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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气管插管用的导丝套，包

括：导丝套本体、导丝套前部和导丝套尾部；导丝

套本体设置有吸引通孔、导丝通孔和数据通孔，

导丝套前部设有摄像头、LED灯和吸引口，导丝套

尾部设有数据端口、导丝导入口和吸附口，所述

数据端口与贯穿在所述数据通孔内的数据线和

电源线相连，外部显示终端通过所述数据端口与

所述摄像头和LED灯相连，所述导丝导入口与所

述导丝通孔相通，导丝通过所述导丝导入口插入

所述导丝通孔内，所述吸附口与所述吸引通孔相

通，外部负压吸引设备通过所述吸附口与所述吸

引通道相连。本发明能提高气管插管导丝的智能

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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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气管插管用的导丝套，其特征在于，包括：导丝套本体、导丝套前部和导丝套尾

部；

所述导丝套本体设置有吸引通孔、导丝通孔和数据通孔；所述导丝通孔用于设置导丝

以引导气管插管插入气管并塑型，还用于可根据需要选配硬度不同的导丝或拔出导丝后作

为软质气管镜使用；所述吸引通孔用于引导咽喉部或气管内的分泌物或异物流出，还用于

导入喷洒局麻药汽液；所述数据通孔用于设置数据线和/或电源线；

所述导丝套前部设有摄像头、LED灯和吸引口，所述摄像头通过数据线与外部显示终端

相连，所述LED灯通过电源线与外部显示终端相连，所述吸引口与所述吸引通孔相通；

所述导丝套尾部设有数据端口、吸附口和导丝导入口，所述数据端口与贯穿在所述数

据通孔内的数据线和电源线相连，外部显示终端通过所述数据端口与所述摄像头和LED灯

相连，所述导丝导入口与所述导丝通孔相通，导丝通过所述导丝导入口插入所述导丝通孔

内，所述吸附口与所述吸引通孔相通，外部负压吸引设备通过所述吸附口与所述吸引通道

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管插管用的导丝套，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数据处理装置；

所述数据处理装置设置在所述数据端口上，用于通过所述数据端口获取所述摄像头拍

摄到的视频数据信息并发送给外部显示终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气管插管用的导丝套，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处理装置包括：

微处理器和无线通讯模块；

所述微处理器用于获取所述视频数据信息，并通过所述无线通讯模块与外部显示终端

进行数据交互。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气管插管用的导丝套，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处理装置还包

括：显示屏；

所述显示屏用于根据所述视频数据信息显示所述摄像头拍摄到的视频图像。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气管插管用的导丝套，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摆动机构；

所述摆动机构包括：摆动驱动件和遥控单元，所述摆动驱动件设置于所述导丝套前部，

用于根据所述遥控单元发送的指令控制所述导丝套前部按设定要求摆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气管插管用的导丝套，其特征在于，所述导丝套本体为圆柱状

管状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气管插管用的导丝套，其特征在于，所述导丝套前部的顶部为

圆弧状的硅胶头，所述摄像头和所述LED灯设置于所述硅胶头内。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气管插管用的导丝套，其特征在于，所述导丝套前部沿边缘设

置有多个所述吸引口和多个所述LED灯。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气管插管用的导丝套，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端口为USB端口

或串行端口。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气管插管用的导丝套，其特征在于，所述吸附口为快速接口，

所述快速接口用于快速连接外部负压吸引设备对分泌物或异物的吸出，还用于快速连接外

部注射器以对咽喉部、声门、气管局部喷洒麻药汽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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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气管插管用的导丝套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气管插管用的导丝套。

背景技术

[0002] 气管插管主要是用于麻醉以及临床危重病人抢救不可缺少的一项技术。气管插管

引导丝临床上主要是在气管插管时通过引导丝使气管插管塑型，实现气管插管较顺利的插

入，尤其是在困难插管时是极其重要的工具。目前市售的气管插管引导丝大多为高分子材

料外套内置金属丝制成。为克服困难插管，已有市售多种适应可视化操作的插管工具，有的

在气管插管引导芯上设置有可视摄像头，通过可视摄像头将图像信息传送至显示器，虽然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影像实时输出到固定设备，提供医务工作人员可视化操作，对抢救危

重患者生命、降低病死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带摄像头的导芯通常较硬或较

软，可塑性差，并不能达到市售气管插管导丝的良好可塑性。并且由于摄像视频光线暗淡，

成像效果差，影响了医务工作人员的正常操作观察判断。另外，其体部不具有吸引通道和喷

射通道，不能够及时吸出分泌物或异物，也不能及时喷洒局麻药液，影响了患者的正常治

疗。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气管插管用的导丝套，解决现有可视化气管插管导芯存在可塑性

差、可视化视频效果差、不能及时喷洒局麻药和分泌物不能及时吸出的问题，能够实现拔出

导丝后导丝套可继续进入气管以定位插管深度，也可作为软质气管镜使用，定位双腔导管

的位置，能改善气管插管的工作效率，提高气管插管导丝的智能性和实用性。

[0004]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气管插管用的导丝套，包括：导丝套本体、导丝套前部和导丝套尾部；

[0006] 所述导丝套本体设置有吸引通孔、导丝通孔和数据通孔；所述导丝通孔用于设置

导丝以引导气管插管插入气管并塑型，还用于可根据需要选配硬度不同的导丝或拔出导丝

后作为软质气管镜使用；所述吸引通孔用于引导咽喉部或气管内的分泌物或异物流出，还

用于导入喷洒局麻药汽液；所述数据通孔用于设置数据线和/或电源线；

[0007] 所述导丝套前部设有摄像头、LED灯和吸引口，所述摄像头通过数据线与外部显示

终端相连，所述LED灯通过电源线与外部显示终端相连，所述吸引口与所述吸引通孔相通；

[0008] 所述导丝套尾部设有数据端口、吸附口和导丝导入口，所述数据端口与贯穿在所

述数据通孔内的数据线和电源线相连，外部显示终端通过所述数据端口与所述摄像头和

LED灯相连，所述导丝导入口与所述导丝通孔相通，导丝通过所述导丝导入口插入所述导丝

通孔内，所述吸附口与所述吸引通孔相通，外部负压吸引设备通过所述吸附口与所述吸引

通道相连。

[0009] 优选的，还包括：数据处理装置；

[0010] 所述数据处理装置设置在所述数据端口上，用于通过所述数据端口获取所述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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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拍摄到的视频数据信息并发送给外部显示终端。

[0011] 优选的，所述数据处理装置包括：微处理器和无线通讯模块；

[0012] 所述微处理器用于获取所述视频数据信息，并通过所述无线通讯模块与外部显示

终端进行数据交互。

[0013] 优选的，所述数据处理装置还包括：显示屏；

[0014] 所述显示屏用于根据所述视频数据信息显示所述摄像头拍摄到的视频图像。

[0015] 优选的，还包括：摆动机构；

[0016] 所述摆动机构包括：摆动驱动件和遥控单元，所述摆动驱动件设置于所述导丝套

前部，用于根据所述遥控单元发送的指令控制所述导丝套前部按设定要求摆动。

[0017] 优选的，所述导丝套本体为圆柱状管状结构。

[0018] 优选的，所述导丝套前部的顶部为圆弧状的硅胶头，所述摄像头和所述LED灯设置

于所述硅胶头内。

[0019] 优选的，所述导丝套前部沿边缘设置有多个所述吸引口和多个所述LED灯。

[0020] 优选的，所述数据端口为USB端口或串行端口。

[0021] 优选的，所述吸附口为快速接口，所述快速接口用于快速连接外部负压吸引设备

对分泌物或异物的吸出，还用于快速连接外部注射器以对咽喉部、声门、气管局部喷洒麻药

汽液。本发明提供一种气管插管用的导丝套，通过在导丝套前部设有摄像头、LED灯和吸引

口，并在导丝套本体中设有吸引通孔、导丝通孔和数据通孔，在导丝套尾部设有数据端口和

吸附口，使外部设备通过数据端口与摄像头和LED灯相连，同时可根据实际需求更换贯穿导

丝通孔的导丝，解决现有可视化气管插管导芯存在可塑性差、可视化视频效果差、不能及时

喷洒局麻药和分泌物不能及时吸出的问题，能够实现拔出导丝后导丝套可继续进入气管以

定位插管深度，也可作为软质气管镜使用，定位双腔导管的位置，能改善气管插管的工作效

率，提高气管插管导丝的智能性和实用性。

附图说明

[002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

简单地介绍。

[0023] 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气管插管用的导丝套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提供的一实施例提供的导丝套前部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发明提供的一实施例提供的导丝套尾部示意图。

[0026] 附图标记

[0027] 1       导丝套前部

[0028] 12      吸引口

[0029] 2       导丝套本体

[0030] 21      导丝通孔

[0031] 22      吸引通孔

[0032] 23      数据通孔

[0033] 3       导丝套尾部

[0034] 31      吸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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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32      数据端口

[0036] 33      导丝导入口

[0037] 4        摄像头

[0038] 5        LED灯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实施例的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

方式对本发明实施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40] 针对当前气管插管导丝的外套管易存在插管深度无法调节、可视化视频效果差和

气管内分泌物不能及时吸出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气管插管用的导丝套，通过在导丝套

前部设有摄像头、LED灯和吸引口，并在导丝套本体中设有吸引通孔、导丝通孔、数据线通孔

和电源线通孔，在导丝套尾部设有数据端口、电源接口和吸附口，使外部设备通过各自独立

的通孔与导丝套前部相连，解决上述问题，可改善气管插管的工作效率，提高气管插管导丝

的智能性和实用性。

[0041]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气管插管用的导丝套，包括：导丝套本体2、导丝套前部1和

导丝套尾部3。所述导丝套本体2设置有吸引通孔22、导丝通孔21和数据通孔23，所述导丝通

孔21用于设置导丝以引导气管插管插入气管并塑型，还用于可根据需要选配硬度不同的导

丝或拔出导丝后作为软质气管镜使用；所述吸引通孔22用于引导气管内的分泌物或异物流

出，还用于导入喷洒局麻药汽液；所述数据通孔23用于设置数据线和电源线。所述导丝套前

部1设有摄像头4、LED灯5和吸引口12，所述摄像头4通过数据线与外部显示终端相连，所述

LED灯5通过电源线与外部显示终端相连，所述吸引口12与所述吸引通孔21相通。如图3所

示，所述导丝套尾部3设有数据端口32、吸附口31和导丝导入口33，所述数据端口32与贯穿

在所述数据线通孔23内的数据线和电源线相连，外部显示终端通过所述数据端口32与所述

摄像头和LED灯5相连，所述导丝导入口33与所述导丝通孔21相通，导丝通过所述导丝导入

口33插入所述导丝通孔21内，所述吸附口31与所述吸引通孔21相通，外部负压吸引设备通

过所述吸附口31与所述吸引通道相连。

[0042] 具体地，安装在导丝套前部的摄像头通过数据线贯穿所述数据通孔与导丝套尾部

的数据端口相连，外部显示终端只需与所述数据端口相连，就能够快速与摄像头相连，使摄

像头拍摄的视频通过数据线传输到外部显示终端上进行显示。LED灯通过电源线贯穿所述

数据通孔与导丝套尾部的数据端口相连，外部电源设备只需与所述数据接口相连，就能够

快速与LED灯相连，以对LED灯供电。同时，导丝通孔、吸引通孔和数据通孔都是相互独立且

互不干涉的。在实际应用中，可采用管道来实现，也可以在导丝套的外层内的填充层内设置

各通孔。需要说明的是，导丝套本体、导丝套前部和导丝套尾部是一体结构，且采用透明材

质制成，可采用PVC材料。在使用后，导丝套可浸泡在消毒液中等待下次使用，导丝坏了可更

换导丝，能够有效减少设备使用成本，节省医疗材料的浪费。解决现有可视化气管插管导芯

存在可塑性差、可视化视频效果差、不能及时喷洒局麻药和分泌物不能及时吸出的问题，能

够实现拔出导丝后导丝套可继续进入气管以定位插管深度，也可作为软质气管镜使用，定

位双腔导管的位置，能改善气管插管的工作效率，提高气管插管导丝的智能性和实用性。

[0043] 导丝套还包括：数据处理装置；所述数据处理装置设置在所述数据端口上，用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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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所述数据端口获取所述摄像头拍摄到的视频数据信息并发送给外部显示终端。

[0044] 具体地，外部显示终端可与数据端口直接插接，以获取摄像头拍摄的视频数据信

息和对LED灯供电。也可以在数据端口上设置数据处理装置，使数据处理装置能够接收摄像

头采集的视频数据信息并发送至外部显示终端。在实际应用中，外部显示终端与数据处理

装置的连接可以是有线连接，也可以是无线连接。

[0045] 进一步，所述数据处理装置包括：微处理器和无线通讯模块；所述微处理器用于获

取所述视频数据信息，并通过所述无线通讯模块与外部显示终端进行数据交互。

[0046] 所述无线通讯模块包括：移动通讯模块和蓝牙通讯模块。其中，移动通讯模块可包

括：GPRS通讯模块、4G模块和5G模块。在实际应用中，外部显示终端可通过无线通讯模块与

数据处理装置建立无线网络连接，其中，外部显示终端包括：智能手机和IPAD。

[0047] 更进一步，所述数据处理装置还包括：显示屏；所述显示屏用于根据所述视频数据

信息显示所述摄像头拍摄到的视频图像。所述显示屏可采用可拆卸或可拔插。在显示屏拔

下时，显示屏可能通过无线通讯模块与微处理器进行数据交互，以显示摄像头拍摄到的视

频图像。同时，显示屏带有独立的供电电池，显示屏可通过定期充电，以保证显示屏处于可

用状态。

[0048] 在实际应用中，微处理器包括：微处理芯片、数模转换模块和模数转换模块，所述

微处理芯片的输入端与所述模数转换模块相连，所述微处理芯片的输出端与所述数模转换

模块相连，所述微处理芯片通过串口与所述移动通讯模块和蓝牙通讯模块相连。在实际应

用中，微处理芯片可采用单片机。

[0049] 该导丝套还包括：摆动机构(图中未示出)；所述摆动机构包括：摆动驱动件和遥控

单元，所述摆动驱动件设置于所述导丝套前部，用于根据所述遥控单元发送的指令控制所

述导丝套前部按设定要求摆动。

[0050] 具体地，摆动驱动件可包括：电机驱动单元和信号接收单元，所述电机驱动单元设

置于导丝套前部，并通过数据丝与所述信号接收单元连接，所述信号接收单元可设置在数

据端口处，其中，所述信号接收单元可包括红外线接收模块。在外部的遥控单元进行输出射

频信号时，所述电机驱动单元通过红外接收模块接收射频信号，并根据该射频信号控制导

丝套前部的按设定要求进行上下左右的摆动，以使导丝套前部内的摄像头或吸引口按不同

角度拍摄或吸喷液。需要说明的是，遥控单元可按实际要求进行设计，比如电视遥控器或玩

具车遥控器。

[0051] 在实际应用中，所述导丝套本体为圆柱状结构。优选的，所述导丝套前部的顶部为

圆弧状的硅胶头，所述摄像头和所述LED灯设置于所述硅胶头内。避免导丝套前部太尖锐，

易造成气管损伤。

[0052] 在实际应用中，为了保护摄像头和LED灯，可将它们密封在导丝套前部的顶部内，

同时，导丝套前部的吸附口设置在导丝套的侧壁或边缘处，用于吸附气管内的分泌物或异

物。

[0053] 进一步，所述导丝套前部沿边缘设置有多个所述吸引口和多个所述LED灯。

[0054] 在实际应用中，所述数据端口为USB端口或串行端口。所述吸附口为快速接口，所

述快速接口用于快速连接外部负压吸引设备对分泌物或异物的吸出，还用于快速连接外部

注射器以对对咽喉部、声门、气管局部喷洒麻药汽液。在气管需要局部喷洒麻药时，外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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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器通过快速接口对喷射麻药汽液，麻药汽液从导丝套前部的多个吸引口处喷洒出来，以

实现气管局部麻醉。现有的外部设备为了规范电源线或数据线的连接，将采用统一的接口

进行连接，而在导丝套尾部集成统一的数据端口和电源端口，有助于更为便捷实现连接，增

加安全性。

[0055] 可见，本发明提供一种气管插管用的导丝套，通过在导丝套前部设有摄像头、LED

灯和吸引口，并在导丝套本体中设有吸引通孔、导丝通孔和数据通孔，在导丝套尾部设有数

据端口和吸附口，使外部设备通过数据端口与摄像头和LED灯相连，同时可根据实际需求更

换贯穿导丝通孔的导丝，解决现有可视化气管插管导芯存在可塑性差、可视化视频效果差、

不能及时喷洒局麻药和分泌物不能及时吸出的问题，能够实现拔出导丝后导丝套可继续进

入气管以定位插管深度，也可作为软质气管镜使用，定位双腔导管的位置，能改善气管插管

的工作效率，提高气管插管导丝的智能性和实用性。

[0056] 以上依据图示所示的实施例详细说明了本发明的构造、特征及作用效果，以上所

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但本发明不以图面所示限定实施范围，凡是依照本发明的构

想所作的改变，或修改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仍未超出说明书与图示所涵盖的精神时，

均应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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