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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气管插管端口封堵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气管插管端口封堵

器，包括套管导管，呼吸过滤装置以及旋转封堵

盖。套管导管外壁上设有上卡扣以及下卡扣；呼

吸过滤装置可拆卸的套设在套管导管且可拆卸

的卡嵌在套管导管的下卡扣；旋转封堵盖包括封

堵盖主体以及封堵部，封堵盖主体可拆卸的套设

在套管导管以及呼吸过滤装置的外侧，且可拆卸

的卡嵌在套管导管的上卡扣上；封堵部设于封堵

盖本体的上端，且与封堵盖主体铰接。本实用新

型通过可拆卸的呼吸过滤装置以及旋转封堵盖

的使用方便医护人员的床旁操作，降低插管期间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生率，可以调节拔管前封

堵试验的封堵面积；既改善了患者的预后提高了

患者拔管的安全性，又减轻了医护工作者的工作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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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气管插管端口封堵器，其特征在于，包括

套管导管(1)，所述套管导管(1)上端外壁上设有上卡扣(11)以及下卡扣(12)；

呼吸过滤装置(2)，所述呼吸过滤装置(2)可拆卸的套设在所述套管导管(1)上且可拆

卸的卡嵌在所述套管导管(1)的下卡扣(12)；

旋转封堵盖(3)，所述旋转封堵盖(3)包括封堵盖主体(32)以及封堵部(31)，所述封堵

盖主体(32)为环形且可拆卸的套设在所述套管导管(1)以及所述呼吸过滤装置(2)的外侧，

且可拆卸的卡嵌在所述套管导管(1)的上卡扣(11)上；

所述封堵部(31)设于所述封堵盖主体(32)的上端，且与所述封堵盖主体(32)铰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气管插管端口封堵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呼吸过滤装置

(2)包括圆筒形主体(21)、单向吸痰管(22)以及过滤层(23)；所述过滤层(23)外周侧与所述

圆筒形主体(21)内壁且靠近其上端的位置固定，所述圆筒形主体(21)内壁下端设有第一卡

槽，所述圆筒形主体(21)下端通过所述第一卡槽可拆卸的卡嵌在所述下卡扣(12)上，所述

单向吸痰管(22)穿设在所述过滤层(23)上且靠近位于所述圆筒形主体(21)的侧壁布置，所

述单向吸痰管(22)下端延伸至所述套管导管(1)内，所述封堵盖主体(32)的下端套设在所

述圆筒形主体(21)的外侧。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气管插管端口封堵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封堵部(31)包括

两个一端铰接的圆弧形封堵片(311)以及旋转开关(312)；所述封堵盖主体(32)的侧壁上且

沿着周向方向开设有有与所述圆弧形封堵片相适配的弧形孔，所述旋转开关(312)固定在

所述封堵片(311)铰接处的转轴上；所述封堵片(311)闭合时相重叠。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气管插管端口封堵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层(23)为多

层纱布。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气管插管端口封堵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单向吸痰管(22)

还设有预留在所述过滤层(23)上方的用于调整所述单向吸痰管(22)位置的调向连接管，所

述调向连接管长度为0.8-2.0cm，所述单向吸痰管(22)中部内壁设有单向活瓣口，所述单向

活瓣口朝向为呼气气流流动方向。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气管插管端口封堵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吸痰管道帽

(4)，所述吸痰管道帽(4)活动连接在所述封堵盖主体(32)上且与所述单向吸痰管(22)位置

相对应，并能容纳所述调向连接管，所述转轴向所述吸痰管道帽(4)上端延伸，并将所述旋

转开关(312)固定在所述吸痰管道帽(4)的中部。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气管插管端口封堵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单向吸痰管(22)

延伸至所述套管导管(1)内部1.5-2.5cm。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气管插管端口封堵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套管导

管(1)材质为纳米抗菌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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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气管插管端口封堵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临床医学应用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气管插管端口封堵器。

背景技术

[0002] 人工气道(经口鼻气管插管、气管切开)的建立是抢救及治疗危重症病人的重要措

施，建立人工气道的首要目的是维持呼吸道通畅，保持足够的通气和充分的气体交换，并对

呼吸道进行保护，防止误吸，引流气道分泌物。尤其是自主呼吸微弱或呼吸停止的患者可以

通过人工气道进行机械通气。气管切开术是抢救急危重患者比较常见的治疗措施，气管切

开术可以帮助患者排除呼吸机能异常，解除喉源性呼吸困难或下呼吸道分泌物潴留所导致

的呼吸困难，有利于清洁患者气管、支气管内的分泌物，维持气道通畅，减少呼吸道死腔，降

低肺部感染的发生率。

[0003] 气管切开后插入气管套管建立人工气道，目前临床上主要使用的气管套管有短期

一次性的塑料套管和金属套管两种。当患者病情好转时，对于恢复良好的患者，评估患者病

情稳定,意识清楚,无呼吸衰竭征象,呼吸肌功能恢复,吞咽、咳嗽反射恢复,咳嗽有力,痰液

能从气管套管中喷出,无发热、黄脓痰、肺部湿啰音等肺部感染症状,血氧饱和度(SpO2)在

90％以上时可以考虑拔除气管套管。临床上为了安全起见，在拔除气管套管之前，需要进行

堵管试验以便降低二次插管的风险。

[0004] 目前在临床上使用的套管无论是金属套管和塑料套管还没有和气管套管配套使

用的封堵装置，在临床上进行封堵试验时，医护人员通常用医用纱布、胶带、采血容器或静

脉输注液体容器胶塞等作为封堵装置。这些装置不仅消毒不严格容易引起医源性感染，并

且由于封堵物与套管不匹配受呼吸气压影响这些物体有可能误入气管造成患者窒息等的

危险。并且随着插管时间的延长气管套管上细菌生物被膜形成的风险也越高，呼吸机相关

性肺炎发生风险也越来越大，并且这样操作十分麻烦、费时费力，给医务人员增加了极大的

工作难度。

[0005] 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需要提供一种方便快捷，减省人力，干净卫生，更安全的气管

插管端口封堵部用以克服以上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提供了种方便快捷，减省人力，干净卫生，更安全的气管插

管端口封堵部。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气管插管端口封堵器，包括套管导管，呼吸过滤装置以及旋转封堵盖。

[0009] 所述套管导管外壁上设有上卡扣以及下卡扣；

[0010] 所述呼吸过滤装置可拆卸的套设在所述套管导管且可拆卸的卡嵌在所述套管导

管的下卡扣；

[0011] 所述旋转封堵盖包括封堵盖主体以及封堵部，所述封堵盖主体可拆卸的套设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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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套管导管以及所述呼吸过滤装置的外侧，且可拆卸的卡嵌在所述套管导管的上卡扣上；

[0012] 所述封堵部设于所述封堵盖本体的上端，且与所述封堵盖主体铰接。

[0013] 本实用新型通过可拆卸的呼吸过滤装置以及旋转封堵盖的使用方便医护人员的

床旁操作，降低插管期间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生率，可以调节拔管前封堵试验的封堵面

积；既改善了患者的预后提高了患者拔管的安全性，又减轻了医护工作者的工作量。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呼吸过滤装置包括圆筒形主体、单向吸痰管以及过滤层；所述过滤

层外周侧与所述圆筒形主体内壁且靠近其上端的位置固定，所述圆筒形主体内壁下端设有

第一卡槽，所述圆筒形主体下端通过所述第一卡槽可拆卸的卡嵌在所述下卡扣上，所述单

向吸痰管穿设在所述过滤层上且靠近位于所述圆筒形主体的侧壁布置，所述单向吸痰管下

端延伸至所述套管导管内，所述封堵盖主体的下端套设在所述圆筒形主体的外侧。

[0015] 进一步的，所述封堵部包括两个一端铰接的圆弧形封堵片以及旋转开关；所述封

堵盖主体的侧壁上且沿着周向方向开设有有与所述圆弧形封堵片相适配的弧形孔，所述旋

转开关固定在所述封堵片铰接处的转轴上；所述封堵片闭合时相重叠。

[0016] 进一步的，所述过滤层为多层纱布。

[001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呼吸过滤装置在封堵初期可以起到部分封堵气

道的作用，护理人员在进行吸痰时可以通过单向吸痰管进行吸痰，同时由于过滤层即多层

纱布的覆盖，避免了在吸痰时候患者痰液从导管口喷出造成污染。并且在多层纱布上滴入

生理盐水还可方便气道的湿化。

[0018] 进一步的，所述单向吸痰管还设有预留在所述过滤层上方的用于调整所述单向吸

痰管位置和连接吸痰器接口的调向连接管，所述调向连接管长度为0.8-2.0cm，所述单向吸

痰管中部内壁设有单向活瓣口，所述单向活瓣口朝向为呼气气流流动方向。

[0019] 进一步的，还包括吸痰管道帽，所述吸痰管道帽活动连接在所述封堵盖主体上且

与所述单向吸痰管位置相对应，并能容纳所述调向连接管，所述转轴向所述吸痰管道帽上

端延伸，并将所述旋转开关固定在所述吸痰管道帽的中部。

[0020]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旋转封堵盖包括封堵盖主体以及封堵部，此封堵

盖主体及圆筒形主体均与套管导管卡扣契合，可在呼吸过滤装置基础上使用旋转封堵盖也

可以单独使用旋转封堵盖；使用时，转动旋转开关来改变圆弧形封堵片的开关进而改变封

堵盖主体腔内通路的截面积，从而调节管路中气体的流量大小，以此来调节封堵面积，以实

现安全封堵及拔管前阶段性封堵的目的。

[0021] 进一步的，所述单向吸痰管延伸至所述套管导管内部1.5-2.5cm。

[0022] 进一步的，所述套管导管材质为纳米抗菌塑料。

[0023]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带有活瓣口的吸痰管道单向吸痰管，吸痰管道深

入套管导管内约2cm，外部附有可改变方向的调向连接管，调向连接管长度为0.8-2.0cm。护

理人员在进行吸痰时可以通过活瓣装置的单向吸痰管进行吸痰，并通过外部调向连接管来

改变吸痰管方向以便充分吸出深部痰液。

[0024] 并且本实用新型套管导管材质为纳米抗菌塑料，进一步的减少了呼吸机相关性肺

炎的发生。

[0025]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

[0026] (1)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使用方便，使用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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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2)本实用新型可以方便医护人员的床旁操作，降低插管期间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的发生率同时避免在吸痰时造成污染，还可以调节拔管前封堵试验的封堵面积。既改善了

患者的预后提高了患者拔管的安全性，又减轻了医护工作者的工作量。

附图说明

[002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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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根据提供的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9]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气管插管端口封堵器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气管插管端口封堵器的套管导管结构示意图；

[0031]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气管插管端口封堵器的呼吸过滤装置结构示意图；

[0032]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种气管插管端口封堵器的旋转封堵盖结构示意图；

[0033] 图中：1为套管导管；11为上卡扣；12为下卡扣；2为呼吸过滤装置；21为圆筒形主

体；22为单向吸痰管；23为过滤层；24为减速机；3为旋转封堵盖；31为封堵部，32为封堵盖主

体，311为封堵片，312为旋转开关，4为吸痰管道帽。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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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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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5] 如图1-4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气管插管端口封堵器，包括套管导管1，呼吸过

滤装置2以及旋转封堵盖3。

[0036] 套管导管1上端设有上卡扣11以及下卡扣12；

[0037] 呼吸过滤装置2可拆卸的套设在套管导管1上且可拆卸的卡嵌在套管导管1的下卡

扣12；

[0038] 旋转封堵盖3包括封堵盖主体32以及封堵部31，封堵盖主体32可拆卸的套设在套

管导管1以及呼吸过滤装置2的外侧，且可拆卸的卡嵌在套管导管1的上卡扣11上；

[0039] 封堵部31设于封堵盖本体32的上端，且与封堵盖主体32铰接。

[0040] 本实用新型通过可拆卸的呼吸过滤装置2以及旋转封堵盖3的使用方便医护人员

的床旁操作，降低插管期间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生率，可以调节拔管前封堵试验的封堵

面积；既改善了患者的预后提高了患者拔管的安全性，又减轻了医护工作者的工作量。

[0041] 本实施例中，呼吸过滤装置2包括圆筒形主体21、单向吸痰管22以及过滤层23；过

滤层23外周侧与圆筒形主体21内壁且靠近其上端的位置固定，圆筒形主体21内壁下端设有

第一卡槽，圆筒形主体21下端通过第一卡槽可拆卸的卡嵌在下卡扣12上，单向吸痰管22穿

设在过滤层23上且靠近位于圆筒形主体21的侧壁布置，单向吸痰管22下端延伸至套管导管

1内，封堵盖主体32的下端套设在圆筒形主体21的外侧。

[0042] 本实施例中，封堵部31包括两个一端铰接的圆弧形封堵片311以及旋转开关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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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堵盖主体32的侧壁上且沿着周向方向开设有有与圆弧形封堵片相适配的弧形孔，旋转开

关312固定在封堵片311铰接处的转轴上，转轴与封堵片311转动连接；封堵片311闭合时相

重叠。

[0043] 本实施例中，过滤层23为多层纱布。

[0044] 本实施例中的呼吸过滤装置2在封堵初期可以起到部分封堵气道的作用，护理人

员在进行吸痰时可以通过单向吸痰管22进行吸痰，同时由于过滤层23即多层纱布的覆盖，

避免了在吸痰时候患者痰液从导管口喷出造成污染。并且在多层纱布上滴入生理盐水还可

方便气道的湿化。

[0045] 本实施例中，单向吸痰管22还设有预留在过滤层23上方的用于调整单向吸痰管22

位置调向连接管，调向连接管长度为0.8-2.0cm，单向吸痰管22中部内壁设有单向活瓣口，

单向活瓣口朝向为呼气气流流动方向。

[0046] 本实施例中，还包括吸痰管道帽4，吸痰管道帽4活动连接在封堵盖主体32上且与

单向吸痰管22位置相对应，并能容纳调向连接管，转轴向吸痰管道帽4上端延伸，并将旋转

开关312固定在吸痰管道帽4的中部。

[0047] 在本实施例中，调向连接管还用于连接外部医用的吸痰器接口。在使用时医护人

员可以将吸痰器安装在调向连接管上，辅助吸痰。

[0048] 本实施例中旋转封堵盖3包括封堵盖主体32以及封堵部31，此封堵盖主体32及圆

筒形主体21均与套管导管1卡扣契合，可在呼吸过滤装置2基础上使用旋转封堵盖3也可以

单独使用旋转封堵盖3；使用时，转动旋转开关312来改变圆弧形封堵片311的开关进而改变

封堵盖主体32腔内通路的截面积，从而调节管路中气体的流量大小，以此来调节封堵面积，

以实现安全封堵及拔管前阶段性封堵的目的。

[0049] 并且吸痰管道帽4还能够进一步的保证外部物质不通过调向连接管进入单向吸痰

管22，避免造成污染。

[0050] 本实施例中，单向吸痰管22伸入套管导管1内部1.5-2.5cm。

[0051] 本实施例中，套管导管1材质为纳米抗菌塑料。

[0052] 本实施例中带有活瓣口的吸痰管道单向吸痰管22，吸痰管道深入套管导管内约

2cm，外部附有可改变方向的调向连接管，调向连接管长度为0.8-2.0cm。护理人员在进行吸

痰时可以通过活瓣装置的单向吸痰管22进行吸痰，并通过外部调向连接管来改变吸痰管方

向以便充分吸出深部痰液。

[0053] 并且本实用新型套管导管1材质为纳米抗菌塑料，本实施例中减少了呼吸机相关

性肺炎的发生。

[0054]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

[0055] 1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使用方便，使用更安全。

[0056] 2本实用新型可以方便医护人员的床旁操作，降低插管期间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

发生率同时避免在吸痰时造成污染，还可以调节拔管前封堵试验的封堵面积。既改善了患

者的预后提高了患者拔管的安全性，又减轻了医护工作者的工作量。

[0057]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实用新

型。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

义的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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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因此，本实用新型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

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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