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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气管切开氧疗接头，至

少包括用于与吸痰管连接的第一接口。第一接口

的端口处内壁按照单向通气的方式设置有唇形

阀，唇形阀按照气体只能从第一接口外部进入内

部的方式尖端朝向第一接口内设置。还包括用于

插入患者气管的第二接口和连接部，第二接口、

连接部和第一接口以第一接口中心轴为轴线依

次同轴连接。本实用新型结构巧妙，实用性高，同

时造价低廉，适宜大量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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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气管切开氧疗接头，至少包括用于与吸痰管连接的第一接口(4)，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接口(4)的端口处内壁按照单向通气的方式设置有唇形阀(3)，所述唇形阀

(3)按照气体只能从第一接口(4)外部进入接头内部的方式尖端朝向第一接口(4)内设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氧疗接头，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用于插入患者气管的第二接口

(6)和连接部(12)，所述第二接口(6)、所述连接部(12)和所述第一接口(4)以第一接口中心

轴(1)为轴线依次同轴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氧疗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部(12)的侧壁上设置第三接

口(13)，所述第三接口(13)设置为与第一接口(4)存在夹角α。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氧疗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接口(13)远离连接部(12)的

端口设置有单向阀(2)，

所述单向阀(2)按照能够排出接口内气体的方式设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氧疗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接口(13)的侧壁上按照能够

指示接头内通气方向的方式设置有通气指示器(11)，所述通气指示器(11)设置为中轴线与

所述第三接口(13)存在夹角β。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氧疗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通气指示器(11)包括第一管(11‑

1)，所述第一管(11‑1)的一端部与所述第三接口(13)呈夹角β连接，所述第一管(11‑1)的两

端分别设置有带有通孔的第一隔板(11‑2)和第二隔板(11‑3)，所述第一隔板(11‑2)和第二

隔板(11‑3)之间设置有球体(11‑4)，所述球体(11‑4)按照能够基于第一管(11‑1)  内的空

气流动相对所述第一管(11‑1)的内壁移动的方式与所述第一管(11‑1)滑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氧疗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管(11‑1)设置于所述氧疗接

头使用时远离地面的一侧。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氧疗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部(12)的侧壁上设置有用于

与输氧装置连接的第四接口(5)，所述第四接口(5)设置为与所述第一接口(4)存在夹角θ。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氧疗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接口(4)、所述第二接口(6)、

所述第三接口(13)、所述第四接口(5)、和所述通气指示器(11)一体成形或固定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氧疗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夹角α、β和θ大于0°，并且所述夹

角α、β和θ小于或等于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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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气管切开氧疗接头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气管切开氧疗接头。

背景技术

[0002] 气管切开术系切开颈段气管，放入金属气管套管和硅胶套管，是解除喉源性呼吸

困难、呼吸功能失常或下呼吸道分泌物潴留所致呼吸困难的常见手术。在气管切开后需要

快速吸除下呼吸道内的堵塞异物并快速供氧。在护理时，还要注意气道湿化或定时使用超

声雾化吸入，以保证下呼吸道的湿润，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气管切开患者停机时最常用的氧

疗方式有人工鼻及高流量T管两种方式。与人工鼻相比，高流量T管能够提供更好的加温湿

化效果、降低呼吸阻力、提供压力支持、降低死腔量，不易阻塞，减少二氧化碳潴留、提供更

精确及稳定氧浓度等优势，在多个大型临床试验中均能表现出改善患者预后的效果。但现

有的T管吸氧装置存在给压不足、吸痰不便和无法提供有效呼气末正压的问题。

[0003] 因此，CN208339899U公开了一种气管切开患者高流量吸氧接头，包括吸氧接头本

体。吸氧接头本体包括吸氧装置接口、螺纹管、气管端接口、吸痰管接口和PEEP阀。吸氧装置

接口、螺纹管、气管端接口、吸痰管接口内部相通。吸氧装置接口、螺纹管、气管端接口和吸

痰管接口一体制造。气管端接口朝向下方，吸痰管接口朝向上方，气管端接口与吸痰管接口

正对，吸氧装置接口与螺纹管分别位于吸氧接头本体的左右侧，PEEP阀设于螺纹管的出口

端。在使用时，能够连接封闭式吸痰管，降低吸痰带来的暴露风险和低氧风险，通过呼气

PEEP阀能够在呼气末增加PEEP压力值，确保患者给氧；通过增加螺纹管可以通过调节螺纹

管的长度和角度来改变通气阻力，增加管路的压力及增加患者的吸氧浓度。但螺纹管的增

长同时会造成患者的分泌物容易在螺纹管中积累使得PEEP阀被堵塞导致患者呼气不畅的

问题。同时该装置的吸痰管接口通过塞子塞住，无法通气，因此当接头内的供氧不足时，医

护人员无法注意到，可能造成患者持续供氧不足，不利于患者的康复。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之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气管切开氧疗接头，造价低廉并且能

够降低误吸和感染风险。具体方案如下：

[0005] 一种气管切开氧疗接头，至少包括用于与吸痰管连接的第一接口，所述第一接口

的端口处内壁按照单向通气的方式设置有唇形阀。所述唇形阀按照气体只能从第一接口外

部进入内部的方式尖端朝向第一接口内设置。

[0006] 根据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还包括用于插入患者气管的第二接口和连接部。所述

第二接口、所述连接部和所述第一接口以第一接口中心轴为轴线依次同轴连接。

[0007] 根据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连接部的侧壁上设置第三接口，所述第三接口设

置为与第一接口存在夹角α。

[0008] 根据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第三接口远离连接部的端口设置有单向阀。所述

单向阀按照能够排出接口内气体的方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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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根据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第三接口的侧壁上按照能够指示接头内通气方向

的方式设置有通气指示器，所述通气指示器设置为中轴线与所述第三接口存在夹角β。

[0010] 根据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通气指示器包括第一管，所述第一管的一端部与

所述第三接口呈夹角β连接，所述第一管的两端分别设置有带有通孔的第一隔板和第二隔

板，所述第一隔板和第二隔板之间设置有球体，所述球体按照能够基于第一管内的空气流

动相对所述第一管的内壁移动的方式与所述第一管滑动连接。

[0011] 根据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第一管设置于所述氧疗接头使用时的远离地面的

一侧。根据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连接部的侧壁上设置有用于与输氧装置连接的第四

接口，所述第四接口设置为与所述第一接口存在夹角θ。

[0012] 根据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第一接口、所述第二接口、所述第三接口、所述第

四接口、所述第一杆和所述通气指示器一体成形或固定连接。

[0013] 根据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夹角α、β和θ大于0°，并且所述夹角α、β和θ小于或

等于90°。

[0014] 与对比文件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之处至少包括以下一项：

[0015] 第一，设置第三接口，在第三接口端部设置单向阀，第三接口长度固定，不可延长，

与螺纹管相比，患者分泌物不会积聚到第三接口中，产生堵住第三接口的情况，并且使用时

比较清洁。单向阀的设置能够在患者呼气时从单向阀处呼出气体，在患者吸气时能够实现

密封，提高管内压力，减少患者吸气时所需的呼吸功，帮助患者吸气，同时造价低廉，降低成

本。

[0016] 第二，在第三接口端口处设置唇形阀，能够实现从接头外到接头内单向通气，在呼

气时增加管内压力，使得单向阀能够被推开。同时方便进行吸痰操作。并且在患者吸气时，

当供氧不足，接头内瞬时压力减小，单向阀在不插入吸痰管时会被推开，从而对患者进行外

部供氧，以提高患者的舒适度，同时能够提示医护人员增大供氧量。

[0017] 第三，通气指示器的设置使得能够提示患者的呼吸进程，同时能够在唇形阀中插

入了吸痰管时，当接头内供氧不足，球体能够被冲开从而患者可以从外界吸入气体进行补

充，提高患者的舒适度，并且也能够提示医护人员增加供氧量。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个优选实施例的剖面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另一个优选实施例的剖面图。

[0020] 附图标记列表

[0021] 1：第一接口中心轴        2：单向阀               3：唇形阀

[0022] 4：第一接口              5：第四接口             6：第二接口

[0023] 7：封盖                  8：柔性凸缘             9：凸环

[0024] 10：柔性连接件           11：通气指示器          11‑1：第一管

[0025] 11‑2：第一隔板           11‑3：第二隔板          11‑4：球体

[0026] 12：连接部               13：第三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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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进行详细说明。

[0028] 如图1所示为本实用新型一个优选实施例的剖面图。一种气管切开氧疗接头，至少

包括第一接口4。第一接口4用于在需要对患者进行吸痰操作时向患者的气管中插入吸痰

管。在第一接口4的端口处设置有唇形阀3。唇形阀3与第一接口4的内壁以可拆卸或固定的

方式封闭连接。固定连接的方式如粘接，焊接等。唇形阀3可以被实施为Y形唇形阀。唇形阀3

的尖端朝向第一接口4内，使得吸痰管可以通过唇形阀3从第一接口4的外部插入第一接口

4，进而插入患者的气管中将气管内的堵塞物吸除。在不插入吸痰管时，管内气压会使得唇

形阀自行关闭，进而气体无法从唇形阀排出，以增加患者的呼气末气压，便于辅助患者呼

吸。

[0029] 根据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还包括用于插入患者气管的第二接口6和

连接部12。第二接口6用于插入患者的气管切口，与患者的气管连通后进行气体交换。第二

接口6、连接部12和第一接口4以第一接口中心轴1为轴线同轴依次连接。

[0030] 根据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连接部12的侧壁上设置有第三接口13。第三接口13设

置为与第一接口4存在夹角α，夹角α为第三接口13与第一接口4形成的夹角中的较小的角。

夹角α为大于0°小于等于90°。第三接口13远离连接部12的端口处设置有单向阀2。单向阀2

设置为接口内的气体能够通过单向阀2排出而接口外气体不能够通过单向阀2进入。即当使

用者呼气时，废气能够通过所述单向阀2排出氧疗接头，而当使用者吸氧时，单向阀2封闭，

外界空气不会从单向阀2进入氧疗接头。此时管内能够具备足够的呼气末正压，使得氧气能

够被更加轻松地输送进入患者的气管。

[0031] 根据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第三接口13的侧壁上按照能够指示接头内通气方向的

方式设置有通气指示器11。通气指示器11设置为与第三接口  13存在夹角β。夹角β为通气指

示器11与第三接口13形成的夹角中较小的角。夹角β为大于0°小于等于90°。

[0032] 根据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通气指示器11包括第一管11‑1，第一管11‑1的一端部

与第三接口13呈夹角β连接。第一管11‑1的两端分别设置有带有通孔的第一隔板11‑2和第

二隔板11‑3。优选地，第一隔板11‑2和第二隔板11‑3与第一管固定连接或可拆卸连接。第一

隔板11‑2和第二隔板  11‑3之间设置有球体11‑4。球体11‑4与第一管11‑1滑动连接。在使用

时，球体11‑4能够基于第一管11‑1内的空气流动相对第一管11‑1的内壁移动。优选地，第一

管11‑1设置于氧疗接头使用时的远离地面的一侧，以避免水流进入从而影响第一管11‑1的

功能。

[0033] 球体11‑4为带有一定弹性的轻质小球。例如，球体11‑4的制作材料可以是橡胶。优

选地，球体11‑4被设置为具备鲜艳的颜色，例如红色、黄色、荧光色等容易吸引注意力的颜

色。以便吸引医护人员时常注意患者呼吸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0034] 根据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连接部12的侧壁上还设置有第四接口5。第四接口5设

置为与第一接口4呈夹角θ设置，夹角θ为第四接口5与第一接口4形成的夹角中较小的角。夹

角θ为大于0°小于等于90°。第四接口5用于与外部供氧设备连接，向氧疗接头内部输送氧

气。氧气通过第四接口5和第二接口6进入患者的气管，进而进入患者的肺部向患者供氧。使

用时，将第二接口4与患者的气管连接，将第四接口5与医院的供氧端连接，氧气经第四接口

5和第二接口4输入患者的气管，进一步到达肺部为患者供氧。唇形阀3使得氧疗接头内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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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增加，辅助患者呼吸。

[0035] 当患者呼出气体时，氧疗接头内的压力增加，球体11‑4向远离第三接口13的一端

滑动，被第二隔板11‑3遮挡保持在第一管中。当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单向阀2会被推开，患

者呼出的气体通过单向阀2排出氧疗接头。而在患者吸气时，球体11‑4相对第一管11‑1朝向

靠近第三接口13的一端部移动，被第一隔板11‑2挡住，保持在第一管中。当第四接口5通道

内的供氧充足时，氧气量能够供应患者吸气所需，唇形阀3不会打开。而当第四接口5通道内

的供氧不足，此时患者将接头内的氧气气体吸入肺中并且由于接头内的瞬间压力减小，外

部压力较大，将唇形阀3打开，气体可以通过唇形阀3进入接头中，使得气体可以从开口处进

入接头，补充患者的需氧量，以保证患者在供氧不足时的安全性。通过以上设置方式能够帮

助避免对患者供氧不足带来的伤害，同时能够直观的帮助医护人员观察和调节第四接口5 

连接的外部供氧设备的供氧量，帮助保持患者的舒适度。

[0036] 根据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第一接口4、第二接口6、第三接口13、通气指示器11和

第四接口5一体设计或固定连接。便于生产，降低生产成本。

[0037] 如图2所示，根据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为方便不使用第一接口4时封闭第一接口

4，以保持第一接口4端口处的唇形阀3的清洁，第一接口4的端部还设置有封盖7。封盖7可拆

卸连接于第一接口4的第一端部4a处。第一端部4a为第一接口4远离连接部12的一端部。优

选的，可拆卸连接的方式可以为卡接。封盖7一侧沿第一接口中心轴1延伸有凸部11，凸部 

11靠近第一接口4的一端沿第一接口中心轴1径向设置有柔性凸缘8。第一接口4的内壁朝向

第一接口中心轴凸出形成凸环9，柔性凸缘8与凸环9  卡接使得封盖7被限制于第一接口4端

口处。封盖7通过柔性连接件10与第一接口4连接。优选地，柔性连接件10与封盖7可以是一

体设计。柔性连接件10的相对封盖7的一端部与第一接口4的外壁固定连接。固定连接的方

式可以是粘接。柔性凸缘8与凸部11一体设计或固定连接。凸部11 的制作材料可以是橡胶

等。柔性凸缘8的材料可以是橡胶、乳胶等柔性材料。通过以上设置方式，使得在不需要使用

第一接口4时，可以保持唇形阀3的清洁，避免灰尘或杂菌等污染唇形阀3进而导致患者的呼

吸道感染的情况发生。在需要使用第一接口4时，使用者只需要较小的力气便可将封盖7打

开，例如，医护人员可以单手操作打开，进而柔性连接件10可以使得封盖7始终挂在第一接

口4上而不会掉落造成污染。在下一次使用时，医护人员同样可以单手将封盖7盖上，操作方

便，便于医护人员使用，提高工作效率。同时该设置方式还可以避免医护人员的手接触到凸

部8，保持封盖7的清洁。

[0038]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具体实施例是示例性的，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本实用新型

公开内容的启发下想出各种解决方案，而这些解决方案也都属于本实用新型的公开范围并

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明白，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其附图

均为说明性而并非构成对权利要求的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由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

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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