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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双管双腔气管插管，

包括第一引导腔和第二引导腔，所述第一引导腔

用于机器端处，所述第一引导腔用于经口插管术

所适用，所述第二引导腔用于经鼻插管术所适

用，所述第一引导腔一端连接有吸痰连接端，所

述吸痰连接端外接于急救机械上，所述第二引导

腔一端连接有鼻腔固定器，所述第二引导腔另一

端向下延伸连接至示压气阀，所述第一引导腔穿

过示压气阀后延伸至第二套囊，所述第二引导腔

穿过示压气阀后延伸至第一套囊。该双管双腔气

管插管设置有双管道，分别对应经口插管术以及

经鼻插管术所使用，更加有利于咽部手术操作以

及手术区域位置的暴露，为气道通畅、通气供氧、

呼吸道吸引和防止误吸等提供最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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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管双腔气管插管，包括第一引导腔(1)和第二引导腔(2)，所述第一引导腔(1)

用于机器端处，所述第一引导腔(1)用于经口插管术所适用，所述第二引导腔(2)用于经鼻

插管术所适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引导腔(1)一端连接有吸痰连接端(11)，所述吸痰连

接端(11)外接于急救机械上，所述第一引导腔(1)另一端向下延伸连接至示压气阀(3)，所

述第二引导腔(2)一端连接有鼻腔固定器(21)，所述第二引导腔(2)另一端向下延伸连接至

示压气阀(3)，所述鼻腔固定器(21)整体呈“Y”字型结构，所述第一引导腔(1)穿过示压气阀

(3)后延伸至第二套囊(51)，所述第二引导腔(2)穿过示压气阀(3)后延伸至第一套囊(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管双腔气管插管，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引导腔(1)的

内侧贴附有第二单向阀(41)，所述第二单向阀(41)沿第一引导腔(1)的内壁延伸方向伸入

第二套囊(51)内并与其相连通，所述第一引导腔(1)内圆周面分布贴附有微型弹力丝圈

(1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管双腔气管插管，其特征在于，所述鼻腔固定器(21)包

括有延伸端(211)、鼻支(212)和鼻端固定套环(213)组成，所述延伸端(211)一端端部连接

有以自身纵轴心呈对称状态向上延伸的两根鼻支(212)，各所述鼻支(212)外侧连接有呈环

形结构的鼻端固定套环(213)，所述鼻端固定套环(213)的圆周面环套贴附有防磨垫

(213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管双腔气管插管，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引导腔(2)的

内侧贴附有第一单向阀(4)，所述第一单向阀(4)沿第二引导腔(2)的内壁延伸方向伸入第

一套囊(5)内并与其相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管双腔气管插管，其特征在于，所述示压气阀(3)内同

时穿入有第一引导腔(1)和第二引导腔(2)，且所述示压气阀(3)的底部位于第一引导腔(1)

与第二引导腔(2)的并联相接处环绕箍入一旋转套头(31)，所述旋转套头(31)为扣锁式结

构体。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双管双腔气管插管，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单向阀(4)和

第二单向阀(41)内皆设置有阀芯(42)，所述阀芯(42)包括有环绕于阀芯(42)的柱型芯体外

周的阀芯弹簧(42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管双腔气管插管，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套囊(5)和第

二套囊(51)皆为透明体，且两者内皆连通有第二引导腔(2)和第一引导腔(1)，所述第一引

导腔(1)和第二引导腔(2)自第一套囊(5)和第二套囊(51)后分别连接至第一给药接头(6)

和第二给药接头(61)处，所述第一给药接头(6)和第二给药接头(61)皆开设有给药墨菲口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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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管双腔气管插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相关，特别是涉及一种双管双腔气管插管。

背景技术

[0002] 为了恢复患者的正常生理机理，在进行心肺复苏及伴有呼吸功能障碍的急危重症

患者抢救过程中，需要对患者实施气管插管；现有技术中气管插管多数采用经口气管插管

和经鼻气管插管，即连接呼吸机的管路由患者口腔延伸至患者气门，辅助患者呼吸或者是

是连接呼吸机的管路经由患者鼻腔延伸至气门或者食道，以便能够辅助患者呼吸或者进

食，但是无论是经口气管插管和经鼻气管插管都是只具有一根管道，在维持患者在监护期

间的呼吸正常的同时就无法定量地进食，经口气管插管还需要定期护理口腔，容易溢出，脱

位，不宜长期耐受，口腔护理也不方便，容易发生牙齿、口咽的损伤，另外医护人员进管或者

拔管完全凭借经验控制进管或者拔管的速度，但是对于经验不足的医护人员容易因为进管

速度过快而划伤患者，无法保证患者的健康，而通常利用胶带将管道粘贴固定在患者鼻子

周围固定管路的方式也很不可取，会导致皮肤过敏，长期使用胶带会造成皮肤问题乃至感

染，所以现有技术中两种气管插管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化临床的需要，急需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情况，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的一种能够进行双向插入功

能，且功能完全的双管双腔气管插管。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双管双腔气管插管，包括第

一引导腔和第二引导腔，所述第一引导腔用于机器端处，所述第一引导腔用于经口插管术

所适用，所述第二引导腔用于经鼻插管术所适用，所述第一引导腔一端连接有吸痰连接端，

所述吸痰连接端外接于急救机械上，所述第一引导腔另一端向下延伸连接至示压气阀，所

述第二引导腔一端连接有鼻腔固定器，所述第二引导腔另一端向下延伸连接至示压气阀，

所述鼻腔固定器整体呈“Y”字型结构，所述第一引导腔穿过示压气阀后延伸至第二套囊，所

述第二引导腔穿过示压气阀后延伸至第一套囊。

[0005] 优选的，所述第一引导腔的内侧贴附有第二单向阀，所述第二单向阀沿第一引导

腔的内壁延伸方向伸入第二套囊内并与其相连通，所述第一引导腔内圆周面分布贴附有微

型弹力丝圈。

[0006] 优选的，所述鼻腔固定器包括有延伸端、鼻支和鼻端固定套环组成，所述延伸端一

端端部连接有以自身纵轴心呈对称状态向上延伸的两根鼻支，各所述鼻支外侧连接有呈环

形结构的鼻端固定套环，所述鼻端固定套环的圆周面环套贴附有防磨垫。

[0007] 优选的，所述第二引导腔的内侧贴附有第一单向阀，所述第一单向阀沿第二引导

腔的内壁延伸方向伸入第一套囊内并与其相连通。

[0008] 优选的，所述示压气阀内同时穿入有第一引导腔和第二引导腔，且所述示压气阀

的底部位于第一引导腔与第二引导腔的并联相接处环绕箍入一旋转套头，所述旋转套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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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锁式结构体。

[0009] 优选的，所述第一单向阀和第二单向阀内皆设置有阀芯，所述阀芯包括有环绕于

阀芯的柱型芯体外周的阀芯弹簧。

[0010] 优选的，所述第一套囊和第二套囊皆为透明体，且两者内皆连通有第二引导腔和

第一引导腔，所述第一引导腔和第二引导腔自第一套囊和第二套囊后分别连接至第一给药

接头和第二给药接头处，所述第一给药接头和第二给药接头皆开设有给药墨菲口。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该双管双腔气管插管设置有双管道，

分别对应经口插管术以及经鼻插管术所使用，摒弃传统贴胶布固定的方式，避免皮肤接触

胶水等可能导致过敏、感染的粘黏物，提高佩戴舒适性的同时，增加了使用安全性，使整个

插管不易掉落，本新型插管能够避免患者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拨动或者咬持管道造成的管

道损伤，也能够保证患者的健康，更加有利于咽部手术操作以及手术区域位置的暴露，为气

道通畅、通气供氧、呼吸道吸引和防止误吸等提供最佳条件。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实用新型鼻腔固定器结构放大示意图；

[0014] 图3为本实用新型给药头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为本实用新型阀芯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为本实用新型第一引导腔内部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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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

[0018] 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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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9] 实施例一：请参阅图1，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双管双腔气管插管，包

括第一引导腔1和第二引导腔2，第一引导腔1用于机器端处，第一引导腔1用于经口插管术

所适用，第二引导腔2用于经鼻插管术所适用，第一引导腔1一端连接有吸痰连接端11，吸痰

连接端11外接于急救器械上，第一引导腔1内圆周面分布贴附有微型弹力丝圈12，损伤微型

弹力丝圈12为层层交叠环套的环圈结构，微型弹力丝圈12沿第一引导腔1内圆周面分布贴

附，形成一个细密的弹力层，当患者经口插管后，患者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拨动或者咬持第

一引导腔1的管道时，咬压时微型弹力丝圈12的受力处就会通过自己的弹性套圈结构将压

力传导至两侧分散，从而避免管道损伤，延误病患救治时间，从而减轻了救治压力。

[0020] 参阅图1、图2，如附图中实施例所示，第二引导腔2一端连接有鼻腔固定器21，第二

引导腔2另一端向下延伸连接至示压气阀3，第一引导腔1和第二引导腔2这两种引导腔体同

时使用一个示压气阀3，解决了传统第二引导腔2在插入导入使用中，因管腔较小导致的气

流阻力较大，吸痰不方便的情况，鼻腔固定器21包括有延伸端211、鼻支212和鼻端固定套环

213组成，延伸端211一端端部连接有以自身纵轴心呈对称状态向上延伸的两根鼻支212，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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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支212外侧连接有呈环形结构的鼻端固定套环213，鼻支212对应两侧鼻孔处固定，将鼻端

固定套环213拉伸至耳廓处固定，使用鼻端固定套环213的圆周面环套贴附的防磨垫2131防

止长期佩戴中的摩擦，同时利用防磨垫2131增大鼻端固定套环213的固定接触面，避免耳后

皮肤因接触面过少产生勒痕和压疮的情况产生，鼻腔固定器21增加了整个气管插管的使用

安全性，使整个插管不易掉落。

[0021] 参阅图1、图3，如附图中实施例所示，第一套囊5和第二套囊51皆为透明体，且两者

内皆连通有第二引导腔2和第一引导腔1，示压气阀3在第一引导腔1和第二引导腔2进行使

用时，利用两者的相连接部分，分散压力较高一方的过于压力，均衡气压指数，医护人员也

可以通过观察示压气阀3的压力指数，调节气压，从而避免了病人气道的损伤，第一引导腔1

和第二引导腔2自第一套囊5和第二套囊51后分别连接至第一给药接头6和第二给药接头61

处，第一给药接头6和第二给药接头61皆开设有给药墨菲口62。

[0022] 参阅图1、图2、图3，如附图中实施例所示，第二引导腔2的内侧贴附有第一单向阀

4，第一单向阀4沿第二引导腔2的内壁延伸方向伸入第一套囊5内并与其相连通，第二引导

腔2可进行多种情况的抢救治疗，如紧急抢救过程中，患者呈昏迷或半昏迷状态，基本无自

主行为意识时；患者下颌活动受限时和患者头颈部损伤时；患者口腔内具有明显损伤时，第

二引导腔2穿过示压气阀3后延伸至第一套囊5，延伸端211与鼻支212形成“Y”型的连接结

构，鼻腔固定器21与第二引导腔2相连接处通过延伸端211进行包覆密封，延伸端211为透明

压缩薄膜材质，鼻腔固定器21与第二引导腔2的相连接部位得以完全伏贴，不会有明显的凸

出部位，使插入过程顺畅无阻，同时在插入鼻腔时不会流出异物使病患呛气。

[0023] 参阅图4、图5，如附图中实施例所示，第一引导腔1的内侧贴附有第二单向阀41，第

二单向阀41沿第一引导腔1的内壁延伸方向伸入第二套囊51内并与其相连通，第一单向阀4

和第二单向阀41内皆设置有阀芯42，第一单向阀4和第二单向阀42内芯皆为纯硅胶内芯，可

用于核磁共振检查，不会影响到检查结果，方便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病情检查以及救治，阀

芯42包括有环绕于阀芯42的柱型芯体外周的阀芯弹簧421，阀芯弹簧421受力通过自身弹簧

的牵拉来保证给药方向始终使自外而内的单向给药，避免了药液逆流的情况发生。

[0024] 参阅图1、图2、图3、图4和图5，如附图中实施例所示，第一引导腔1另一端向下延伸

连接至示压气阀3，鼻腔固定器21整体呈“Y”字型结构，第一引导腔1穿过示压气阀3后延伸

至第二套囊51，示压气阀3内同时穿入有第一引导腔1和第二引导腔2，且示压气阀3的底部

位于第一引导腔1与第二引导腔2的并联相接处环绕箍入一旋转套头31，旋转套头31为扣锁

式结构体，通过旋转套头31可将第一引导腔1和第二引导腔2并排连接在一起，从而在不使

用时便于两者规整放置，同时在使用时也可以避免管体缠绕。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该双管双腔气管插管设置有双管道，

分别对应经口插管术以及经鼻插管术所使用，摒弃传统贴胶布固定的方式，避免皮肤接触

胶水等可能导致过敏、感染的粘黏物，提高佩戴舒适性的同时，增加了使用安全性，使整个

插管不易掉落，本新型插管能够避免患者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拨动或者咬持管道造成的管

道损伤，也能够保证患者的健康，更加有利于咽部手术操作以及手术区域位置的暴露，为气

道通畅、通气供氧、呼吸道吸引和防止误吸等提供最佳条件。

[0026]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

说，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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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等同替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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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等，均应

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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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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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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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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