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888974.2

(22)申请日 2019.11.05

(73)专利权人 无锡圣诺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14072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隐秀路

喜年中心B座620~621室

(72)发明人 胡大伟　高宏　高巨　苏殿三　

田鸣　

(51)Int.Cl.

A61M 16/06(2006.01)

A61M 16/00(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适用于仰卧位患的高舒适度呼吸管理工具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适用于仰卧位患的高

舒适度呼吸管理工具，按照按照本实用新型提供

的技术方案，所述适用于仰卧位患的高舒适度呼

吸管理工具，包括能置入一鼻腔内的鼻腔通气

管、能经另一鼻腔进入鼻咽腔内的鼻咽腔通气管

以及能与所述鼻腔通气管和鼻咽腔通气管分别

连通的呼吸连接管，所述鼻腔通气管、鼻咽腔通

气管分别能与所置入的鼻腔适配，所述鼻腔通气

管、鼻咽腔通气管通过呼吸连接管能与呼吸机或

麻醉机密封连接后实施所需的机械控制通气。本

实用新型结构紧凑，能有效实现经鼻呼吸支持，

且在经鼻呼吸支持过程中能实现主动口腔排液，

提高病患的耐受性，使用方便，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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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仰卧位患的高舒适度呼吸管理工具，其特征是：包括能置入一鼻腔内的

鼻腔通气管(5)、能经另一鼻腔进入鼻咽腔内的鼻咽腔通气管(10)以及能与所述鼻腔通气

管(5)和鼻咽腔通气管(10)分别连通的呼吸连接管(1)，所述鼻腔通气管(5)、鼻咽腔通气管

(10)分别能与所置入的鼻腔适配，所述鼻腔通气管(5)、鼻咽腔通气管(10)通过呼吸连接管

(1)能与呼吸机或麻醉机密封连接后实施所需的机械控制通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仰卧位患的高舒适度呼吸管理工具，其特征是：所述鼻

腔通气管(5)外壁设置鼻腔通气管密封体(6)，所述鼻腔通气管(5)通过鼻腔通气管密封体

(6)能与所置入的鼻孔内壁密封接触；所述鼻咽腔通气管(10)外壁设置鼻咽腔通气管密封

体(8)，鼻咽腔通气管(10)通过鼻咽腔通气管密封体(8)能与所置入的鼻孔密封接触；

所述鼻腔通气管密封体(6)包括呈葫芦状的凸起或多个外径逐渐变化的密封环膜，所

述鼻咽腔通气管密封体(8)包括呈葫芦状的凸起或多个外径逐渐变化的密封环膜。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适用于仰卧位患的高舒适度呼吸管理工具，其特征是：所

述鼻腔通气管(5)尾端设置鼻腔通气接头(3)，所述鼻腔通气接头(3)与鼻腔通气管(5)密封

连通；所述鼻咽腔通气管(10)尾端设置鼻咽腔通气接头(7)，所述鼻咽腔通气接头(7)与鼻

咽腔通气管(10)密封连通；

所述呼吸连接管(1)通过鼻腔通气接头(3)与鼻腔通气管(5)连通，所述呼吸连接管(1)

通过鼻咽腔通气接头(7)能与鼻咽腔通气管(10)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适用于仰卧位患的高舒适度呼吸管理工具，其特征是：还包括

设置在鼻腔通气管(5)或鼻咽腔通气管(10)的口腔排液机构，所述口腔排液机构包括口腔

排液管(33)，所述口腔排液管(33)的头端管口经鼻腔通气管(5)或鼻咽腔通气管(10)能置

于口咽喉腔的底部；对仰卧位患者实施机械控制通气时，在正压的气道通气压力作用下，口

咽喉腔底部的液体能经所述口腔排液管(33)排出体外。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适用于仰卧位患的高舒适度呼吸管理工具，其特征是：还包括

能测量通过口腔排液管(33)排出气体流量的气流测量器(36)以及能调节经口腔排液管

(33)排出气体流速的气体流速调节器(37)。

6.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适用于仰卧位患的高舒适度呼吸管理工具，其特征是：所

述口腔排液管(33)包括与鼻咽腔通气管(10)或鼻腔通气管(5)适配的口腔排液支管(12)，

所述口腔排液支管(12)能经鼻咽腔通气接头(7)穿入鼻咽腔通气管(10)或经鼻腔通气接头

(3)穿入鼻腔通气管(5)，且口腔排液支管(12)的尾端能位于口咽喉腔的底部，口腔排液支

管(12)的头端位于鼻咽腔通气接头(7)或鼻腔通气接头(3)外，口腔排液支管(12)与鼻腔通

气接头(3)、鼻咽腔通气接头(7)密封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适用于仰卧位患的高舒适度呼吸管理工具，其特征是：所述口

腔排液管的主体与鼻咽腔通气管(10)呈并行状态，所述口腔排液管包括位于鼻咽腔通气管

(10)前方1cm-4cm的口腔排液导引部(27)以及与所述口腔排液导引部(27)连通的口腔排液

管体部(30)，所述口腔排液管体部(30)前段与鼻咽腔通气管(10)一体成形或固定连接；所

述口腔排液导引部(27)设置若干排液导引口；所述鼻咽腔通气管(10)与口腔排液导引部

(27)隔离，在鼻咽腔通气管(10)上设置鼻咽腔通气管通气口，所述鼻咽腔通气管通气口位

于所述排液导引口的后方。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适用于仰卧位患的高舒适度呼吸管理工具，其特征是：所述口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211096855 U

2



腔排液管(33)内适配连接设置单向阀，通过单向阀能阻挡口腔内经所述口腔排液管(33)排

出的气体以及液体的返流。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仰卧位患的高舒适度呼吸管理工具，其特征是：还包括

能对口腔密封的口唇密封体，所述口唇密封体包括置于口唇外部的罩体或置于嘴唇和牙龈

之间的片状密封胶块。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适用于仰卧位患的高舒适度呼吸管理工具，其特征是：还包

括能收纳经由口腔排液管(33)排出液体的液体收纳器(32)，口腔排液管(33)的尾端能伸入

液体收纳器(32)内，在所述液体收纳器(32)上还设置收纳排气管(35)，在所述收纳排气管

(35)与液体收纳器(32)的结合部设有阻水透气膜(34)，所述气流测量器(36)以及气体流速

调节器(37)与收纳排气管(35)适配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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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仰卧位患的高舒适度呼吸管理工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呼吸支持装置，尤其是一种适用于仰卧位患的高舒适度呼吸

管理工具，属于经鼻呼吸支持的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地，对于需要呼吸支持的患者，目前呼吸支持的方式主要有气管导管插管、喉

罩插管、气管切开插管以及无创面罩呼吸支持。

[0003] 对于气管导管插管，主要有如下缺点：操作困难，需要专业医务人员接受专业培

训，合格后方可完成操作。气管插管操作会给患者咽喉部带来一定伤害，会引起相应的并发

症，甚至导致无法治愈的后遗症，给病人带来更大的痛苦。气管插管完成后，患者肺部的痰

液无法有效排出，需专业医务人员使用吸引器械辅助排出，操作繁琐，排痰效果差，不仅增

加了医务人员的工作量，还增加了患者肺部感染的几率。长期的气管插管，气囊压迫气管粘

膜，会导致溃疡，疤痕形成，甚至气管狭窄，引起严重的后果。痰液经气管导管排出时，会在

气管导管内壁残留，累积后导致气管导管堵塞，常需气管切开，从而给患者带来更大的伤

害。气管导管插管的舒适度较差，患者使用时，需要使用大量的镇静药物来减少应激反应，

增加肝肾代谢负担，还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对于有意识的患者，在呼吸支持过程中无法

使用语言与家属、医务人员进行沟通，可导致隐藏病情，给治疗带来不便。

[0004] 对于喉罩插管，主要有如下缺点：喉罩成本昂贵，给患者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喉

罩的气囊较大，置入后对于咽喉鼻腔造成压迫，不仅无法清理口腔痰液，还可导致压迫损

伤。喉罩插管完成后，患者肺部的痰液无法有效排出，需专业医务人员使用吸引器械辅助排

出，操作繁琐，排痰效果差，不仅增加了医务人员的工作量，还增加了患者肺部感染的几率。

喉罩置入的舒适度虽然比气管导管有所提高，仍会压迫患者咽喉部，引起患者恶心呕吐，需

要辅助使用镇静药物，方可耐受，增加肝肾代谢负担，还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对于有意

识的患者，在呼吸支持过程中无法使用语言与家属、医务人员进行沟通，可导致隐藏病情，

给治疗带来不便。

[0005] 对于气管切开插管，主要有如下的缺点：操作难度大，需要耳鼻喉科医务人员接受

长期专业培训合格后方可完成操作。气管切开风险较大，可能导致出血、误吸、缺氧甚至导

致患者死亡。气管切开并发症较多，常导致切口感染，切口部位疤痕形成，愈合后气管狭窄，

严重的并发症会导致患者死亡。对于有意识的患者，在呼吸支持过程中无法使用语言与家

属、医务人员进行沟通，可导致隐藏病情，给治疗带来不便。气管切开插管完成后，患者肺部

的痰液虽然能有效排出，但需专业医务人员使用吸引器械辅助排出，操作繁琐，增加了医务

人员的工作量。气管切开的呼吸支持患者需要辅助使用镇静药物，方可耐受，增加肝肾代谢

负担，还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

[0006] 对于无创面罩呼吸支持，主要有如下的缺点：无创面罩的呼吸支持主要用于清醒

患者，使用时，需要用束带将面罩紧紧贴合在面部，并使用双面胶密封接触部位，导致接触

部位的压迫损伤和过敏，给患者带来极大的不适。患者虽可自主排痰，但需要将无创面罩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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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脱卸，排痰后需要再次将无创面罩固定在面部，操作较为复杂；吃饭、说话也需要相同

的操作，较为不便。

[0007] 针对上述呼吸支持方式的缺点，临床需要一种呼吸支持方式满足以下条件：置入

操作简便，只需简单的培训即可掌握，便于推广；进一步提高呼吸支持时的舒适度，减少或

避免镇静药物的使用，减少药物对肝肾功能的影响，降低患者的经济负担。减少或避免对患

者气管和咽喉部位的压迫，从而能减少或避免由此导致的各种并发症。

[0008] 对于有意识的患者，不侵入气道，保留气道和口腔的通畅，既能实施机械辅助通

气，又能方便呼吸支持过程中的语言沟通、进食、自主的排液，既减少了医务人员的工作量，

又便于沟通病情，痰液可有效排出；不侵入气道，减少对气管粘膜的刺激，进一步减少痰液

的产生。对于无意识的患者，口腔内痰液能自动排出，减少医务人员的工作量。

发明内容

[0009]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适用于仰卧位患的高

舒适度呼吸管理工具，其结构紧凑，置入操作简便，只需简单的培训即可掌握，便于推广；进

一步提高呼吸支持时的舒适度，减少或避免镇静药物的使用，减少药物对肝肾功能的影响，

降低患者的经济负担。减少或避免对患者气管和咽喉部位的压迫，从而能减少或避免由此

导致的各种并发症。

[0010] 对于有意识的患者，不侵入气道，保留气道和口腔的通畅，既能实施机械辅助通

气，又能方便呼吸支持过程中的语言沟通、进食、自主的排液，既减少了医务人员的工作量，

又便于沟通病情，痰液可有效排出；不侵入气道，减少对气管粘膜的刺激，进一步减少痰液

的产生。对于无意识的患者，口腔内痰液能自动排出，减少医务人员的工作量。

[0011] 按照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所述适用于仰卧位患的高舒适度呼吸管理工

具，包括能置入一鼻腔内的鼻腔通气管、能经另一鼻腔进入鼻咽腔内的鼻咽腔通气管以及

能与所述鼻腔通气管和鼻咽腔通气管分别连通的呼吸连接管，所述鼻腔通气管、鼻咽腔通

气管分别能与所置入的鼻腔适配，所述鼻腔通气管、鼻咽腔通气管通过呼吸连接管能与呼

吸机或麻醉机密封连接后实施所需的机械控制通气。

[0012] 所述鼻腔通气管外壁设置鼻腔通气管密封体，所述鼻腔通气管通过鼻腔通气管密

封体能与所置入的鼻孔内壁密封接触；所述鼻咽腔通气管外壁设置鼻咽腔通气管密封体，

鼻咽腔通气管通过鼻咽腔通气管密封体能与所置入的鼻孔密封接触；

[0013] 所述鼻腔通气管密封体包括呈葫芦状的凸起或多个外径逐渐变化的密封环膜，所

述鼻咽腔通气管密封体包括呈葫芦状的凸起或多个外径逐渐变化的密封环膜。

[0014] 所述鼻腔通气管尾端设置鼻腔通气接头，所述鼻腔通气接头与鼻腔通气管密封连

通；所述鼻咽腔通气管尾端设置鼻咽腔通气接头，所述鼻咽腔通气接头与鼻咽腔通气管密

封连通；

[0015] 所述呼吸连接管通过鼻腔通气接头与鼻腔通气管连通，所述呼吸连接管通过鼻咽

腔通气接头能与鼻咽腔通气管连通。

[0016] 还包括设置在鼻腔通气管或鼻咽腔通气管的口腔排液机构，所述口腔排液机构包

括口腔排液管，所述口腔排液管的头端管口经鼻腔通气管或鼻咽腔通气管能置于口咽喉腔

的底部；对仰卧位患者实施机械控制通气时，在正压的气道通气压力作用下，口咽喉腔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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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液体能经所述口腔排液管排出体外。

[0017] 还包括能测量通过口腔排液管排出气体流量的气流测量器以及能调节经口腔排

液管排出气体流速的气体流速调节器。

[0018] 所述口腔排液管包括与鼻咽腔通气管或鼻腔通气管适配的口腔排液支管，所述口

腔排液支管能经鼻咽腔通气接头穿入鼻咽腔通气管或经鼻腔通气接头穿入鼻腔通气管，且

口腔排液支管的尾端能位于口咽喉腔的底部，口腔排液支管的头端位于鼻咽腔通气接头或

鼻腔通气接头外，口腔排液支管与鼻腔通气接头、鼻咽腔通气接头密封连接。

[0019] 所述口腔排液管的主体与鼻咽腔通气管呈并行状态，所述口腔排液管包括位于鼻

咽腔通气管前方1cm-4cm的口腔排液导引部以及与所述口腔排液导引部连通的口腔排液管

体部，所述口腔排液管体部前段与鼻咽腔通气管一体成形或固定连接；所述口腔排液导引

部设置若干排液导引口；所述鼻咽腔通气管与口腔排液导引部隔离，在鼻咽腔通气管上设

置鼻咽腔通气管通气口，所述鼻咽腔通气管通气口位于所述排液导引口的后方。

[0020] 所述口腔排液管内适配连接设置单向阀，通过单向阀能阻挡口腔内经所述口腔排

液管排出的气体以及液体的返流。

[0021] 还包括能对口腔密封的口唇密封体，所述口唇密封体包括置于口唇外部的罩体或

置于嘴唇和牙龈之间的片状密封胶块。

[0022] 还包括能收纳经由口腔排液管排出液体的液体收纳器，口腔排液管的尾端能伸入

液体收纳器内，在所述液体收纳器上还设置收纳排气管，在所述收纳排气管与液体收纳器

的结合部设有阻水透气膜，所述气流测量器以及气体流速调节器与收纳排气管适配连接。

[0023]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鼻腔通气管能置入一个鼻腔内，鼻咽腔通气管能经另一鼻腔

进入鼻咽腔内，通过呼吸支持连管与呼吸机、麻醉机连接后，气体能通过鼻腔通气管、鼻咽

腔通气管送入体内的呼吸道内；置入操作简便，只需简单的培训即可掌握，便于推广；进一

步提高呼吸支持时的舒适度，减少或避免镇静药物的使用，减少药物对肝肾功能的影响，降

低患者的经济负担。减少或避免对患者气管和咽喉部位的压迫，从而能减少或避免由此导

致的各种并发症。

[0024] 对于有意识的患者，由于鼻腔通气管、鼻咽腔通气管均不侵入气道，能保留气道和

口腔的通畅，既能实施机械辅助通气，又能方便呼吸支持过程中的语言沟通、进食、自主的

排液，既减少了医务人员的工作量，又便于沟通病情，痰液可通过口腔排液管有效排出；不

侵入气道，减少对气管粘膜的刺激，进一步减少痰液的产生。对于无意识的患者，在呼吸支

持过程中，口腔内痰液能在正压气体作用下通过口腔排液管自动排出，减少医务人员的工

作量。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二种实施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为本实用新型通气呼吸连接头的示意图。

[0028] 图4为本实用新型鼻腔通气管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5为本实用新型鼻咽腔通气管的一种实施结构示意图。

[0030]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三种实施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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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7为本实用新型口腔排液管与液体收纳器配合的示意图。

[0032] 图8为本实用新型气流测量器的立体图。

[0033] 图9为本实用新型气流测量器的剖视图。

[0034] 附图标记说明：1-呼吸连接管、2-通气呼吸连接头、3-鼻腔通气接头、4-鼻腔通气

接头封帽、5-鼻腔通气管、6-鼻腔通气管密封体、7-鼻咽腔通气接头、8-鼻咽腔通气管密封

体、9-鼻咽腔通气接头封帽、10-鼻咽腔通气管、11-通气管孔、12-口腔排液支管、13-支管气

囊、14-气囊充放气连管、15-气囊密封阀、16-气夹、17-支管接头、18-接头横管、19-接头竖

管、20-鼻腔通气接头连接管、21-鼻腔通气单向阀、22-鼻咽腔通气接头连接管、23-鼻咽腔

通气单向阀、24-通气管部、25-通气释放侧孔、26-通气释放口、27-口腔排液导引部、28-排

液导引端口、29-导引侧孔、30-口腔排液管体部、31-气流调节阀、32-液体收纳器、33-口腔

排液管、34-阻水透气膜、35-收纳排气管、36-气流测量器、37-气体流速调节器、38-气流测

量进气管、39-气流测量出气管、40-气流测量壳体、41-气流测量上封帽、42-气流调节帽、

43-壳体内腔、44-测量浮球、45-气流测量底腔、46-气流测量进气管接头、47-气流测量出气

管接头、48-气流调节帽杆、49-气流调节杆头以及50-腔体台阶与51-调节器连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具体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36] 如图1所示：为了能有效实现经鼻呼吸支持，提高病患的耐受性，使用方便，本实用

新型包括能置入一鼻腔内的鼻腔通气管5、能经另一鼻腔进入鼻咽腔内的鼻咽腔通气管10

以及能与所述鼻腔通气管5和鼻咽腔通气管10分别连通的呼吸连接管1，所述鼻腔通气管5、

鼻咽腔通气管10分别能与所置入的鼻腔适配，所述鼻腔通气管5、鼻咽腔通气管10通过呼吸

连接管1能与呼吸机或麻醉机密封连接后实施所需的机械控制通气。

[0037] 具体地，鼻腔通气管5、鼻咽腔通气管10以及呼吸连接管1均需采用符合医用标准

的材料制成，如可采用医用塑料等，具体类型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确定，具体为本技

术领域人员所熟知，此处不再赘述。通过鼻腔通气管5、鼻咽腔通气管10能分别与患者的两

个鼻腔一一对应配合，即鼻腔通气管5能置入一鼻腔内，鼻咽腔通气管10能经另一鼻腔进入

鼻咽腔内，从而通过鼻腔通气管5、鼻咽腔通气管10分别与两个鼻部的鼻腔配合，呼吸连接

管1能同时与鼻腔通气管5以及鼻咽腔通气管10连通，当通过呼吸连接管1与呼吸机、麻醉机

或其他能实施机械控制通气的设备连接时，呼吸机、麻醉机通过呼吸支持连管1以及鼻腔通

气管5、鼻咽腔通气管10能实现所需的经鼻呼吸支持。呼吸机、麻醉机实施机械控制通气的

过程以及实施机械控制通气的方式均与现有相一致，此处不再赘述。

[0038]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鼻腔通气管5一般小于鼻腔的长度，即鼻腔通气管5仅置于

鼻腔内，而鼻咽腔通气管10需要经过鼻腔进入鼻咽腔内，通过鼻腔通气管5以及鼻咽腔通气

管10与呼吸连接管1配合能同时实现呼吸支持，通过鼻腔通气管5、鼻咽腔通气管10同时进

行呼吸支持配合时，能减少经鼻呼吸支持时的阻力，且由于鼻腔通气管5、鼻咽腔通气管10

采用经鼻呼吸支持，采用非侵入呼吸支持，提高病患的耐受性，使用方便。

[0039] 此外，鼻腔通气管5能直接插入一鼻腔内，鼻咽腔通气管10通过另一鼻腔进入鼻咽

腔即可，整个置入操作简便，只需简单的培训即可掌握，便于推广，鼻腔通气管5、鼻咽腔通

气管10不会与气管以及咽喉部位产生接触压力，减少或避免对患者气管和咽喉部位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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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从而能减少或避免由此导致的各种并发症，进一步提高呼吸支持时的舒适度，减少或避

免镇静药物的使用，减少药物对肝肾功能的影响，降低患者的经济负担。

[0040] 具体实施时，鼻腔通气管5、鼻咽腔通气管10能与所在的鼻腔适配，具体是指鼻腔

通气管5、鼻咽腔通气管10相应的管径与所在的鼻腔的大小接近，从而在鼻腔通气管5、鼻咽

腔通气管10能与对应的鼻腔密封接触，确保经鼻呼吸支持的有效性以及可靠性。

[0041] 通过呼吸连接管1与呼吸机、麻醉机的连接形式与现有技术相一致，具体为本技术

领域人员相一致；在呼吸支持过程中，呼出的气体能经鼻腔通气管5、鼻咽腔通气管10以及

呼吸支持连接管1排出体外，由呼吸支持连接管1排出的呼出的气体能进入呼吸机、麻醉机

内，经过处理后再次进入呼吸支持循环，如呼吸机的出气口的气体能经呼吸连接管1进入鼻

腔通气管5、鼻咽腔通气管10内实现呼吸支持，呼出的气体经鼻咽腔通气管10、鼻腔通气管5

以及呼吸连接管1进入呼吸机的进气口内，在呼吸机内对呼出气体中的二氧化碳等进行去

除后，再次通过呼吸机的出气口进入呼吸连接管1、鼻腔通气管5以及鼻咽腔通气管10内，具

体与呼吸机配合实现呼吸支持循环的过程为本技术领域人员所熟知，此处不再赘述。当采

用麻醉机时，呼吸连接管1、鼻腔通气管5、鼻咽腔通气管10与麻醉机配合实现呼吸支持循环

的过程与呼吸机相一致，此处不再赘述。

[0042] 进一步地，所述鼻腔通气管5外壁设置鼻腔通气管密封体6，所述鼻腔通气管5通过

鼻腔通气管密封体6能与所置入的鼻孔内壁密封接触；所述鼻咽腔通气管10外壁设置鼻咽

腔通气管密封体8，鼻咽腔通气管10通过鼻咽腔通气管密封体8能与所置入的鼻孔密封接

触；

[0043] 所述鼻腔通气管密封体6包括呈葫芦状的凸起或多个外径逐渐变化的密封环膜，

所述鼻咽腔通气管密封体8包括呈葫芦状的凸起或多个外径逐渐变化的密封环膜。

[0044] 为了提高呼吸支持过程中的可靠性，鼻腔通气管5通过鼻腔通气管密封体6能与所

在的鼻腔密封接触，通过鼻咽腔通气管密封体8能鼻咽腔通气管10与所在的鼻孔密封接触，

从而避免在呼吸支持中气体通过鼻孔逸出，提高呼吸支持的可靠性。

[004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鼻腔通气管5的长度要小于鼻咽腔通气管10的长度，即鼻腔

通气管5一般仅需要放置在鼻孔内即可，而鼻咽腔通气管10需要经鼻腔后进入鼻咽腔内，一

般地，鼻咽腔通气管10的端部可邻近气道与食道的结合部。鼻腔通气管密封体6可以为多个

呈葫芦状的凸起或多个密封环膜，多个密封环膜间的外径呈逐渐变化，一般地，在鼻孔内

后，密封环膜的外径由内向外的方向逐渐变大，利用密封环膜逐渐变化的外径能实现与鼻

孔内壁接触时达到鼻腔通气管5与鼻孔间密封的目的。图1、图2中示出了鼻腔通气管密封体

6呈葫芦状，图6中示出了鼻腔通气管密封体6采用多密封环膜的情况，当然，鼻腔通气管密

封体6可以采用其他的密封形式，如采用环形气囊密封，具形式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此

处不再赘述。

[0046] 在具体实施时，鼻咽腔通气管密封体8可以采用与鼻腔通气管密封体6相同的结构

形式，鼻咽腔通气管密封体8的具体情况可以参考鼻腔通气管密封体6的说明，此处不再赘

述。鼻咽腔通气管密封体8一般位于鼻咽腔通气管10的端部，即在鼻咽腔通气管10经鼻腔插

入鼻咽腔后，能利用鼻咽腔通气管密封体8实现与所在鼻腔的密封。

[0047] 进一步地，所述鼻腔通气管5尾端设置鼻腔通气接头3，所述鼻腔通气接头3与鼻腔

通气管5密封连通；所述鼻咽腔通气管10尾端设置鼻咽腔通气接头7，所述鼻咽腔通气接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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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鼻咽腔通气管10密封连通；

[0048] 所述呼吸连接管1通过鼻腔通气接头3与鼻腔通气管5连通，所述呼吸连接管1通过

鼻咽腔通气接头7能与鼻咽腔通气管10连通。

[0049]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鼻腔通气接头3与鼻腔通气管5的一端直接连接，鼻咽腔通

气接头7与鼻咽腔通气管10的一端直接连接，鼻咽腔通气管密封体8在鼻咽腔通气管10上邻

近鼻咽腔通气接头7。呼吸连接管1位于鼻腔通气接头3以及鼻咽腔通气接头7之间，具体实

施时，呼吸连接管1通过通气呼吸连接头2与鼻腔通气接头3以及鼻咽腔通气接头7连接。一

般地，鼻腔通气接头3的管径大于鼻腔通气管5的管径，鼻咽腔通气接头7的管径大于鼻咽腔

通气管10的管径。

[0050] 如图4所示，鼻腔通气接头3呈三通状，在鼻腔通气接头3的一侧设置鼻腔通气接头

连接管20，所述鼻腔通气接头连接管20与鼻腔通气接头3连通，即能与鼻腔通气管5连通。在

鼻腔通气接头3的一端内还设置鼻腔通气单向阀21以及能密封鼻腔通气接头3的鼻腔通气

接头封帽4，沿鼻腔通气单向阀21指向鼻腔通气管5的方向上，将鼻腔通气接头封帽4从鼻腔

通气接头3上移除后，鼻腔通气单向阀21允许器械穿置，从而通过鼻腔通气接头3以及鼻腔

通气管5能进行所需的医疗操作，通过鼻腔通气单向阀21能实现对器械穿置操作过程中的

密封，从而不会影响正常的呼吸支持，所述器械可以为纤支镜等，具体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

择。当不需要器械穿置时，可以将鼻腔通气接头封帽4盖在鼻腔通气接头3上，提高医疗操作

的便捷性。

[0051] 如图5所示，在鼻咽腔通气接头7的一侧设置鼻咽腔通气接头连接管22，所述鼻咽

腔通气接头连接管22通过鼻咽腔通气接头7与鼻咽腔通气管10连通，在鼻咽腔通气接头7与

鼻咽腔通气管10连接的另一端还可以设置鼻咽腔通气单向阀23以及鼻咽腔通气接头封帽

9，鼻咽腔通气单向阀23、鼻咽腔通气接头封帽9的具体作用以及配合关系可以参考上述鼻

腔通气单向阀21、鼻腔通气接头封帽4与鼻腔通气接头3间的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0052] 如图3所示，为通气呼吸连接头2的结构示意图，所述通气呼吸连接头2包括接头横

管18以及与所述接头横管18连通的接头竖管19，所述接头竖管19与接头横管18间呈T型，通

过接头横管18能与鼻腔通气接头连接管20以及鼻咽腔通气接头连接管22适配连接，通过接

头竖管19能与呼吸连接管1适配连接，从而呼吸连接管1通过通气呼吸连接头2能实现与鼻

咽腔通气接头7、鼻腔通气接头3间的连接与连通。

[0053] 当然，在具体实施时，呼吸连接管1与通气呼吸连接头2可以采用一体成型等结构

形式，呼吸连接管1与通气呼吸连接头2之间的连接配合形式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

此处不再赘述。此外，呼吸连接管1与通气呼吸连接头2、鼻腔通气接头3以及鼻咽腔通气接

头7也可以采用一体式结构形式，具体配合关系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此处不再赘述

[0054] 进一步地，还包括设置在鼻腔通气管5或鼻咽腔通气管10的口腔排液机构，所述口

腔排液机构包括口腔排液管33，所述口腔排液管33的头端管口经鼻腔通气管5或鼻咽腔通

气管10能置于口咽喉腔的底部；对仰卧位患者实施机械控制通气时，在正压的气道通气压

力作用下，口咽喉腔底部的液体能经所述口腔排液管33排出体外。

[005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口腔排液机构包括口腔排液管33，所述口腔排液管33的一

端部能经鼻腔通气管5或鼻咽腔通气管10位于口咽喉腔的底部，此时，口腔排液管33的另一

端位于体外。在呼吸支持过程中，经鼻腔通气管5、鼻咽腔通气管10内的气体能在口咽喉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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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汇聚，从而能在口咽喉腔内形成正压，此时，口腔内的液体能被压入口腔排液管33内，继

而在压力所用下经由口腔排液管33排出体外，从而在机控呼吸过程中，能实现自动排痰。当

然，在具体使用中，汇聚在口咽喉腔内的气体绝大部分会进入呼吸道内，实现呼吸支持的目

的，另一小部分的气体能通过口腔排液管33排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经口腔排液管33排

出的液体主要为痰液。

[0056] 当采用图1所示的结构时，体内的液体可以由呼吸支持患者直接主动口部吐出，与

现有经鼻呼吸支持相一致。即图1所示的结构形式，一般用于有意识的病人且所述病人还具

有保护反射。

[0057] 进一步地，还包括能测量通过口腔排液管33排出气体流量的气流测量器36以及能

调节经口腔排液管33排出气体流速的气体流速调节器37。

[0058]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口腔排液管33的一端置于体外，通过气体流速调节器37可

以调节由口腔排液管33排出气体的流量、流速等，通过流量测量器36能测量由口腔排液管

33排出的气体流量，当通过气体流速调节器37调节排出气体的流量后，也能达到调节排出

液体的流量。所述气体流速调节器37、流量测量器36可以与呼吸机、麻醉机连接，从而呼吸

机、麻醉机根据气体流速调节器37、流量测量器36能相应的测量值能调节送入体内的气体

状态，确保经鼻呼吸支持的稳定性与可靠性。

[0059] 进一步地，所述口腔排液管33内适配连接设置单向阀，通过单向阀能阻挡口腔内

经所述口腔排液管33排出的气体以及液体的返流。

[0060]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口腔排液单向阀一般位于口腔排液管33位于体外的端部

内，通过口腔排液单向阀能实现气体、液体的单向流动，避免气体、液体的回流导致的感染。

具体实施时，口腔排液单向阀、鼻腔通气单向阀21以及鼻咽腔通气单向阀23均可以采用本

技术领域常用的结构形式，只要能实现气液单向流动的目的均可，具体为本技术领域人员

所熟知，此处不再赘述。

[0061] 具体实施时，还包括能对口腔密封的口唇密封体，所述口唇密封体包括置于口唇

外部的罩体或置于嘴唇和牙龈之间的片状密封胶块。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利用罩体能密

封口腔，罩体可以采用现有常用的结构形式，片状密封胶块在嘴唇和牙龈之间时，也能实现

对口腔的密封效果，避免在呼吸支持过程中气体通过口腔逸出而影响呼吸支持效果。当然，

口唇密封体还可以采用其他的结构形式，具体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此处不再赘述。口唇

密封体体可以通过线体与鼻腔通气接头3、鼻咽腔通气接头7、呼吸连接管1或通气呼吸连接

头2等连接，提高口唇密封体使用的便捷性，也能避免密封口体在使用前或使用后的丢失。

[0062] 如图7所示，还包括能收纳经由口腔排液管33排出液体的液体收纳器32，口腔排液

管33的尾端能伸入液体收纳器32内，在所述液体收纳器32上还设置收纳排气管35，在所述

收纳排气管35与液体收纳器32的结合部设有阻水透气膜34，所述气流测量器36以及气体流

速调节器37与收纳排气管35适配连接。

[0063]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通过液体收纳器32能收纳由口腔排液管33排出的液体，液

体收纳器32可以呈瓶装、罐状或其他的形状，液体收纳器32呈相对密封状态，口腔排液管33

的尾端能从液体收纳器32的顶部伸入液体收纳器32内，在液体收纳器32的顶部设置收纳排

气管35，且在收纳排气管35与液体收纳器32的结合部内设置阻水透气膜34。在呼吸支持过

程中，液体以及气体会通过口腔排液管33进入液体收纳器32内，由于液体的密度大于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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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度，因此，液体会落在液体收纳器32的底部，实现液体收纳器32对液体的收集，但气体

进入液体收纳器32内后会通过收纳排气管35从所述液体收纳器32逸出。

[0064] 在具体使用过程中，通过阻水透气膜34能阻挡液体跟随气体通过收纳排气管35排

出，从而通过阻水透气膜34能实现液体与气体的直接分离，也能避免液体收纳器32达到一

定高度后从液体收纳器32内溢出的情况，阻水透气膜34可采用现有常用的形式，利用阻水

透气膜34实现液体阻挡以及气体透过的原理为本技术领域人员所熟知，此处不再赘述。

[0065] 图7中，收纳排气管35与气流测量器36连接，气流测量器36与气体流速调节器37连

接，当然，气流测量器36以及气体流速调节器37还可以设置在口腔排液管33上，气流测量器

36以及气体流速调节器37的具体位置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只要能有效实现对口腔排液

管33排出气体的气流测量，以及调节由口腔排液管33排出气体的流速调节均可，此处不再

赘述。

[0066] 具体实施时，由收纳排气管35排出的气体可以直接排出到大气中，或者将收纳排

气管35排出的气体进行收集、或者将收纳排气管35排出的气体与呼吸机、麻醉机的进气口

连接，当然，收集的气体可经过杀菌消毒后排出，或者供其他使用；进入呼吸机、麻醉机的气

体也需要经过杀菌消毒，并将气体中的二氧化碳吸收后再次满足呼吸支持的气体需要，避

免呼吸支持过程中的交叉感染。

[0067] 如图8和图9所示，为本实用新型气流测量器36的结构形式，其中，气流测量器36包

括气流测量壳体40以及设置于所述气流测量壳体40内的壳体内腔43，其中，气流测量壳体

40可呈圆柱状，壳体内腔43层倒锥形，即沿气流测量壳体40底端指向顶端的方向，壳体内腔

43的内径逐渐变大。在壳体内腔43内设置与所述壳体内腔43适配的测量浮球44，测量浮球

44可以采用塑料等制成，气流测量壳体40一般采用透明的材料制成，在气流测量壳体40的

外壁上印制有气流标尺，当测量浮球44在气流测量壳体40内升降且所述气流标尺对应时，

能够直接读出当前的气体流量。

[0068] 具体地，在气流测量壳体40的下端部设置气流测量进气管38，在气流测量壳体40

的上端部设置气流测量出气管39，气流测量出气管39通过气流测量壳体40能与气流测量进

气管38连通，一般地，气流测量进气管38与气流测量出气管39相互平行，气流测量进气管38

的长度方向与气流测量壳体40的长度方向相互垂直。在气流测量壳体40内的底部设置气流

测量底腔45，气流测量进气管38与气流测量底腔45对应，在气流测量底腔45与壳体内腔43

的结合部设有腔体台阶50，所述腔体台阶50与测量浮球44适配，通过腔体台阶50能避免在

未有气体通过时测量浮球44落入气流测量底腔45内，确保测量浮球44在测量过程中的稳定

性与可靠性。

[0069] 在气流测量壳体40的顶端设置气流测量上封帽41，气流测量上封帽41与气流测量

壳体40顶端内壁采用螺纹连接，当气流测量上封帽41旋入气流测量壳体40内后，能实现将

气流测量壳体40的顶端密封，当气流测量上封帽41与气流测量壳体40分离时，能实现将测

量浮球44置于壳体内腔43内。此外，气流测量进气管38、气流测量出气管39与气流测量壳体

40间也采用螺纹连接。在气流测量进气管38的端部设置气流测量进气管接头46，在气流测

量出气管39的端部设置气流测量出气管接头47，收纳排气管35通过气流测量进气管接头46

能与气流测量进气管38有效连接，气体流速调节器37通过调节器连管51以及气流测量出气

管接头47能与气流测量出气管39适配连接。气体流速调速器37可以采用常用的气体调节开

说　明　书 8/11 页

11

CN 211096855 U

11



关，通过气体流速调节器37能调节气体流速的大小。

[0070] 进一步地，在所述气流测量壳体40内还设置气流调节帽杆48，所述气流调节帽杆

48与气流测量进气管38呈同轴分布，气流调节帽杆48的一端从气流测量壳体40的外壁穿

出，气流调节帽杆48位于气流测量壳体40外的端部设置气流调节帽42，气流调节帽杆48位

于气流测量壳体40内的端部设置气流调节杆头49，所述气流调节杆头49呈锥形，气流调节

杆头49能伸入气流测量进气管38内，气流调节帽杆48与气流测量壳体40间采用螺纹连接，

当通过气流调节帽42使得气流调节帽杆48相对气流测量壳体40转动时，能调节气流调节杆

头49进入气流测量进气管38内的位置状态，气流调节杆头49进入气流测量进气管38内的位

置不同时，能调节由气流测量进气管38内的气体流量，即能实现气流调节的目的。在具体实

施时，当在气流测量壳体40内设置气流调节帽杆48时，可以省去气体流速调节器37，当然，

也可以利用气体流速调节器37进行二次的精确调节，具体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此

处不再赘述。

[0071] 具体实施时，气体流速调节器37还可以采用气夹16、气流调节阀31以及气体能实

现气流调节的结构形式，气流调节阀31可以为电磁阀或手动调节流量的阀门，当气流调节

阀31采用电磁阀时，具体可以参考公开号为CN207935451U公开的微型医用电磁阀，手动调

节流量的阀门可以类似水龙头的形式，气流调节阀31的具体结构形式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

择，具体为本技术领域人员所熟知。流量测量器36还可以采用现有常用的气体流量传感器

或气体流量计，所述气体流量计可以为机械式流量计或电子式流量计，如可以采用深圳市

汤姆森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医用氧气流量计等，具体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0072] 进一步地，所述口腔排液管33包括与鼻咽腔通气管10或鼻腔通气管5适配的口腔

排液支管12，所述口腔排液支管12能经鼻咽腔通气接头7穿入鼻咽腔通气管10或经鼻腔通

气接头3穿入鼻腔通气管5，且口腔排液支管12的尾端能位于口咽喉腔的底部，口腔排液支

管12的头端位于鼻咽腔通气接头7或鼻腔通气接头3外，口腔排液支管12与鼻腔通气接头3、

鼻咽腔通气接头7密封连接。

[0073]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口腔排液管33包括口腔排液支管12，所述口腔排液支管12

能与鼻腔通气管5、鼻咽腔通气管10适配，即口腔排液支管12能穿过鼻腔通气管5或鼻咽腔

通气管10，以便能将口腔排液支管12的一端部置于口咽喉腔的底部。由上述说明可知，口腔

排液支管12的一端需要穿过鼻腔通气接头3、鼻腔通气管5后位于口咽喉腔的底部，口腔排

液支管12的另一端位于鼻腔通气接头3外，口腔排液支管12与鼻腔通气接头3密封连接；或

者口腔排液支管12的一端需要穿过鼻咽腔通气接头7、鼻咽腔通气管10后位于口咽喉腔的

底部，口腔排液支管12的另一端位于鼻咽腔通气接头7外，口腔排液支管12与鼻咽腔通气接

头7密封连接。

[0074] 如图2所示，为口腔排液支管12与鼻咽腔通气管10以及鼻咽腔通气接头7配合的示

意图，即口腔排液支管12的一端穿过鼻咽腔通气接头7以及鼻咽腔通气管10后能置于口咽

喉腔的底部。

[007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口腔排液支管12的长度一般大于鼻咽腔通气管10的长度，

口腔排液支管12的管径小于鼻咽腔通气管10的管径，从而口腔排液支管12能嵌置在鼻咽腔

通气管10内，且口腔排液支管12能从鼻咽腔通气管12的两端穿出，当口腔排液支管12从鼻

咽腔通气接头7内穿出时，利用鼻咽腔通气单向阀23能实现口腔排液支管12与鼻咽腔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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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头7之间的密封性，即气体不会经过口腔排液支管12与鼻咽腔通气接头7之间的结合部逸

出。在鼻咽腔通气管10上设置通气管孔11，所述通气管孔11贯通鼻咽腔通气管10，由呼吸连

接管1送入鼻咽腔通气管10内的气体，能通过通气管孔11以及鼻咽腔通气管10的端部释放

到体内，以便进入呼吸道内进行呼吸支持。部分未进入呼吸道内的气体能通过口腔排液支

管12排出体外，且在排出体外的过程中，能将口咽喉腔内的液体通过口腔排液支管12带出

体外排出。

[0076] 进一步地，在所述口腔排液支管12上设置用于密封食道的支管气囊13，所述支管

气囊13与气囊充放气连管14连接，在所述气囊充放气连管14上设置气囊密封阀15，通过口

腔排液支管12能将支管气囊13置于食道内，通过气囊充放气连管14以及气囊密封阀15对所

述支管气囊13充气后能对食道密封；

[0077] 所述口腔排液支管12与鼻腔通气接头3、鼻咽腔通气接头7间采用可分离连接。

[0078]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支管气囊13可以采用常用的结构形式，通过气囊充放气连

管14以及气囊密封阀15能实现对支管气囊13充放气的控制，通过气囊密封阀15、气囊充放

气连管14对支管气囊13进行充放气控制的过程与现有相一致，具体为本技术领域人员所熟

知。

[0079] 具体使用时，需要将口腔排液支管12放入食道内，然后通过气囊充气连管14以及

气囊密封阀15对支管气囊13进行充气，支管气囊13充满后能实现对食道的密封。在呼吸支

持过程中，食道内的气体、液体等可以通过口腔排液支管12排出体外。图2中示出了气流调

节器采用气夹16的形式，在口腔排液支管12的端部还设置支管接头17，通过支管接头17能

与收纳液体等的液体收纳器32连接配合。口腔排液单向阀一般设置口腔排液支管12的端部

内，口腔排液单向阀可以邻近支管接头17。当然，当口腔排液支管12上设置支管气囊13后，

在口腔排液支管12上还可以设置口腔排液支管孔，所述口腔排液支管孔贯通口腔排液支管

12，口咽喉腔内的液体能通过口腔排液支管孔进入口腔排液支管12内，继而能通过口腔排

液支管12排出体外。

[0080] 如图6所示，所述口腔排液管的主体与鼻咽腔通气管10呈并行状态，所述口腔排液

管包括位于鼻咽腔通气管10前方1cm-4cm的口腔排液导引部27以及与所述口腔排液导引部

27连通的口腔排液管体部30，所述口腔排液管体部30前段与鼻咽腔通气管10一体成形或固

定连接；所述口腔排液导引部27设置若干排液导引口；所述鼻咽腔通气管10与口腔排液导

引部27隔离，在鼻咽腔通气管10上设置鼻咽腔通气管通气口，所述鼻咽腔通气管通气口位

于所述排液导引口的后方。

[0081]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通过口腔排液管33与鼻咽腔通气管10配合能形成呼吸支持

以及口腔排液，其中，口腔排液管33包括口腔排液导引部27以及口腔排液管体部30，口腔排

液导引部27的管径大于口腔排液管体部30的管径。口腔排液管33由口腔排液导引部27与口

腔排液管体不30组成时，口腔排液管33主体的与鼻咽腔通气管10的长度方向呈平行分布状

态，当然，口腔排液管体部30的端部一般位于鼻咽腔通气管10的端部外，以便通过口腔排液

管体部30能与液体收纳器32连接配合。

[0082] 具体实施时，口腔排液导引部27端部的排液导引口包括贯通所述口腔排液导引部

27的排液导引端口28以及导引侧孔29，鼻咽腔通气管10上的鼻炎请通气管通气口包括通气

释放侧孔25以及通气释放口26，其中，口腔排液导引口28位于口腔排液导引部27的端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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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侧孔29位于口腔排液导引部27的侧部。通气释放口26位于鼻咽腔通气管10的端部，通气

释放侧孔25在鼻咽腔通气管10位于通气释放口26的外侧。

[0083] 具体使用时，通气释放口26可以对准呼吸道，由通气释放口26以及通气释放侧孔

25释放的气体能部分进入口腔排液导引部27内，进而通过口腔排液管体部30后排出体外，

由于口腔排液导引部27的管径大于口腔排液管体部30的管径，从而能便于气体以及液体进

入口腔排液导引部27内，提高气体、液体排出的效率。图6中示出了气流调节器采用气流调

节阀31的情况，口腔排液单向阀可以设置在口腔排液管体部30的端部。

[0084] 具体实施时，口腔排液管以及鼻咽腔通气管10可以采用一体成型的结构形式，此

时，通过通气管部24能形成鼻咽腔通气管10，其余部分形成口腔排液管33，口腔排液管33与

通气管部24隔离，避免气体直接通过口腔排液管33逸出。

[0085] 当然，口腔排液机构还可以采用其他的结构形式，只要能实现呼吸支持过程中少

量气体的排出，且利用所述排出气体的正压能将液体带出体外均可，具体可以根据实际需

要进行选择确定，此处不再一一列举说明。

[0086] 综上，对于有意识的患者，由于鼻腔通气管5、鼻咽腔通气管10均不侵入气道，能保

留气道和口腔的通畅，既能实施机械辅助通气，又能方便呼吸支持过程中的语言沟通、进

食、自主的排液，既减少了医务人员的工作量，又便于沟通病情，痰液可通过口腔排液管33

有效排出；不侵入气道，减少对气管粘膜的刺激，进一步减少痰液的产生。对于无意识的患

者，在呼吸支持过程中，口腔内痰液能在正压气体作用下通过口腔排液管33自动排出，减少

医务人员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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