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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紧急气胸穿刺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紧急气胸穿刺装置，

包括：穿刺管，其为中空软管，其两端开口；内芯，

其从穿刺管的顶部插入，内芯的顶部设有拉手

部，拉手部位于穿刺管的顶部之外；内芯的底部

为尖端，内芯插入穿刺管后，尖端延伸出穿刺管；

支管，其为中空软管，其尾端开口，支管的首端连

接于穿刺管的上段；球囊，其包括连接头、囊体、

排气管；连接头可拆地连接支管的尾端；囊体位

于连接头和排气管之间；排气管的尾端设有排气

口。本实用新型的紧急气胸穿刺装置，既可与负

压设备配合使用，也能单独使用，尤其适用于院

前及院内紧急抢救穿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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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紧急气胸穿刺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穿刺管，所述穿刺管为中空软管，其两端开口；

内芯，其从所述穿刺管的顶部插入，所述内芯的顶部设有拉手部，所述拉手部位于所述

穿刺管的顶部之外；所述内芯的底部为尖端，所述内芯插入所述穿刺管后，所述尖端延伸出

所述穿刺管；

支管，所述支管为中空软管，其尾端开口，所述支管的首端连接于所述穿刺管的上段；

球囊，其包括连接头、囊体、排气管；所述连接头可拆地连接所述支管的尾端；所述囊体

位于所述连接头和所述排气管之间；所述排气管的尾端设有排气口。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紧急气胸穿刺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穿刺管的顶端设有橡胶

圈。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紧急气胸穿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穿刺管的长度为10cm－

18cm；所述穿刺管的直径为1.5mm－3mm；所述支管的直径为1.5mm－3mm。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紧急气胸穿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管与所述穿刺管的连接

部，距离所述穿刺管顶端的长度，为所述穿刺管总长的1/2－1/3。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紧急气胸穿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管上设有管夹。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紧急气胸穿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管的末端设有螺纹，所

述球囊的连接头对应设有螺纹，二者通过螺纹连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紧急气胸穿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囊体为扁球状；所述排气

管的排气口为椭圆形。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紧急气胸穿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气管首端粗，尾端细。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紧急气胸穿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内芯为实心杆状。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紧急气胸穿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穿刺管的外表面设有刻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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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紧急气胸穿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紧急气胸穿刺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气胸是指气体进入胸膜腔，造成积气状态，称为气胸。多因肺部疾病或外力影响使

肺组织和脏层胸膜破裂，或靠近肺表面的细微气肿泡破裂，肺和支气管内空气逸入胸膜腔。

[0003] 胸腔穿刺，是指对有胸腔积液或气胸的患者，为了诊断和治疗疾病的需要而通过

胸腔穿刺针抽取积液或气体。

[0004] 现有技术中，中国专利201720487593.8公开了一种气胸穿刺针具，包括针芯和套

管，针芯插入套管中，前端延伸出套管；还设有引流单向阀，套管前段和后段分别为前硬管

段、后硬管段，中段为中软管段，后硬管段的后端设置外螺纹，当针芯抽出时，在后硬管段后

端安装引流单向阀，单向阀的末端为L型的导气管，导气管透明设置，内部设有球形扇；前硬

管段与中软管段之间设置有加长硬管段，加长硬管段与前硬管段一体成型设置，加长硬管

段上套接有遮蔽护套。

[0005] 中国专利201721225982 .X公开了一种儿童气胸穿刺引流针，包括穿刺针和引流

管，穿刺针由套设在针管的针头构成，引流管连接在针管侧部旁管上，引流管上设置有三通

阀开关或卡扣；穿刺针上套设有若干节可快速拆除的套管或带U型槽的套垫。穿刺针分为两

部分构成，穿刺针外层、穿刺针内芯，穿刺针外层为软管，穿刺针内芯为金属空心针，内芯可

自外壁中抽出。卡扣套设在引流管上，由弹性结构的回形卡构成，回形两侧设置有穿过引流

管的条形槽，回形卡内壁设置可弹回卡住引流管的凸起。

[0006] 中国专利申请201310159157.4公开了一种张力性气胸穿刺组件，其包括穿刺针和

留置鞘管，穿刺针穿置在留置鞘管内，留置鞘管包括鞘管本体和针座，鞘管本体的一端与针

座连接，针座外配合套置一固定贴片，固定贴片上设置自粘胶，自粘胶与鞘管本体分别设置

在固定贴片的同一侧。

[0007] 上述方式的缺陷在于，气胸穿刺装置需要与负压设备配合使用，不能单独使用，不

适用于院前紧急且设施简陋的情况。

[0008] 因此，如何提供一种适用于院前的紧急气胸穿刺装置成为了业界需要解决的问

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9] 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紧急气胸穿刺装置，其既可

与负压设备配合使用，也能单独使用，尤其适用于院前及院内紧急抢救穿刺。

[0010]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紧急气胸穿刺装置，包括：

[0011] 穿刺管，其为中空软管，其两端开口；

[0012] 内芯，其从穿刺管的顶部插入，内芯的顶部设有拉手部，拉手部位于穿刺管的顶部

之外；内芯的底部为尖端，内芯插入穿刺管后，尖端延伸出穿刺管(例如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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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支管，其为中空软管，其尾端开口，支管的首端连接于穿刺管的上段；

[0014] 球囊，其包括连接头、囊体、排气管；连接头可拆地连接支管的尾端；囊体位于连接

头和排气管之间；排气管的尾端设有排气口。

[0015] 本实用新型中，穿刺管尖端的内芯外延1mm，用于插入患者肺部的胸膜腔。

[0016] 本实用新型中，内芯的作用是将穿刺管塑形并穿刺胸膜腔。内芯的插拔可实现穿

刺管内的气体通路进行通断的切换。具体而言，当穿刺管已经插入患者体内，而内芯仍然插

在穿刺管内，则穿刺管内的气体通路是断开的；此时将内芯拔出，则穿刺管和支管形成完整

的气体通路。

[0017] 本实用新型中，拉手部的作用是方便操作者抓持，以便于将内芯从穿刺管中拉出，

其形状具体可为空心圆形。

[0018] 本实用新型中，支管与球囊之间的连接为可拆连接，当患者处于院前及院内紧急

治疗(如张力性气胸)、设施简陋的情况下，可以使支管连接球囊；当患者已送入医院，设施

完备，可以拆下球囊，使支管连接负压设备。

[0019] 本实用新型中，球囊的作用是使患者胸膜腔的气体经过穿刺管、支管，从球囊的排

气口排出。

[0020] 本实用新型中，拉手部的作用是方便操作者将内芯从穿刺管里拔出来。

[0021] 在院前及院内紧急治疗(如张力性气胸)、设施简陋的情况下，将穿刺管插入患者

肺部的胸膜腔，然后操作者通过拉手部拔出内芯，在穿刺管的顶端设有橡胶圈，该橡胶圈的

作用是当内芯从穿刺管拔出后，在自身弹力的作用下变形，从而自动封堵穿刺管的顶部开

口，形成穿刺管、支管、球囊的气体通路，最终使患者胸膜腔内的气体通过该气体通路从球

囊的排气口排出。

[0022] 根据本实用新型另一种具体实施方式，穿刺管的长度为10cm－18cm；穿刺管的直

径为1.5mm－3mm；支管的直径为1.5mm－3mm。

[0023] 根据本实用新型另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支管与穿刺管的连接部，距离穿刺管顶端

的长度，为穿刺管总长的1/2－1/3。

[0024] 根据本实用新型另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支管上设有管夹，该管夹的作用是控制支

管气路的通断。

[0025] 根据本实用新型另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支管的末端设有螺纹，球囊的连接头对应

设有螺纹，二者通过螺纹连接。

[0026] 根据本实用新型另一种具体实施方式，囊体为扁球状；排气管的排气口为椭圆形，

通过这样的设置，使患者吸气时，扁球状的球囊、椭圆形的排气口容易发生形变导致形状干

瘪，进而防止气体倒流。从而形成一个单向流动(穿刺管－支管－球囊)的气体通路

[0027] 根据本实用新型另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排气管首端粗，尾端细。

[0028] 根据本实用新型另一种具体实施方式，内芯为实心杆状。

[0029] 根据本实用新型另一种具体实施方式，穿刺管的外表面设有刻度(例如10－

15cm)，以方便操作者控制插入的深度。

[003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31] 本实用新型的紧急气胸穿刺装置，既可与负压设备配合使用，也能单独使用，尤其

适用于院前紧急且设施简陋或者院内紧急抢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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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33] 图1是实施例1的紧急气胸穿刺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4] 图2是实施例1中，内芯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3是实施例1中，球囊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4是实施例1的紧急气胸穿刺装置的使用状态示意图，其显示了内芯拔出之后，

气流的流动路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实施例1

[0038] 如图1－4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紧急气胸穿刺装置，其包括：穿刺管1、内芯2、

支管3、球囊4。

[0039] 其中，穿刺管1的长度为15cm，穿刺管的直径为2.5mm；穿刺管1的外表面设有刻度

(图中未示)。穿刺管1中空，两端开口。在穿刺管1的顶端设有橡胶圈(图中未示)。

[0040] 如图2所示，内芯2为实心杆状，内芯2从穿刺管1的顶部插入，内芯3的顶部设有拉

手部201，拉手部201位于穿刺管1的顶部之外。拉手部201的形状为空心圆形内芯3的底部为

尖端，内芯3插入穿刺管1后，尖端延伸出穿刺管1mm。

[0041] 支管3的直径为2.5mm，支管3为中空软管，其尾端开口；支管3上设有管夹301，用于

控制支管气路的通断。支管3的首端连接于穿刺管1的上段；支管3与穿刺管1的连接部，距离

穿刺管1顶端的长度为5cm，为穿刺管总长的1/3。

[0042] 如图3所示，球囊4包括连接头401、囊体402、排气管403；连接头401可拆地连接支

管3的尾端，具体而言，支管3的末端设有螺纹(图中未示)，球囊4的连接头401对应设有螺纹

(图中未示)，二者通过螺纹连接。囊体402为扁球状；囊体402位于连接头401和排气管403之

间；排气管403首端粗，尾端细；排气管403的尾端设有椭圆形排气口。

[0043] 如图4所示，本实施例的使用方法如下：

[0044] 将穿刺管1插入患者肺部的胸膜腔，然后操作者通过拉手部201拔出内芯2，内芯2

拔出后，穿刺管1顶端的橡胶圈堵住穿刺管1顶部的开口，形成穿刺管1、支管3、球囊4的气体

通路(如图4中箭头所示)，最终使患者胸膜腔内的气体通过该气体通路从球囊的排气口排

出。

[0045] 虽然本实用新型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但并非用以限定本实用新型实施的范

围。任何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发明范围内，当可作些许的改进，

即凡是依照本实用新型所做的同等改进，应为本实用新型的范围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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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6

CN 211675600 U

6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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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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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9

CN 211675600 U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