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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防护型呼吸连接管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主动防护型呼吸连接

管，其包括呼吸连接管、单向排气管以及定位连

接管；在所述定位连接管的头端设置气流开关；

气体从定位连接管流向呼吸连接管时，气流开关

能处于打开状态，气体从呼吸连接管流向定位连

接管时，气流开关处于关闭状态；气流开关处于

打开状态时，进入定位连接管内的气体通过气流

开关能流向进入呼吸连接管内，且通过气流开关

能阻断单向排气管与呼吸连接管之间的连通状

态，以使得气体从呼吸连接管流出；气流开关处

于关闭状态时，通过气流开关能阻挡进入呼吸连

接管内的气体流向进入定位连接管内，以使得流

入呼吸连接管的气体从单向排气管排出。本实用

新型能实现单向呼吸的供气连接，使用方便，安

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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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主动防护型呼吸连接管，其特征是：包括呼吸连接管(6)、设置于呼吸连接管(6)

上的单向排气管(4)以及与所述呼吸连接管(6)适配连接的定位连接管(2)，单向排气管(4)

与呼吸连接管(6)相连通；

在所述定位连接管(2)的头端设置能根据气流方向控制开关状态的气流开关，定位连

接管(2)头端的气流开关嵌置在呼吸连接管(6)内；气体从定位连接管(2)流向呼吸连接管

(6)时，气流开关能处于打开状态，气体从呼吸连接管(6)流向定位连接管(2)时，气流开关

处于关闭状态；

气流开关处于打开状态时，进入定位连接管(2)内的气体通过气流开关能流向进入呼

吸连接管(6)内，且通过气流开关能阻断单向排气管(4)与呼吸连接管(6)之间的连通状态，

以使得气体从呼吸连接管(6)流出；

气流开关处于关闭状态时，通过气流开关能阻挡进入呼吸连接管(6)内的气体流向进

入定位连接管(2)内，以使得流入呼吸连接管(6)的气体从单向排气管(4)排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主动防护型呼吸连接管，其特征是：所述气流开关包括若干设

置于所述定位连接管(2)头部的开关膜片(5)，多片开关膜片(5)在定位连接管(2)上呈锥

形，开关膜片(5)的尖端伸入呼吸连接管(6)内；沿定位连接管(2)指向呼吸连接管(6)方向

流动的气体进入定位连接管(2)后能推开开关膜片(5)，以使得气流开关处于打开状态。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主动防护型呼吸连接管，其特征是：所述定位连接管(2)的尾

端设置螺纹连接管(1)，所述螺纹连接管(1)的一端与定位连接管(2)固定连接，螺纹连接管

(1)的另一端设置连接头(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主动防护型呼吸连接管，其特征是：在所述定位连接管(2)上

设置定位连接管第一定位台阶(7)以及定位连接管第二定位台阶(8)，在呼吸连接管(6)内

设置与定位连接管第二定位台阶(8)适配的呼吸连接管定位台阶(9)，且在呼吸连接管(6)

内还设置密封定位台阶(10)；

定位连接管(2)的头端伸入呼吸连接管(6)时，呼吸连接管(6)的尾端与定位连接管第

一定位台阶(7)对准定位，且呼吸连接管定位台阶(9)与定位连接管第二定位台阶(8)对准

定位；气流开关处于打开状态时，气流开关与密封定位台阶(10)配合，能阻挡单向排气管

(4)与呼吸连接管(6)之间的连通状态。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主动防护型呼吸连接管，其特征是：在所述呼吸连接管(6)的

外壁上凹设有定位槽(11)，所述定位槽(11)位于呼吸连接管定位台阶(9)与密封定位台阶

(10)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之一所述的主动防护型呼吸连接管，其特征是：所述定位连接管

(2)嵌置在呼吸连接管(6)内后，定位连接管(2)与呼吸连接管(6)呈同轴分布。

7.根据权利要求1至4之一所述的主动防护型呼吸连接管，其特征是：在所述单向排气

管(4)内还设有能对排出的气体进行杀菌净化的气体杀菌净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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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防护型呼吸连接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连接管，尤其是一种主动防护型呼吸连接管，属于医疗器械

的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气管插管病人自主呼吸通气量常不足，在转运过程中必须给于呼吸支持，以避免

通气量不足导致缺氧和二氧化碳蓄积。目前转运病人时常使用转运呼吸机或简易呼吸球囊

做呼吸支持，转运呼吸机虽然呼吸支持时供气频率和潮气量精准，但价格昂贵使用较少；简

易呼吸球囊由人工控制，供气不够精准，但价格低廉，使用方便，应用极广。

[0003] 无论是转运呼吸机或简易呼吸球囊做呼吸支持时，供气口和气管插管间均存在污

染现象，即，患者呼出气体经单回路排出体外污染了呼吸接口。故，转运呼吸机或简易呼吸

球囊理论上应一人一用一消毒，但由于转运呼吸机或简易呼吸球囊使用极为频繁，价格相

对也较为昂贵，目前临床上基本达不到消毒要求。

[0004] 同时，患者呼出的气体直接排放在大气中，普通病人影响不大，但在呼吸性传染病

患者中，如非典、肺结核患者，由于病菌播散污染周围环境，对医护人员及邻居患者均极为

不利，可能导致交叉感染。我们需要一种在呼吸道疾病患者呼吸支持转运中，也能防止病菌

播散，避免交叉感染的呼吸连接管。

[0005] 临床需要一种与转运呼吸机或简易呼吸球囊匹配的呼吸管路，价格低廉，一人一

用一弃置，从源头上避免患者呼出气体污染转运呼吸机或简易呼吸球囊，使转运呼吸机或

简易呼吸球囊在更换管路后能高频使用。

发明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主动防护型呼吸连接

管，其结构紧凑，能实现单向呼吸的供气连接，使用方便，安全可靠。

[0007] 按照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所述主动防护型呼吸连接管，包括呼吸连接管、

设置于呼吸连接管上的单向排气管以及与所述呼吸连接管适配连接的定位连接管，单向排

气管与呼吸连接管相连通；

[0008] 在所述定位连接管的头端设置能根据气流方向控制开关状态的气流开关，定位连

接管头端的气流开关嵌置在呼吸连接管内；气体从定位连接管流向呼吸连接管时，气流开

关能处于打开状态，气体从呼吸连接管流向定位连接管时，气流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0009] 气流开关处于打开状态时，进入定位连接管内的气体通过气流开关能流向进入呼

吸连接管内，且通过气流开关能阻断单向排气管与呼吸连接管之间的连通状态，以使得气

体从呼吸连接管流出；

[0010] 气流开关处于关闭状态时，通过气流开关能阻挡进入呼吸连接管内的气体流向进

入定位连接管内，以使得流入呼吸连接管的气体从单向排气管排出。

[0011] 所述气流开关包括若干设置于所述定位连接管头部的开关膜片，开关膜片在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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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管上呈锥形，开关膜片的尖端伸入呼吸连接管内；沿定位连接管指向呼吸连接管方向

流动的气体进入定位连接管后能推开开关膜片，以使得气流开关处于打开状态。

[0012] 所述定位连接管的尾端设置螺纹连接管，所述螺纹连接管的一端与定位连接管固

定连接，螺纹连接管的另一端设置连接头。

[0013] 在所述定位连接管上设置定位连接管第一定位台阶以及定位连接管第二定位台

阶，在呼吸连接管内设置与定位连接管第二定位台阶适配的呼吸连接管定位台阶，且在呼

吸连接管内还设置密封定位台阶；

[0014] 定位连接管的头端伸入呼吸连接管时，呼吸连接管的尾端与定位连接管第一定位

台阶对准定位，且呼吸连接管定位台阶与定位连接管第二定位台阶对准定位；气流开关处

于打开状态时，气流开关与密封定位台阶配合，能阻挡单向排气管与呼吸连接管之间的连

通状态。

[0015] 在所述呼吸连接管的外壁上凹设有定位槽，所述定位槽位于呼吸连接管定位台阶

与密封定位台阶之间。

[0016] 所述定位连接管嵌置在呼吸连接管内后，定位连接管与呼吸连接管呈同轴分布。

[0017] 在所述单向排气管内还设有能对排出的气体进行杀菌净化的气体杀菌净化机构。

[0018]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所述定位连接管的头端设置能根据气流方向控制开关状态

的气流开关，定位连接管头端的气流开关嵌置在呼吸连接管内；气体从定位连接管流向呼

吸连接管时，气流开关能处于打开状态，气体从呼吸连接管流向定位连接管时，气流开关处

于关闭状态，在定位连接管与呼吸连接管连接配合后，能实现对气流的单向控制，从而避免

通过呼吸连接管进入的气体对定位连接管以及螺纹连接管的污染，满足多次使用的需求，

提高使用的便捷性。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气流开关处于打开状态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气流开关处于关闭状态的示意图。

[0021] 图3为图2中的A-A剖视图。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定位连接管与螺纹连接管连接配合的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实用新型呼吸连接管的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标记说明：1-螺纹连接管、2-定位连接管、3-连接头、4-单向排气管、5-开关膜

片、6-呼吸连接管、7-定位连接管第一定位台阶、8-定位连接管第二定位台阶、9-呼吸连接

管定位台阶、10-密封定位台阶以及11-定位槽与12-定位连接管出气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具体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6]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为了能实现单向呼吸的供气连接，本实用新型包括呼吸连

接管6、设置于呼吸连接管6上的单向排气管4以及与所述呼吸连接管6适配连接的定位连接

管2，单向排气管4与呼吸连接管6相连通；

[0027] 在所述定位连接管2的头端设置能根据气流方向控制开关状态的气流开关，定位

连接管2头端的气流开关嵌置在呼吸连接管6内；气体从定位连接管2流向呼吸连接管6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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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开关能处于打开状态，气体从呼吸连接管6流向定位连接管2时，气流开关处于关闭状

态；

[0028] 气流开关处于打开状态时，进入定位连接管2内的气体通过气流开关能流向进入

呼吸连接管6内，且通过气流开关能阻断单向排气管4与呼吸连接管6之间的连通状态，以使

得气体从呼吸连接管6流出；

[0029] 气流开关处于关闭状态时，通过气流开关能阻挡进入呼吸连接管6内的气体流向

进入定位连接管2内，以使得流入呼吸连接管6的气体从单向排气管4排出。

[0030] 具体地，定位连接管2、呼吸连接管6以及单向排气管4均需采用符合医用标准的材

料制成，定位连接管2的头端设置气流开关，气流开关置于呼吸连接管6内，所述气流开关的

开关状态由气流方向控制。所述定位连接管2的尾端设置螺纹连接管1，所述螺纹连接管1的

一端与定位连接管2固定连接，螺纹连接管1的另一端设置连接头3，螺纹连接管1可以采用

现有常用的结构形式，通过螺纹连接管1以及连接头3能方便与外部的气源连接，连接头3的

具体形式与外部气源的形式适配，具体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此处不再赘述。

[0031] 所述定位连接管2嵌置在呼吸连接管6内后，定位连接管2与呼吸连接管6呈同轴分

布。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定位连接管2的头端嵌置在呼吸连接管6内后，定位连接管2与呼

吸连接管6之间保持固定。当有气体从定位连接管2流向呼吸连接管6时，气流开关能处于打

开状态，即气体的流向为定位连接管2指向呼吸连接管6时，流动的气体能使得气流开关处

于打开状态；而当气体从呼吸连接管6流向定位连接管2时，气流开关能处于关闭状态，即气

体的流向为从呼吸连接管6指向定位连接管2时，气流开关处于关闭状态，气流开关能阻止

气体从呼吸连接管6流向定位连接管2内。

[0032]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气流开关处于打开状态时，通过螺纹连接管1引入的外部气

体通过定位连接管2后进入呼吸连接管6内，满足呼吸支持的需求；同时，气流开关阻断单向

排气管4后，气体不会通过单向排气管4排出，保证气体的供给量。

[0033] 当气流开关处于关闭状态时，能阻挡进入呼吸连接管6内的气体进入定位连接管2

内，且处于关闭状态的气流开关也不会阻挡单向排气管4与呼吸连接管6之间的连通，即进

入呼吸连接管6内的气体在无法进入定位连接管2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单向排气管4排出，避

免在呼吸连接管6内聚集。此外，在单向排气管4内可以设置单向阀，在设置单向阀后，单向

排气管4与呼吸连接管6连通的情况下，外部的气体无法单向排气管4进入呼吸连接管6内，

只允许呼吸连接管6内的气体通过单向排气管4内单向阀后排出，进一步提高呼吸连接管6、

单向排气管4等使用中的可靠性。

[0034]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在进行使用时，通过气流开关能控制气体的流向，即外部气

体只能通过定位连接管2、气流开关以及呼吸连接管6后进行呼吸支持，在呼吸支持过程中，

气体无法通过呼吸连接管6进入定位连接管2内，从而避免通过呼吸连接管6进入的气体对

定位连接管2以及螺纹连接管1的污染，满足多次使用的需求，提高使用的便捷性。

[0035] 进一步地，所述气流开关包括若干设置于所述定位连接管2头部的开关膜片5，多

片的开关膜片5在定位连接管2上呈锥形，开关膜片5的尖端伸入呼吸连接管6内；沿定位连

接管2指向呼吸连接管6方向流动的气体进入定位连接管2后能推开开关膜片5，以使得气流

开关处于打开状态。

[0036]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开关膜片5可以呈多片状，开关膜片5的数量可以根据需要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209253887 U

5



选择，开关膜片5可以采用薄膜等医用材料制成，一般情况下，多个开关膜片5之间呈相互靠

近，即呈关闭状态。多片的开关膜片5在定位连接管2头端呈锥形，即开关膜片5在定位连接

管2的头端与定位连接管2的形状相适应，定位连接管2的头端设置若干定位连接管出气孔

12，所述定位连接管出气孔12贯通定位连接管2，定位连接管2的气体通过定位连接管出气

孔12流出定位连接管2外，当开关膜片5处于打开时，则气体能流入呼吸连接管6内。此外，当

气流从呼吸连接管6流向定位连接管2时，利用定位连接管2的头部能实现对开关膜片5进行

支撑，开关膜片5贴合在定位连接管2的头端并封闭连接管出气孔12，使得气流开关处于关

闭状态。

[0037] 所述锥形的锥底指向锥顶的方向与定位连接管2指向呼吸连接管6的方向相一致，

从而使得进入定位连接管2内的气体能推开开关膜片5，满足气流通过定位连接管2进入呼

吸连接管6内。而沿呼吸连接管6指向定位连接管2方向的气体，在流动时，会使得多片开关

膜片5向锥底方向靠近，开关膜片5贴在定位连接管2的头部，开关膜片5之间与定位连接管2

的头部配合形成关闭状态阻断呼吸连接管6内的气体流向定位连接管2内。

[0038] 如图4和图5所示，在所述定位连接管2上设置定位连接管第一定位台阶7以及定位

连接管第二定位台阶8，在呼吸连接管6内设置与定位连接管第二定位台阶8适配的呼吸连

接管定位台阶9，且在呼吸连接管6内还设置密封定位台阶10；

[0039] 定位连接管2的头端伸入呼吸连接管6时，呼吸连接管6的尾端与定位连接管第一

定位台阶7对准定位，且呼吸连接管定位台阶9与定位连接管第二定位台阶8对准定位；气流

开关处于打开状态时，气流开关与密封定位台阶10配合，能阻挡单向排气管4与呼吸连接管

6之间的连通状态。

[0040]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为了方便实现定位连接管2与呼吸连接管6之间的连接配

合，在定位连接管2的外壁上设置定位连接管第一定位台阶7以及定位连接管第二定位台阶

8，定位连接管第二定位台阶8位于定位连接管第一定位台阶7与开关膜片5之间，定位连接

管第一定位台阶7跟邻近定位连接管2的尾端，定位连接管第一定位台阶7的外径大于定位

连接管第一定位台阶8的外径。

[0041] 在呼吸连接管6内设置呼吸连接管定位台阶9，当定位连接管2的头端嵌置在呼吸

连接管6内时，呼吸连接管6的尾端能与定位连接管第一定位台阶7对准，呼吸连接管6的内

径与定位连接管2相应的外径适配，呼吸连接管定位台阶9能与定位连接管第二定位台阶8

对准。

[0042] 在定位连接管2与呼吸连接管6通过上述定位台阶定位对组配合后，在正常通气情

况下，能保证气密性要求。当开关膜片5之间处于打开状态时，利用开关膜片5与密封定位台

阶10的接触，能阻断单向排气管4与呼吸连接管6之间的连通状态，即开关膜片5与密封定位

台阶10接触后，气流无法通过单向排气管4排出，只能通过呼吸连接管6进行气体排出。

[0043] 此外，在所述呼吸连接管6的外壁上凹设有定位槽11，所述定位槽11位于呼吸连接

管定位台阶9与密封定位台阶10之间。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利用定位槽11能减轻呼吸连接

管6的重量，还能实现定位、握持等作用。

[0044]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在所述单向排气管4内还设有能对排出的气体进行杀菌净

化的气体杀菌净化机构。其中，气体杀菌净化机构可以采用过滤纸、过滤膜等能对气体进行

净化的形式，具体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当气体需要通过单向排气管4排出时，需要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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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气体杀菌净化机构进行杀菌净化，经过杀菌净化后的气体排出后，能避免呼吸时对周围

气体的污染。当然，在具体实施时，还可以将单向排气管4排出的气体送入净化液内，即通过

净化液净化后排出，净化液可以采用生理盐水，纯净水等形式，具体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

择，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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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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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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