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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水囊式鼻胆冲洗引流管，

包括主管，位于所述主管内具有封闭端的管道Ⅰ

和套接在所述主管外壁上的球囊薄膜，所述球囊

薄膜的横截面呈梅花形，所述主管内还设有与所

述球囊薄膜连通的管道Ⅱ，所述主管上设有多个

侧孔Ⅰ和多个侧孔Ⅱ，所述侧孔Ⅰ和所述侧孔Ⅱ均

位于所述主管位于所述球囊薄膜上方的管段部

分，所述侧孔Ⅱ与所述管道Ⅰ连通。本发明具有自

动冲洗功能，采用椭圆形侧孔降低侧孔堵塞概

率，冲洗液在胆管内流动方向与胆汁排泄方向一

致，不会引起冲洗液及胆汁反流，具有可扩张充

盈的球囊薄膜，增加了引流管的固定力，具有防

滑脱的作用，取出引流管过程中不会引起胆管、

肠管及咽喉部粘膜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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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囊式鼻胆冲洗引流管，其特征在于：包括主管，位于所述主管内具有封闭端的

管道Ⅰ和套接在所述主管外壁上的球囊薄膜，所述球囊薄膜的横截面呈梅花形，所述主管内

还设有与所述球囊薄膜连通的管道Ⅱ，所述管道Ⅱ的另一端通过帽与管连接，所述管的另

一端与三通阀连接，所述帽具有圆柱形头部和圆台形尾部，所述圆台形尾部的小端与所述

圆柱形头部固定连接，所述圆柱形头部上设有与所述管道Ⅱ的外径相匹配的通孔Ⅰ，所述管

具有圆台形头部，所述圆台形头部的外表面设有外螺纹，所述圆台形尾部具有与所述圆台

形头部相匹配的通孔Ⅱ，所述通孔Ⅱ远离所述圆柱形头部的一端设有与所述外螺纹相匹配

的内螺纹，所述通孔Ⅱ上还设有光滑部，所述光滑部位于所述内螺纹与所述圆柱形头部之

间，所述圆台形头部的小端与所述管道Ⅱ的内径相匹配，所述通孔Ⅰ与所述通孔Ⅱ连通，所

述主管上设有多个侧孔Ⅰ和多个侧孔Ⅱ，所述侧孔Ⅰ和所述侧孔Ⅱ均位于所述主管位于所述

球囊薄膜上方的管段部分，所述侧孔Ⅱ与所述管道Ⅰ连通，

工作状态下，冲洗液通过所述主管并从所述侧孔Ⅰ进入到胆管内对胆管进行冲洗，所述

管道Ⅰ接负压将冲洗完胆管的冲洗液从所述侧孔Ⅱ吸入到所述管道Ⅰ内；

所述主管的头部设有管帽；

所述侧孔Ⅰ位于所述管帽和所述管道Ⅰ的封闭端之间，所述侧孔Ⅱ位于所述管道Ⅰ的封

闭端与所述球囊薄膜的上端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囊式鼻胆冲洗引流管，其特征在于：所述管帽具有圆弧面，

所述圆弧面上设有通孔Ⅲ。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囊式鼻胆冲洗引流管，其特征在于：所述球囊薄膜的上端距

离所述管帽的头端7-9cm,所述管道Ⅰ的封闭端距离所述球囊薄膜的上端2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囊式鼻胆冲洗引流管，其特征在于：所述球囊薄膜的两端分

别通过金属环与所述主管的外壁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水囊式鼻胆冲洗引流管，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环为不透X射

线材料制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囊式鼻胆冲洗引流管，其特征在于：所述管与所述三通阀通

过螺纹或卡扣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水囊式鼻胆冲洗引流管，其特征在于：所述侧

孔Ⅰ呈椭圆形，所述侧孔Ⅰ的长轴与所述主管的轴平行，所述侧孔Ⅰ的面积为2×3×πmm2；所

述侧孔Ⅱ呈椭圆形，所述侧孔Ⅱ的长轴与所述主管的轴平行，所述侧孔Ⅱ的面积为3×5×π

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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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囊式鼻胆冲洗引流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冲洗引流管，具体地说是一种水囊式鼻胆冲洗引流管。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内镜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附件的不断完善，目前十二指肠镜技术(ERCP)已然

成为治疗肝胆胰疾病的重要措施，包括胆总管结石、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胆管损伤、

胆管狭窄、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等。该技术与传统开腹手术相比，具有创伤小、安全系数

高、恢复快等优点。ERCP治疗术后常规放置鼻胆外引流管，用于引流感染性胆汁、胆泥、碎石

等，可降低术后胆管炎发生率及胆总管结石复发率。

[0003] 目前临床应用的鼻胆引流管均为单通道引流管，管身呈直线型，头端弯曲成襻，引

流管头端管壁上设有圆形侧孔，在胆道内-体外的压力差的作用下，胆汁可经管腔引出，但

是胆汁流速较慢，粘稠脓性胆汁不易排出，其圆形侧孔较小，碎石容易堵塞引流管侧孔。该

引流管存在以下不足：1、为了保持引流管的通畅并促进粘稠脓性胆汁的排出，术后需反复

使用生理盐水行鼻胆管冲洗，以保持引流管通畅，同时对肝内胆汁进行稀释，促进粘稠脓性

胆汁及碎石的排出，增加了临床工作量；2、由于引流管呈直线型，抽吸胆汁时，胆管壁粘膜

容易吸附到引流管侧孔上，导致冲洗液回洗困难；3、引流管头端自然呈襻，其固定力较小，

容易发生引流管脱出；4、拔管过程中，襻式引流管头端可引起胆管及肠道粘膜的损伤，甚至

能诱发急性胆管炎、急性胰腺炎、上消化道出血等并发症。

发明内容

[0004] 根据上述提出的技术问题，而提供一种水囊式鼻胆冲洗引流管。

[0005]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手段如下：

[0006] 一种水囊式鼻胆冲洗引流管，包括主管，位于所述主管内具有封闭端的管道Ⅰ和套

接在所述主管外壁上的球囊薄膜，所述球囊薄膜的横截面呈梅花形，所述主管内还设有与

所述球囊薄膜连通的管道Ⅱ，所述管道Ⅱ的另一端通过帽与管连接，所述管的另一端与三

通阀连接，所述帽具有圆柱形头部和圆台形尾部，所述圆台形尾部的小端与所述圆柱形头

部固定连接，所述圆柱形头部上设有与所述管道Ⅱ的外径相匹配的通孔Ⅰ，所述管具有圆台

形头部，所述圆台形头部的外表面设有外螺纹，所述圆台形尾部具有与所述圆台形头部相

匹配的通孔Ⅱ，所述通孔Ⅱ远离所述圆柱形头部的一端设有与所述外螺纹相匹配的内螺

纹，所述通孔Ⅱ上还设有光滑部，所述光滑部位于所述内螺纹与所述圆柱形头部之间，所述

圆台形头部的小端与所述管道Ⅱ的内径相匹配，所述通孔Ⅰ与所述通孔Ⅱ连通，所述主管上

设有多个侧孔Ⅰ和多个侧孔Ⅱ，所述侧孔Ⅰ和所述侧孔Ⅱ均位于所述主管位于所述球囊薄膜

上方的管段部分，所述侧孔Ⅱ与所述管道Ⅰ连通，

[0007] 工作状态下，冲洗液通过所述主管并从所述侧孔Ⅰ进入到胆管内对胆管进行冲洗，

所述管道Ⅰ接负压将冲洗完胆管的冲洗液从所述侧孔Ⅱ吸入到所述管道Ⅰ内。

[0008] 所述主管的头部设有管帽，所述管帽具有圆弧面，所述圆弧面上设有通孔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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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球囊薄膜的上端距离所述管帽的头端7-9cm,所述管道Ⅰ的封闭端距离所述球

囊薄膜的上端2cm。

[0010] 所述侧孔Ⅰ位于所述管帽和所述管道Ⅰ的封闭端之间，所述侧孔Ⅱ位于所述管道Ⅰ

的封闭端与所述球囊薄膜的上端之间。

[0011] 所述球囊薄膜的两端分别通过金属环与所述主管的外壁连接。

[0012] 所述金属环为不透X射线材料制成。

[0013] 所述管与所述三通阀通过螺纹或卡扣连接。

[0014] 所述侧孔Ⅰ呈椭圆形，所述侧孔Ⅰ的长轴与所述主管的轴平行，所述侧孔Ⅰ的面积为

2×3×πmm2；所述侧孔Ⅱ呈椭圆形，所述侧孔Ⅱ的长轴与所述主管的轴平行，所述侧孔Ⅱ的

面积为3×5×πmm2。

[0015]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16] 1、本发明为双通道引流管，主管连接冲洗瓶，管道Ⅰ连接负压吸引器，具有自动冲

洗的功能；

[0017] 2、主管侧壁设有与管道Ⅰ连通的椭圆形侧孔Ⅰ，横截面比圆形侧孔横截面大，侧孔

堵塞概率降低；

[0018] 3、侧孔Ⅰ位于侧孔Ⅱ的远端，冲洗液在胆管内流动方向与胆汁排泄方向一致，不会

引起冲洗液及胆汁反流；

[0019] 4、球囊薄膜扩张充盈时，增加了引流管的固定力，具有防滑脱的作用，取出引流管

过程中不会引起胆管、肠管及咽喉部粘膜的损伤；

[0020] 5、球囊薄膜扩张充盈时增加了侧孔Ⅱ与周边胆管之间的空间，易于冲洗液的排

出，不会引起侧孔Ⅱ吸附胆管粘膜；

[0021] 6、球囊薄膜的横截面呈梅花状，管道Ⅰ突发堵塞时，冲洗液及胆汁可排入十二指

肠，具有降低胆管压力的作用。

[0022] 基于上述理由本发明可在肝胆胰疾病的内镜治疗等领域广泛推广。

附图说明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中一种水囊式鼻胆冲洗引流管的球囊薄膜非扩张状

态下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图1中I部放大示意图。

[0026] 图3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中帽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中管的圆台形头部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中一种水囊式鼻胆冲洗引流管的球囊薄膜扩张状态

下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6是图5中A-A向剖视图。

[0030] 图7是图5中B-B向剖视图。

[0031] 图8是图5中C-C向剖视图。

[0032] 图9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中一种水囊式鼻胆冲洗引流管置入到胆管中的结构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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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图10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中一种水囊式鼻胆冲洗引流管置入到胆管后囊薄

膜扩张状态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如图1-图10所示，一种水囊式鼻胆冲洗引流管，包括主管1，位于所述主管1内具有

封闭端301的管道Ⅰ3和套接在所述主管1外壁上的球囊薄膜2，所述球囊薄膜2的横截面呈梅

花形，所述主管1内还设有与所述球囊薄膜2连通的管道Ⅱ4，所述管道Ⅱ4的另一端通过帽5

与管6连接，所述管6的另一端与三通阀连接，所述帽5具有圆柱形头部501和圆台形尾部

502，所述圆台形尾部502的小端与所述圆柱形头部501固定连接，所述圆柱形头部501上设

有与所述管道Ⅱ4的外径相匹配的通孔Ⅰ503，所述管6具有圆台形头部601，所述圆台形头部

601的外表面设有外螺纹，所述圆台形尾部502具有与所述圆台形头部601相匹配的通孔Ⅱ

504，所述通孔Ⅱ504远离所述圆柱形头部501的一端设有与所述外螺纹相匹配的内螺纹，所

述通孔Ⅱ504上还设有光滑部505，所述光滑部505位于所述内螺纹与所述圆柱形头部501之

间，所述圆台形头部601的小端与所述管道Ⅱ4的内径相匹配，所述通孔Ⅰ503与所述通孔Ⅱ

504连通，所述主管1上设有多个侧孔Ⅰ101和多个侧孔Ⅱ302，所述侧孔Ⅰ101和所述侧孔Ⅱ

302均位于所述主管1位于所述球囊薄膜2上方的管段部分，所述侧孔Ⅱ302与所述管道Ⅰ3连

通，

[0035] 所述主管1的头部设有管帽102，所述管帽102具有圆弧面103，所述圆弧面103上设

有通孔Ⅲ104。

[0036] 所述球囊薄膜2的上端距离所述管帽102的头端7-9cm,所述管道Ⅰ3的封闭端301距

离所述球囊薄膜2的上端2cm。

[0037] 所述侧孔Ⅰ101位于所述管帽102和所述管道Ⅰ3的封闭端301之间，所述侧孔Ⅱ302

位于所述管道Ⅰ3的封闭端301与所述球囊薄膜2的上端之间。

[0038] 所述球囊薄膜2的两端分别通过金属环201与所述主管1的外壁连接。

[0039] 所述金属环201为不透X射线材料制成。

[0040] 所述管6与所述三通阀通过螺纹或卡扣连接。

[0041] 所述侧孔Ⅰ101呈椭圆形，所述侧孔Ⅰ101的长轴与所述主管1的轴平行，所述侧孔Ⅰ

101的面积为2×3×πmm2；所述侧孔Ⅱ302呈椭圆形，所述侧孔Ⅱ302的长轴与所述主管1的

轴平行，所述侧孔Ⅱ302的面积为3×5×πmm2。

[0042] 工作状态下，所述管道Ⅱ4穿过所述通孔Ⅰ503，所述圆台形头部601进入到所述通

孔Ⅱ504内，所述圆台形头部601的小端插入到所述管道Ⅱ4内，此时，位于所述圆台形头部

601和所述光滑部505之间的所述管道Ⅱ4部分受到挤压并发生变形，使得其与所述圆台形

头部601和所述光滑部505紧密贴合，之后通过所述内螺纹和所述外螺纹配合将所述帽5与

所述圆台形头部601拧紧，

[0043] 将所述导丝插入到胆管7，将所述水囊式鼻胆冲洗引流管套接在所述导丝上并推

送至胆管7，所述导丝依次经过所述管帽102和所述主管1，之后将所述导丝从所述水囊式鼻

胆冲洗引流管撤回，打开所述三通阀，

[0044] 水依次经过所述三通阀和所述管6，并从所述圆台形头部601的小端进入到所述管

道Ⅱ4，之后从通孔Ⅳ401进入到所述球囊薄膜2并将其充满，此时，所述球囊薄膜2在水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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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下向外扩张形成水囊。

[0045] 此时，冲洗液通过所述主管1并从所述侧孔Ⅰ101进入到胆管7内对胆管7进行冲洗，

所述管道Ⅰ3接负压将冲洗完胆管7的冲洗液从所述侧孔Ⅱ302吸入到所述管道Ⅰ3内。由于所

述球囊薄膜2堵塞胆管7，胆汁和冲洗液经所述侧孔Ⅱ302从所述管道Ⅰ3引出。由于所述球囊

薄膜2的横截面呈梅花形，当所述管道Ⅰ3保持通畅时，胆管7压力低，胆管7壁会贴附到所述

球囊薄膜2表面，胆汁和冲洗液不会排入十二指肠，当所述管道Ⅰ3发生堵塞时，胆管7压力升

高，贴附在所述球囊薄膜2的胆管7壁离开所述球囊薄膜2，梅花状的所述球囊薄膜2表面的

缝线显露，冲洗液和胆汁可经此缝线排入十二指肠，降低胆管7压力。

[004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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