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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转接头，包括同轴设

置的第一端和第二端，所述转接头通过管道连通

氧源，所述第一端与管道插接配合，第二端的端

面沿周向设置有多个平行轴向的扩口槽，所述第

二端与金属套管的进气口沿轴向卡合。本实用新

型还提供了使用所述转接头的吸氧装置，本实用

新型提供的转接头及具有该转接头的吸氧装置

的优点在于：通过设置扩口槽适应不同规格的金

属套管，便捷的实现了金属套管与现有的气源管

道的连接，使用方便，气体不易泄露，能够保证患

者的吸氧浓度满足使用需求，确保患者得到有效

的治疗。通过四通接头将金属套管与呼吸罩连接

在同一氧源管道上，并降低了占用的医疗资源，

节省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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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转接头，其特征在于：包括同轴设置的第一端和第二端，所述转接头通过管道连

通氧源，所述第一端与管道插接配合，第二端的端面沿周向设置有多个平行轴向的扩口槽，

所述第二端与金属套管的进气口沿轴向卡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转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端沿周向均匀设置有四个

扩口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转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扩口槽靠近第一端的一端具有

圆弧形的缺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转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端内部还沿周向设置有限

位凸缘。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转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套管包括弧形的管体、设

置于管体一端的固定板和固定于固定板上与管体连通的进气口，所述进气口的端部具有鼓

形限位部，所述进气口插入第二端，限位部将第二端撑开并越过限位凸缘。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转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端和第二端的连接处还限

制有能够与金属套管的端部密封配合的密封圈。

7.一种用于气管切开术的吸氧装置，其特征在于：使用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转接

头连接金属套管和氧源。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用于气管切开术的吸氧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四通接

头，所述四通接头分别通过管道与氧源、排气管道、喉部呼吸用金属套管和口鼻呼吸用呼吸

罩连接，所述金属套管和呼吸罩通过软管与四通接头连接，所述软管与金属套管之间通过

所述的转接头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用于气管切开术的吸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四通接头

包括两个相互对接的三通接头；所述三通接头与氧源连通的一路设置有单向阀。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用于气管切开术的吸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四通接

头与金属套管和呼吸罩通过波纹软管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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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转接头及用于气管切开术的吸氧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材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转接头及用于气管切开术的吸

氧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医用高压氧舱是进行高压氧疗法的专用医疗设备，基于安全及适用，目前单人氧

气加压氧舱已逐渐被多人空气加压氧舱取代。国家对医用高压氧舱的应用及安全管理有明

确的要求，特别是对病人的吸氧浓度和舱内氧浓度有严格的规定。高压氧舱的适用范围很

广，临床主要用于厌氧菌感染、CO中毒、气栓病、减压病、缺血缺氧性脑病、脑外伤、脑出血及

脑梗塞等疾病的治疗。如果病情较重，昏迷时间较长，容易引发肺部感染，部分病人可能会

出现下呼吸道痰液阻塞或呼吸困难、呼吸机制受损，为了呼吸道管理和救治病人，应及时进

行气管切开或气管插管。由于呼吸通道的改变，将呼吸套管插入喉部气管中供氧，并及时进

行吸痰以防止气管堵塞；气管切开的病人根据病情恢复情况，一般要经历以下三个阶段：初

始阶段病情较为危急，通过带有套囊的塑料气管切开插管进行供氧，套囊充气或充水后堵

塞气管，防止口腔分泌物进入气管或连接呼吸机辅助呼吸，亦便于吸痰护理；第二阶段更换

为金属气管套管，成人一般选用9mm大小的，如果肺部感染控制，痰液减少，且能自主咳嗽排

痰，可进入第三阶段，更换8mm的金属气管套管，如果痰液极少或无痰时可先半堵套管，后全

堵套管，直至拔除。在第二、三阶段，由于金属套管内端口没有套囊，且外径比气管内径小得

多，所以呼吸时就有部分气体从口鼻进出。患者症状减轻时通过堵塞金属套管使患者仅通

过口鼻进行呼吸，如公开号为CN210250817U的实用新型专利就提供了在此阶段使用的金属

套管堵管器。

[0003] 对于气管切开的病人行高压氧治疗时，大概分为二类：一类为带塑料气管切开插

管的；另一类为带金属气管套管的。目前，塑料气管切开插管的管体外径大小相对固定，有

对应型号的呼吸机延长管与之有效衔接，但延长管的另一端与吸氧管道尚无匹配连接装

置，大家都在用自制的医用胶布或乳胶指套缠绕。目前，对于带金属气管套管的病人进行高

压氧治疗时的吸氧方式多种多样，还没有一种装置能将金属套管的外端口与吸氧管道有效

衔接。

[0004] 对于带金属气管套管的病人行高压氧治疗时的吸氧方式，国内许多学者做了不少

尝试，各有利弊，主要有以下几种：1）直排导管给金属套管进行供氧，虽然吸氧操作方便，便

于吸痰操作，但无法与吸氧管道有效密闭衔接，会导致氧气泄漏，吸氧浓度低（≤50%），达不

到治疗效果，同时因氧气在气管套管口泄漏和呼出气体排在舱内，导致舱内氧浓度超标（国

标；≤23%），存在安全隐患；另外常用金属套管有多种规格，无法使用统一规格的连接件实

现金属套管与吸氧管道的连接；还有部分气体从口鼻进出，进一步降低病人实际吸氧浓度，

影响疗效。2）部分医护人员通过一次性手套自制连接件，将手套两端开口并分别绑扎在供

氧管道和套管上，实现无泄漏的吸氧，但是这种方式吸氧、吸痰操作不便，不符合医用材料

及卫生学标准，不能大规模开展，同样存在口鼻分流问题，不能完全提高吸氧浓度。3）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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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使用较多的是通过塑料头罩直接罩住患者头颈部，如文献“武刚,梁建国.一款高压氧

舱气管切开患者呼吸装置的专利设计[J].医疗装备,2018,31(09):38‑40.”中记载的吸氧

装置，通过供氧管道直接向头罩内送氧，供病人呼吸，这种装置吸氧操作方便，但病人呼出

的气体排在头罩内，造成吸氧浓度低，达不到国家要求标准；呼出的气体不能排除舱外，造

成氧舱内氧浓度超过国家控制标准，同时吸痰操作不方便，存在安全隐患；头罩内空气不流

通，病人头面部闷热、出汗，导管送氧时噪声大，舒适度差；头罩多人重复使用，病人咳嗽或

呼吸等遗留在头罩的污物不易清理，有交叉感染的风险。4)目前较为理想的的吸氧方式是

通过氧舱内气动呼吸机给氧，能有效提高吸氧浓度，降低氧舱内氧浓度，只适合无自主呼吸

或呼吸微弱的重症病人，但是这种设备成本高，收费昂贵，且国内大多数医院尚未配置该装

置。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方便的实现金属套管与吸氧管道

的连接的转接头以及使用该转接头的吸氧装置，以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为

气管切开病人行高压氧治疗时提供一种安全有效的吸氧方式。目前市场空缺，前景广阔。

[0006]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一种转接头，包括同轴设

置的第一端和第二端，所述转接头通过管道连通氧源，所述第一端与管道插接配合，第二端

的端面沿周向设置有多个平行轴向的扩口槽，所述第二端与金属套管的外端口沿轴向卡

合。

[0007] 优选的，所述第二端沿周向均匀设置有四个扩口槽。

[0008] 优选的，所述扩口槽靠近第一端的一端具有圆弧形的缺口。

[0009] 优选的，所述第二端内部还沿周向设置有限位凸缘。

[0010] 优选的，所述金属套管包括弧形的管体、设置于管体一端的固定板和固定于固定

板上与管体连通的进气口，所述进气口的端部具有鼓形限位部，所述进气口插入第二端，限

位部将第二端撑开并越过限位凸缘。

[0011] 优选的，所述第一端和第二端的连接处还限制有能够与金属套管的端部密封配合

的密封圈。

[0012]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一种用于气管切开术的吸氧装置，包括四通接头，所述四通

接头分别通过管道与吸氧管道、排气管道、喉部呼吸用金属套管和口鼻呼吸用呼吸罩连接，

所述金属套管和呼吸罩通过软管与四通接头连接，所述软管与金属套管之间通过所述的转

接头连接。

[0013] 优选的，所述四通接头与吸氧管道连通的一路设置有单向阀。

[0014] 优选的，所述四通接头包括两个相互对接的三通接头。

[0015] 优选的，所述四通接头与金属套管和呼吸罩通过波纹软管连接。

[001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转接头及具有该转接头的吸氧装置的优点在于：通过设置扩口

槽适应不同规格的金属套管（成人一般使用9mm和8mm两种型号），便捷的实现了金属套管与

现有的吸氧管道的连接，使用方便，气体不易泄露，能够保证患者的吸氧浓度满足使用需

求，确保患者得到有效的治疗。同时呼出气体通过密闭的排氧管道排出舱外，能有效防止舱

内氧浓度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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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通过四通接头将金属套管与呼吸罩连接在同一氧源管道上，并降低了占用的医疗

资源，节省开支；而且呼吸面罩仅用于鼻腔或口鼻呼吸，不会导致病人头面部的闷热感和出

汗，亦无噪声，提高患者使用的舒适度。通过设置限位凸缘实现了对不同规格金属套管的有

效衔接，在四通接头中分别有独立的管道与氧舱的吸氧接口和排氧接口连通，保证吸入纯

氧的管道与呼出废气的管道完全独立，既能确保吸氧浓度，又能确保使用安全。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提供的转接头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提供的金属套管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提供的金属套管与转接头的配合方式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提供的切管切开术用吸氧装置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提供的切管切开术用吸氧装置的三通接头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并

参照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4]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金属气管套管转接头，所述转接头5包括同轴设

置的第一端51和第二端52，所述转接头5通过管道连通氧源（图未示），所述第一端51与管道

插接配合，第二端52的端面沿周向设置有多个平行轴向的扩口槽53，所述第二端52与金属

套管2的外端口23沿轴向卡合。所述扩口槽53将第二端52分隔为多个可向外扩张的弧形板，

从而适应不同直径的金属套管2，不需要为不同规格的金属套管2准备特定的连接件，使用

和管理更加方便，提高金属套管2与软管4连接的密封效果。本实施例中在第二端52上沿周

向均匀设置有4个扩口槽53。为了方便扩口槽53张开扩大第二端52的管径，所述扩口槽53靠

近第一端51的一端设置为圆弧形的缺口55，从而在向外扩大直径的时候降低扩口槽53端部

的阻碍；本实施例中所述缺口55设置为优弧。

[0025] 所述第二端52内部还沿圆周面设置有限位凸缘54，限位凸缘54与金属套管2的端

部配合进行卡接固定，本实施例中相邻两个扩口槽53之间均设置有所述限位凸缘54。

[0026] 参考图2，所述金属套管2包括弧形的管体21、设置于管体21一端的固定板22和固

定于固定板22上并与管体21连通的进气口23，所述进气口23端部具有呈鼓形的限位部24，

结合图3，所述进气口23插入第二端52内部，限位部24将第二端52撑开，限位部24越过限位

凸缘54后第二端52自动复位向内合拢，从而实现转接头5与金属套管2的连接，提高连接的

密封效果。

[0027] 在具体设置时，所述管体21插入咽喉的一端可设置为管径逐渐缩小，从而方便插

入，而且由于管体21是弧形弯折的，这样在管体21完全插入咽喉的情况下，实际覆盖的横向

空间是比管体21的直径大的，在端部管径减小的情况下，不会导致用户的气管被过分撑开，

使用舒适度较高。

[0028] 为了进一步提高密封效果，所述第一端51和第二端52连接处还设置有密封圈56，

金属套管2与转接头5配合时，金属套管2的进气口23插入第二端52内部，进气口23被第二端

52的围壁夹持固定，同时又有限位凸缘54限位，从而被限制在第二端52内，此时限位部2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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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圈56抵接密封，防止气体泄漏，保证吸氧浓度。

[0029] 本实施例还提供了使用所述转接头的气管切开术用吸氧装置，参考图4，包括四通

接头1，所述四通接头1分别连接氧源、排气管道、喉部呼吸用金属套管2和口鼻呼吸用呼吸

罩3，所述金属套管2与呼吸面罩3均通过能够拉伸的软管4与四通接头1连接，所述软管4与

金属套管2之间通过转接头5连接，转接头5两端分别与软管4和金属套管2适应配合；本实施

例中所述软管4选用塑料波纹管。

[0030] 本实施例通过四通接头1将金属套管2与呼吸罩3连接在同一氧源管道上，并降低

了占用的医疗资源，节省开支；另外通过转接头5实现金属套管2与软管4的连接，解决了金

属套管2与软管4不匹配的问题，能够保证患者的吸氧浓度满足使用需求，确保患者得到有

效的治疗；而且呼吸罩仅用于鼻子或口鼻呼吸，不会导致整个头面部都有呼吸气体流通，提

高患者使用的舒适度。

[0031] 为了防止呼出气回到氧源，四通接头1与氧源连通的一路设置有单向阀（图未示），

结合图4和图5，本实施例中所述四通接头1包括两个相互对接的三通接头11，所述三通接头

11对接的连接口尺寸适应性设置，使两个三通接头11能够插接固定，从而在仅需要使用塑

料套管进行喉部供氧时，只需要使用一个三通接头11即可，在使用金属套管2和呼吸罩3同

时供氧时，再额外接一个三通接头11进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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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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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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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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