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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双向测量气管插管，包

括气管插管、套囊、接头、第一刻度、第二刻度、充

气细管、注药细管，所述气管插管首端与套囊连

接，套囊内部与充气细管相通，注药细管与气管

插管内部相通，气管插管外表面设有第一刻度与

第二刻度，所述第一刻度的起点是气囊端，所述

第二刻度的起点在接头端。其优点表现在：本实

用新型双向测量气管插管既能在日常或紧急情

况下首次插管后，初步判断其位置深浅性，又可

以使医务人员精确读取插管外露长度，同时能避

免直尺测量过程中的交叉感染问题，减少感染的

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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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向测量气管插管，包括气管插管(1)、套囊(2)、接头(3)、第一刻度(4)、充气细

管(6)、注药细管(7)，所述气管插管(1)首端与套囊(2)连接，末端与接头(3)连接，所述套囊

(2)的内部与充气细管(6)相通，所述注药细管(7)与气管插管(1)内部相通，所述第一刻度

(4)位于气管插管(1)外表面，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向测量气管插管还包括第二刻度(5)，所

述第一刻度(4)的起点在套囊端，第一刻度(4)的分度值是1cm，量程是15-30cm，所述第二刻

度(5)设在气管插管(1)外表面，第二刻度(5)的起点紧贴接头(3)边缘，第二刻度(5)的分度

值是0.1cm，量程是15-30cm，所述第一刻度(4)与第二刻度(5)的方向相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双向测量气管插管，其特征在于，所述气管插管(1)采用软质透

明聚氯乙烯材料制备，气管插管(1)的底面直径是6mm-10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双向测量气管插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套囊(2)的直径小于气道

直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双向测量气管插管，其特征在于，所述接头(3)的形状可分为喇

叭接头、欧式接头或弧形接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双向测量气管插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充气细管(6)和注药细管

(7)均采用透明软质硅胶材料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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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向测量气管插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双向测量气管插管。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临床各病区，急症抢救室，重症监护室，手术室存在大量气管插管的患者。常

规插管后，医务人员根据患者性别，年龄，借助气管插管上的刻度，初步判断插管位置在气

道内的深浅。然而，每一个患者都是独立的个体，常规的诊疗方法或经验不能完全适应每个

独立个体的需求。不同性别与体形的搭配，结合躯干和下肢的比例的不同，时刻挑战常规方

法判断置管深度的合理性。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和发展，人民大众科普意识的觉醒和提高，

人均寿命的延长。高龄患者，合并症患者、疑难病例患者、体内定植菌患者等越发增多。这些

人群的扩张，使临床长期气管插管的人群剧增。带管时间越长，全身或身体局部感染的发生

率越高。置管深浅的合理性，同样会影响患者的疾病治疗和康复。气管插管位置过深，能引

起单侧肺通气，位置过浅，容易滑脱。因此，最合理的方式是插管后进行胸部射片，根据胸片

所提示的气管插管尾端位置水平进行判断，过深或过浅予以进退气管插管。一旦调整好气

管插管的深浅，气管插管外露的长短是判断气管插管是否移位的关键指标。

[0003] 由于现有的气管插管印有的刻度，均为由气囊端向体外延伸的大刻度，对气管插

管在体内的或体外的长短均不能精准体现。长期气管插管的患者，交接班时要测量插管外

露长度(外露长短为患者门齿到插管外露末端的距离)；进行日常口腔护理前后，也要测量

插管外露长度，防止插管移位。如果用直尺测量外露长度，操作者手法不同，影响测量结果。

同时对测量使用的直尺，难以保证有效的消毒，病人间的交替使用，更易发生交叉感染，影

响患者预后。

[0004] 中国专利申请：CN202069975U公开了一种带有识别层的抗咬成人气管插管，包括

气管插管本体，在气管插管的22-24cm的处设有抗咬识别层，抗咬识别层外设有软性牙齿保

护层。但该专利并没有设置刻度标识，使用不便。

[0005] 中国专利申请：CN203329166U公开了一种一次性有刻度吸痰管，主要包括：刻度吸

痰管、气管插管套管、气管切开套管、刻度吸痰管接头，刻度吸痰管上有两个刻度，分别是：

吸痰管一刻度、吸痰管二刻度，管一刻度的长度相当于气管切开套管的长度，吸痰管二刻度

的长度相当于气管插管套管的长度，但是该专利主要是用于患者的吸痰，且该专利的刻度

设计方向一致。

[0006] 因此，针对上述缺陷，开发一种双向测量气管插管迫在眉睫。

发明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双向测量气管插管。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9] 一种双向测量气管插管，包括气管插管(1)、套囊(2)、接头(3)、第一刻度(4)、充气

细管(6)、注药细管(7)，所述气管插管(1)首端与套囊(2)连接，末端与接头(3)连接，所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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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2)的内部与充气细管(6)相通，所述注药细管(7)与气管插管(1)内部相通，所述第一刻

度(4)位于气管插管(1)外表面，所述双向测量气管插管还包括第二刻度(5)，所述第一刻度

(4)的起点在套囊端，第一刻度(4)的分度值是1cm，量程是15-30cm，所述第二刻度(5)设在

气管插管(1)外表面，第二刻度(5)的起点紧贴接头(3)边缘，第二刻度(5)的分度值是

0.1cm，量程是15-30cm，所述第一刻度(4)与第二刻度(5)的方向相反。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所述气管插管(1)采用软质透明聚氯乙烯

材料制备，气管插管(1)的底面直径是6mm-10mm。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所述套囊(2)的直径小于气道直径。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所述接头(3)的形状可分为喇叭接头、欧式

接头或弧形接头。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所述充气细管(6)和注药细管(7)均采用透

明软质硅胶材料制备。

[001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所述双向测量气管插管是一次性产品。

[0015] 本实用新型优点在于：

[0016] 1、本实用新型设置的第一刻度可满足日常或紧急情况下首次插管后，初步判断其

位置深浅合理性的需求，设置的第二刻度可满足临床实际工作需求，方便医务人员精确读

取插管外露长度，同时能避免直尺测量过程中的交叉感染，减少院内感染的发生，为患者的

健康增加了一道健康保障；

[0017] 充气细管和注药细管均采用软质透明材料制备，方便医生观察管内流通情况，为

医生减少了工作量，同时提高了插管率。

[0018] 2、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第一刻度与第二刻度尺寸设计合理，使用便捷，可避免直

尺测量中的交叉感染问题，释放了人力资源、提高了医生的工作效率，可广泛应用于临床

上，并且能帮助患者尽快恢复健康，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及很好的应

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19] 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双向测量气管插管左侧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2是本实用新型双向测量气管插管右侧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3是第一刻度的示意图。

[0022] 附图4是第二刻度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

本实用新型而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实用新型记载的内

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实用新型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

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范围。

[0024] 1.气管插管              2.套囊                3.接头

[0025] 4.第一刻度              5.第二刻度            6.充气细管

[0026] 7.注药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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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实施例1刻度尺标识

[0028] 请参照图3-图4，附图3是第一刻度的示意图，附图4是第二刻度的示意图。

[0029] 第一刻度4和第二刻度5均位于气管插管1外表面，第一刻度4的分度值是1cm，量程

是15-30cm，第二刻度5的起点紧贴接头3边缘，第二刻度5的分度值是0.1cm，量程是15-

30cm，第一刻度4与第二刻度5的方向相反。

[0030] 第一刻度4可初步判断气管插管1的位置深浅，第二刻度5可精确读取插管外露长

度，避免了气管插管1移位，同时避免了直尺测量过程中的交叉感染的问题，减少院内感染

的发生。

[0031] 实施例2一种双向测量气管插管

[0032] 请参照图1，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双向测量气管插管左侧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3] 一种双向测量气管插管，包括气管插管1、套囊2、接头3、第一刻度4、充气细管6、注

药细管7，气管插管1首端与套囊2连接，末端与接头3连接，套囊2的内部与充气细管6相通，

注药细管7与气管插管1内部相通，第一刻度4位于气管插管1外表面，第一刻度4的起点在套

囊端，第一刻度4的分度值是1cm，量程是15-30cm。

[0034] 请参照图2，附图2是本实用新型双向测量气管插管右侧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5] 一种双向测量气管插管，包括气管插管1、套囊2、接头3、第一刻度4(见图1)、充气

细管6、注药细管7，所述双向测量气管插管还包括第二刻度5，第二刻度5设在气管插管1外

表面，第二刻度5的起点紧贴接头3边缘，第二刻度5的分度值是0.1cm，量程是15-30cm，所述

第一刻度4与第二刻度5的方向相反。

[0036] 请参照图3-图4，附图3是第一刻度的示意图，附图4是第二刻度的示意图。

[0037] 第一刻度4和第二刻度5均位于气管插管1外表面，第一刻度4的分度值是1cm，量程

是15-30cm，第二刻度5的起点紧贴接头3边缘，第二刻度5的分度值是0.1cm，量程是15-

30cm，第一刻度4与第二刻度5的方向相反。

[0038] 优选地，气管插管1采用软质透明聚氯乙烯材料制备，气管插管1的底面直径是

6mm-10mm。优选地，套囊2的直径小于气道直径。优选地，接头3的形状可分为喇叭接头、欧式

接头或弧形接头。优选地，充气细管6和注药细管7均采用透明软质硅胶材料制备。优选地，

双向测量气管插管是一次性产品。

[0039] 本实用新型的使用方法：使用时，医生首先选择相应尺寸的双向测量气管插管，然

后确定需要插入气管插管1的长度，通过观察第一刻度4与第二刻度5上的尺寸并按照常规

操作方法将双向测量气管插管1置入患者气道内，在将双向测量气管插管置入患者的口腔

内的同时按照常规操作方法将牙垫置入患者口腔内，并用医用胶带将牙垫与气管插管固

定；最后将充气细管6与充气头连接对套囊2进行充气，并在注药细管7内给患者注药。

[0040] 使用结束后，将本实用新型双向测量气管插管取出，弃掉即可。

[0041] 在医生交接班时通过观察第二刻度5上的刻度来测量插管外露长度(外露长短为

患者门齿到插管外露末端的距离)；进行日常口腔护理前后，也可通过观察第二刻度5上的

刻度来测量插管外露长度，起到防止插管移位的作用。省去了用直尺测量外露长度，避免了

交叉感染的弊端，同时提高了测量的精确度。

[0042] 需要说明的是，医生在置入双向测量气管插管时，是按照套囊2朝向体内，接头3朝

向体外的方向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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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使用前，需要先检测套囊3是否漏气。

[0044] 第一刻度4可初步判断气管插管1的位置深浅，第二刻度5可精确读取插管外露长

度，可防止气管插管1移位，同时避免了直尺测量过程中的交叉感染的问题，减少院内感染

的发生，为患者的健康增加了一道健康保障。

[0045] 本实用新型双向测量气管插管结构简单，使用便捷，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提

高了工作效率，同时提高了气管插管率，能帮助患者尽快恢复，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可

很好的应用于临床上，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0046]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补充，这些改进和补充

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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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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