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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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463322.3

(22)申请日 2018.04.03

(73)专利权人 厦门仁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361000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火炬高新

区（翔安）产业园翔虹路6号302单元

(72)发明人 陈志成　王发选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三环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44202

代理人 郭锦辉

(51)Int.Cl.

A61M 16/00(2006.01)

A61M 1/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能排痰的喉罩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能排痰的喉罩，包括

囊套和主管，所述囊套上设置有充气囊和出气

孔，所述充气囊上设置有充气口，所述主管上设

置有进气孔，所述出气孔与进气孔相通形成连接

通道，所述囊套上还设置有背囊，所述背囊为空

腔结构，所述背囊上设置有吸痰口和出痰口，所

述主管上设置有出痰孔，所述出痰口与出痰孔相

通形成出痰通道，本实用新型能将病患产生的痰

收集暂存至背囊中，再通过导管将积痰从出痰通

道吸出处理，保证病患咽喉的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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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能排痰的喉罩，包括囊套和主管，所述囊套上设置有充气囊和出气孔，所述充气

囊上设置有充气口，所述主管上设置有进气孔，所述出气孔与进气孔相通形成连接通道，其

特征在于：所述囊套上还设置有背囊，所述背囊为空腔结构，所述背囊上设置有吸痰口和出

痰口，所述主管上设置有出痰孔，所述出痰口与出痰孔相通形成出痰通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能排痰的喉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囊套上的出气孔包括通

气出孔和引流出孔，所述主管上设置有与通气出孔相配合的通气进孔，所述通气出孔与通

气进孔相通形成通气通道；所述主管上设置有与引流出孔相配合的引流进孔，所述引流进

孔与引流出孔相通形成引流通道。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能排痰的喉罩，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管与囊套连接，所述

囊套与主管连接的一端为近端部，所述囊套的另一端为远端部；所述通气出孔包括通气出

口和通气进口，所述通气出口设置于囊套的近端部；所述引流出孔包括引流进口和引流出

口，所述引流出口位于囊套的远端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能排痰的喉罩，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管呈90°-110°弯曲。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能排痰的喉罩，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管优选95°-105°弯

曲。

6.根据权利要求2-5任一所述的一种能排痰的喉罩，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管的一端与囊

套连接，所述主管的另一端连接一阻隔片。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能排痰的喉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阻隔片上设置有与通气

进孔相配合的通气连接管，所述阻隔片上设置有与引流进孔相配合的引流连接管，所述阻

隔片上设置有与出痰孔相配合的出痰连接管。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能排痰的喉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阻隔片上设置有挂钩，

所述挂钩配合连接有一固定头带。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能排痰的喉罩，其特征在于：所述挂钩的个数为两个，所

述挂钩对称分布于阻隔片上。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能排痰的喉罩，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管的进气孔内设置

有支撑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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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能排痰的喉罩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能排痰的喉罩，具体用于医疗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喉罩没有设置有集痰囊，而病患在插入喉罩治疗的过程中，容易产生污痰，

污痰处于病患的咽喉内不仅造成病患产生不适感，同时影响病患咽喉内的洁净，影响治疗。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4] 一种能排痰的喉罩，包括囊套和主管，所述囊套上设置有充气囊和出气孔，所述充

气囊上设置有充气口，所述主管上设置有进气孔，所述出气孔与进气孔相通形成连接通道，

其特征在于：所述囊套上还设置有背囊，所述背囊为空腔结构，所述背囊上设置有吸痰口和

出痰口，所述主管上设置有出痰孔，所述出痰口与出痰孔相通形成出痰通道。

[000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囊套上的出气孔包括通气出孔和引流出孔，所述主管

上设置有与通气出孔相配合的通气进孔，所述通气出孔与通气进孔相通形成通气通道；所

述主管上设置有与引流出孔相配合的引流进孔，所述引流进孔与引流出孔相通形成引流通

道。

[0006]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主管与囊套连接，所述囊套与主管连接的一端为近端

部，所述囊套的另一端为远端部；所述通气出孔包括通气出口和通气进口，所述通气出口设

置于囊套的近端部；所述引流出孔包括引流进口和引流出口，所述引流出口位于囊套的远

端部。

[0007]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主管呈90°-110°弯曲。

[0008]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主管优选95°-105°弯曲。

[0009]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主管的一端与囊套连接，所述主管的另一端连接一阻

隔片。

[0010]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阻隔片上设置有与通气进孔相配合的通气连接管，所

述阻隔片上设置有与引流进孔相配合的引流连接管，所述阻隔片上设置有与出痰孔相配合

的出痰连接管。

[0011]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阻隔片上设置有挂钩，所述挂钩配合连接有一固定头

带。

[0012]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挂钩的个数为两个，所述挂钩对称分布于阻隔片上。

[0013]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主管的进气孔内设置有支撑圈。

[0014]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能排痰的喉罩，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5] 1、设置有背囊，可在喉罩使用的时候收集病患咽喉内产生的污痰，并能及时将污

痰引出于体外处理。

[0016] 2、设置有通气通道和引流通道，通气通道为人工气道，引流通道可插入胃管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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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液，防止胃胀气和反流误吸。

[0017] 3、主管根据人体生理曲线设计，方便置管和固定，且不会造成人体咽喉的疼痛。

[0018] 4、阻隔片能有效的防止喉罩插入太深，避免喉罩对病患造成伤害。

[0019] 5、阻隔片上设置有挂钩，挂钩连接一固定头带，固定头带直接绑于人的头部上，实

现喉罩与病患的固定，操作简单、无痕固定，并且减轻病患的痛苦。

附图说明

[002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

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

图获得其它附图。

[0021]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立体图。

[0022]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俯视图。

[0023]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主视图。

[0024] 图4是本实用新型囊套的立体图。

[0025] 图5是本实用新型囊套的示意图。

[0026] 图6是本实用新型主管的立体图。

[0027] 图7是本实用新型主管的示意图。

[0028] 图8是本实用新型阻隔片的立体图。

[0029] 图9是本实用新型阻隔片的示意图。

[0030] 图中：10-囊套；15-充气囊；16-通气出孔；17-引流出孔；20-主管；22-出痰孔；26-

通气进孔；27-引流进孔；30-背囊；31-吸痰口；32-出痰口；40-阻隔片；42-出痰连接管；45-

挂钩；46-通气连接管；47-引流连接管；50-支撑圈；100-近端部；155-充气口；161-通气出

口；162-通气进口；171-引流出口；172-引流进口；200-远端部；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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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

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32] 参考说明书附图，一种能排痰的喉罩，包括囊套(10)和主管(20)，所述囊套(10)上

设置有充气囊(15)和出气孔，所述充气囊(15)上设置有充气口(155)，所述主管(20)上设置

有进气孔，所述出气孔与进气孔相通形成连接通道，其特征在于：所述囊套(10)上还设置有

背囊(30)，所述背囊(30)为空腔结构，所述背囊(30)上设置有吸痰口(31)和出痰口(32)，所

述主管(20)上设置有出痰孔(22)，所述出痰口(32)与出痰孔(22)相通形成出痰通道，所述

背囊(30)的设置为集痰装置，病患产生的污痰从吸痰口(31)进入背囊(30)，污痰在背囊

(30)收集一定程度时，外界可将导流管伸入出痰通道，将污痰从背囊(30)中吸出，再进行处

理。

[0033] 进一步的，所述囊套(10)上的出气孔包括通气出孔(16)和引流出孔(17)，所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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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20)上设置有与通气出孔(16)相配合的通气进孔(26)，所述通气出孔(16)与通气进孔

(26)相通形成通气通道；所述主管(20)上设置有与引流出孔(17)相配合的引流进孔(27)，

所述引流进孔(27)与引流出孔(17)相通形成引流通道，所述通气出孔(16)与人体气管相

通，建立起人工气道，通气可靠，所述引流出孔(17)与消化道相通，所述引流通道可插入胃

管引流胃液，防止胃胀气或返流或误吸。

[0034] 进一步的，所述主管(20)与囊套(10)连接，所述囊套(10)与主管(20)连接的一端

为近端部(100)，所述囊套(10)的另一端为远端部(200)；所述通气出孔(16)包括通气出口

(161)和通气进口(162)，所述通气出口(161)设置于囊套(10)的近端部(100)；所述引流出

孔(17)包括引流进口(172)和引流出口(171)，所述引流出口(171)位于囊套(10)的远端部

(200)，所述通气出口(161)近端部(100)的设置和引流出口(171)远端部(200)的设置能有

效的隔离呼吸道和消化道，并且喉罩上设置有充气囊(15)，将喉罩放入人体内，充气囊(15)

会将呼吸道完全密封，限制喉罩在人体内的移位，减少口腔分泌物，保证外界只能从喉罩上

的通道进入人体，有效防止胃胀气、反流或误吸。

[0035] 进一步的，所述主管(20)呈90°-110°弯曲。

[0036] 在实施例1中，所述主管(20)呈90°弯曲。

[0037] 在实施例2中，所述主管(20)呈95°弯曲。

[0038] 在实施例3中，所述主管(20)呈100°弯曲。

[0039] 在实施例4中，所述主管(20)呈105°弯曲。

[0040] 在实施例5中，所述主管(20)呈110°弯曲。

[0041] 进一步的，所述主管(20)优选95°-105°弯曲，所述人体口腔至咽喉的生理曲线在

100度左右，因此95°-105°更符合大部分人体的生理曲线，医师将喉罩插入人体内的过程

中，能更轻松；且主管(20)设置有弯曲，能大大减小主管(20)与病患喉腔产生的压力，减缓

病患的痛楚。

[0042] 进一步的，所述主管(20)的一端与囊套(10)连接，所述主管(20)的另一端连接一

阻隔片(40)，所述阻隔片(40)能限制喉罩伸入病患体内的最大位置，防止因喉罩插入太深，

造成病患二次伤害。

[0043] 进一步的，所述阻隔片(40)上设置有与通气进孔(26)相配合的通气连接管(46)，

所述阻隔片(40)上设置有与引流进孔(27)相配合的引流连接管(47)，所述阻隔片(40)上设

置有与出痰孔(22)相配合的出痰连接管(42)，上述连接管的设置更能保证阻隔片(40)与主

管(20)连接的稳定性与密封性。

[0044] 进一步的，所述阻隔片(40)上设置有挂钩(45)，所述挂钩(45)配合连接有一固定

头带，所述挂钩(45)为喉罩的固定辅助装置，在挂钩(45)上连接一固定头带，病患将固定头

带戴于头上，即可实现喉罩的固定；而现有技术中的喉罩无挂钩(40)设计，直接依靠胶布将

喉罩粘于病患的脸部，加大了病患的痛苦程度。

[0045] 进一步的，所述挂钩(40)的个数为两个，所述挂钩(40)对称分布于阻隔片(40)上，

所述对称的挂钩(40)能更好的连接固定头带，使固定头带绑于人体上时能更舒适方便，提

升喉罩与病患固定的稳定性，保证使用安全。

[0046] 进一步的，所述主管(20)的进气孔内设置有支撑圈(50)，所述支撑圈(50)的设置

在能满足主管(20)柔韧性的同时，并能有效的防止主管(20)进气孔的折死，从而避免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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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20)进气孔的折死而导致进气不畅的情况，防止喉罩在使用过程中产生意外，杜绝医疗

事故，在较佳实施例中，所述支撑圈(50)设置于通气进孔(26)内。

[0047] 在使用过程中，喉罩的充气口(155)上连接有一条充气管，所述充气管上设置有控

制件，所述控制件能实现充气囊(15)的充气或放气，在喉罩未放入人体内时，充气囊(15)处

于压瘪状态。将喉罩安装有囊套(10)的一端作为头，插入人体内，由于主管(20)的设计符合

人体生理曲线设计，因此更容易放置。在插入喉罩的过程中，直至阻隔片(40)与病患面部接

触，形成限位，从而达到了最大插入状态，此时通气出口(161)与病患呼吸道相通，引流出口

(171)与消化道相通。喉罩放入成功后，通过充气管上的控制件进行对充气囊(15)充气，充

气囊(15)充气后能保证喉罩与呼吸道的完全密封，减少口腔异物的增加，限制喉罩在人体

内的移位，有效的阻隔消化道和呼吸道，防止胃胀气或反流或误吸。在喉罩的使用过程中，

病患咽喉内容易产生污痰，污痰会从背囊(30)上的吸痰口(31)进入背囊(30)内的空腔中，

堆积收集，当背囊(30)内的污痰收集一定程度时，医护人员可通过一根引流管伸入出痰通

道中，将背囊(30)内的污痰吸出，排除于体外。

[0048]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当然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实用新

型之权利范围，因此依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所作的等同变化，仍属本实用新型所涵盖的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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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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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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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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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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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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