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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开提供了一种纤维气管镜置管引导器，

该置管引导器从内到外依次包括内部可充气套

囊、引导器主体和外部可充气套囊；所述引导器

主体为内部中空的一体成型结构，包括管体末

端、管体连接端和圆台头端；所述管体末端和所

述圆台头端通过所述管体连接端连接；所述内部

可充气套囊通过第一充气管路连接有第一充气

阀门，外部可充气套囊通过第二充气管路连接有

第二充气阀门。该置管引导器可以在气管导管和

纤支镜之间起到过渡作用，可以引导气管导管顺

利通过声门滑入气管内，大大增加置管成功率，

同时有效减少气管导管尖端对鼻腔及咽喉部软

组织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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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纤维气管镜置管引导器，其特征在于，该置管引导器从内到外依次包括内部可

充气套囊(6)、引导器主体(1)和外部可充气套囊(5)；所述引导器主体(1)为内部中空的一

体成型结构，包括管体末端(2)、管体连接端(3)和圆台头端(4)；所述管体末端(2)和所述圆

台头端(4)通过所述管体连接端(3)连接；所述内部可充气套囊(6)通过第一充气管路(10)

连接有第一充气阀门(8)，所述外部可充气套囊(5)通过第二充气管路(9)连接有第二充气

阀门(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置管引导器，其中，所述内部可充气套囊(6)全部覆盖于所述

引导器主体(1)的内壁。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置管引导器，其中，所述外部可充气套囊(5)全部覆盖于所述

管体末端(2)的外壁，部分覆盖于所述管体连接端(3)的外壁和所述圆台头端(4)的外壁。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置管引导器，其中，所述外部可充气套囊(5)在所述管体连接

端(3)的外壁和所述圆台头端(4)的外壁呈分散条状覆盖，在所述管体连接端(3)和所述圆

台头端(4)连接处的外壁呈环状；所述外部可充气套囊(5)在所述管体连接端(3)的外壁和

所述圆台头端(4)的外壁的覆盖面积占所述管体连接端(3)的外壁和所述圆台头端(4)的外

壁总表面积的20％-4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置管引导器，其中，所述外部可充气套囊(5)全部覆盖于所述

管体末端(2)的外壁，部分覆盖于所述圆台头端(4)的外壁，所述管体末端(2)的外壁覆盖的

外部可充气套囊和所述圆台头端(4)外壁覆盖的外部可充气套囊通过中空管路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置管引导器，其中，所述外部可充气套囊(5)在所述圆台头端

(4)的外壁呈分散条状覆盖，在所述管体连接端(3)和所述圆台头端(4)连接处的外壁呈环

状；所述外部可充气套囊(5)在所述圆台头端(4)的外壁的覆盖面积占所述圆台头端(4)的

外壁总表面积的20％-4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置管引导器，其中，未充气状态下，所述管体末端(2)外径为8-

5mm，内径为7-4mm；所述圆台头端(4)与所述管体连接端(3)相连接的横截面外径为8-5mm，

内径为6-4mm；所述圆台头端(3)远离所述管体连接端(3)的横截面外径为5-4mm，内径为4-

3m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置管引导器，其中，所述管体末端(2)的长度为所述引导器主

体(1)总长度的50％-60％；管体连接端(3)为所述引导器主体(1)总长度的20％-25％；圆台

头端(4)为所述引导器主体(1)总长度的20％-25％。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置管引导器，其中，所述第一充气管路(10)和所述内部可充气

套囊(4)一体式连接；所述所述第二充气管路(9)和所述外部可充气套囊(5)一体式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置管引导器，其中，所述第一充气管路(10)和所述第二充气

管路(9)的外径为1-1.5mm，内径为0.5-1mm，长度为20-30cm。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1419162 A

2



一种纤维气管镜置管引导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设计医疗器械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纤维气管镜配套使用的置管引导器。

背景技术

[0002] 纤维支气管镜适用于做肺叶、段及亚段支气管病变的观察、活检采样，细菌学、细

胞学检查、配合TV系统可进行摄影，示教和动态记录。该支气管镜附有活检取样解构，能帮

助发现早期病变，能开展息肉摘除等体内外科手术，对于支气管、肺疾病研究、术后检查等

是一种良好的精密仪器。在麻醉医生的临床工作中，遇到普通喉镜无法完成的气管插管病

例，也常常选用纤维支气管镜来引导气管插管。

[0003] 在纤维支气管镜引导气管插管过程中，当纤维气管镜纤细的镜头进入气管后，气

管导管还套在气管镜镜体上，留于口腔外。此时，气管导管需要顺着头端已经进入气管内的

细软的镜体，推送通过鼻腔、咽喉部、声门，然后进入气管内。由于气管导管外径和纤支镜镜

体之间粗细差距较大，没有过渡，在推送的时候，气管导管头段常常会卡在鼻腔或咽喉部，

既会给患者带来不适，引起鼻腔、咽喉部的粘膜破损出血，也会造成置管的失败。

发明内容

[0004] 本公开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纤维气管镜配套使用的置管引导器，该置管引导器可

以在气管导管和纤支镜之间起到过渡作用，可以引导气管导管顺利通过声门滑入气管内。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公开提供了一种纤维气管镜置管引导器，该置管引导器从

内到外依次包括内部可充气套囊、引导器主体和外部可充气套囊；所述引导器主体为内部

中空的一体成型结构，包括管体末端、管体连接端和圆台头端；所述管体末端和所述圆台头

端通过所述管体连接端连接；所述内部可充气套囊通过第一充气管路连接有第一充气阀

门，外部可充气套囊通过第二充气管路连接有第二充气阀门。

[0006] 可选地，所述内部可充气套囊全部覆盖于所述引导器主体的内壁。

[0007] 可选地，所述外部可充气套囊全部覆盖于所述管体末端的外壁，部分覆盖于所述

管体连接端的外壁和所述圆台头端的外壁。

[0008] 可选地，所述外部可充气套囊在所述管体连接端的外壁和所述圆台头端的外壁呈

分散条状覆盖，在所述管体连接端和所述圆台头端连接处的外壁呈环状；所述外部可充气

套囊在所述管体连接端的外壁和所述圆台头端的外壁的覆盖面积占所述管体连接端的外

壁和所述圆台头端的外壁总表面积的20％-40％。

[0009] 可选地，所述外部可充气套囊全部覆盖于所述管体末端的外壁，部分覆盖于所述

圆台头端的外壁，所述管体末端的外壁覆盖的外部可充气套囊和所述圆台头端外壁覆盖的

外部可充气套囊通过中空管路连接。

[0010] 可选地，所述外部可充气套囊在所述圆台头端的外壁呈分散条状覆盖，在所述管

体连接端和所述圆台头端连接处的外壁呈环状；所述中空管路在充气状态下体积不发生膨

胀，所述外部可充气套囊在所述圆台头端的外壁的覆盖面积占所述圆台头端的外壁总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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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20％-40％。

[0011] 可选地，未充气状态下，所述管体末端外径为8-5mm，内径为7-4mm；所述圆台头端

与所述管体连接端相连接的横截面外径为8-5mm，内径为6-4mm；所述圆台头端远离所述管

体连接端的横截面外径为5-4mm，内径为4-3mm。

[0012] 可选地，所述管体末端的长度为所述引导器主体总长度的50％-60％；管体连接端

为所述引导器主体总长度的20％-25％；圆台头端为所述引导器主体总长度的20％-25％。

[0013] 可选地，所述第一充气管路和所述内部可充气套囊一体式连接；所述所述第二充

气管路和所述外部可充气套囊一体式连接。

[0014] 可选地，所述第一充气管路和所述第二充气管路的外径为1-1 .5mm，内径为0.5-

1mm，长度为20-30cm。

[0015]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本公开提供一种纤维气管镜配套使用的置管引导器，该置管

引导器可以在气管导管和纤支镜之间起到过渡作用，可以引导气管导管顺利通过声门滑入

气管内，大大增加置管成功率，同时有效减少气管导管尖端对鼻腔及咽喉部软组织的损伤。

[0016] 本公开的其他特征和优点将在随后的具体实施方式部分予以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纤维气管镜置管引导器示意图；

[0018] 图2为纤维气管镜置管引导器内部可充气套囊示意图；

[0019] 图3为纤维气管镜置管引导器外部可充气套囊示意图；

[0020] 图4为纤维气管镜置管引导器与气管导管配合使用示意图。

[0021] 附图标记

[0022] 1、引导器主体                    6、内部可充气套囊

[0023] 2、管体末端                      7、第二充气阀门

[0024] 3、管体连接端                    8、第一充气阀门

[0025] 4、圆台头端                      9、第二充气管路

[0026] 5、外部可充气套囊                10、第一充气管路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对本公开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此处所描述的具体

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公开，并不用于限制本公开。

[0028] 如图1-3所示，本公开提供了一种纤维气管镜置管引导器，该置管引导器从内到外

依次包括内部可充气套囊6、引导器主体1和外部可充气套囊5；所述引导器主体1为内部中

空的一体成型结构，包括管体末端2、管体连接端3和圆台头端4；所述管体末端2和所述圆台

头端4通过所述管体连接端3连接；所述内部可充气套囊6通过第一充气管路10连接有第一

充气阀门8，外部可充气套囊5通过第二充气管路9连接有第二充气阀门7。

[0029] 本公开提供的纤维气管镜置管引导器是位于气管导管和纤支镜镜头之间的过渡

连接器。如图4所示，常见的纤维气管镜的气管导管顶端成楔形，在使用时，本公开纤维气管

镜置管引导器是位于气管导管和纤支镜镜头之间，气管导管的楔形顶端位于置管引导器的

管体末端2和管体连接端3处。在纤维气管镜置管过程中，在纤支镜进入人体气管之前，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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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管和置管引导器在手持操作端；当纤支镜镜头顺利进入气管后，将内部可充气套囊6放

气、外部可充气套囊5充气，使气管导管和置管引导器固定，使置管引导器带着气管导管头

端依次通过鼻腔、咽喉部及声门，进入气管内；当气管导管进入气管后，外部可充气套囊5放

气，使置管引导器在气管内与气管导管脱离；当置管引导器与气管导管脱离后，将内部可充

气套囊6充气，使置管引导器就固定在纤支镜上，随纤支镜一同从气管内带出。

[0030] 根据本公开，所述内部可充气套囊6全部覆盖于所述引导器主体1的内壁。置管引

导器的内部可充气套囊6充气后可以将引导器固定在纤支镜上，从而有效减少置管引导器

在纤支镜上的滑动。

[0031] 根据本公开，由于气管导管的前端呈楔形，在使用时气管导管的前端位于置管引

导器的管体连接端3。置管引导器的圆台头端4的外部可充气套囊充气后，其头端最大外径

只需要略大于气管导管外径，既起到推送过程中保护气管导管头端的作用，避免其发生移

动；也确保固定器头端通过声门后，气管导管能顺利滑入声门。

[0032] 本公开的第一种实施方式，所述外部可充气套囊5全部覆盖于所述管体末端2的外

壁，部分覆盖于所述管体连接端3的外壁和所述圆台头端4的外壁。

[0033] 优选地，所述外部可充气套囊5在所述管体连接端3的外壁和所述圆台头端4的外

壁呈分散条状覆盖，在所述管体连接端3和所述圆台头端4连接处的外壁呈环状；所述外部

可充气套囊5在所述管体连接端3的外壁和所述圆台头端4的外壁的覆盖面积占所述管体连

接端3的外壁和所述圆台头端4的外壁总表面积的20％-40％。

[0034] 本公开的另一种实施方式，所述外部可充气套囊5全部覆盖于所述管体末端2的外

壁，部分覆盖于所述圆台头端4的外壁，所述管体末端2的外壁覆盖的外部可充气套囊和所

述圆台头端4外壁覆盖的外部可充气套囊可以通过中空管路连接。

[0035] 优选地，所述外部可充气套囊5在所述圆台头端4的外壁呈分散条状覆盖，在所述

管体连接端3和所述圆台头端4连接处的外壁呈环状；所述中空管路在充气状态下体积可以

发生适度膨胀；所述外部可充气套囊5在所述圆台头端4的外壁的覆盖面积占所述圆台头端

4的外壁总表面积的20％-40％。

[0036] 根据本公开，引导器主体1为内部中空的一体成型结构，包括管体末端2、管体连接

端3和圆台头端4，管体末端2和管体连接端3为圆柱体管状结构，圆台头端4为圆台状管状结

构，在未充气状态下，置管引导器的管体末端2的外径略小于气管导管内径，使用时置入气

管导管内，然后外部可充气套囊5充气，使得气管导管头端和引导器固定在一起。优选地，所

述管体末端2外径为8-5mm，内径为7-4mm；所述圆台头端4与所述管体连接端3相连接的横截

面外径为8-5mm，内径为6-4mm；所述圆台头端4远离所述管体连接端3的横截面外径为5-

4mm，内径为4-3mm。

[0037] 优选地，所述管体末端2的长度为所述引导器主体1总长度的50％-60％；管体连接

端3为所述引导器主体1总长度的20％-25％；圆台头端4为所述引导器主体1总长度的20％-

25％。

[0038] 根据本公开，所述第一充气管路10和所述内部可充气套囊4一体式连接；所述所述

第二充气管路9和所述外部可充气套囊5一体式连接；所述第一充气管路8和所述第二充气

管路9的外径为1-1.5mm，内径为0.5-1mm，长度为20-30cm。

[0039] 优选地，所述第一充气阀门8和所述第二充气阀门7可以为手握充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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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提供的纤维气管镜置管引导器可以在气管导管和纤支镜之间

起到过渡作用，从而引导气管导管顺利通过声门滑入气管内，在减少软组织损伤的同时，大

大增加置管成功率。

[0041]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公开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公开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中

的具体细节，在本公开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公开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简单变型，这

些简单变型均属于本公开的保护范围。

[0042]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中所描述的各个具体技术特征，在不矛

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任何合适的方式进行组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公开对各种可

能的组合方式不再另行说明。

[0043] 此外，本公开的各种不同的实施方式之间也可以进行任意组合，只要其不违背本

公开的思想，其同样应当视为本公开所公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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