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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cannula for the trachea, specifically related to a laryngeal mask. Same aims at providing a multi-lumen single-body
laryngeal mask allowing endoscope insertion that can be used simultaneously with an endoscope, allows for reduced intubation in
juries, and i s convenient to use. The multi-lumen single-body laryngeal mask allowing endoscope insertion comprises a main tube
(1), a cuff (2) connected to an extremity of the main tube (1), a ventilation hole (21) provided on the cuff (2), and a ventilation lu -
men ( 11) provided in the main tube (1). The ventilation lumen ( 11) i s i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ventilation hole (21). The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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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一种气管用插 管 ，特别是涉及一种 喉罩 。其 目的是为 了提供一种 能同时与 内窥镜一起使用 的、能够
减少插 管损伤 、便 于使用 的多腔道 一体 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所述 多腔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包括主管
( I ) 、主 管 （1 ) 的末 端 连 接 有 罩 囊 （2 ) ，罩囊 （2 ) 上 设有通 气孔 （2 1 ) ，主 管 （1 ) 内设有 通 气 腔 道
( I I ) ，通气腔道 （11) 与所述通气孔 （2 1 ) 连通 ，其 中所述主管 （1) 内还设有 内窥镜腔道 （12 ) 和充放气腔

道 （13 ) ，所述罩囊 （2 ) 的末端设有 内窥镜通过孔 （22 ) ，内窥镜腔道 （12 ) 与所述 内窥镜通过孔 （22 ) 连
通 ，充放气腔道 （13 ) 与所述罩囊 （2 ) 的囊腔连通 。



多腔道一体式可插内窥镜的喉罩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一种气管用插管 ，特别是涉及一种 喉罩 。

背景技术

喉罩是 Brain 在 1983 年发 明并首先提倡使用 的一种采用声 门外方式通气 的装置 。为 了提

高喉罩 的临床应用效果 ， 目前 已有三种类型 的喉罩 ：第一种是标准型 喉罩通气道 ，它也是 目

前 临床最 为常用 的喉罩通气道 ，其基本 结构有罩囊 、主管和 为罩囊充气 的充气 管 ，主管 内一

般设有通气腔 ，罩囊上设有通气 孔 ，通气腔 与通气孔连通 ，充气管与罩囊连通 ，在使用 时先

由充气管抽干罩囊 内的空气 ，罩囊变瘪 ，待将 喉罩插入 喉部之后再 由充气管 向罩囊 内注入规

定量 的空气 从而使罩囊 重新鼓起 ，鼓起后 的罩囊 能够与人体 的咽喉部位组织进行较好 的贴合

而形成密封 ，进而通气腔与人体气管连通 ，这种 喉罩主要用于维持 呼吸道功能 ，不能进行 引

流操作 ；第 二种是带有 引流管 的喉罩 ， 由于人 的气管和食 管在 喉部汇合 ，在置入 喉部后罩囊

的末端一般位于食管 的入 口处 ，带有 引流管 的喉罩一般在 罩囊 的末端 设置 引流 孔 ，另设有 引

流管连通至 引流孔 ，这样在置入 喉罩后 引流 管能与人体食 管连通 ，从而能够在 建立通气道 的

同时进行 引流操作 ；第三种是 引导气管插管 的专用 喉罩通气道 。关于 引流型 喉罩 的结构 ，可

以参见本 申请人在之前提 出的 申请 号为 201210299776.9 、 申请公布 号为 CN102784431A 、 申

请公布 日为 2012 年 11 月 21 日的中国发 明专利 申请公开 的一种 引流型 喉罩 。

尽管 目前 的喉罩相 比最初发 明的喉罩在功能上进行 了一定 的改进 ，但 是 目前 的喉罩功能

设计也并不完善 ，在有些方面仍存在缺 陷，具体描述如下 ：

1、喉罩在使用过程 中，病人往往会产 生不 同程度 的痰液或其他分泌物 ，这就 需要插入吸

痰 管而将其 吸引导 出。 目前 的喉罩一般不带有专 门吸痰 的构造 ，所 以要么得在 喉罩 的使用 过

程 中额外增加插入吸痰 管 的操作步骤 ，要么 吸痰 不及 时或者不能充分 吸痰 。插 吸痰 管不仅操

作不便 、效率低 ，而且可能会造成粘膜刺激 或损伤 。而若 吸引不及 时或不充分 ，严重 的会 阻

碍 喉罩正常通气或 阻碍病人苏醒前 的 自主 呼吸 。另外 ，吸痰 过程 中， 由于介质被 吸走 ，实 际

上也需要在 吸痰位置处进行通气 以减压 ；

2、现有 的喉罩 ，一般其充气管与主管是分开 的，这样 喉罩在插入过程会不方便 ，同时分



立 的充气管也容易对粘膜造成一定 的损伤 ；

3、类似于前述 2 中的问题 ，若将一个 喉罩集结多个功能，如吸痰 、减压 、弓I流 ，则需要

多个不 同用途 的管道分别进行吸痰 、减压 、引流 ，多个不 同用途 的管道若不构成一体结构 ，

其不仅妨碍插入过程 ，而且易造成损伤 ；

4、当喉罩插管时，通过 口腔插管至喉部 ，整个插管路径是一个近似直角 的角度 。现有 的

喉罩 ，其 主 管横 截 面 形状 一般 为 圆形 或 不规 则形状 ，如本 申请 人在 之 前 提 出 的 申请 号 为

201210299776.9 、 申请公布号为 CN102784431A 、 申请公布 日为 2012 年 11 月 21 日的中国发

明专利 申请公开的一种 引流型喉罩 ，其主管横截面 即是不规则 的，这种 喉罩 的主管在 口腔 开

合方 向上 的宽度较 宽，对于 口腔张开度较小或腔道窄小的病人 ，圆形或不规则形状主管 的喉

罩插入阻力较大 ，不易插管 ，若医生用力插管 的话可能造成粘膜损伤 ；

5、目前一般 的喉罩 ，其主管与罩囊 的连接部位和罩囊均呈直线型 。而 当喉罩插管时，通

过 口腔插管至喉部 ，整个插管路径是一个近似直角 的角度 。插管时，在罩囊通过上下颚过程

中，罩囊末端很容易顶住上颚 ，不易插管 ，通常需要医生通过用手稍微伸进 口腔托起罩囊 以

辅助插管 ，操作时间相对来说要长 ，同时插管也不方便 ；当罩囊前端顶住上颚 时，若医生用

力插管容易造成粘膜损伤 ；

6、目前在使用 引流型喉罩对病人进行反流物吸引时，需要插入一根 胃管或吸引管进入食

道 ，但是如果病人反流物较多，插 胃管或吸引管不够及 时，也会导致反流误吸造成通气 困难 ，

操作时间较长 ，也会对患者造成损害 ；

7、目前一般 的喉罩主要用于气道通气 ，没有设置专 门的内窥镜通道 ，因此有些需要 内窥

镜手术 的病人就不能选择使用 喉罩进行手术 ，而需要选择通过气管插管进行通气或者切开 口

而插入 内窥镜 ，这样增加 了病人 的痛苦 ，损伤也较大 ；

8、目前现有 的可插气管插管 的喉罩 ，其罩囊 的通气孔位置处一般无导 向结构 ，在更换气

管插管时，气管插管很难准确 的插入至气道 中，操作不方便 ，且耗 费较长 的插管时间。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要解 决的技术 问题是提供一种能 同时与 内窥镜一起使用 的、能够减少插管损伤 、

便于使用 的多腔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

本发 明多腔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包括主管 ，主管 的末端连接有罩囊 ，罩囊上设

有通气孔 ，主管 内设有通气腔道 ，通气腔道与所述通气孔连通 ，其 中所述主管 内还设有 内窥

镜腔道和充放气腔道 ，所述罩囊 的末端设有 内窥镜通过孔 ，内窥镜腔道与所述 内窥镜通过孔



连通 ，充放气腔道与所述罩囊 的囊腔连通 。

本发 明多腔道一体 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其 中所述主管 的末端 向着所述通气孔所在 的一

侧弯折 。

本发 明多腔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其 中所述主管末端 的弯折角度 为 9 ~179 ° 。

本发 明多腔道一体 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其 中所述主管 的横截面轮廓 的形状 为椭 圆形或

长 圆形 ，所述椭 圆或长 圆的长轴方 向与所述主管所在 的平面垂直 。

本发 明多腔道一体 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其 中所述主管 内还设有 吸液腔道 ，所述主管 的

末端外壁上设有若干条吸引槽或/和若干个 吸引孔 ，所述 吸引槽或/和 吸引孔均与所述 吸液腔道

连通 。

本发 明多腔道一体 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其 中所述主管 内还设有减压腔道 ，主管 的管壁

上在所述 吸引槽或吸引孔 的附近设有若干减压孔 ，所述减压孔均与所述减压腔道连通 。

本发 明多腔道一体 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其还包括充放气接头 ，充放气接 头包括依次 串

联 的连接管 、指示气囊和单 向阀，所述指示气囊和单 向阀之 间的连接 管路上设有放气 阀，所

述连接管与所述充放气腔道连通 。

本发 明多腔道一体 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其还包括 吸引接头管 ，吸引接头管与所述 吸液

腔道连通 ，吸引接头管 的管壁上设有 吸力调节孔 ，吸引接头管上还连接有封堵头 。

本发 明多腔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其 中所述 吸引接头管与所述连接管为一体 结构 。

本发 明多腔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其 中所述 吸引接 头管上通过柔性连接件连接有

管 口后盖 。

本发 明多腔道一体 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与现有 技术不 同之处在于本发 明多腔道一体 式可

插 内窥镜 的喉罩 的主管 内设有 内窥镜腔道和 充放气腔道 ，充放气腔道 与罩囊 的囊腔连通 ，罩

囊 的末端设有 内窥镜通 过孔 ， 内窥镜腔道与 内窥镜通过孔连通 ，这样 能够通过与主管一体 的

充放气腔道对罩囊进行 充放气 ，也能够在使用本发 明多腔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的同时

将 内窥镜从 内窥镜腔道和 内窥镜通过孔 中穿过而将 内窥镜插入食管 内， 以达 到使用 喉罩 时 同

时使用 内窥镜 的 目的， 由于起充放气作用 的充放气腔道和起 内窥镜插 入通路作用 的 内窥镜腔

道均 同主管 为一体 结构 ，没有分支 结构 ，所 以方便插管 ，而插 内窥镜 时 内窥镜 是经 喉罩 内部

通过而不是直接与身体组织接触 ，所 以能够减少插管损伤 。

本发 明多腔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中主管 的末端 向着通气孔所在 的一侧弯折 时，在

插入 喉罩前 ，对罩囊放气使罩囊变瘪后 ， 由于罩囊连接在 主管 的末端 ，所 以变瘪后 的也会 随

着主管 的弯折段弯折 ，这样带有弯折 的非直线型结构能够减少插管 时喉罩前端 与人体上颚 的



相抵几率 ，从而能够更容易将 喉罩插入 ，且减少插管损伤 ；本发 明多腔道一体 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中主管末端 的弯折角度 为 9 ~179 ° 时，较符合 喉部 的组织形状 ，方便插管 ；本发 明

多腔道一体 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中主管 的横截面轮廓 的形状 为椭 圆形或长 圆形 ，椭 圆或长 圆

的长轴方 向与主管所在 的平面垂直 时，在插 管 时，主管截 面 的短轴方 向在在 口腔 的开合方 向

上 ， 由于主管在 口腔 的开合方 向上 的宽度更 窄 ，所 以可 以减 小插管 时 的阻力 ，更适用于 口腔

张开度较 小或腔道 窄小 的病人 ；本发 明多腔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中主管 内设有 吸液腔

道 ，主管 的末端外壁上设有若干条吸引槽或/和若干个 吸引孔 时，能够通过与主管一体 的吸液

腔道从主管 的末端外壁位置处 随时吸引痰液 或其它分泌物 ，不必插入 吸痰 管而使得本发 明多

腔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具备吸痰 功能 ，且 由于不必插 吸痰 管 ，所 以能够减少插管损伤 ；

本发 明多腔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中主管 内设有减压腔道 ，主管 的管壁上设有若干减压

孔 时，可 以通过减压腔道和减压孔 向吸痰 部位输气 ，从而减 小吸痰 时的背压 ，减 小粘膜刺激 ；

本发 明多腔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中包括有 吸引接头管 时，吸引接头管用于连接 吸引机 ，

吸引接头管上 的吸力调节孔能够用于手指 间隙接触从而感应吸引机 的吸力大小 ，从而方便 调

节 吸引力 ，当吸引机 的吸引力调整好后 ， 由封堵头将 吸力调节孔封堵 ；本发 明多腔道一体 式

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中吸 引接头管与连接管为一体 结构 时管线更集 中，便于操作 ；本发 明多腔

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中吸 引接头管上通过柔性连接件连接有管 口后盖 时 ，不需要接 吸

引机 时可 由管 口后盖将 吸引接头管 的管 口封 闭。

下面结合 附图对本发 明多腔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作进一步说 明。

附图说 明

图 1 为本发 明多腔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第一个 实施例未显示 隐藏腔道 时的背面视

图；

图 2 为本发 明多腔道 一体 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第 一个 实施例 显示 隐藏腔道 时 的背面视

图；

图 3 为本发 明多腔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第一个 实施例 的正面视 图；

图 4 为 图 1 中的 A-A 剖面视 图；

图 5 为本发 明多腔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第一个 实施例 略去主管右半管段和与主管

右半管段相连 的零部件之后 的侧面视 图。

具体 实施方式



如 图 1所示 的本发 明多腔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第一个实施例 ，本实施例包括主管 1，

主管 1 的末端连接有罩囊 2，罩囊 2 上设有通气孔 21 ( 参 见 图 3 ) ，如 图 2 所示 ，主管 1 内设

有通气腔道 11 和 内窥镜腔道 12，通气腔道 11 与通气孔 21 连通 ，罩囊 2 的末端设有 内窥镜

通过孔 22， 内窥镜腔道 12 与 内窥镜通过孔 22 连通 ，主管 1 内还设有充放气腔道 13 和吸液

腔道 14，充放气腔道 13 与罩囊 2 的囊腔连通 ，主管 1 的末端外壁上设有一条吸引槽 141 和

五个吸引孔 142，所有吸引槽 141 和吸引孔 142 均与吸液腔道 14 连通 。这样本实施例 的起充

放气作用 的充放气腔道 13 和起吸引作用 的吸液腔道 14 就均与主管 1 呈一体结构 了，同时可

以在需要时将吸液腔道 14 与吸引机连通而吸液 。当然 ，吸引槽 141 的条数可 以为至少一条 ，

吸引孔 142 的个数可 以为至少一个 。且吸引槽和吸引孔可 以只使用其 中一种 ，也可 以同时使

用 。本实施例 中，吸痰功能是 附加 的功能，所 以吸液腔道 14、吸引槽 141 和吸引孔 142 并不

是必须 的。

进一步地 ，参见 图 2 和 图 4，本实施例 中主管 1 内还设有减压腔道 15，主管 的管壁上在

吸引槽 141 的附近设有一个减压孔 151，减压孔 151 与减压腔道 15 连通 。这样可 以向吸液部

位供气 以减小吸液 时的背压 。本实施例 中减压腔道 15 和减压孔 151 并不是必须 的。

进一步地 ，如 图 5 所示 ，主管 1 的末端 向着通气孔 21 所在 的一侧弯折 ，图 5 中示 出了弯

折段 16。这样 当罩囊 2 放气变瘪 时其形状也会像弯折段 16 —样弯折 。本实施例 中主管 1 末

端 的弯折角度为 150 ° ，即弯折段 16 与弯折段 16 右边管段 的夹角为 150 ° ，该角度还可 以为

91° 至 179 ° 之 间的任意角度 。

进一步地 ，如 图 4 所示 ，主管 1 的横截面轮廓 的形状为椭 圆形 ，参见 图 5，该椭 圆的长

轴方 向与主管 1 所在 的平面垂直 ，也就是说 当罩囊 2 置入人体 喉部后 ，该椭 圆的长轴方 向与

人 的嘴唇线对应或者说该椭 圆的长轴方 向与人 的 口腔开合方 向垂直 。这样 ，主管 1 在人 的 口

腔开合方 向上 的宽度就 比较窄 。另外 ，主管 1 的横截面轮廓 的形状还可 以为长 圆形 （长 圆形

在 图中未示 出，类似于一般学校 的操场跑道 的形状 ），即一个矩形与两个半 圆形组合后 的形状 ，

两个半 圆的直径分别与矩形 的两条短边重合 ，这样 同样能够达到主管横截面更狭长 的作用 。

进一步地 ，参见 图 1、图 2 和 图 3，本 实施例还包括吸引接头管 3，吸引接头管 3 与吸液

腔道 14 连通 ，吸引接头管 3 的管壁上设有吸力调节孔 31，吸引接头管 3 上还连接有封堵头

32。如 图 1 所示 ，本实施例还包括充气接头 4，充气接头 4 包括依次 串联 的连接管 41、指示

气囊 42 和单 向阀 43，指示气囊 42 和单 向阀 43 之 间的连接管路上设有放气 阀 （放气 阀在 图

中未示 出，起其 的作用是 当需要对罩囊放气 时给 出一个放气 出 口，当不需要放气 时将该放气

出 口堵住 ，其可 以参见 申请号为 201210299776.9 的专利 申请 中的放气 阀），连接管 41 与充放



气腔道 13 连通 。本实施例 中吸引接头管 3 与连接管 41 为一体结构 。吸引接头管 3 上通过线

绳 34 连接有管 口后盖 33 ( 线绳可 以由软塑料或者其它柔性连接件替代 ）。

本实施例在使用时与现有喉罩相似 ，先打开放气 阀对罩囊 2 放气 ，并用手辅助捏瘪罩囊

2，将放气 阀重新关上，然后手持主管 1 将罩囊 2 从病人 口腔插入喉部，之后 由充气装置经充

放气腔道 13 向罩囊 2 内充气 ，罩囊 2 鼓起并与喉部组织贴合 ，此时罩囊 2 的通气孔 21 正对

人体气管的进 口，且 内窥镜通过孔 22 正对人体食管的进 口。接着就 即可 以进行一般 的通气操

作，又能够将 内窥镜经 内窥镜腔道 12 和 内窥镜通过孔 22 插入食管 内，达到喉罩与 内窥镜一

起使用 的效果 。本实施例可 以在需要吸引痰液或其它分泌物时 （或者事先 ）将管 口后盖 33 打

开，将吸引机 的吸引头与吸引接头管 3 的后端管 口相连 ，然后启动吸引机 ，用手指在吸力调

节孔 31 位置处逐渐接近或封堵吸力调节孔 31 以感觉吸引力的大小，从而调整吸引机 的吸引

力，在调整合适后 由封堵头 32 将吸力调节孔 31 封堵 ，进而 由吸引机通过吸液腔道 14、吸引

槽 141 和吸引孔 142 从主管 1 末端背部进行吸引操作 。

本实施例 中，吸引接头管 3 和充气接头 4 并不是必须的，它们主要起连接和辅助作用 ，

与本发 明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无关 。

以上所述 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 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 ，并非对本发 明的范围进行

限定，在不脱离本发 明设计精神 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作出的

各种变形和改进 ，均应落入本发 明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多腔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包括主管 （1) ，主管 （1) 的末端连接有罩囊

(2) ，罩囊 （2) 上设有通气孔 （21 ) ，主管 （1) 内设有通气腔道 （11 ) ，通气腔道 （11 ) 与

所述通气孔 （21 ) 连通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管 （1) 内还设有 内窥镜腔道 （12) 和充放气腔

道 （13) ，所述罩囊 （2) 的末端设有 内窥镜通过孔 （22)，内窥镜腔道 （12) 与所述 内窥镜通

过孔 （22) 连通 ，充放气腔道 （13) 与所述罩囊 （2) 的囊腔连通 。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多腔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管 （1)

的末端 向着所述通气孔 （21 ) 所在 的一侧弯折 。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多腔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管 （1)

末端 的弯折角度为 9 ~179 ° 。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多腔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管 （1)

的横截面轮廓 的形状为椭 圆形或长 圆形 ，所述椭 圆或长 圆的长轴方 向与所述主管 （1) 所在 的

平面垂直 。

5、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 的多腔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管 （1)

内还设有吸液腔道 （14) ，所述主管 （1) 的末端外壁上设有若干条吸引槽 （141 ) 或 /和若干

个吸引孔 （142) ，所述吸引槽 （141 ) 或 /和 吸引孔 （142) 均与所述吸液腔道 （14) 连通 。

6、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 的多腔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管 （1)

内还设有减压腔道 （15) ，主管 的管壁上在所述吸引槽 （141 ) 或吸引孔 （142) 的附近设有若

干减压孔 （151 ) ，所述减压孔 （151 ) 均与所述减压腔道 （15) 连通 。

7、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多腔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充放气

接头 （4)，充放气接头 （4) 包括依次 串联 的连接管 （41 ) 、指示气囊 （42) 和单 向阀 （43)，

所述指示气囊 （42) 和单 向阀 （43) 之 间的连接管路上设有放气 阀，所述连接管 （41 ) 与所

述充放气腔道 （13) 连通 。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 的多腔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吸引接

头管 （3)，吸引接头管 （3) 与所述吸液腔道 （14) 连通 ，吸引接头管 （3) 的管壁上设有 吸

力调节孔 （31 ) ，吸引接头管 （3) 上还连接有封堵头 （32)。

9、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多腔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其特征在于 ：所述吸引接头

管 （3) 与所述连接管 （41 ) 为一体结构 。

10、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 的多腔道一体式可插 内窥镜 的喉罩 ，其特征在于 ：所述吸引接



头管 （3) 上通过柔性连接件连接有管 口后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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