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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于操作的口鼻腔吸引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便于操作的口鼻腔

吸引器，属于医用口鼻腔吸引器械技术领域，包

括吸引软管、握持管、操作管和连接管，吸引软管

用于由口鼻腔插入人体，其近端设有吸引口，吸

引软管远端连通握持管近端，操作管一端垂直连

通于吸引软管侧壁，操作管另一端设有控制口，

握持管远端连通连接管近端，连接管远端连通负

压吸引装置；吸引软管近端最远能够插入至咽

部，当封闭控制口时，负压吸引装置能够通过口

鼻腔吸引器将吸引口附近分泌物吸出。本实用新

型公开的一种便于操作的口鼻腔吸引器适用于

非气管插管，减少安全隐患，便于控制插入的深

度和吸液方向，使用方便，节省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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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于操作的口鼻腔吸引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口鼻腔吸引器包括吸引软管、握持

管、操作管和连接管，所述吸引软管用于由口鼻腔插入人体，其近端设有吸引口，所述吸引

软管远端连通所述握持管近端，所述操作管一端垂直连通于所述吸引软管侧壁，所述操作

管另一端设有控制口，所述握持管远端连通所述连接管近端，所述连接管远端连通负压吸

引装置；所述吸引软管近端最深能够插入至咽部，当封闭所述控制口时，负压吸引装置能够

通过所述口鼻腔吸引器将所述吸引口附近分泌物吸出。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操作的口鼻腔吸引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引软管外径不低

于0.5cm且不高于1.5c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操作的口鼻腔吸引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引软管的曲线弧

度与人体口鼻腔生理曲线相适应，所述吸引口端面与所述吸引软管端部横截面夹角为锐

角，所述吸引口为椭圆形结构。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操作的口鼻腔吸引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操作管内设有单向

阀。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操作的口鼻腔吸引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管外壁采用由

近端向远端直径逐渐减小的圆台形结构，所述连接管外壁设有外螺纹。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操作的口鼻腔吸引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管外壁沿其轴

线方向设有数道相同的圆台形凸棱，所述圆台形凸棱直径由近端向远端逐渐减小。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操作的口鼻腔吸引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引软管内径和外

径均由近端向远端逐渐增大，所述握持管内径与连接管内径等于所述吸引软管远端内径，

所述握持管外径大于所述连接管外径。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操作的口鼻腔吸引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引软管采用硅胶

材料制造，所述握持管与控制管一体制造且采用硅胶或医用硬质塑料制造，所述连接管采

用医用硬质塑料制造。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操作的口鼻腔吸引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引软管设有沿其

长度方向的刻度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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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于操作的口鼻腔吸引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用口鼻腔吸引器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便于操作的口鼻腔

吸引器。

背景技术

[0002] 临床中，对患儿进行吸痰的操作主要包括气管插管和非气管插管两种。在气管插

管操作中通常使用适用于该操作的吸痰管，该吸痰管包括一细长的软管，该软管长度为30‑

50cm，吸痰管通过该软管与患者体内接触。在非气管插管操作中，目前尚无专用于该操作的

吸痰管，医务人员通常采用适用于气管插管操作的吸痰管完成操作，该吸痰管对于非气管

插管操作存在诸多弊端，例如，由于软管长度较长，操作时，医务人员需一手持吸痰管的负

压控制部位，另一手戴手套缠绕软管多余的部位，操作过程较为繁琐，增加了人力物力，同

时，软管弯曲、缠绕的部分容易污染，存在安全隐患；且软管较长，不宜控制插入的深度和吸

液方向；另外，由于软管多余管线较长，造成材料不必要的浪费，因此，有必要对目前非气管

插管使用的吸痰管进行改进。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为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而提出，其目的是提供一种适用于非气管

插管，减少安全隐患，便于控制插入的深度和吸液方向，使用方便，节省耗材的便于操作的

口鼻腔吸引器。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提供了一种便于操作的口鼻腔吸引

器，所述口鼻腔吸引器包括吸引软管、握持管、操作管和连接管，所述吸引软管用于由口鼻

腔插入人体，其近端设有吸引口，所述吸引软管远端连通所述握持管近端，所述操作管一端

垂直连通于所述吸引软管侧壁，所述操作管另一端设有控制口，所述握持管远端连通所述

连接管近端，所述连接管远端连通负压吸引装置；所述吸引软管近端最深能够插入至咽部，

当封闭所述控制口时，负压吸引装置能够通过所述口鼻腔吸引器将所述吸引口附近分泌物

吸出。

[0005] 进一步，所述吸引软管外径不低于0.5cm且不高于1.5cm。

[0006] 进一步，所述吸引软管的曲线弧度与人体口鼻腔生理曲线相适应，所述吸引口端

面与所述吸引软管端部横截面夹角为锐角，所述吸引口为椭圆形结构。

[0007] 进一步，所述操作管内设有单向阀。

[0008] 进一步，所述连接管外壁采用由近端向远端直径逐渐减小的圆台形结构，所述连

接管外壁设有外螺纹。

[0009] 进一步，所述连接管外壁沿其轴线方向设有数道相同的圆台形凸棱，所述圆台形

凸棱直径由近端向远端逐渐减小。

[0010] 进一步，所述吸引软管内径和外径均由近端向远端逐渐增大，所述握持管内径与

连接管内径等于所述吸引软管远端内径，所述握持管外径大于所述连接管外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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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所述吸引软管采用硅胶材料制造，所述握持管与控制管一体制造且采用

硅胶或医用硬质塑料制造，所述连接管采用医用硬质塑料制造。

[0012] 进一步，所述吸引软管设有沿其长度方向的刻度线。

[0013] 由于采用了上述方案，本实用新型的吸引软管最深能够插入至咽部，其长度短于

目前使用的气管插管吸痰管的软管，降低了由于管线弯曲缠绕、暴露过多而引起的污染风

险，且减少了材料的浪费；且吸引软管外径不小于目前使用的气管插管吸痰管的软管外径，

使吸引软管在操作过程中易于控制其插入深度和吸液方向。操作管可避免引流时流出的分

泌物直接污染手指；通过手指控制吸引口开闭可控制本实用新型的吸引状态，使本实用新

型可实现单手操作，使用方便快捷。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口鼻腔吸引器的主视图；

[0015] 图2是本实用新型另一实施例提供的口鼻腔吸引器的局部剖视图；

[0016] 图3是本实用新型另一实施例提供的口鼻腔吸引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其中：1、吸引软管；11、吸引口；12、刻度线；2、握持管；3、操作管；31、控制口；33、单

向阀；4、连接管；41、外螺纹；42、凸棱。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以下，参照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0019] 实施例一：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便于操作的口鼻腔吸引器，如图1所

示，所述口鼻腔吸引器包括吸引软管1、握持管2、操作管3和连接管4，所述吸引软管1外径不

低于0.5cm且不高于1.5cm，所述吸引软管1用于由口鼻腔插入人体，其近端设有吸引口11，

所述吸引软管1远端连通所述握持管2近端，所述操作管3一端垂直连通于所述吸引软管1侧

壁，所述操作管3另一端设有控制口31，所述握持管2远端连通所述连接管4近端，所述连接

管4远端连通负压吸引装置；所述吸引软管1近端最深能够插入至咽部，当封闭所述控制口

31时，负压吸引装置能够通过所述口鼻腔吸引器将所述吸引口11附近分泌物吸出。

[0020] 本设计中，吸引软管1最深能够插入至咽部，其长度短于目前使用的气管插管吸痰

管的软管，降低了由于管线弯曲缠绕、暴露过多而引起的污染风险，且减少了耗材；具体的，

吸引软管1外径不低于0.5cm且不高于1.5cm，其外径不小于目前使用的气管插管吸痰管的

软管外径且适于插入咽部，其长度也短于该软管，使吸引软管1在操作过程中易于控制其插

入深度和吸液方向。操作管3可避免引流时流出的分泌物直接污染手指，避免交叉感染；通

过手指控制吸引口11开闭可控制本实用新型的吸引状态，使本实用新型可实现单手操作，

使用方便快捷。连接管4可连接于市面上可采购的负压吸引装置，具有通用性。

[0021] 进一步，所述吸引软管1的曲线弧度与人体口鼻腔生理曲线相适应，所述吸引口11

端面与所述吸引软管1端部横截面夹角为锐角，所述吸引口11为边缘光滑的椭圆形结构，使

吸引软管1近端插入人体时，所述吸引口11朝向液体流动方向，有利于将分泌物吸入吸引软

管1。

[0022] 使用本口鼻腔吸引器时，将连接管4连接于负压吸引装置管线；将吸引软管吸引口

11端从患者口部或鼻部插入至实际需要的深度，吸引软管1最深吸引口11可插至咽部，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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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其方向和位置；再单手持本实用新型，手指未封堵吸引口11时，气流由控制口31通过操

作管3、握持管2、连接管4进入负压吸引装置，吸引口11无负压，手指封堵吸引口11时，本实

用新型内部可形成负压通道，气流和分泌物通过吸引软管、握持管2、连接管4进入负压吸引

装置，实现分泌物的吸取；在患者窒息抢救等紧急情况下，只需将连接管4连接负压吸引装

置，即可使用本实用新型对患者进行吸引，操作快捷高效。使用结束后，用清水冲洗本实用

新型即可，本实用新型可供患者本人在治疗周期内重复使用，能有效减少耗材，减少患者费

用支出。

[0023] 实施例二：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便于操作的口鼻腔吸引器，与实施例

一的差别在于，如图2所示，所述操作管3内设有单向阀33，封闭控制口31时，可确保吸引口

11附近分泌物只能经由吸引软管1、握持管2和连接管4吸入负压吸引装置，分泌物无法沿操

作管3流出、污染医务人员手指，进一步提高本实用新型使用的方便性、安全性，避免交叉感

染。

[0024] 使用本口鼻腔吸引器时，将连接管4连接于负压吸引装置管线；将吸引软管吸引口

11端从患者口部或鼻部插入至实际需要的深度，吸引软管1最深吸引口11可插至咽部，便于

控制其方向和位置；再单手持本实用新型，手指未封堵吸引口11时，气流由控制口31通过操

作管3、握持管2、连接管4进入负压吸引装置，吸引口11无负压，手指封堵吸引口11时，本实

用新型内部可形成负压通道，气流和分泌物通过吸引软管、握持管2、连接管4进入负压吸引

装置，实现分泌物的吸取；在患者窒息抢救等紧急情况下，只需将连接管4连接负压吸引装

置，即可使用本实用新型对患者进行吸引，操作快捷高效。使用结束后，用清水冲洗本实用

新型即可，本实用新型可供患者本人在治疗周期内重复使用，能有效减少耗材，减少患者费

用支出。

[0025] 实施例三：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便于操作的口鼻腔吸引器，如图2、图3

所示，所述连接管4外壁采用由近端向远端直径逐渐减小的圆台形结构，可避免连接管4与

负压吸引装置连接处发生漏气，所述连接管4外壁设有外螺纹41，便于将连接管4连接于负

压吸引装置的标准连接管线，该连接方式稳定性强，且方便连接管4与标准连接管线的安装

与拆卸。

[0026] 使用本口鼻腔吸引器时，将连接管4通过其外螺纹41连接于负压吸引装置管线；将

吸引软管吸引口11端从患者口部或鼻部插入至实际需要的深度，吸引软管1最深吸引口11

可插至咽部，便于控制其方向和位置；再单手持本实用新型，手指未封堵吸引口11时，气流

由控制口31通过操作管3、握持管2、连接管4进入负压吸引装置，吸引口11无负压，手指封堵

吸引口11时，本实用新型内部可形成负压通道，气流和分泌物通过吸引软管、握持管2、连接

管4进入负压吸引装置，实现分泌物的吸取；在患者窒息抢救等紧急情况下，只需将连接管4

连接负压吸引装置，即可使用本实用新型对患者进行吸引，操作快捷高效。使用结束后，用

清水冲洗本实用新型即可，本实用新型可供患者本人在治疗周期内重复使用，能有效减少

耗材，减少患者费用支出。

[0027] 实施例四：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便于操作的口鼻腔吸引器，与实施例

三的差别在于，如图1所示，所述连接管4外壁沿其轴线方向设有数道相同的圆台形凸棱42，

所述圆台形凸棱42直径由近端向远端逐渐减小，便于将连接管4紧配合于负压吸引装置的

标准连接管线，该连接方式连接牢固，可靠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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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使用本口鼻腔吸引器时，将连接管4通过其圆台形凸棱42紧配合于负压吸引装置

管线；将吸引软管吸引口11端从患者口部或鼻部插入至实际需要的深度，吸引软管1最深吸

引口11可插至咽部，便于控制其方向和位置；再单手持本实用新型，手指未封堵吸引口11

时，气流由控制口31通过操作管3、握持管2、连接管4进入负压吸引装置，吸引口11无负压，

手指封堵吸引口11时，本实用新型内部可形成负压通道，气流和分泌物通过吸引软管、握持

管2、连接管4进入负压吸引装置，实现分泌物的吸取；在患者窒息抢救等紧急情况下，只需

将连接管4连接负压吸引装置，即可使用本实用新型对患者进行吸引，操作快捷高效。使用

结束后，用清水冲洗本实用新型即可，本实用新型可供患者本人在治疗周期内重复使用，能

有效减少耗材，减少患者费用支出。

[0029]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1至图3所示，所述吸引软管1内径和外径均由近端向远端逐

渐增大，有利于吸引软管1顺利插入口鼻腔，增大吸引软管1近端的吸引力度；所述握持管2

内径与连接管4内径等于所述吸引软管1远端内径，可保证负压状态稳定；所述握持管2外径

大于所述连接管4外径，便于医务人员握紧握持部，使本实用新型更易于操作。

[0030]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吸引软管1采用硅胶材料制造，可保证吸引软管1既不容易

弯曲折叠，又不易损伤口鼻腔或创面黏膜；所述握持管2与控制管一体制造且采用硅胶或医

用硬质塑料制造；所述连接管4采用医用硬质塑料制造。具体的，所述握持管2与控制管采用

硅胶制造时，如图2、图3所示，所述握持管2、控制管与吸引软管1可一体制成，所述握持管2

远端内壁可密闭粘接于所述连接管4近端外壁；所述握持管2与控制管采用医用硬质塑料制

造时，如图1所示，所述握持管2、控制管与连接管4可一体制成，所述吸引软管1远端内壁可

密闭粘接于所述握持管2近端外壁。

[0031]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吸引软管1设有沿其长度方向的刻度线12，便于医务人员通

过准确读取刻度值来判断吸引口11的位置，更有效的操作本实用新型，提升治疗效果。

[0032]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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