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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囊式双鼻插，该囊式双

鼻插包括输气导管和两鼻插管，所述输气导管上

开设有两插接口；两所述鼻插管分别连接两所述

插接口，所述鼻插管包括弹性鼻插部，所述弹鼻

插部可发生弹性变形，以调节所述弹性鼻插部与

鼻腔之间的间隙。本实用新型公开的囊式双鼻

插，既能保证气道正压，又可通过漏气避免气道

压力波动过大，从而减少了气胸、二氧化碳潴留

等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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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囊式双鼻插，其特征在于，包括：

输气导管，所述输气导管上开设有两插接口；

两鼻插管，分别对应连接两所述插接口，所述鼻插管包括弹性鼻插部，所述弹性鼻插部

可发生弹性变形，以调节所述弹性鼻插部与鼻腔之间的间隙。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囊式双鼻插，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鼻插部呈外凸的弧形设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囊式双鼻插，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鼻插部为弹性气囊结构。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囊式双鼻插，其特征在于，所述鼻插管还包括连接部，所述连接

部的一端连接所述插接口，所述连接部的另一端连接所述弹性鼻插部，所述弹性鼻插部的

壁厚小于所述连接部的壁厚。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囊式双鼻插，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鼻插部的壁厚为0.05mm-

0.5mm。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囊式双鼻插，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鼻插部远离所述连接部的一

端设置有导气部，所述导气部的直径小于或等于所述连接部的直径。

7.如权利要求1至6任意一项所述的囊式双鼻插，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鼻插部的长度

为1.0cm～1.5cm。

8.如权利要求1至6任意一项所述的囊式双鼻插，其特征在于，所述鼻插管的材质为硅

胶。

9.如权利要求1至6任意一项所述的囊式双鼻插，其特征在于，所述输气导管的两端分

别连接有两输气支管。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囊式双鼻插，其特征在于，所述输气导管的直径大于所述输气

支管的直径。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9464455 U

2



囊式双鼻插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具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囊式双鼻插。

背景技术

[0002] 很多新生儿尤其是早产儿出生后需要呼气支持。机械通气的推广使用，使新生儿

救治成功率大大提高。但机械通气的副作用及远期预后越来越受到业内专家的重视。比如

脑室内出血、气胸、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呼气机相关性肺炎、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等，严重影响

预后，增加了新生儿死亡率和残疾率。近年，无创通气模式如经鼻间歇正压通气(Nasal 

intermittent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 ,NIPPV)、经鼻持续气道正压(nasal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NCPAP)等模式正在广泛推广使用，大大降低了经

气管插管的机械通气的副作用。并在新生儿呼气窘迫综合症(NRDS)、新生儿呼气暂停、新生

儿肺炎等很多疾病中有肯定的疗效。不过，NIPPV、NCPAP的应用，仍然有一定比例的并发症

发生，如二氧化碳潴留、脑室内出血、气胸等。

[0003] 目前，导致脑室内出血、气胸的确切原因并不太清楚。由于正压通气与自然呼气的

最大区别是气道正压。不适当的通气模式、婴儿口鼻接触的管道末端如鼻插(nasal 

prongs)或鼻罩(nasal  masks)可引起婴儿躁动、呼气对抗，导致气道压力波动，过高气道压

力不能及时释放。本研究团队认为发生脑室内出血、气胸等并发症跟过高的气道正压和气

道压力波动过大有关。前期实验中我们观察到，水封瓶上所设置的压力并不总等同于呼气

道压力的变化，管道越细长，压力差别越大，气道压力波动越大。然而，现有的设备和配件很

难通过设置压力参数，来控制气道压力，避免气道压力波动过大。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主要目的是提出一种囊式双鼻插，旨在控制气道压力，避免气道压

力波动过大。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出的囊式双鼻插，包括：

[0006] 输气导管，所述输气导管上开设有两插接口；

[0007] 两鼻插管，分别对应连接两所述插接口，所述鼻插管包括弹性鼻插部，所述弹性鼻

插部可发生弹性变形，以调节所述弹性鼻插部与鼻腔之间的间隙。

[0008] 优选地，所述弹性鼻插部呈外凸的弧形设置。

[0009] 优选地，所述弹性鼻插部为弹性气囊结构。

[0010] 优选地，所述鼻插管还包括连接部，所述连接部的一端连接所述插接口，所述连接

部的另一端连接所述弹性鼻插部，所述弹性鼻插部的壁厚小于所述连接部的壁厚。

[0011] 优选地，所述弹性鼻插部的壁厚为0.05mm-0.5mm。

[0012] 优选地，所述弹性鼻插部远离所述连接部的一端设置有导气部。所述导气部的直

径小于或等于所述连接部的直径。

[0013] 优选地，所述弹性鼻插部的长度为1.0cm～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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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优选地，所述鼻插管的材质为硅胶。

[0015] 优选地，所述输气导管的两端分别连接有两输气支管。

[0016] 优选地，所述输气导管的直径大于所述输气支管的直径。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通过在输气导管上开设两插接口，以供两鼻插管安装，所

述鼻插管包括弹性鼻插部，所述弹性鼻插部可发生弹性变形，以调节所述弹性鼻插部与鼻

腔之间的间隙。在患者吸气时，所述弹性鼻插部被动扩张，保证气道正压；在患者呼气时，所

述弹性鼻插部被压缩，增大了弹性鼻插部与鼻腔之间的间隙，从而增加了鼻旁漏气，并且气

道压力越大，鼻旁漏气也随之增大；如此，本实用新型囊式双鼻插既能保证气道正压，又可

通过鼻旁漏气，避免气道压力波动过大，从而降低了二氧化碳潴留、脑室内出血、气胸等副

作用。同时，该囊式双鼻插具有超薄、柔软、易固定且不易脱落等特性。

附图说明

[001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

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示出的结构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囊式双鼻插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囊式双鼻插另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图2中囊式双鼻插的截面视图。

[0022] 附图标号说明：

[0023]

标号 名称 标号 名称

100 双鼻插 130 鼻插管

110 输气导管 131 连接部

111 插接口 132 弹性鼻插部

120 输气支管 133 导气部

[0024] 本实用新型目的的实现、功能特点及优点将结合实施例，参照附图做进一步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

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

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6] 需要说明，若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有涉及方向性指示(诸如上、下、左、右、前、

后……)，则该方向性指示仅用于解释在某一特定姿态(如附图所示)下各部件之间的相对

位置关系、运动情况等，如果该特定姿态发生改变时，则该方向性指示也相应地随之改变。

[0027] 另外，若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有涉及“第一”、“第二”等的描述，则该“第一”、“第

二”等的描述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其相对重要性或者隐含指明所指

示的技术特征的数量。由此，限定有“第一”、“第二”的特征可以明示或者隐含地包括至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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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该特征。另外，各个实施例之间的技术方案可以相互结合，但是必须是以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能够实现为基础，当技术方案的结合出现相互矛盾或无法实现时应当认为这种技术方

案的结合不存在，也不在本实用新型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0028] 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囊式双鼻插，其中，该囊式双鼻插具体涉及一种一次性婴儿

经鼻通气用囊式双鼻插。

[0029] 请参阅图1至图3，在本实用新型提出的囊式双鼻插100，包括输气导管110及两鼻

插管130。所述输气导管110上开设有两插接口111；两所述鼻插管130分别对应连接两所述

插接口111，所述鼻插管130包括弹性鼻插部132，所述弹性鼻插部132可发生弹性变形，以调

节所述弹性鼻插部132与鼻腔之间的间隙。

[0030] 具体而言，所述输气导管110主要用于向两所述鼻插管130输送气体(例如氧气

等)，该输气导管110可以具有一个进气口或两个进气口。为了保证输入两个鼻插管130内的

气流流量和流速较均衡，在一实施例中，所述输气导管110的两端分别设有两进气口，两所

述进气口分别对应连接有两输气支管120。两所述插接口111沿所述输气导管110的长度方

向呈间隔设置。

[0031]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鼻插管130大致呈圆管状。两所述鼻插管130的轴线

之间的间距为0.5cm～1.5cm，可选地，两所述鼻插管130的轴线之间的间距为0.8cm、0.9cm、

1.0cm等，但不限于此。为了便于成型，所述鼻插管130为一体成型设置。当然，所述鼻插管

130也可为分体设置。所述鼻插管130具有进气端和出气端，所述进气端连通所述插接口

111，所述出气端用于向鼻腔内输送气体。在此，所述出气端可形成于所述弹性鼻插部132远

离所述插接口111的一端(如图1所示)，当然，所述出气端也可形成于所述鼻插管130的其它

部位，例如导气部133(如图2所示)。

[0032]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在患者吸气时，所述弹性鼻插部132扩张，在患者呼气时，

所述弹性鼻插部132被压缩。为了更好地将两鼻插管130放入患者鼻腔内，并且所述鼻插管

130不会从鼻腔脱落，所述弹性鼻插部132的等效直径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因为若弹性鼻

插部132的直径越小，也即弹性鼻插部132越细，弹性鼻插部132与鼻腔之间的间隙越大，则

漏气越多，不能维持适当的气道正压；若弹性鼻插部132的直径越大，也即弹性鼻插部132越

粗，弹性鼻插部132与鼻腔贴合越紧密，弹性鼻插部132与鼻腔之间的间隙越小，一方面容易

损伤鼻前庭，另一方面还容易导致二氧化碳潴留。所以，所述弹性鼻插部132的等效直径优

选为0.2cm～0.5cm，例如，所述弹性鼻插部132的等效直径为0.2cm、0.3cm、0.4cm、0.5cm等。

需要说明的是，所述弹性鼻插部132的等效直径是指，所述弹性鼻插部132在垂直于气流方

向上的最大孔径。

[0033] 所述弹性鼻插部132的长度为1.0cm～1.5cm，可选地，所述弹性鼻插部132的长度

为1.2cm、1.3cm、1.4cm等。所述弹性鼻插部132的材质为弹性材料，具体地，所述弹性材料可

以为橡胶、硅胶、ABS等。由于弹性鼻插部132的材质为弹性材料，弹力好，在患者吸气时容易

扩张，更好地保证吸气末正压；在患者呼气时容易被压缩，增大所述弹性鼻插部132与鼻腔

之间的间隙，增加鼻旁漏气。

[003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通过在输气导管110上开设两插接口111，以供两鼻插管

130安装，所述鼻插管130包括弹性鼻插部132，所述弹性鼻插部132可发生弹性变形，以调节

所述弹性鼻插部132与鼻腔之间的间隙。在患者吸气时，所述弹性鼻插部132被动扩张，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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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道正压；在患者呼气时，所述弹性鼻插部132被压缩，增大了弹性鼻插部132与鼻腔之间的

间隙，从而增加了鼻旁漏气，并且气道压力越大，鼻旁漏气也随之增大；如此，本实用新型囊

式双鼻插100既能保证气道正压，又可通过鼻旁漏气，避免气道压力波动过大，从而降低了

二氧化碳潴留、脑室内出血、气胸等副作用。同时，该囊式双鼻插100具有超薄、柔软、易固定

且不易脱落等特性。

[0035] 关于所述弹性鼻插部132的结构有多种，请参阅图1，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弹性鼻插

部132呈外凸的弧形设置，但不限于此。具体地，所述弹性鼻插部132的横截面大致为圆形或

者椭圆形。这样，在患者吸气时，所述弹性鼻插部132被动扩张，减小了所述弹性鼻插部132

与鼻腔之间的间隙，也即增大了通过弹性鼻插部132的气流流量，从而保证了气道正压；在

患者呼气时，所述弹性鼻插部132被压缩，增大了弹性鼻插部132与鼻腔之间的间隙，从而增

加了鼻旁漏气。可选地，所述弹性鼻插部132为弹性气囊结构，例如气球，当向该弹性气囊结

构内部充气时，该弹性气囊结构会扩张；而当该弹性气囊结构被压缩时会发生弹性变形，该

弹性气囊结构体积变小。

[0036] 进一步地，所述鼻插管130还包括连接部131，所述连接部131呈圆管状，所述连接

部131的一端连接所述插接口111，所述连接部131的另一端连接所述弹性鼻插部132。其中，

所述弹性鼻插部132的直径大于所述连接部131的直径。所述弹性鼻插部132与所述连接部

131可以为一体成型设置，也可以为分体设置，例如，所述弹性鼻插部132与所述连接部131

粘接在一起。

[0037] 为了使得弹性鼻插部132更容易发生弹性变形，可以使所述弹性鼻插部132的壁厚

小于所述连接部131的壁厚。具体地，所述弹性鼻插部132的壁厚为0.05mm-0.5mm，例如，所

述弹性鼻插部132的壁厚为0.1mm、0.15mm、0.2mm、0.3mm等。在此，将所述弹性鼻插部132做

的较薄，有利于弹性鼻插部132发生弹性变形，从而有利于该弹性鼻插部132在患者吸气时

扩张，在患者呼气时被压缩。

[0038]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弹性鼻插部132远离所述连接部131的一端设置有导

气部133，所述导气部133呈圆管状，所述导气部133远离所述弹性鼻插部132的一端设置有

出气端。在此，所述导气部133主要用于将气流导向鼻腔内部，防止气流从弹性鼻插部132与

鼻腔之间的间隙流出。其中，所述导气部133的直径小于所述弹性插接部的直径，这样当鼻

插管130内的气流流量和流速较大时，所述弹性插接部还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避免气

道内压力波动过大。

[0039] 再请参阅图1，所述输气导管110的直径大于所述输气支管120的直径。如此，所述

输气导管110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即使两所述输气支管120内的气流流量和流速发生

波动，也不会影响流入量鼻插管130内的气流流量和流速，从而能有效地避免气道压力发生

波动，进而减少了气胸、二氧化碳潴留等副作用。

[0040] 经临床试验证实，本实用新型囊式双鼻插100用于NCPAP，既能保证气道正压，又可

通过漏气避免气道压力波动过大，减少了气胸、二氧化碳潴留等副作用。在试验中，使用压

力传感器测试证实，气道压力波动情况明显好于传统鼻插。

[0041]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

凡是在本实用新型的发明构思下，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变

换，或直接/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09464455 U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7

CN 209464455 U

7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209464455 U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