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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阻隔片的喉罩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具有阻隔片的喉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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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主管呈90°-110°弯曲，所述主管的

一端与囊套相连接，所述主管的另一端设置有阻

隔片，将本实用新型应用于医疗中时，操作人员

可直接将该喉罩插入病患喉咙中，阻隔片与病患

嘴部接触时，即为喉罩的最大插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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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阻隔片的喉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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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主管呈90°-110°弯曲，所述主管的一端与囊套相连接，所述主管的另

一端设置有阻隔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阻隔片的喉罩，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管弯曲程度优选

为95°-10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阻隔片的喉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阻隔片上设置有与

主管进气孔相配合连接的连接管。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阻隔片的喉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阻隔片上还设置有

伸出管，所述伸出管与连接管相通。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的一种具有阻隔片的喉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阻隔片上设

置有挂钩。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具有阻隔片的喉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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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具有阻隔片的喉罩，其特征在于：所述挂钩配合连接有一

固定头带。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具有阻隔片的喉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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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出孔与引流进孔相通形成引流通道。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具有阻隔片的喉罩，其特征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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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和通气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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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和引流进口，所述引流出口设

置于囊套的远端部。

10.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具有阻隔片的喉罩，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管包括通气

连接管和引流连接管，所述伸出管与通气连接管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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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阻隔片的喉罩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具有阻隔片的喉罩，具体用于医疗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直线喉罩，在植入病患体内需要借助弯形导芯插入，导芯拔出后喉罩又恢

复直形，但人体口腔至咽喉的生理曲线在100度左右，因人而异，所以喉罩在使用的过程中，

直形管会与喉腔会产生一定压力，时间过长会造成咽喉疼痛；且现有的喉罩没有确切的插

入深度，全凭医师个人经验控制喉罩插入病患体内的深度，若喉罩插入太深，会对病患造成

伤害；且目前的喉罩在使用的过程中，医师直接依靠胶布将喉罩粘于病患脸部，实现固定，

因此会使病患感到不适，产生痛苦。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4] 一种具有阻隔片的喉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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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主管呈90°-110°弯曲，所述主管的一端与囊套相连接，所述主管的

另一端设置有阻隔片。

[000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主管弯曲程度优选为95°-105°。

[0006]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阻隔片上设置有与主管进气孔相配合连接的连接管。

[0007]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阻隔片上还设置有伸出管，所述伸出管与连接管相通。

[0008]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阻隔片上设置有挂钩。

[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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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0]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挂钩配合连接有一固定头带。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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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引流出孔与引流进孔相通形成引流通

道。

[0012]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囊套与主管连接的一端为近端部，囊套的另一端为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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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出孔包括引流出口和引流进口，所述引流出口设置于囊套的远端部。

[0013]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连接管包括通气连接管和引流连接管，所述伸出管与

通气连接管相通。

[0014]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喉罩的颜色为蓝色。

[0015]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具有阻隔片的喉罩，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6] 1、主管根据人体生理曲线设计，方便医护人员置管和固定，且喉罩在使用的过程

中不会造成人体咽喉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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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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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8]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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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9] 4、阻隔片上设置有伸出管，伸出管能更好的连接呼吸机上的供气管。

[0020] 5、蓝色会减轻视觉疲劳，更容易辨别出血或异色。

附图说明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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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立体图。

[0023]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俯视图。

[0024]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主视图。

[0025] 图4是本实用新型囊套的立体图。

[0026] 图5是本实用新型囊套的示意图。

[0027] 图6是本实用新型主管的立体图。

[0028] 图7是本实用新型主管的示意图。

[0029] 图8是本实用新型阻隔片的立体图。

[0030] 图9是本实用新型阻隔片的示意图。

[0031] 图中：10-囊套；15-充气囊；18-通气出孔；19-引流出孔；20-主管；28-通气进孔；

29-引流进孔；30-阻隔片；32-伸出管；35-挂钩；48-通气连接管；49-引流连接管；50-三通

管；100-近端部；155-充气口；181-通气进口；182-通气出口；191-引流进口；192-引流出口；

200-远端部。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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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3] 参考说明书附图，一种具有阻隔片的喉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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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主管(20)呈

90°-110°弯曲，所述主管(20)的一端与囊套(10)相连接，所述主管(20)的另一端设置有阻

隔片(30)，所述阻隔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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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4] 在实施例1中，所述主管(20)呈90°弯曲。

[0035] 在实施例2中，所述主管(20)呈95°弯曲。

[0036] 在实施例3中，所述主管(20)呈100°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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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在实施例4中，所述主管(20)呈105°弯曲。

[0038] 在实施例5中，所述主管(20)呈110°弯曲。

[0039] 进一步的，所述主管(20)弯曲程度优选为95°-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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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0] 进一步的，所述阻隔片(30)上设置有与主管(20)进气孔相配合连接的连接管，所

述连接管将主管(20)与阻隔片(30)连为一体，连接管的设置保证了阻隔片(30)与主管(20)

连接的稳定性与密封性。

[0041] 进一步的，所述阻隔片(30)上还设置有伸出管(32)，所述伸出管(32)与连接管相

通，所述伸出管(32)能更好的将呼吸机与喉罩相连，所述呼吸机上的供气管与伸出管(32)

插接，保证供气的稳定性。

[0042] 进一步的，所述阻隔片(30)上设置有挂钩(35)，所述挂钩(35)为喉罩的固定辅助

装置，在挂钩(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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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有技术中的喉罩无挂钩(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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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3] 在较佳实施例中，所述挂钩(35)的个数为两个，所述挂钩(35)对称分布于阻隔片

(30)上，所述对称的挂钩(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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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4] 进一步的，所述挂钩(35)配合连接有一固定头带，所述固定头带方便喉罩与病患

的固定，减轻患者的痛苦。

[0045] 进一步的，所述囊套(10)上的出气孔包括通气出孔(18)和引流出孔(19)，所述主

管(20)上设置有与通气出孔(18)相配合的通气进孔(28)，所述通气出孔(18)与通气进孔

(28)相通形成通气通道；所述主管(20)上设置有与引流出孔(19)相配合的引流进孔(29)，

所述引流出孔(19)与引流进孔(29)相通形成引流通道，所述通气出孔(18)与人体气管相

通，建立起人工气道，通气可靠，所述引流出孔(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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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6] 进一步的，所述囊套(10)与主管(20)连接的一端为近端部(100)，囊套(10)的另一

端为远端部(200)，所述通气出孔(18)包括通气进口(181)和通气出口(182)，所述通气出口

(182)设置于囊套(10)的近端部(100)；所述引流出孔(19)包括引流出口(192)和引流进口

(191)，所述引流出口(192)设置于囊套(10)的远端部(200)，所述通气出口(182)近端部

(100)的设置和引流出口(1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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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7] 进一步的，所述连接管包括通气连接管(48)和引流连接管(49)，所述伸出管(32)

与通气连接管(48)相通，所述伸出管(32)连接呼吸机的供气管，所述呼吸机提供的气体直

接从伸出管(32)进入通气通道，从而进入人体的呼吸道内。

[0048] 进一步的，所述喉罩的颜色为蓝色，现有的喉罩为肉色和透明，这些颜色会对造成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09123112 U

5



视觉疲劳，如有出血或异物出现不容易发现，而蓝色作为颜色基调能大大减轻医师们的视

觉疲劳，且更能辨别出血或其他异色。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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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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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与病患呼吸道相通，引流出口

(1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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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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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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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