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0366275.2

(22)申请日 2021.02.08

(73)专利权人 浙江苏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314000 浙江省嘉兴市经济开发区振

兴路168号

(72)发明人 鲍忆　张建忠　吉恒权　

(74)专利代理机构 浙江永鼎律师事务所 33233

代理人 陆永强　张建

(51)Int.Cl.

A61M 16/01(2006.01)

A61M 16/08(2006.01)

A61M 16/06(2006.01)

A61M 16/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次性双腔麻醉呼吸管路组件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一次性双腔麻醉呼

吸管路组件，它解决了麻醉呼吸管易发生弯折等

问题，其包括呼气管和吸气管，吸气管套在呼气

管外，呼气管内为呼气通道，呼气管与吸气管之

间为吸气通道，呼气管和吸气管一端固定有与呼

吸面罩连接的呼吸接头，呼气管和吸气管另一端

固定有与麻醉机或呼吸机连接的三通接头，呼气

管和吸气管为波纹管且之间的吸气通道内设置

有可拆卸的支撑架体。本实用新型具有不易发生

弯折、结构稳定性好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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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一次性双腔麻醉呼吸管路组件，包括呼气管(1)和吸气管(2)，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吸气管(2)套在呼气管(1)外，所述的呼气管(1)内为呼气通道(11)，所述的呼气管(1)与

吸气管(2)之间为吸气通道(21)，所述的呼气管(1)和吸气管(2)一端固定有与呼吸面罩连

接的呼吸接头(3)，所述的呼气管(1)和吸气管(2)另一端固定有与麻醉机或呼吸机连接的

三通接头(4)，所述的呼气管(1)和吸气管(2)为波纹管且之间的吸气通道(21)内设置有可

拆卸的支撑架体(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次性双腔麻醉呼吸管路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撑架体

(5)具有贴合在呼气管(1)外侧的内支架(51)以及贴合在吸气管(2)内侧的外支架(52)，所

述的外支架(52)和内支架(51)分别由两个螺旋状且相对其中心对称的支撑条(53)组成，所

述的外支架(52)的交接处与内支架(51)的交接处一一对应且之间通过支撑筋(54)保持内

支架(51)与外支架(52)之间的空隙，所述的支撑条(53)与支撑筋(54)连为一体。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次性双腔麻醉呼吸管路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呼吸接头

(3)具有与呼气管(1)和吸气管(2)连接的密封机构(6)，所述的呼吸接头(3)与支撑架体(5)

通过扣接机构(7)固定，所述的呼吸接头(3)与呼吸面罩相对的一端设置有插接固定机构

(8)。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次性双腔麻醉呼吸管路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密封机构

(6)包括与呼气管(1)内侧贴合的内管(61)以及与吸气管(2)内侧贴合的外管(62)，所述的

内管(61)与外管(62)之间留有与吸气通道(21)相对连通的吸气口(63)，所述的内管(61)内

部留有与呼气通道(11)相对连通的呼气口(64)，所述的内管(61)与外管(62)之间设置有若

干相对其中心轴线对称的支撑立板(65)，所述的内管(61)与外管(62)外侧设有与呼气管

(1)和吸气管(2)的波纹卡合的外螺纹，所述的内管(61)与外管(62)外侧分别套有具有内螺

纹的密封套(66)，所述的外螺纹与内螺纹之间留有间隙。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次性双腔麻醉呼吸管路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扣接机构

(7)包括若干设置在支撑立板(65)与支撑架体(5)相对的一端的卡扣(71)，所述的卡扣(71)

开口朝外且分别与支撑架体(5)的内支架(51)和外支架(52)扣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次性双腔麻醉呼吸管路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插接固定

机构(8)包括插接在呼吸面罩上的插头(81)，所述的插头(81)外侧设置有若干相对其中心

轴线对称的旋接条(82)，所述的插头(81)具有与呼吸面罩贴合的封闭圈(83)，所述的封闭

圈(83)与呼吸面罩相对的一侧贴合有硅胶垫片(84)。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次性双腔麻醉呼吸管路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呼吸接头

(3)上设置有与吸气通道(21)连通的应急开口(31)且所述的应急开口(31)由旋钮盖(32)封

闭。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次性双腔麻醉呼吸管路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三通接头

(4)呈Y形，所述的三通接头(4)内设置有与呼气通道(11)连通的出气通道(41)以及与吸气

通道(21)连通的进气通道(42)，所述的出气通道(41)和进气通道(42)相互隔断，所述的三

通接头(4)与呼气管(1)和吸气管(2)连接处的出气通道(41)相对进气通道(42)凸出。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次性双腔麻醉呼吸管路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出气通道

(41)与呼吸机连通，所述的进气通道(42)与麻醉机连通。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次性双腔麻醉呼吸管路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三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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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4)的出气通道(41)和进气通道(42)与呼吸机或麻醉机之间分别通过柔性软管(43)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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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双腔麻醉呼吸管路组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一次性双腔麻醉呼吸管路组

件。

背景技术

[0002] 呼吸麻醉装置是重要的医疗器械，它能为病人提供所需的氧气或麻醉气体。呼吸

麻醉装置通常包括呼吸面罩、呼吸机以及连接呼吸面罩和呼吸机的中分呼吸麻醉管。患有

严重呼吸不畅的病人，则需要用呼吸机进行帮助呼吸，然而需要手术的病人，有些则采用吸

入式进行麻醉，这时就需要用面罩罩住病人的口鼻，通过呼吸回路管与呼吸机或麻醉机相

连，便于对病人进行治疗。但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常用的麻醉呼吸管易发生弯折，导致麻

醉或呼吸连通不畅。除此之外，麻醉呼吸管连接后易发生脱落，安装稳定性较差。

[0003]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人们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解决

方案。例如，中国专利文献公开了一种具有密封包胶层的中分管组件及其呼吸装置

[201420732061.2]，其包括面罩接头、进气接头和连接面罩接头和进气接头的中分管，中分

管包括柔性管体，柔性管体内具有输气通道，输气通道内穿设有采集胶管，采集胶管的两端

分别延伸穿出柔性胶管；面罩接头与柔性管体的连接处以及进气接头与柔性管体的连接处

均分别设置有密封结构，密封结构包括密封圈和密封包胶层，密封包胶层包覆于相对应的

密封圈的外表面，上述呼吸装置包括上述中分管组件。

[0004] 上述方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麻醉呼吸管连接时易发生脱落的问题，但是该方案

依然存在着诸多不足，例如使用过程中管体易发生弯折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一种设计合理，管体不易发生弯折的一

次性双腔麻醉呼吸管路组件。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下列技术方案：本一次性双腔麻醉呼吸管路

组件，包括呼气管和吸气管，吸气管套在呼气管外，呼气管内为呼气通道，呼气管与吸气管

之间为吸气通道，呼气管和吸气管一端固定有与呼吸面罩连接的呼吸接头，呼气管和吸气

管另一端固定有与麻醉机或呼吸机连接的三通接头，呼气管和吸气管为波纹管且之间的吸

气通道内设置有可拆卸的支撑架体。呼气管和吸气管同轴设置，由支撑架体保持内部通道

的结构，避免呼气管和吸气管过度弯折影响气体流动。

[0007] 在上述的一次性双腔麻醉呼吸管路组件中，支撑架体具有贴合在呼气管外侧的内

支架以及贴合在吸气管内侧的外支架，外支架和内支架分别由两个螺旋状且相对其中心对

称的支撑条组成，外支架的交接处与内支架的交接处一一对应且之间通过支撑筋保持内支

架与外支架之间的空隙，支撑条与支撑筋连为一体。外支架和内支架分别保持呼气管和吸

气管的结构稳定性，之间的支撑筋保持外支架和内支架相对距离的同时不影响支撑架体以

及呼气管与吸气管的正常伸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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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在上述的一次性双腔麻醉呼吸管路组件中，呼吸接头具有与呼气管和吸气管连接

的密封机构，呼吸接头与支撑架体通过扣接机构固定，呼吸接头与呼吸面罩相对的一端设

置有插接固定机构。呼吸接头用于连接呼吸面罩，与呼吸面罩具有较好的密封性和连接稳

定性。

[0009] 在上述的一次性双腔麻醉呼吸管路组件中，密封机构包括与呼气管内侧贴合的内

管以及与吸气管内侧贴合的外管，内管与外管之间留有与吸气通道相对连通的吸气口，内

管内部留有与呼气通道相对连通的呼气口，内管与外管之间设置有若干相对其中心轴线对

称的支撑立板，内管与外管外侧设有与呼气管和吸气管的波纹卡合的外螺纹，内管与外管

外侧分别套有具有内螺纹的密封套，外螺纹与内螺纹之间留有间隙。密封机构与呼气管和

吸气管分别采用独立的管体配合，保持呼气通道和吸气通道的相对独立。

[0010] 在上述的一次性双腔麻醉呼吸管路组件中，扣接机构包括若干设置在支撑立板与

支撑架体相对的一端的卡扣，卡扣开口朝外且分别与支撑架体的内支架和外支架扣接。扣

接机构用于保持支撑架体与呼气管和吸气管同步伸缩，同时防止支撑架体端头与呼吸接头

脱离。

[0011] 在上述的一次性双腔麻醉呼吸管路组件中，插接固定机构包括插接在呼吸面罩上

的插头，插头外侧设置有若干相对其中心轴线对称的旋接条，插头具有与呼吸面罩贴合的

封闭圈，封闭圈与呼吸面罩相对的一侧贴合有硅胶垫片。插接固定机构方便将呼吸接头快

速固定至呼吸面罩上。

[0012] 在上述的一次性双腔麻醉呼吸管路组件中，呼吸接头上设置有与吸气通道连通的

应急开口且应急开口由旋钮盖封闭。当呼气通道或吸气通道发生堵塞时，应急开口可为呼

吸面罩紧急供气以及辅助增氧。

[0013] 在上述的一次性双腔麻醉呼吸管路组件中，三通接头呈Y形，三通接头内设置有与

呼气通道连通的出气通道以及与吸气通道连通的进气通道，出气通道和进气通道相互隔

断，三通接头与呼气管和吸气管连接处的出气通道相对进气通道凸出。三通接头与呼吸机

和麻醉机连通，满足麻醉呼吸管路组件不同的使用需求，供气体正常交换流动。

[0014] 在上述的一次性双腔麻醉呼吸管路组件中，出气通道与呼吸机连通，进气通道与

麻醉机连通。常规状态下，呼气通道的热量为提高吸气通道内的温度，保证呼吸温度恒定，

减少对呼吸道的刺激。

[0015] 在上述的一次性双腔麻醉呼吸管路组件中，三通接头的出气通道和进气通道与呼

吸机或麻醉机之间分别通过柔性软管连接。三通接头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长度的柔性软

管。

[0016] 与现有的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呼气管和吸气管由支撑架体保持相

对距离和结构稳定性，不易发生过度弯折影响气体流动；呼吸接头和三通接头方便将呼吸

面罩与呼吸机或麻醉机快速连通；吸气通道包覆在呼气通道周围，呼气时产生的热量可提

高吸气通道内部温度，减少对呼吸道的刺激。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呼气管和吸气管的装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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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支撑架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呼吸接头的结构剖视图；

[0021]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三通接头的结构剖视图；

[0022] 图中，呼气管1、呼气通道11、吸气管2、吸气通道21、呼吸接头3、应急开口31、旋钮

盖32、三通接头4、出气通道41、进气通道42、柔性软管43、支撑架体5、内支架51、外支架52、

支撑条53、支撑筋54、密封机构6、内管61、外管62、吸气口63、呼气口64、支撑立板65、密封套

66、扣接机构7、卡扣71、插接固定机构8、插头81、旋接条82、封闭圈83、硅胶垫片84。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4] 如图1‑5所示，本一次性双腔麻醉呼吸管路组件，包括呼气管1和吸气管2，吸气管2

套在呼气管1外，呼气管1内为呼气通道11，呼气管1与吸气管2之间为吸气通道21，呼气管1

和吸气管2一端固定有与呼吸面罩连接的呼吸接头3，呼气管1和吸气管2另一端固定有与麻

醉机或呼吸机连接的三通接头4，呼气管1和吸气管2为波纹管且之间的吸气通道21内设置

有可拆卸的支撑架体5。吸气通道21相对呼气通道11环绕设置，吸气通道21用于呼吸机或麻

醉机输入氧气或麻醉性气体，呼气通道11排出气体，呼气通道11和吸气通道21相互隔断，通

过呼吸接头3和三通接头4依然保持分离。

[0025] 具体地，支撑架体5具有贴合在呼气管1外侧的内支架51以及贴合在吸气管2内侧

的外支架52，外支架52和内支架51分别由两个螺旋状且相对其中心对称的支撑条53组成，

外支架52的交接处与内支架51的交接处一一对应且之间通过支撑筋54保持内支架51与外

支架52之间的空隙，支撑条53与支撑筋54连为一体。支撑架体5为不锈钢材质，其中外支架

52和内支架51以及支撑筋54为细条状且相对支撑架体5中心对称，支撑架体5可重复使用，

外部的呼气管1和吸气管2可拆卸更换。

[0026] 深入地，呼吸接头3具有与呼气管1和吸气管2连接的密封机构6，呼吸接头3与支撑

架体5通过扣接机构7固定，呼吸接头3与呼吸面罩相对的一端设置有插接固定机构8。密封

机构6和扣接机构7设置在呼吸接头3同一端，插接固定机构8设置在另一端，保持呼吸面罩

与呼气通道11和吸气通道21的连通。

[0027] 进一步地，密封机构6包括与呼气管1内侧贴合的内管61以及与吸气管2内侧贴合

的外管62，内管61与外管62之间留有与吸气通道21相对连通的吸气口63，内管61内部留有

与呼气通道11相对连通的呼气口64，内管61与外管62之间设置有若干相对其中心轴线对称

的支撑立板65，内管61与外管62外侧设有与呼气管1和吸气管2的波纹卡合的外螺纹，内管

61与外管62外侧分别套有具有内螺纹的密封套66，外螺纹与内螺纹之间留有间隙。密封机

构6保持呼吸接头3与呼气管1和吸气管2的密封性，密封套66与内管61与外管62之间的间隙

便于夹紧固定呼气管1和吸气管2。

[0028] 更进一步地，扣接机构7包括若干设置在支撑立板65与支撑架体5相对的一端的卡

扣71，卡扣71开口朝外且分别与支撑架体5的内支架51和外支架52扣接。卡扣71与支撑架体

5相互扣接，其结构简单，方便任意拆卸。

[0029] 除此之外，插接固定机构8包括插接在呼吸面罩上的插头81，插头81外侧设置有若

干相对其中心轴线对称的旋接条82，插头81具有与呼吸面罩贴合的封闭圈83，封闭圈83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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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面罩相对的一侧贴合有硅胶垫片84。插头81插入呼吸面罩后，旋接条82与相应的旋接

槽卡紧。

[0030] 同时，呼吸接头3上设置有与吸气通道21连通的应急开口31且应急开口31由旋钮

盖32封闭。呼吸接头3上的应急开口31打开后，外接输氧管或进行抽压，从而将吸气管2或呼

气管1内部疏通。

[0031] 可见地，三通接头4呈Y形，三通接头4内设置有与呼气通道11连通的出气通道41以

及与吸气通道21连通的进气通道42，出气通道41和进气通道42相互隔断，三通接头4与呼气

管1和吸气管2连接处的出气通道41相对进气通道42凸出。出气通道41和进气通道42交叉，

气体可正常完成交换。

[0032] 很明显，出气通道41与呼吸机连通，进气通道42与麻醉机连通。呼吸机通过进气通

道42朝向呼吸面罩输入空气或氧气，呼出的气体由出气通道41输出并回流至呼吸机内，麻

醉机通过进气通道42输入麻醉气体。

[0033] 优选地，三通接头4的出气通道41和进气通道42与呼吸机或麻醉机之间分别通过

柔性软管43连接。三通接头4与呼吸接头3配合，保持呼气管1和吸气管2两端固定，无需额外

的回路。

[0034] 综上所述，本实施例的原理在于：吸气通道21相对呼气通道11环绕设置，吸气通道

21用于呼吸机或麻醉机输入氧气或麻醉性气体，呼气通道11排出气体，呼气通道11和吸气

通道21相互隔断并由吸气通道21内的支撑架体5保持呼气管1和吸气管2的结构稳定性。

[0035]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实用新型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

的方式替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0036] 尽管本文较多地使用了呼气管1、呼气通道11、吸气管2、吸气通道21、呼吸接头3、

应急开口31、旋钮盖32、三通接头4、出气通道41、进气通道42、柔性软管43、支撑架体5、内支

架51、外支架52、支撑条53、支撑筋54、密封机构6、内管61、外管62、吸气口63、呼气口64、支

撑立板65、密封套66、扣接机构7、卡扣71、插接固定机构8、插头81、旋接条82、封闭圈83、硅

胶垫片84等术语，但并不排除使用其它术语的可能性。使用这些术语仅仅是为了更方便地

描述和解释本实用新型的本质；把它们解释成任何一种附加的限制都是与本实用新型精神

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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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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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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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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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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