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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喉罩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

带舌板支撑结构的免充气式喉罩。其包括通气主

管，所述通气主管内沿着管体长度方向设置主通

气管，主通气管左右两侧并排设置主引流道和窥

镜管，通气主管两端分别为进气端和出气端，所

述通气主管出气端连接舌板，所述舌板外表面包

覆设置罩囊，所述罩囊包括上下连接成一体的实

体部和充气部，所述实体部胶固在舌板上端面上

并将舌板上端面完全包覆，所述充气部贴附在舌

板下端面上并将舌板下端面完全包覆。本实用新

型的舌板对罩囊起到支撑作用，增加罩囊的插入

强度，有效解决了罩囊插入时易弯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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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舌板支撑结构的免充气式喉罩，包括通气主管(1)，所述通气主管(1)内沿着

管体长度方向设置主通气管(10)，主通气管(10)左右两侧并排设置主引流道(11)和窥镜管

(12)，通气主管(1)两端分别为进气端和出气端，其特征在于：所述通气主管(1)出气端连接

舌板(2)，所述舌板(2)外表面包覆设置罩囊(3)，所述罩囊(3)包括上下连接成一体的实体

部(3.1)和充气部(3.2)，所述实体部(3.1)胶固在舌板(2)上端面上并将舌板(2)上端面完

全包覆，所述充气部(3.2)贴附在舌板(2)下端面上并将舌板(2)下端面完全包覆；所述舌板

(2)上设置前后贯穿的食道引流管(8)，罩囊(3)前端设置引流口(9)，食道引流管(8)的进口

端连接主引流道(11)出口端，食道引流管(8)的出口端伸出罩囊(3)，并且食道引流管(8)的

出口端外侧壁和引流口(9)内侧壁胶固；所述舌板(2)上设置上下贯通的通气腔(13)，通气

腔(13)进气端和主通气管(10)出气端连通，舌板(2)侧壁设置窥镜腔，窥镜腔一端和通气腔

(13)连通，窥镜腔另一端和窥镜管(12)连通。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舌板支撑结构的免充气式喉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通气主

管(1)进气端连接管接头(4)。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舌板支撑结构的免充气式喉罩，其特征在于：所述舌板

(2)与通气主管(1)一体成型。

4.如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一种带舌板支撑结构的免充气式喉罩，其特征在于：所述舌

板(2)上端面从前往后依次设置第一支撑端面(2.1)和第二支撑端面(2.2)，第一支撑端面

(2.1)和第二支撑端面(2.2)之间呈一定夹角。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带舌板支撑结构的免充气式喉罩，其特征在于：所述舌板

(2)上端面后端设置斜向上凸出的定位端面(2.3)，罩囊(3)的实体部(3.1)后端面支撑连接

在定位端面(2.3)后端面上。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舌板支撑结构的免充气式喉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通气主

管(1)连接舌板(2)一端设置过渡管(7)，过渡管(7)的直径从连接舌板(2)一端向另一端由

小变大。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带舌板支撑结构的免充气式喉罩，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渡管

(7)连接舌板(2)一端设置凸出的第一定位筋(7.1)，罩囊(3)后端定位连接在第一定位筋

(7.1)侧面，过渡管(7)连接通气主管(1)一端设置凸出的第二定位筋(7.2)。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舌板支撑结构的免充气式喉罩，其特征在于：所述舌板

(2)的下端面上设置充气孔(6)，充气孔(6)的进气口连接罩囊充气管(5)，充气孔(6)的出气

口和罩囊(3)的充气部(3.2)内腔连通。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带舌板支撑结构的免充气式喉罩，其特征在于：所述罩囊充

气管(5)穿过罩囊(3)上设置的气管孔和充气孔(6)的进气口连接，并且罩囊充气管(5)和罩

囊(3)上设置的气管孔侧壁胶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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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舌板支撑结构的免充气式喉罩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喉罩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带舌板支撑结构的免充气式喉罩。

背景技术

[0002] 喉罩导气管装置是用于在失去知觉的病人内建立导气管的已知的装置。目前市场

上的免充气喉罩，按照工作原理的不同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0003] 1 .实体罩囊型喉罩，通过实体的罩囊密封声门周围组织形成密闭腔室，其囊体头

端插入食道用于密封，但由于罩囊是实体，其形变空间极小，无法满足不同患者的密封需

求；

[0004] 2.开放式薄壁罩囊型喉罩，通过支撑性囊体与生理组织接触并保持密封，其罩囊

内往往有吸湿性材料，由于囊体是薄壁，在正压通气时与组织之间的保持力较充气式和实

体罩囊弱。

[0005] 喉罩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胃容物返流现象，以上几种结构的免充气喉罩，对于

不同生理结构的患者，无法100％保证有效密封食道，反流液可能进入上呼吸道，例如：口

腔、鼻腔，损伤黏膜，引发其他并发症，损害患者健康。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申请针对上述现有生产技术中的缺点，提供一种带舌板支撑结构的免充气式喉

罩，舌板对罩囊起到支撑作用，增加罩囊的插入强度，有效解决了罩囊插入时易弯折的问

题；同时，罩囊平时通过实体部实现喉部密封，当正压通气漏气时或是出现胃反流情况时，

罩囊充气部进行充气形成鼓包，用以调节咽喉部密封，隔离消化道和呼吸道，保证了喉罩的

密封效果。

[0007]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一种带舌板支撑结构的免充气式喉罩，包括通气主管，所述通气主管内沿着管体

长度方向设置主通气管，主通气管左右两侧并排设置主引流道和窥镜管，通气主管两端分

别为进气端和出气端，所述通气主管出气端连接舌板，所述舌板外表面包覆设置罩囊，所述

罩囊包括上下连接成一体的实体部和充气部，所述实体部胶固在舌板上端面上并将舌板上

端面完全包覆，所述充气部贴附在舌板下端面上并将舌板下端面完全包覆；所述舌板上设

置前后贯穿的食道引流管，罩囊前端设置引流口，食道引流管的进口端连接主引流道出口

端，食道引流管的出口端伸出罩囊，并且食道引流管的出口端外侧壁和引流口内侧壁胶固；

所述舌板上设置上下贯通的通气腔，通气腔进气端和主通气管出气端连通，舌板侧壁设置

窥镜腔，窥镜腔一端和通气腔连通，窥镜腔另一端和窥镜管连通。

[0009] 进一步的，通气主管进气端连接管接头。

[0010] 进一步的，舌板与通气主管一体成型。

[0011] 进一步的，舌板上端面从前往后依次设置第一支撑端面和第二支撑端面，第一支

撑端面和第二支撑端面之间呈一定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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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的，舌板上端面后端设置斜向上凸出的定位端面，罩囊的实体部后端面支

撑连接在定位端面后端面上。

[0013] 进一步的，通气主管连接舌板一端设置过渡管，过渡管的直径从连接舌板一端向

另一端由小变大。

[0014] 进一步的，过渡管连接舌板一端设置凸出的第一定位筋，罩囊后端定位连接在第

一定位筋侧面，过渡管连接通气主管一端设置凸出的第二定位筋。

[0015] 进一步的，舌板的下端面上设置充气孔，充气孔的进气口连接罩囊充气管，充气孔

的出气口和罩囊的充气部内腔连通。

[0016] 进一步的，罩囊充气管穿过罩囊上设置的气管孔和充气孔的进气口连接，并且罩

囊充气管和罩囊上设置的气管孔侧壁胶固。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8] 本实用新型将窥镜管和引流管结合设置在喉罩通气管路中，降低了插管阶段抽充

气操作的复杂性，提供了可视化操作的额外腔道，减少了对病人造成的痛苦，保护操作者免

受患者的感染；舌板对罩囊起到支撑作用，增加罩囊的插入强度，有效解决了罩囊插入时易

弯折的问题；罩囊采用柔性材料制作，能够降低对人体组织粘膜的损伤；罩囊平时通过实体

部实现喉部密封，当正压通气漏气时或是出现胃反流情况时，罩囊充气部进行充气形成鼓

包，用以调节咽喉部密封，隔离消化道和呼吸道，保证了喉罩的密封效果。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第一视角立体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第二视角立体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去除罩囊结构图。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舌板结构图。

[0023] 图5为本实用新型罩囊结构图。

[0024] 其中：1、通气主管；2、舌板；2.1、第一支撑端面；2.2、第二支撑端面；2.3、定位端

面；3、罩囊；3.1、实体部；3.2、充气部；4、管接头；5、罩囊充气管；6、充气孔；7、过渡管；7.1、

第一定位筋；7.2、第二定位筋；8、食道引流管；9、引流口；10、主通气道；11、主引流道；12、窥

镜管；13、通气腔。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如图1和图2所示的实施例中，主要包括通气主管1，通气主管1两端分别为进气端

和出气端，通气主管1进气端连接管接头4，通气主管1出气端连接舌板2，舌板2与通气主管1

一体成型。

[0027] 如图1和图2所示的实施例中，通气主管1内沿着管体长度方向设置主通气管10，主

通气管10左右两侧并排设置主引流道11和窥镜管12。

[0028] 如图1和图2所示的实施例中，舌板2外表面包覆设置罩囊3，舌板2对罩囊3起到支

撑作用，增加罩囊3的插入强度，有效解决了罩囊3插入时易弯折的问题。罩囊3采用柔性材

料制作，例如硅胶、TPU、TPE和PU，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与人体组织兼容性良好，能够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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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对人体组织粘膜的损伤。

[0029] 如图5所示实施例中，罩囊3包括上下连接成一体的实体部3.1和充气部3.2，实体

部3.1胶固在舌板2上端面上并将舌板2上端面完全包覆，充气部3.2贴附在舌板2下端面上

并将舌板2下端面完全包覆。在正常使用时，一般通过实体部3.1实现喉部密封，当正压通气

漏气时或是出现胃反流情况时，对充气部3.2进行充气，用以调节喉部密封，隔离消化道和

呼吸道。

[0030] 如图4所示的实施例中，舌板2上端面从前往后依次设置第一支撑端面2.1和第二

支撑端面2.2，第一支撑端面2.1和第二支撑端面2.2之间呈一定夹角，使得设置在舌板2上

端面的实体部3.1形成一个能够贴附在喉部的曲面。

[0031] 为了实现罩囊3在舌板2上的定位连接，如图4所示的实施例中，舌板2上端面后端

设置斜向上凸出的定位端面2.3，罩囊3的实体部3.1后端面支撑连接在定位端面2.3后端面

上。

[0032] 为了实现罩囊3在通气主管1上的定位连接，如图2和图4所示的实施例中，通气主

管1连接舌板2一端设置过渡管7，过渡管7的直径从连接舌板2一端向另一端由小变大。

[0033] 如图2和图4所示的实施例中，过渡管7连接舌板2一端设置凸出的第一定位筋7.1，

罩囊3后端定位连接在第一定位筋7.1侧面，过渡管7连接通气主管1一端设置凸出的第二定

位筋7.2。

[0034] 为了给充气部3.2充气，如图3和图4所示的实施例中，舌板2的下端面上设置充气

孔6，充气孔6的进气口连接罩囊充气管5，充气孔6的出气口和罩囊3的充气部3.2内腔连通。

罩囊充气管5穿过罩囊3上设置的气管孔和充气孔6的进气口连接，并且罩囊充气管5和罩囊

3上设置的气管孔侧壁胶固。在使用时，外部供气装置通过罩囊充气管5和充气孔6向罩囊3

的充气部3.2充气，调节充气部3.2的大小，使得罩囊3能够密封整个喉部。

[0035] 如图4和图5所示的实施例中，舌板2上设置前后贯穿的食道引流管8，罩囊3前端设

置引流口9，食道引流管8的进口端连接主引流道11出口端，食道引流管8的出口端伸出罩囊

3，并且食道引流管8的出口端外侧壁和引流口9内侧壁胶固。

[0036] 如图3和图4所示的实施例中，舌板2上设置上下贯通的通气腔13，舌板2外表面包

覆设置罩囊3，通气腔13进气端和主通气管10出气端连通。舌板2侧壁设置窥镜腔，窥镜腔一

端和通气腔13连通，窥镜腔另一端和窥镜管12连通。

[0037] 本实用新型将窥镜管12和引流管结合设置在喉罩通气管路中，降低了插管阶段抽

充气操作的复杂性，提供了可视化操作的额外腔道，减少了对病人造成的痛苦，保护操作者

免受患者的感染。罩囊3采用柔性材料制作，能够降低对人体组织粘膜的损伤。

[0038] 以上描述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不是对实用新型的限定，本实用新型所限定的

范围参见权利要求，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可以作任何形式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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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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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7

CN 215822021 U

7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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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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