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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

外置式吸痰管组件结构，包括导管、主套囊、主充

气管，导管的前端穿过主套囊与主套囊固定连

接，导管的后端设有导管接头，主充气管的前端

与主套囊连接，主充气管的后端设有主充气接

头，导管的外侧设有吸痰管，吸痰管的前端与导

管之间通过卡环连接，导管的后端外侧设有牙

托，导管、主充气管、吸痰管的后端穿过牙托，吸

痰管的后端设有吸痰管接头；导管的中间部位设

有辅套囊，导管的外侧设有与辅套囊连接的辅充

气管，辅充气管的后端设有辅充气管接头。本发

明具有使用方便、吸痰时间短、吸痰效率高、吸痰

过程中病人更加舒适的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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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外置式吸痰管组件结构，包括导管、主套囊、主充气管，所述导管的前端穿过主

套囊与主套囊固定连接，导管的后端设有导管接头，所述主充气管的前端与主套囊连接，主

充气管的后端设有主充气接头，其特征是，所述导管的外侧设有吸痰管，所述吸痰管的前端

与导管之间通过卡环连接，所述导管的后端外侧设有牙托，所述导管、主充气管、吸痰管的

后端穿过牙托，吸痰管的后端设有吸痰管接头；所述导管的中间部位设有辅套囊，所述导管

的外侧设有与辅套囊连接的辅充气管，所述辅充气管的后端设有辅充气管接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外置式吸痰管组件结构，其特征是，所述导管的外侧位于

主套囊与辅套囊之间设有中套囊，所述导管的外侧设有中充气管，所述中充气管的前端与

中套囊连接，中充气管的后端设有中充气接头；所述吸痰管的前端依次穿过辅套囊、中套囊

后与主套囊后端的导管侧面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外置式吸痰管组件结构，其特征是，所述主套囊整体呈圆

柱状，主套囊的中心设有连接套，所述导管穿过连接套与连接套固定连接，所述导管的前端

设有墨菲孔，所述导管的侧壁设有刻度。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外置式吸痰管组件结构，其特征是，所述主套囊的前端向

外凸起形成椭球面，所述主套囊的后端向内凹陷形成球面凹腔。

5.根据权利要求1或3或4所述的一种外置式吸痰管组件结构，其特征是，所述主套囊内

设有若干瓣支撑膜，所述主囊套的外壁设有植绒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外置式吸痰管组件结构，其特征是，所述牙托内设有若干

隔离孔。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外置式吸痰管组件结构，其特征是，所述吸痰管的管壁上

设有若干吸痰通孔，所述的吸痰通孔为长槽孔。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外置式吸痰管组件结构，其特征是，所述吸痰管的侧面设

有若干吸痰支管，所述吸痰支管为柔性软管，所述吸痰支管的外端设有球套，所述球套的表

面设有若干吸痰孔，所述吸痰支管的内端与吸痰管连通。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外置式吸痰管组件结构，其特征是，所述吸痰管的外侧套

设有辅气管，所述辅气管与吸痰管之间形成环形腔，所述吸痰支管内设有隔膜，隔膜将吸痰

支管内的空间分隔成充气通道、吸痰通道，所述球套与吸痰通道的外端连通，所述充气通道

的外端封闭，充气通道的内端与环形腔连通。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外置式吸痰管组件结构，其特征是，所述辅气管的上端

设有端盖，所述端盖的侧面设有辅气管接头，辅气管接头的内端与环形腔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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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外置式吸痰管组件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外置式吸痰管组件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吸痰术是指经口腔、鼻腔、气道将呼吸道的分泌物吸出，以保持呼吸道呼吸顺畅，

预防吸入性肺炎、肺不张、窒息等并发症的一种方法。目前采用的吸痰方法均为气管导管内

插吸痰管的方式，主要分为开放式吸痰和封闭式吸痰两种，封闭式吸痰因为吸痰管外有薄

膜密封，所以不需要中断通气和供氧，相比开放式吸痰操作更简便，对病人更加友好。但无

论是哪种吸痰方式，吸痰管都要占用气管导管内1/4左右的气道空间，现有的管内吸痰只能

从气管导管头部出口处吸痰，吸取的主要是导管下部的肺内和支气管内涌现的痰液，对于

导管气囊所封闭的上部痰液无法有效处理，因此需要反复移动导管头部位置来改变吸痰的

位置，吸痰作业时间长，给病人带来极大的不适感，而且呼吸道内痰液吸取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的吸痰管吸痰效率低、吸痰时间长、病人吸痰过程不

适感强的问题，提供了一种使用方便、吸痰时间短、吸痰效率高、吸痰过程中病人更加舒适

的外置式吸痰管组件结构。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外置式吸痰管组件结构，包括导管、主套囊、主充气管，所述导管的前端穿过主套

囊与主套囊固定连接，导管的后端设有导管接头，所述主充气管的前端与主套囊连接，主充

气管的后端设有主充气接头，所述导管的外侧设有吸痰管，所述吸痰管的前端与导管之间

通过卡环连接，所述导管的后端外侧设有牙托，所述导管、主充气管、吸痰管的后端穿过牙

托，吸痰管的后端设有吸痰管接头；所述导管的中间部位设有辅套囊，所述导管的外侧设有

与辅套囊连接的辅充气管，所述辅充气管的后端设有辅充气管接头。使用时，将导管、主套

囊伸入病人呼吸道内，通过主充气管向主套囊内充气，主套囊充气膨胀，主套囊的外壁与呼

吸道内壁接触支撑，通过辅充气管向辅套囊内充气，辅套囊膨胀支撑呼吸道，主套囊、辅套

囊之间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吸痰空间，导管能够保持病人正常呼吸通气；呼吸道内的痰液

分泌后积聚在主囊套、辅套囊之间的部位，然后将吸痰管外端的吸痰管接头与外部吸痰器

械连接，将呼吸道内的痰液吸出，该种吸痰管设置在导管外侧，不会占用导管内部空间，痰

液直接通过吸痰管吸出，痰液不会进入导管内；该种吸痰管组件使用方便、吸痰时间短、吸

痰效率高、吸痰过程中病人更加舒适。

[0005] 作为优选，所述导管的外侧位于主套囊与辅套囊之间设有中套囊，所述导管的外

侧设有中充气管，所述中充气管的前端与中套囊连接，中充气管的后端设有中充气接头；所

述吸痰管的前端依次穿过辅套囊、中套囊后与主套囊后端的导管侧面连接。根据实际需求，

选择性的通过中充气接头给中套囊充气，中套囊充气膨胀后将主套囊、辅套囊之间的区域

分隔成两个吸痰区域，吸痰管吸痰时更加彻底，能够吸取更多的痰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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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作为优选，所述主套囊整体呈圆柱状，主套囊的中心设有连接套，所述导管穿过连

接套与连接套固定连接，所述导管的前端设有墨菲孔，所述导管的侧壁设有刻度。刻度能够

指示伸入呼吸道内的深度，根据需求可以整体前后移动以吸取呼吸道内不同部位的痰液。

[0007] 作为优选，所述主套囊的前端向外凸起形成椭球面，所述主套囊的后端向内凹陷

形成球面凹腔。主套囊伸入呼吸道的过程中，主套囊前端的椭球面起到导向作用，主套囊充

气后，后端的球面凹腔内可以积聚痰液，从而利于吸痰管吸痰。

[0008] 作为优选，所述主套囊内设有若干瓣支撑膜，所述主囊套的外壁设有植绒层。支撑

膜对主套囊起到加强支撑作用，防止主套囊上部的痰液渗入到主套囊下方；植绒层能增大

主囊套与呼吸道内壁的附着力，可以减少渗液情况的发生。

[0009] 作为优选，所述牙托内设有若干隔离孔。主充气管、辅充气管、吸痰管穿过牙托上

不同的隔离孔，便于使用者区分，防止误操作。

[0010] 作为优选，所述吸痰管的管壁上设有若干吸痰通孔，所述的吸痰通孔为长槽孔。吸

痰通孔便于吸痰。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吸痰管的侧面设有若干吸痰支管，所述吸痰支管为柔性软管，所述

吸痰支管的外端设有球套，所述球套的表面设有若干吸痰孔，所述吸痰支管的内端与吸痰

管连通。由于吸痰管整体靠近主套囊、辅套囊的中心部位，吸痰管与呼吸道内壁之间存在较

大的间隙，需要等痰液积聚后吸痰效果才好；本结构中通过若干吸痰支管吸痰，吸痰支管更

加靠近（不接触）呼吸道的内壁，无需等待痰液积聚就能快速吸痰，吸痰效率更高、吸痰更加

彻底；而且病人吸痰的状态可以是坐立、可以是仰卧、可以侧卧，痰液在重力的作用下积聚

的位置存在差异，本结构中吸痰支管为柔性软管，吸痰支管外端的球套在重力的作用下的

位置与痰液积聚的位置相对应，从而更加有利于吸痰。

[0012] 作为优选，所述吸痰管的外侧套设有辅气管，所述辅气管与吸痰管之间形成环形

腔，所述吸痰支管内设有隔膜，隔膜将吸痰支管内的空间分隔成充气通道、吸痰通道，所述

球套与吸痰通道的外端连通，所述充气通道的外端封闭，充气通道的内端与环形腔连通。大

人、小孩的呼吸道内径存在差异，病人坐立吸痰的时候，球套在重力的作用下导致难以与呼

吸道内壁贴合，本结构中可以通过辅气管向充气通道内充气以改变吸痰支管的强度，从而

有效的调整球套与呼吸道内壁的位置，提高吸痰效率。

[0013] 作为优选，所述辅气管的上端设有端盖，所述端盖的侧面设有辅气管接头，辅气管

接头的内端与环形腔连通。

[0014] 因此，本发明具有使用方便、吸痰时间短、吸痰效率高、吸痰过程中病人更加舒适

的有益效果。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图1的爆炸图。

[0017] 图3 为导管与主套囊的连接示意图。

[0018] 图4为主套囊的横截面示意图。

[0019] 图5为图2中A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20] 图6吸痰管的另一种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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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7为图6中吸痰管与吸痰支管的连接示意图。

[0022] 图8为图7中B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23] 图9为图7中C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24] 图中：导管1、墨菲孔100、导管接头101、主套囊2、椭球面200、球面凹腔201、支撑膜

202、主充气管3、主充气接头300、连接套4、吸痰管5、吸痰通孔50、吸痰管接头51、辅气管52、

环形腔53、端盖54、辅气管接头55、卡环6、牙托7、隔离孔70、辅套囊8、辅充气管9、辅充气管

接头90、中套囊10、中充气管11、中充气接头110、吸痰支管500、球套501、吸痰孔502、隔膜

503、充气通道504、吸痰通道505。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如图1、图2、图3和图4所示的一种外置式吸痰管组件结构，包括导管1、主套囊2、主充气

管3，主套囊2整体呈圆柱状，主套囊2的中心设有连接套4，导管1穿过连接套4与连接套固定

连接，导管1的前端穿过主套囊与主套囊固定连接，导管1的前端设有墨菲孔100，导管1的侧

壁设有刻度，导管1的后端设有导管接头101，主充气管3的前端与主套囊2连接，主充气管3

的后端设有主充气接头300，导管1的外侧设有吸痰管5，吸痰管5的前端与导管1之间通过卡

环6连接，如图5所示，吸痰管5的管壁上设有若干吸痰通孔50，吸痰通孔为长槽孔；导管1的

后端外侧设有牙托7，牙托7内设有若干隔离孔70，导管1、主充气管3、吸痰管5的后端穿过牙

托，吸痰管5的后端设有吸痰管接头51；导管1的中间部位设有辅套囊8，导管1的外侧设有与

辅套囊连接的辅充气管9，辅充气管的后端设有辅充气管接头90；导管1的外侧位于主套囊2

与辅套囊8之间设有中套囊10，导管1的外侧设有中充气管11，中充气管11的前端与中套囊

连接，中充气管11的后端设有中充气接头110，吸痰管的前端依次穿过辅套囊8、中套囊10后

与主套囊2后端的导管侧面连接。

[0026] 如图3和图4所示，主套囊2的前端向外凸起形成椭球面200，主套囊2的后端向内凹

陷形成球面凹腔201；主套囊2内设有若干瓣支撑膜202，主囊套的外壁设有植绒层，本实施

例中的植绒层为尼龙纤维植绒层。

[0027] 如图6、图7、图8和图9所示为吸痰管的另一种实施方式：吸痰管5的侧面设有若干

吸痰支管500，吸痰支管500为柔性软管，吸痰支管500的外端设有球套501，球套501的表面

设有若干吸痰孔502，吸痰支管500的内端与吸痰管5连通；吸痰管5的外侧套设有辅气管52，

辅气管与吸痰管之间形成环形腔53，辅气管52的上端设有端盖54，端盖54的侧面设有辅气

管接头55，辅气管接头55的内端与环形腔53连通；吸痰支管500内设有隔膜503，隔膜503将

吸痰支管内的空间分隔成充气通道504、吸痰通道505，球套501与吸痰通道505的外端连通，

充气通道504的外端封闭，充气通道的内端与环形腔连通。该种吸痰管可以通过辅气管接头

处向充气通道504内充气，从而调整吸痰支管500的强度，进而调整球套501与呼吸道内壁之

间的位置，使得吸痰管吸痰效果更好，吸痰更加彻底，能使用病人不同状态（坐立、躺、仰卧、

侧卧等状态）下的吸痰作业。

[0028] 结合附图，本发明的原理如下：使用时，将导管、主套囊伸入病人呼吸道内，通过主

充气管向主套囊内充气，主套囊充气膨胀，主套囊的外壁与呼吸道内壁接触支撑，通过辅充

气管向辅套囊内充气，辅套囊膨胀支撑呼吸道，主套囊、辅套囊之间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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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空间，导管能够保持病人正常呼吸通气；呼吸道内的痰液分泌后积聚在主囊套、辅套囊之

间的部位，然后将吸痰管外端的吸痰管接头与外部吸痰器械连接，将呼吸道内的痰液吸出，

该种吸痰管设置在导管外侧，不会占用导管内部空间，痰液直接通过吸痰管吸出，痰液不会

进入导管内；该种吸痰管组件使用方便、吸痰时间短、吸痰效率高、吸痰过程中病人更加舒

适。

[0029]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但本发明的技术特征并不局限于此。任何以本发

明为基础，为解决基本相同的技术问题，实现基本相同的技术效果，所作出的简单变化、等

同替换或者修饰等，皆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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