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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道深部雾化给药气管导管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气道深部雾化给药气

管导管，其包括通气导管和设置在通气导管尾端

的通气接口，通气导管的通气接口可设有操作

阀，通气导管侧壁设有雾化给药管，雾化给药管

在通气导管腔内头端连接设置雾化出药口，雾化

给药管出通气导管中后部侧壁设有给药接口。本

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成本低廉，通气时能进行气

道内操作，并能对气道深部及肺内雾化给药，成

本低廉，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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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气道深部雾化给药气管导管，包括通气导管（1），其特征是：在通气导管（1）尾端

设置通气接口（2），所述通气导管（1）侧壁设置雾化给药管（11），雾化给药管（11）在通气导

管（1）内腔头端出内侧壁设置雾化喷头（12），雾化给药管（11）在通气导管（1）中后部出外侧

壁设有给药接口（1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道深部雾化给药气管导管，其特征是：环绕所述通气导管

（1）邻近头端外壁设置密封囊（10），并设置用于向密封囊（10）充入或排出气体的充气管

（101），充气管（101）尾端设置充气阀口（10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道深部雾化给药气管导管，其特征是：所述通气导管（1）尾

部设置插口管（3），所述插口管（3）前端一侧设置插入管（5）能匹配套置在通气导管（1）尾端

腔内，插口管（3）连通设置通气接口（2）和操作密封阀（4）；操作密封阀（4）内设置密封阀膜。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气道深部雾化给药气管导管，其特征是：所述通气接口（2）和

操作密封阀（4）设置在插口管（3）同侧；所述通气导管（1）前段横截面A为圆形，后段横截面B

为扁圆形；所述通气导管（1）拉伸成直线后，所述操作密封阀（4）中轴线与通气导管（1）中轴

线贴近或重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道深部雾化给药气管导管，其特征是：所述给药接口（13）包

括设有封盖的鲁氏给药口、压力阀给药口，或单向阀给药口。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道深部雾化给药气管导管，其特征是：所述雾化喷头（12）位

于通气导管（1）内腔，包括：

设置在雾化给药管（11）头侧末端内侧壁的若干雾化微孔（121），雾化微孔（121）的直径

为9μm‑19μm；

或与雾化给药管（11）头侧末端连接设置的雾化出药头（122），雾化出药头（122）设置若

干雾化微孔（12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道深部雾化给药气管导管，其特征是：在通气导管（1）内腔

设置插管芯。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气道深部雾化给药气管导管，其特征是：在插管芯前端设置光

源，并设置电源、电路；或在插管芯前端设置摄像头，并设置视频采集线及视频输出屏。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气道深部雾化给药气管导管，其特征是：所述插口管（3）连通

设置的通气接口（2）口部密封嵌套设置波纹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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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道深部雾化给药气管导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气管导管，尤其是一种气道深部雾化给药气管导管，属于气

管导管的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气管导管对气道密封性好，通气效果可靠，是全身麻醉中重要的气道管理工具之

一。但气管导管在许多场合下不能满足手术需求：

[0003] 1、在哮喘和支气管炎患者，由于患者气道应激性增高，术中容易发生气管支气管

痉挛，甚至小气道痉挛，导致患者气道阻力增高，肺氧合功能下降。常需要术前给予预防性

治疗，或病情发生后，气道内给予解痉和扩管药物，缓解病情。

[0004] 2、在长期抽烟的患者，常伴有COPD疾患，患者气道阻力明显升高，气道内分泌物显

著增加，也需要对气道内给药加以治疗，或在插管呼吸支持治疗期间给予气道吸痰，帮助排

除痰液。

[0005] 3、在气管异物患者，由于异物对气管强烈刺激，也常伴有气管痉挛症状需要在手

术取异物同时，对气管内给药或给氧治疗，在手术中提高患者氧合，提高手术安全性。

[0006] 4、在麻醉机位于患者脚侧的手术中，呼吸管路长度不足，容易导致呼吸管路被拉

扯，潜在气管导管脱出的风险。

[0007] 临床急需一种气管导管，解决上述问题，提高麻醉或气道操作安全性。

发明内容

[0008]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气道深部雾化给药气

管导管，能在插管患者气道深部给药缓解气道病情，实施气道手术时可以同步通气，能避免

因供氧暂停手术，大大提高气道手术效率。其结构紧凑，使用方便，安全性大大提高。

[0009] 所述一种气道深部雾化给药气管导管，包括通气导管和设置在通气导管尾端的通

气接口，所述通气导管侧壁设置雾化给药管，雾化给药管在通气导管内腔头端出内侧壁设

置雾化喷头，雾化给药管在通气导管中后部出外侧壁设有给药接口。

[0010] 环绕所述通气导管邻近头端外壁设置密封囊，并设置用于向密封囊充入或排出气

体的充气管，充气管尾端设置充气阀口。

[0011] 所述通气导管尾部设置插口管，所述插口管前端一侧设置插入管能匹配套置在通

气导管尾端腔内，插口管连通设置通气接口和操作密封阀。操作密封阀内设置密封阀膜。

[0012] 所述通气接口和操作密封阀设置在插口管的后端，所述通气导管前段横截面A为

圆形，后段横截面B为扁圆形。所述通气导管拉伸成直线后，所述操作密封阀中轴线与通气

导管中轴线贴近或重合。

[0013] 所述给药接口包括设有封盖的鲁氏给药口、压力阀给药口，或单向阀给药口。

[0014] 所述雾化喷头位于通气导管内腔，包括：设置在给药导管头侧末端侧壁的若干雾

化微孔，雾化微孔的直径为9μm‑19μm。或与给药导管头侧末端连接设置的雾化出药头，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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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药头设置若干雾化微孔。

[0015] 进一步的，在通气导管内腔设置插管芯。

[0016] 进一步的，在插管芯前端设置光源，并设置电源、电路；或在插管芯前端设置摄像

头，并设置视频采集线及视频输出屏。

[0017] 进一步的，所述插口管连通设置的通气接口口部密封嵌套设置波纹管。

[0018]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通过设置在气管导管侧壁的雾化给药管，能在插管时对患者

声门部位喷雾给药；气管插管完成后，能对气道深部及肺内给药；当需要对患者气道内操作

时，能经操作密封阀置入气道操作工具，在气道操作同时给予呼吸支持，确保患者氧供。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第一种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第二种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第一种插口管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第二种插口管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一种操作密封阀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为本实用新型采用图4插口管并拉直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1是图6中B—B向剖视图；

[0026] 图6‑2是图6中A—A向剖视图；

[0027] 图7为本实用新型雾化喷头第一种实施例结构示意图；

[0028] 图7‑1是图7中I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9] 图8为本实用新型雾化喷头第二种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8‑1是图8中I处的局部放大图；

[0031] 图9为本实用插口管侧方通气接口设置波纹管的结构示意图；

[0032] 附图标记说明：1‑通气导管、10‑密封囊、101‑充气管、102‑充气阀口、11‑雾化给药

管、12‑雾化喷头、121‑雾化微孔、122‑雾化出药头、13‑给药接口、2‑通气接口、3‑插口管、4‑

操作密封阀、5‑插入管、6‑环形密封膜、7‑密封盖塞、8‑波纹管、A‑通气导管前段横截面、B‑

通气导管后段横截面。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具体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34]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气道深部雾化给药气管导管，包括通气导管1和设置

在通气导管1尾端的通气接口2。所述通气导管1侧壁设置雾化给药管11，雾化给药管11在通

气导管1内腔头端出内侧壁设置雾化喷头12，雾化给药管11在通气导管1中后部出外侧壁设

有给药接口13。

[0035] 使用时，将所述通气导管1前段通过声门置入气管内，插管完成后，通气导管1与通

气接口3密封连通，通气接口3连接呼吸机或麻醉机，通气接口3和通气导管1形成密封通气

管道与患者气管及肺连通，能对患者行呼吸支持。此时通气导管1部分位于气管内，部分在

声门以上的口腔内外。所述通气导管1头端内腔设置雾化喷头12位于气管腔内深部，通气导

管1中后部的给药接口13在口腔外。对应治疗的全身麻醉患者，自主呼吸被肌松药打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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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机械支持呼吸状态。需要对气道深部及肺内给药时，使用注射器抽吸药物，经过给药接口

13与注射器密封衔接，推动注射器推杆，注射器内药物经雾化给药管11到达雾化喷头12，经

雾化喷头12的出药孔，雾化后被注入气道深部及肺内，从而完成相关治疗。对应的治疗疾病

主要为：气管痉挛、哮喘、COPD等。

[0036] 需要提醒的是，为了增加药物治疗效果，给药最好是在吸气状态下完成，此时，麻

醉机的风箱向肺内推入富含氧气的气体，气管内的气流方向为经气道向肺内深部小气道及

肺泡，此时推注药物，雾化的药物在气流的带动下，进入气道深部及肺泡内，能准确到达给

药部位，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0037]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临床上，许多医生插管时有在声门及声门下喷雾给注局麻

药的习惯，其有益效果是能对声门及上气道表面麻醉，对进入气道的气管导管增加耐受性，

减少插管反应，减少患者清醒时气管导管带来的痛苦。

[0038] 使用实用新型所述气道深部雾化给药气管导管，也能完成对声门及上气道的给

药。给药时机为插管时：使用喉镜置入患者口腔，喉镜片前缘在会厌根部，提起喉镜，暴露声

门；将本实用新型所述气道深部雾化给药气管导管置入患者口腔，通气导管1头端在声门前

方时，即可经将抽吸局麻药的注射器与给药接口13密封衔接，推动注射器推杆，局麻药即可

经雾化给药管11到达雾化喷头12，经雾化喷头12的出药孔，雾化后被注入声门内外及上气

道，与声门内外及上气道充分接触，完成对声门及上气道的表面麻醉。

[0039] 值得注意的是，所述通气导管1外壁并没有设置密封结构，要达到较高的密封效

果，需要选用通气导管1外径与患者气道内腔匹配的导管，这样才能达到较好的密封效果。

在年龄小于8岁的儿童，如果选用通气导管1粗细较为适宜的产品，由于儿童气道最狭窄的

部位是声门，柔软的呈漏斗状的声门能起到密封阀膜的功能，能为通气提供较高的密封性，

确保通气效果。而对于成人，由于气道最狭窄的部位为环状软骨，即使选用通气导管1粗细

较为适宜的产品，也会有少许漏气，需要加大通气量，保证有效通气效果。

[0040] 如图2所示，为了增强通气时通气导管1与气管内壁之间的密封性，环绕所述通气

导管1邻近头端外壁设置密封囊10，并设置用于向密封囊10充入或排出气体的充气管101，

充气管101尾端设置充气阀口102。

[0041] 这样，当通气导管1置入气管后，经充气阀口102和充气管101对密封囊10充气，使

密封囊10饱涨，密封囊10外壁能与气管内壁充分接触，从而保证密封效果。这种结构在成人

患者中更为实用，能确保通气密封性。所述密封囊10可采用圆柱外形的圆柱充气囊，也可采

用水滴状外形锥形充气囊，大同小异，功能略有区别，此处不再表述。而使用前，特别是插管

前，为了便于通气导管1置入声门进入气管，可以用注射器经充气管101和充气阀口102对密

封囊10排气，排尽气体后，所述密封囊10囊壁能紧贴在通气导管1外壁，减小通气导管1设置

密封囊10部位的外径，便于将通气导管1置入声门进入气管。

[0042] 进一步的，在所述通气导管1尾部设置插口管3，所述插口管3前端一侧设置插入管

5能匹配套置在通气导管1尾端腔内，插口管3连通设置通气接口2和操作密封阀4；操作密封

阀4内设置密封阀膜。如图3及图4所示，为插口管3的两种实施例结构示意图，当设置了插口

管3后，在通气导管1尾部就不用在设置专用的通气接口2，所述通气接口2设置在插口管3的

一端或侧方。图3中，通气接口2设置在插口管3的侧方，其优点是呼吸管路能在侧方通过通

气接口2连接通气导管1，能避免和操作密封阀4互相竞争空间，缺点是模具需要使用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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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成本相对较高。而图4中，通气接口2和操作密封阀4在同一方向，能避免模具中滑块的

使用。

[0043] 所述通气导管1尾端与插口管3的插入管5密封连通，麻醉中使用时，通气导管1置

入患者气道，通气导管1通过插口管3与呼吸回路连接，再通过呼吸回路与麻醉机或呼吸机

连接，为患者提供呼吸支持。

[0044] 而操作密封阀4与插口管3连通设置，操作密封阀4内设有密封结构。正常呼吸支持

时，密封结构能密封操作密封阀4内孔，通气导管1腔内气体不会经操作密封阀4内孔溢出。

当需要对通气导管1腔内及患者气道内进行操作时，能经操作密封阀4内孔向插口管3内置

入气道操作工具，比如：吸痰管、纤维支气管镜、内镜操作钳等等。

[0045] 为使操作密封阀4达到上述密封效果，可以在操作密封阀4套筒内设置柔性的鸭嘴

阀口和锥形阀口，鸭嘴阀口和锥形阀口筒口远离通气导管1，鸭嘴阀口和锥形阀嘴临近通气

导管1。在正常呼吸支持时，操作密封阀4内设置的鸭嘴阀口的阀嘴闭合能确保通气密封性。

经操作密封阀4内孔向插口管3内置入操作工具时，锥形阀口的阀嘴能包绕在操作工具外

周，能防止气流经操作工具外周泄露，确保此时的通气密封性。鸭嘴阀口和锥形阀口均为常

见结构，此处不再详细介绍。

[0046] 如图5所示，为操作密封阀4的一种极简实施结构。具体为：在操作密封阀4外套筒

临近端部设置环形密封膜6，并在操作密封阀4外套筒口部设置匹配的密封盖塞7。具体的，

所述环形密封膜6采用弹性较好的柔性材料制成，如液态硅胶、橡胶等。环形密封膜6外周与

操作密封阀4外套筒内壁密封，环形密封膜6中央设置操作孔，操作孔较操作工具直径小，优

选为不大于2mm。这样，置入的操作工具直径均大于2mm，置入时，环形密封膜6弹性变形，使

操作工具能顺利置入，但环形密封膜6内孔弹性包绕操作工具，能提供有效的通气密封性。

而拔出操作工具后，可以将密封盖塞7封盖在操作密封阀4外套筒口部，也能提供较好的密

封性。

[0047] 如图6所示，为图4所示插口管实施例最优化的结构示意图。所述通气接口2和操作

密封阀4设置在插口管3同侧；所述通气导管1前段横截面A为圆形，后段横截面B为扁圆形；

所述通气导管1拉伸成直线后，所述操作密封阀4中轴线与通气导管1中轴线贴近或重合。

[0048]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通气接口2和操作密封阀4设置在插口管3同侧，这就决定了插

口管3为扁圆形结构最佳，对应的，所述插口管3的插入管5也设置为扁圆套筒结构。对应的，

通气导管1前段为正常气管导管结构，使用时位于声门内外，其横截面A为圆形，便于置入患

者气管内，减少插管时损伤。使用时，其后段位于牙列水平口腔内外，其横截面B为扁圆形，

与插口管3外形匹配，插口管3扁圆形的插入管5能密封套置在后段通气导管1内。

[0049] 为了便于气道操作工具经操作密封阀4置入通气导管1内，所述通气导管1拉伸成

直线后，所述操作密封阀4中轴线与通气导管1中轴线贴近或重合。这样，能尽量减少气道操

作工具置入通气导管1内时的弯折，便于减少气道操作工具对插口管3及通气导管1的摩擦

面积，进而减少因此导致的摩擦力。使气道操作工具置入通气导管1内进入气道操作时阻力

减少，操作更加顺畅，便于气道内的操作。

[0050] 如图1、图2、图6、图7、图8所示，所述给药接口13包括设有封盖的鲁氏给药口、压力

阀给药口，或单向阀给药口。为了便于给药，给药接口13设置为鲁氏给药口，能与注射器注

药口匹配，方便实用。所述雾化给药管11头端与通气导管1内腔连通，尾端在通气导管1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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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与外界连通，通气时，必须对雾化给药管11关闭，才能保证通气密封性。在通气时（非注药

时）使用给药封盖封盖在鲁氏给药口，即可避免气体经雾化给药管11泄露，确保通气密封

性。当然，也可采用单向阀给药口，注射器顶压在单向阀给药口内时，单向阀给药口开放，药

物能顺利注射，拔出注射器时，单向阀关闭，气体不会泄露。单向阀给药口在临床常见，此处

不再赘述。

[0051] 如图7、图8所示，所述雾化喷头12位于通气导管1内腔，其具体实施方案包括两种

优选方案。如图7所示，所述雾化喷头12设置在给药导管11头侧末端侧壁的雾化微孔121，雾

化微孔121的直径为9μm‑19μm。

[0052] 采用这种方案时，雾化微孔121直接设置在给药导管11对应通气导管1内腔的侧

壁，雾化微孔121与给药导管11侧壁一体化设置，给药时药物在注射压力作用下，经雾化微

孔121喷出，呈雾状进入通气导管1内腔，进入气道及肺内。为达到雾化效果，雾化微孔121的

直径为9μm‑19μm，与液化需求一致，能使液态的药液雾化后均匀喷射，进入气道及肺内。

[0053] 进一步的，为了减少在药导管11侧壁针刺制作雾化微孔121的工艺难度，如图8所

示，可以在给药导管11头侧末端连接设置雾化出药头122，在雾化出药头122设置若干雾化

微孔121。雾化出药头122在市场上可以直接购买，生产时密封装配在给药导管11头侧末端

口部即可。相应的，雾化出药头122的雾化微孔121直径也为9μm‑19μm，与临床需求对应。

[0054] 进一步的，为了方便使用，在通气导管1内腔设置插管芯，插管芯的作用是将产品

外形塑制成J形，便于插管时将通气导管1头端置入声门。当通气导管1头端置入声门后即可

拔出插管芯，连接呼吸支持设备，实施机械辅助通气支持。

[0055] 更进一步的，可以在插管芯前端设置光源，并设置电源、电路。插管时，连接光源供

电电源，光源发光，能在光引导下实施气管插管，无需使用喉镜等其他插管工具，本实施方

案为临床麻醉医生熟知，此处不再赘述。

[0056] 也可以在插管芯前端设置摄像头，并设置视频采集线及视频输出屏。插管时连接

线路视频屏幕，打开电源，即可在视频下完成可视插管。无需使用喉镜等其他插管工具，本

实施方案也为临床麻醉医生熟知，不再赘述。

[0057] 如图9所示，在插口管3侧方的通气接口2密封连接设置波纹管9。在运输及使用前，

波纹管9处于压缩状态，较短，节省空间。当患者手术部位临近头部时，麻醉机需原理患者头

部，为手术医生提供足够的手术空间，此时，拉伸波纹管，能提供较长的呼吸管路，连接螺纹

管后与麻醉机呼吸接口连通，为患者提供安全呼吸支持。

[0058] 总之，本实用新型所述气道深部雾化给药气管导管，通过雾化给药导管的设置，能

对气道深部及肺内给药；通过操作密封阀设置，能在气道操作同时有效实施呼吸支持；提高

气道内手术及肺功能较差患者通气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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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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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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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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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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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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