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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气切病人行支气管镜

检查可持续吸氧的套管，所述的套管包括管体、

固定装置、接口、输氧通道；所述的固定装置设于

管体末端，且两端设有系带；所述的接口为国际

标准化接口；所述的接口设于固定装置上并与管

体相通；所述的输氧通道本体设于管体内部，且

紧贴管体内壁；所述的输氧通道末端通过管壁内

部伸出设于管体外侧，且呈Y型开口；所述的Y型

开口上均设有帽盖。其优点表现在：既可以对气

管切开病人实施气管镜检查，同时又能通过气管

套管持续吸氧，且还可以检测呼气末二氧化碳浓

度和呼吸频率，大大提高气管切开病人进行气管

镜检查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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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气切病人行支气管镜检查可持续吸氧的套管，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套管包括管

体、固定装置、接口、输氧通道；所述的固定装置设于管体末端，且两端设有系带；所述的接

口为国际标准化接口；所述的接口设于固定装置上并与管体相通；所述的输氧通道本体设

于管体内部，且紧贴管体内壁；所述的输氧通道末端通过管壁内部伸出设于管体外侧，且呈

Y型开口；所述的Y型开口上均设有帽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套管，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设于管体内部的输氧通道本体直径

为1cm～3.5mm，长度为1cm～4c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套管，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套管还包括刻度线。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套管，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刻度线设于管体表面。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9048846 U

2



一种气切病人行支气管镜检查可持续吸氧的套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具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气切病人行支气管镜检查

可持续吸氧的套管。

背景技术

[0002] 临床工作中，气管切开是治疗肺部疾病的一项非常常用的技术手段，气管切开后，

须放置气管套管，气管套管的国际化接口可与呼吸机相连，通过气管切开处的气管套管，还

可以方便对肺部及气管进行吸痰和雾化等治疗。气管切开后，人体呼吸的进出肺部气体通

道主要是气管切开口，而以往从口腔或鼻部吸(呼)气体大为减弱或基本起不到作用。

[0003] 在气管切开病人中，由于病情需要，经常会有患者的气管和肺部常需要进行气管

镜检查，其检查的途径就是通过气管套管的开口将纤支镜插入，在进行检查的过程中，此类

病人可实施普通检查，有时需要实施麻醉镇静技术，不管从事普通还是镇静麻醉检查，对气

管及肺部都有一定刺激性，特别是实施麻醉后，其药物的呼吸抑制作用很有可能造成患者

的缺氧和危险，由于纤支镜检查与气管套管共用气道，患者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可以通过口

腔或鼻导管吸氧。

[0004] 中国专利文献：CN201420142260.8，申请日2014.03.27，专利名称为：一种支气管

镜检查专用气管导管。公开了一种支气管镜检查专用气管导管。该支气管镜检查专用气管

导管，包括主导气管体，主导气管体上端为支气管镜检查衔接管接头，主导气管体下端是设

置在主导气管体上的低压高容圆柱防漏套囊，通过注气管连接到具有单向阀门的注气接

头，主导气管体上端外侧边有一进入主导气管体内侧并紧贴内侧下行至主导管体下缘开口

的细导管，该细导管上端的外侧用于连接喷射呼吸机。

[0005] 上述专利文献的一种支气管镜检查专用气管导管，结构简单、设计合理、成本低

廉，本实用新型将通气细导管行走于气管导管壁内，对气管导管管径截面积影响较小，对支

气管镜检查毫无影响，开创了无痛纤支镜检查的新技术，有明确的社会意义和医疗价值。但

是关于一种既可以对气管切开病人实施气管镜检查，同时又能通过气管套管持续吸氧，且

还可以检测呼气末二氧化碳浓度和呼吸频率，大大提高气管切开病人进行气管镜检查的安

全性的一种气切病人行支气管镜检查可持续吸氧的套管目前则没有相关的报道。

[0006] 综上所述，亟需一种既可以对气管切开病人实施气管镜检查，同时又能通过气管

套管持续吸氧，且还可以检测呼气末二氧化碳浓度和呼吸频率，大大提高气管切开病人进

行气管镜检查的安全性的一种气切病人行支气管镜检查可持续吸氧的套管。

发明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既可以对气管切开病人实施

气管镜检查，同时又能通过气管套管持续吸氧，且还可以检测呼气末二氧化碳浓度和呼吸

频率，大大提高气管切开病人进行气管镜检查的安全性的一种气切病人行支气管镜检查可

持续吸氧的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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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9] 一种气切病人行支气管镜检查可持续吸氧的套管，所述的套管包括管体、固定装

置、接口、输氧通道；所述的固定装置设于管体末端，且两端设有系带；所述的接口为国际标

准化接口；所述的接口设于固定装置上并与管体相通；所述的输氧通道本体设于管体内部，

且紧贴管体内壁；所述的输氧通道末端通过管壁内部伸出设于管体外侧，且呈Y型开口；所

述的Y型开口上均设有帽盖。

[0010]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设于管体内部的输氧通道本体直径为1cm～

3.5mm，长度为1cm～4cm。

[0011]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套管还包括刻度线。

[0012]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刻度线设于管体表面。

[0013] 本实用新型优点在于：

[0014] 1、利用在管体内部紧贴内壁上设有输氧通道，且输氧通道末端伸出管体外呈Y型

开口，可在气管切开病人行支气管镜检查时，纤支镜从管体末端连接的国际标准化接口进

入套管内检查，而Y型开口则可同时一端对气管切开的患者实施吸氧治疗，同时，另一端可

与呼气末二氧化碳管道连接，通过气体分析，便可实时监测患者呼气末二氧化碳浓度和呼

吸频率，大大提高气管切开病人进行气管镜检查的安全性。

[0015] 2、管体末端设有的固定装置，便于管体置入后，利用细带系于患者颈后，便可保持

管体的固定，而设于固定装置上且与管体相通的国际标准化接口，可在非支气管镜检查外

时，通过帽盖分别将Y型开口封闭，便于外连接呼吸机为气管切开患者进行持续供氧。

[0016] 3、输氧通道的设计，一方面，解决了支气管镜检查时，纤支镜和气管套管共用气道

的问题，另一方面，输氧通道本体直径小，且紧贴在管体内部内壁，不影响吸氧输氧治疗，同

时，有利于患者监测患者呼气末二氧化碳浓度和呼吸频率。

[0017] 4、利用在管体表面设有刻度线，便于观察管体置入患者气管中的位置和深度，有

利于医护人员的操作。

附图说明

[0018] 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气切病人行支气管镜检查可持续吸氧的套管后方的立体

结构示意图。

[0019] 附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气切病人行支气管镜检查可持续吸氧的套管的前方立体

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3是本实用新型一种气切病人行支气管镜检查可持续吸氧的套管的平面图。

[0021] 附图4是本实用新型另一种气切病人行支气管镜检查可持续吸氧的套管前方的立

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实施例并参照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0023] 附图中涉及的附图标记和组成部分如下所示：

[0024] 1.管体2.固定装置

[0025] 3.接口4.输氧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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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41.Y型开口411.帽盖

[0027] 5.刻度线

[0028] 实施例1

[0029] 请参看附图1、3，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气切病人行支气管镜检查可持续吸氧的套

管后方的立体结构示意图，图3是本实用新型一种气切病人行支气管镜检查可持续吸氧的

套管的平面图。一种气切病人行支气管镜检查可持续吸氧的套管，所述的套管包括管体1、

固定装置2、接口3、输氧通道4；所述的固定装置2设于管体1末端，且两端设有系带21；所述

的接口3为国际标准化接口；所述的接口3设于固定装置2上并与管体1相通；所述的输氧通

道4本体设于管体1内部，且紧贴管体1内壁；所述的输氧通道4末端通过管壁11内部伸出设

于管体1外侧，且呈Y型开口41；所述的Y型开口41上均设有帽盖411。

[0030] 需要说明的是：所述的设于管体1内部的输氧通道4本体直径为1cm～3.5mm，长度

为1cm～4cm；所述的利用在管体1内部紧贴内壁上设有输氧通道4，且输氧通道4末端伸出管

体1外呈Y型开口41，可在气管切开病人行支气管镜检查时，纤支镜从管体1末端连接的国际

标准化接口3进入套管内检查，而Y型开口41则可同时一端对气管切开的患者实施吸氧治

疗，同时，另一端可与呼气末二氧化碳管道连接，通过气体分析，便可实时监测患者呼气末

二氧化碳浓度和呼吸频率，大大提高气管切开病人进行气管镜检查的安全性；所述的管体1

末端设有的固定装置2，便于管体1置入后，利用细带21系于患者颈后，便可保持管体1的固

定；所述的通过在管体1末端并与管体1相通的国际标准化接口3，可在非支气管镜检查时，

通过帽盖411分别将Y型开口41封闭，便于外连接呼吸机为气管切开患者进行持续供氧；所

述的输氧通道4的设计，一方面，解决了支气管镜检查时，纤支镜和气管套管共用气道的问

题，另一方面，输氧通道4本体直径小，且紧贴在管体1内部内壁，不影响吸氧输氧治疗，同

时，有利于患者监测患者呼气末二氧化碳浓度和呼吸频率。

[0031] 实施例2

[0032] 请参看附图4，图4是本实用新型另一种气切病人行支气管镜检查可持续吸氧的套

管的立体结构示意图。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其不同之处在于，本实施例中的管体1

表面设有刻度线5；所述的利用在管体1表面设有刻度线，便于观察管体1置入患者气管中的

位置和深度，有利于医护人员的操作。

[0033]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气切病人行支气管镜检查可持续吸氧的套管，利用在管体内部

紧贴内壁上设有输氧通道，且输氧通道末端伸出管体外呈Y型开口，可在气管切开病人行支

气管镜检查时，纤支镜从管体末端连接的国际标准化接口进入套管内检查，而Y型开口则可

同时一端对气管切开的患者实施吸氧治疗，同时，另一端可与呼气末二氧化碳管道连接，通

过气体分析，便可实时监测患者呼气末二氧化碳浓度和呼吸频率，大大提高气管切开病人

进行气管镜检查的安全性；管体末端设有的固定装置，便于管体置入后，利用细带系于患者

颈后，便可保持管体的固定，而设于固定装置上且与管体相通的国际标准化接口，可在非支

气管镜检查外时，通过帽盖分别将Y型开口封闭，便于外连接呼吸机为气管切开患者进行持

续供氧；输氧通道的设计，一方面，解决了支气管镜检查时，纤支镜和气管套管共用气道的

问题，另一方面，输氧通道本体直径小，且紧贴在管体内部内壁，不影响吸氧输氧治疗，同

时，有利于患者监测患者呼气末二氧化碳浓度和呼吸频率；利用在管体表面设有刻度线，便

于观察管体置入患者气管中的位置和深度，有利于医护人员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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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补充，这些改进和补充

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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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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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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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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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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