沿其长度方向设有相互独立的吸痰通道

和供氧通道，上述吸痰通道的一端设有吸痰口，另一端设有用于连接吸痰器的吸痰接头，上

述供氧通道的一端设有氧气出口，另一端设有氧气进口接头。

[0007]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发明还可以做如下改进。

[0008] 进一步，上述导管包括吸痰管和供氧管，上述吸痰管和供氧管侧端沿长度方向相

互粘结固定，上述吸痰管和供氧管的内腔分别构成上述吸痰通道和供氧通道，上述吸痰管

的一端侧壁背离上述供氧管的位置沿其长度方向间隔设有上述吸痰口，上述供氧管的一端

端部设有上述氧气出口。

[0009] 进一步，上述吸痰管和供氧管的截面均为半圆环形，且二者外轮廓共同构成圆环

状。

[0010] 进一步，上述导管包括吸痰管和供氧管，上述供氧管内置于上述吸痰管中，上述吸

痰管和供氧管的内腔分别构成上述吸痰通道和供氧通道，上述吸痰管的一端封闭，且其该

端侧壁上沿其长度方向设有上述吸痰口，上述供氧管的一端穿过上述吸痰管的一端端部，

且其一端端部管口构成上述氧气出口。

[0011] 进一步，上述吸痰管的另一端端部设有上述吸痰接头，上述供氧管的另一端穿过

上述吸痰管的另一端侧壁，并连接有上述氧气进口接头。

[0012] 有益效果是：结构设计合理，能够实现供氧及吸痰的操作。

[0013] 还提供一种节律性供氧及吸痰系统，包括供氧设备、吸痰设备、控制器、弹力绷带

和如权利要求至任一项上述的供氧及吸痰管，上述吸痰接头和氧气进口接头处分别设有电

控阀，上述吸痰接头和氧气进口接头分别对应连接上述供氧设备和吸痰设备，上述弹力绷

带用于绑缚在病患的胸部，其内侧设有压力传感器，上述控制器分别与两个上述电控阀以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112807537 A

3



及压力传感器电连接。

[0014]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发明还可以做如下改进

[0015] 进一步，上述压力传感器为贴片式压力传感器。

[0016] 有益效果是：1)在患者呼气时间段吸痰，配合患者的呼吸节律，在吸气的时候供

氧，实现节律性供氧吸痰；2)在呼气的时候吸痰，可以降低吸痰的负压，减轻对患者呼吸道

的损伤；3)在气管插管的过程中，即使吸痰管堵塞了患者的呼吸道，前段的供氧管供氧口

[0017] 也可以保持供氧；4)可以作为留置吸痰管使用，减少操作更换次数，减轻患者的痛

楚，降低病患的治疗费用。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供氧及吸痰管的结构示意图一；

[0019] 图2为图1中的供氧及吸痰管的截面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的供氧及吸痰管的结构示意图二；

[0021] 图4为本发明的节律性供氧及吸痰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的节律性供氧及吸痰系统中控制系统的流程图。

[0023] 附图中，各标号所代表的部件列表如下：

[0024] 1、导管；11、吸痰通道；12、供氧通道；13、吸痰接头；14、氧气进口接头；20、供氧设

备；30、吸痰设备；40、控制器；60、电控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原理和特征进行描述，所举实例只用于解释本发明，并

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范围。

[0026] 实施例一

[0027] 如图1、3所示，本实施例的供氧及吸痰管包括导管1，上述导管1沿其长度方向设有

相互独立的吸痰通道11和供氧通道12，上述吸痰通道11的一端设有吸痰口，另一端设有用

于连接吸痰器的吸痰接头13，上述供氧通道12的一端设有氧气出口，另一端设有氧气进口

接头14。

[0028] 使用时，将导管1设有氧气出口的一端由病患口部或鼻腔插入主呼吸道内，将吸痰

接头13和氧气进口接头14分别接好吸痰设备和供氧设备，实现对患者的供氧及吸痰操作，

整个结构设计合理，便于供氧及吸痰的双向操作。

[0029]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上述导管1包括吸痰管和供氧管，上述吸痰管和供氧管

侧端沿长度方向相互粘结固定，上述吸痰管和供氧管的内腔分别构成上述吸痰通道11和供

氧通道12，上述吸痰管的一端侧壁背离上述供氧管的位置沿其长度方向间隔设有上述吸痰

口，上述供氧管的一端端部设有上述氧气出口。

[0030] 该实施方式中，导管1由两个子管路组成，结构设计简单，成本低，使用方便。

[0031] 导管1的结构至少包括以下两种结构：

[0032] 1)如图1和2所示，上述吸痰管和供氧管的截面均为半圆环形，且二者外轮廓共同

构成圆环状。

[0033] 该方案中，吸痰管和供氧管从外形上看是圆管，实际尺寸不会增大，使用比较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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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0034] 2)如图3所示，上述导管1包括吸痰管和供氧管，上述供氧管内置于上述吸痰管中，

上述吸痰管和供氧管的内腔分别构成上述吸痰通道11和供氧通道12，上述吸痰管的一端封

闭，且其该端侧壁上沿其长度方向设有上述吸痰口，上述供氧管的一端穿过上述吸痰管的

一端端部，且其一端端部管口构成上述氧气出口。

[0035] 该方案中，吸痰管和供氧管采用相互插套的结构，供氧管伸出吸痰管前端，互相不

影响，使用比较方便。

[0036] 最佳的，上述吸痰管的另一端端部设有上述吸痰接头13，上述供氧管的另一端穿

过上述吸痰管的另一端侧壁，并连接有上述氧气进口接头14。

[0037] 实施例二

[0038] 如图4和5所示，本实施例的节律性供氧及吸痰系统包括供氧设备20、吸痰设备30、

控制器40、弹力绷带和实施例一中的供氧及吸痰管，上述吸痰接头13和氧气进口接头14处

分别设有电控阀60，上述吸痰接头13和氧气进口接头14分别对应连接上述供氧设备20和吸

痰设备30，上述弹力绷带用于绑缚在病患的胸部，其内侧设有压力传感器，上述控制器40分

别与两个上述电控阀60以及压力传感器电连接。

[0039] 该实施例中，使用时，将弹力绷带绑缚在患者的胸部，压力传感器紧贴患者胸部，

患者呼吸会产生胸廓的扩张及收缩，从而导致压力传感器的压力在吸气阶段增大，在呼气

阶段减小，并且，实施反馈至控制器40，控制器40根据该压力变化来控制两个电控阀60的运

行，具体地，呼气时，压力传感器检测到压力减小，当减小至最下阈值时，提示为到达呼气终

末段，控制器40控制吸痰接头13处的电控阀关闭，停止吸痰，并控制氧气进口接油14处的电

控阀开启，开始通过导管1的供氧通道12向患者的主呼吸道内供氧；吸气时，压力传感器检

测到压力增大，当增大至最大阈值时，提示为达到吸气终末段，控制器40控制吸痰接头13处

的电控阀开启，并控制氧气进口接油14处的电控阀关闭，停止供氧并

[0040] 开始吸痰，也就是说，整个系统能够实现患者吸气过程通过供氧通道12供氧，在患

者呼气过程中通过吸痰通道11吸痰，整个设计能够实现以下优点：

[0041] 1)在患者呼气时间段吸痰，配合患者的呼吸节律，在吸气的时候供氧，实现节律性

供氧吸痰；2)在呼气的时候吸痰，可以降低吸痰的负压，减轻对患者呼吸道的损伤；3)在气

管插管的过程中，即使患者呼吸道堵塞，吸痰的前端可以保持供氧；4)可以作为留置吸痰管

使用，减少操作更换次数，减轻患者的痛楚，降低病患的治疗费用。

[0042] 最佳的，上述压力传感器为贴片式压力传感器。

[0043] 当然，上述弹力绷带及压力传感器可以等同替换为其他形式的用于监测病患胸廓

变化的检测单元，从而精确的根据患者的呼吸状态在吸痰及供氧两个状态之间转换。

[0044] 本实施例中，控制器为现有技术的控制器，采用PLC即可，电控阀为常规的电磁阀

等产品，具体型号及使用在此不做赘述。

[004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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