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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双管牙垫防护式高频喷

射氧气吸痰导流器，包括口咽导流管、吸痰管、咬

合垫套和套管；所述套管横向贯穿设置有一个穿

过所述吸痰管用的吸痰管外接口，所述套管的前

端设置有一卡设所述口咽导流管用的导流管卡

口，所述导流管卡口横向贯穿所述套管；在所述

套管的外壁处设置有限位用的挡圈，所述咬合垫

套装配在所述套管的外部；本发明的结构简单，

操作方便，双管咬口垫套式硅胶口咽通气道，向

患者输送氧气、吸痰和排气通畅，减少患者痛苦，

降低费用，使用安全稳定，广泛用于各型呼吸困

难患者高频喷射氧气、吸痰和导流呼吸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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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管牙垫防护式高频喷射氧气吸痰导流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口咽导流管（1）、

吸痰管（2）、咬合垫套（3）和套管（4）；所述套管（4）横向贯穿设置有一个穿过所述吸痰管（2）

用的吸痰管外接口（401，所述套管（4）的前端设置有一卡设所述口咽导流管（1）用的导流管

卡口（402），所述导流管卡口（402）横向贯穿所述套管（4）；在所述套管（4）的外壁处设置有

限位用的挡圈（403），所述咬合垫套（3）装配在所述套管（4）的外部，且咬合垫套（3）被限位

在所述挡圈（403）的左侧位置处，所述咬合垫套（3）的内侧位置处注塑形成有夹持所述口咽

导流管（1）用的内口（302），所述口咽导流管（1）的右侧位置处设置有子连接件（5），通过所

述子连接件（5）配合有母连接件（6），所述子连接件（5）与所述母连接件（6）之间配合后形成

密封，通过所述母连接件（6）连接外设的高频喷射氧气呼吸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管牙垫防护式高频喷射氧气吸痰导流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咬合垫套（3）的外表面处均布有咬合纹（30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管牙垫防护式高频喷射氧气吸痰导流器，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挡圈（4）的表面加工有固定所述咬合垫套（3）用的固定孔（411），所述咬合垫套（3）的右端

注塑形成有球形的定位块（311），所述定位块（311）形变后向右穿过所述固定孔（411），此时

所述咬合垫套（3）与所述挡圈（4）之间固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管牙垫防护式高频喷射氧气吸痰导流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子连接件（5）包括插接管（501），所述插接管（501）的左侧具有多个锥形的密封面（511），相

邻两个密封面（511）之间形成断层面（512），在所述插接管（501）的外壁处注塑形成有第一

挡圈（502），所述第一挡圈（502）位于所述密封面（511）的右侧位置处；所述插接管（501）的

右端注塑形成有接头（503），所述接头（503）的内侧注塑形成有内管（504），所述内管（504）

与所述插接管（501）之间形成一个连通的内孔（513）；所述接头（503）与所述插接管（501）之

间注塑形成有多块加强板（514）；所述母连接件（6）包括第一插接管（601），所述第一插接管

（601）的外壁处设置有第二挡圈（602），所述第二挡圈（602）的左侧与所述第一插接管（601）

之间注塑形成有第一加强板（611），所述第一插接管（601）的右侧注塑形成有多个锥形的第

一密封面（612），相邻两个第一密封面（612）之间形成第一断层面（613）；所述第一插接管

（601）与所述接头（503）之间螺纹连接，且内管（504）插入至所述第一插接管（601的内侧；所

述插接管（501的左端插入至所述口烟吸痰管（1）内，所述密封面（511）插入至所述口烟吸痰

管（1）后与之形成密封，口烟吸痰管（1）的右端开口在断层面（512）处收口后密封；第一插接

管（601）的右端插入至高频喷射氧气呼吸机的供气软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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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管牙垫防护式高频喷射氧气吸痰导流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双管牙垫防护式高频喷射氧气吸痰导流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空气污染的加重，肺部疾患发病率逐年上升，恶性肿瘤中肺癌已位居第一，全

国高达78 .7万人，越来越多的患者需要无痛电子支气管镜（Pa i n l e s s  V e d i o 

Bronchoscopes，PLVB）诊断和治疗。良好通气措施对PLVB顺利实施意义重大。目前常采用的

各种通气措施均存在一定的缺陷，如现有的通气介导工具多与电子支气管镜（Vedio 

Bronchoscopes，PLVB）争夺气道空间、术中也常常需要麻醉医生站在头部进行面罩加压辅

助通气，会造成LVB操作和抢救时许多不便，因此如何避免争夺气道现象，能方便通气管理

并获得很好的通气效果，就成为PLVB检查中急待解决的问题；高频喷射通气（high 

frequency  jet  ventilation,  HFJV）能够提供高频率、低潮气量，低于或接近解剖死腔量

的快速喷射气流，易使气流通过狭小空间，在LVB占道和呼吸抑制的状态下，仍可维持足够

的远端肺泡气体交换，在PLVB检查中发生呼吸抑制时，不会发生低氧血症，且不会导致内源

性气道压力过高，也不抑制血流动力学功能。随着LVB使用日趋增多，HFJV应用再次兴起，现

有HFJV多采取以下介导工具：鼻导管、内镜面罩、气管导管及喉罩等来提高通气效率、改善

血氧浓度。然而在PLVB检查中发现鼻导管介导HFJV存在喷射性压力易致鼻导管脱出、通气

欠佳、依赖于鼻腔的通透性，且鼻腔通透性较好的一侧常规为LVB置入路径的弊端，同时还

存在鼻甲干燥和上呼吸道分泌物被吹进肺部造成或加重肺部感染的可能性；内镜面罩、气

管导管及喉罩等介导HFJV虽然较鼻导管能显著提高通气效果，但并没有有效解决通气工具

与LVB争夺气道空间的问题，也不能及时有效加强吸引，处理倒灌性误吸致缺氧的问题，且

三者费用相对较高，操作也不够简便。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改进。就PLVB的现有通气介导工

具和通气措施的各种局限性及咽腔解剖特点，设计了双管咬口垫防护式高频喷射氧气吸痰

导流口咽通气道。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双管牙垫防护式高频喷射氧气吸痰导流器。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双管牙垫防护式高频喷射氧气吸痰导流器，包括口咽导流管、吸痰管、咬合垫套和

套管；所述套管横向贯穿设置有一个穿过所述吸痰管用的吸痰管外接口，所述套管的前端

设置有一卡设所述口咽导流管用的导流管卡口，所述导流管卡口横向贯穿所述套管；在所

述套管的外壁处设置有限位用的挡圈，所述咬合垫套装配在所述套管的外部，且咬合垫套

被限位在所述挡圈的左侧位置处，所述咬合垫套的内侧位置处注塑形成有夹持所述口咽导

流管用的内口，所述口咽导流管的右侧位置处设置有子连接件，通过所述子连接件配合有

母连接件，所述子连接件与所述母连接件之间配合后形成密封，通过所述母连接件连接外

设的高频喷射氧气呼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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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优选地，所述咬合垫套的外表面处均布有咬合纹。

[0006] 使用时，将口咽导流管的顶部和吸痰管的顶端分别插入口腔咽部，咬口垫套放置

在患者的上下牙齿中间，吸痰管的另一端连通吸痰器，开启吸痰器，患者口腔内的痰液通过

吸痰管到达吸痰器内排出，达到对患者口腔内的痰液进行吸痰液的效果；开启高频喷射氧

气呼吸机，高频喷射氧气呼吸机的氧气通过母连接件和子连接的配合输送至口咽导流管

内，经过口咽导流管的顶部，氧气到达患者口咽腔内，达到对患者口咽腔内高频喷射氧气的

效果，实现对患者口腔咽部双管咬口垫防护式高频喷射氧气和吸痰导流呼吸通畅的目的。

[0007] 优选地，在所述挡圈的表面加工有固定所述咬合垫套用的固定孔，所述咬合垫套

的右端注塑形成有球形的定位块，所述定位块形变后向右穿过所述固定孔，此时所述咬合

垫套与所述挡圈之间固定。

[0008] 优选地，所述子连接件包括插接管，所述插接管的左侧具有多个锥形的密封面，相

邻两个密封面之间形成断层面，在所述插接管的外壁处注塑形成有第一挡圈，所述第一挡

圈位于所述密封面的右侧位置处；所述插接管的右端注塑形成有接头，所述接头的内侧注

塑形成有内管，所述内管与所述插接管之间形成一个连通的内孔；所述接头与所述插接管

之间注塑形成有多块加强板；所述母连接件包括第一插接管，所述第一插接管的外壁处设

置有第二挡圈，所述第二挡圈的左侧与所述第一插接管之间注塑形成有第一加强板，所述

第一插接管的右侧注塑形成有多个锥形的第一密封面，相邻两个第一密封面之间形成第一

断层面；所述第一插接管与所述接头之间螺纹连接，且内管插入至所述第一插接管的内侧；

所述插接管的左端插入至所述口烟吸痰管内，所述密封面插入至所述口烟吸痰管后与之形

成密封，口烟吸痰管的右端开口在断层面处收口后密封；第一插接管的右端插入至高频喷

射氧气呼吸机的供气软管内。

[000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双管咬口垫防护式高频喷射氧气吸痰导流器的效果

是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双管咬口垫套式硅胶口咽通气道，向患者输送氧气、吸痰和排气通

畅，减少患者痛苦，降低费用，使用安全稳定，广泛用于各型呼吸困难患者高频喷射氧气、吸

痰和导流呼吸的设备。

附图说明

[001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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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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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附图。

[0011]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咬合垫套在实施例1状态下的侧视图；

图3为套管在实施例1状态下的左视图；

图4为套管在实施例2状态下的左视图；

图5为咬合垫套在实施例2状态下的主视图；

图6为子连接件的主视图；

图7为子连接件的剖视图；

图8为子连接件在A处的局部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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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为母连接件的主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本说明书中公开的所有特征，或公开的所有方法或过程中的步骤，除了互相排斥

的特征和/或步骤以外，均可以以任何方式组合。

[0013] 本说明书（包括任何附加权利要求、摘要和附图）中公开的任一特征，除非特别叙

述，均可被其他等效或具有类似目的的替代特征加以替换。即，除非特别叙述，每个特征只

是一系列等效或类似特征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0014]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一端”、“另一端”、“外侧”、“上”、“内侧”、

“水平”、“同轴”、“中央”、“端部”、“长度”、“外端”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

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

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15] 此外，在本发明的描述中，“多个”的含义是至少两个，例如两个，三个等，除非另有

明确具体的限定。

[0016] 在本发明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设置”、“套接”、“连接”、“贯穿”、

“插接”等术语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成一体；可以

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两

个元件内部的连通或两个元件的相互作用关系，除非另有明确的限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17] 实施例1

参阅图1、图2和图3所示的一种双管牙垫防护式高频喷射氧气吸痰导流器，包括口咽导

流管1、吸痰管2、咬合垫套3和套管4；所述套管4横向贯穿设置有一个穿过所述吸痰管2用的

吸痰管外接口401，所述套管4的前端设置有一卡设所述口咽导流管1用的导流管卡口402，

所述导流管卡口402横向贯穿所述套管4；在所述套管4的外壁处设置有限位用的挡圈403，

所述咬合垫套3装配在所述套管4的外部，且咬合垫套3被限位在所述挡圈403的左侧位置

处，所述咬合垫套3的内侧位置处注塑形成有夹持所述口咽导流管1用的内口302，所述口咽

导流管1的右侧位置处设置有子连接件5，通过所述子连接件5配合有母连接件6，所述子连

接件5与所述母连接件6之间配合后形成密封，通过所述母连接件6连接外设的高频喷射氧

气呼吸机。

[0018] 所述咬合垫套3的外表面处均布有咬合纹301。

[0019] 使用时，将口咽导流管1的顶部和吸痰管2的顶端分别插入口腔咽部，咬口垫套3放

置在患者的上下牙齿中间，吸痰管2的另一端连通吸痰器，开启吸痰器，患者口腔内的痰液

通过吸痰管2到达吸痰器内排出，达到对患者口腔内的痰液进行吸痰液的效果；开启高频喷

射氧气呼吸机，高频喷射氧气呼吸机的氧气通过母连接件和子连接的配合输送至口咽导流

管1内，经过口咽导流管1的顶部，氧气到达患者口咽腔内，达到对患者口咽腔内高频喷射氧

气的效果，实现对患者口腔咽部双管咬口垫防护式高频喷射氧气和吸痰导流呼吸通畅的目

的。

[0020] 实施例2

参阅图4和图5所示，其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在所述挡圈4的表面加工有固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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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咬合垫套3用的固定孔411，所述咬合垫套3的右端注塑形成有球形的定位块311，所述定

位块311形变后向右穿过所述固定孔411，此时所述咬合垫套3与所述挡圈4之间固定。

[0021] 实施例3

参阅图6、图7、图8和图9所示，为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所述子连接件5包括插接管501，

所述插接管501的左侧具有多个锥形的密封面511，相邻两个密封面511之间形成断层面

512，在所述插接管501的外壁处注塑形成有第一挡圈502，所述第一挡圈502位于所述密封

面511的右侧位置处；所述插接管501的右端注塑形成有接头503，所述接头503的内侧注塑

形成有内管504，所述内管504与所述插接管501之间形成一个连通的内孔513；所述接头503

与所述插接管501之间注塑形成有多块加强板514；所述母连接件6包括第一插接管601，所

述第一插接管601的外壁处设置有第二挡圈602，所述第二挡圈602的左侧与所述第一插接

管601之间注塑形成有第一加强板611，所述第一插接管601的右侧注塑形成有多个锥形的

第一密封面612，相邻两个第一密封面612之间形成第一断层面613；所述第一插接管601与

所述接头503之间螺纹连接，且内管504插入至所述第一插接管601的内侧；所述插接管501

的左端插入至所述口烟吸痰管1内，所述密封面511插入至所述口烟吸痰管1后与之形成密

封，口烟吸痰管1的右端开口在断层面512处收口后密封；第一插接管601的右端插入至高频

喷射氧气呼吸机的供气软管内。

[0022]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同物界定。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0960767 A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7

CN 110960767 A

7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8

CN 110960767 A

8



图5

图6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9

CN 110960767 A

9



图8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0

CN 110960767 A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