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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危重患者转运的多功能微型电动吸痰器设计
王彧姣ꎬ欧阳晨曦
[ 摘要] 设计一种多功能的微型电动吸痰器ꎮ 该设备由指示面板、控制电路板、微型负压泵、锂电池、温
湿度传感器、流量传感器、吸痰器管路、痰液收集罐组成ꎮ 多功能微型电动吸痰器解决了传统吸痰器体积大、
负压不稳定、管路与集痰器需要人工清洗、无附加功能等弊端ꎬ更加适用于危重患者转运与其他需要紧急吸痰
情况ꎬ进一步保障了患者的安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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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重患者常因诊断或治疗的需要进行医院内转
运ꎬ对于需要持续监护或生命体征维持的患者来说ꎬ
转运可谓是一件大事ꎮ 关于危重患者转运相关不良

事件与预防措施国内外学者均非常重视 [１￣２] ꎮ 国内
研究中报告的急危重症患者院内转运的不良事件发

生率为 ４ ２％ ~ ７０％ꎬ其中气道相关性风险发生率为

３２ ４％

[３]

ꎮ Ｍａｒｔｉｎ 等

[４]

研究表明转运不良事件与病

情、设备、转运人员等因素相关ꎮ Ｊｏｎｅｓ 等 [５] 分析了

障患者转运安全的关键 [７] ꎮ

关于转运吸痰器ꎬ国内主要有手动( 脚踩式) 吸

痰器与电动吸痰器 ２ 种ꎮ 手动( 脚踩式) 吸痰器吸
痰负压较小难以控制ꎬ不具备连续吸引的功能ꎬ吸痰
效果不理想ꎬ而电动吸痰器体积大ꎬ不便于转运携
带ꎬ吸痰管路与痰液收集罐不易清洗ꎬ所以均未广泛
应用 [８] ꎮ 临床上也有用 ５０ ｍＬ 注射器连接无菌吸

痰管代替吸痰器进行转运吸痰的报道但临床效果不

３１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在院内转运过程中病情变

佳ꎬ吸痰有效次数较低 [９] ꎮ ２０１８ 年ꎬ福建医科大学

和 ６１％ꎮ 院内转运中危重患者出现病情恶化主要

ＢＩＳＳ)应用于需要转运的危重患者中ꎬ但该吸痰器无
监测气道内温湿度、监测吸痰量等附加功能[１０] ꎮ 作者

化状况ꎬ得出继发性损伤和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５２％

包括:意识改变和血氧饱和度下降ꎬ发生率分别为

２５％和 １０ ８％ꎬ其中血氧饱和度下降与患者气道通
畅情况密切相关ꎬ转运中气道相关的并发症包括:误
吸、气管导管堵塞、低氧血症等 [６] ꎮ 基于此ꎬ应增加
呼吸系统的监测ꎬ并配备相应的气道管理设备ꎬ在转
运过程中实施有组织、有计划的监测和干预ꎬ及时有
效的清理呼吸道分泌物ꎬ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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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美国生产的便携式吸痰器( 商品名为 ＤＥＶＩＬ￣

设计了一种多功能的微型电动吸痰器ꎬ更加适合应用
于危重患者转运与其他需要紧急吸痰情况ꎬ介绍如下ꎮ
１

结构与功能

多功能微型电动吸痰器的结构和功能如图 １、

图 ２ꎮ 标号 功 能 键: Ａ￣吸 痰 管ꎻ １￣红 外 线 温 度 传 感
器ꎻ２￣红外湿度传感器ꎻ３￣流量传感器ꎻ４￣负压传感
器ꎻ５￣控制面板ꎻ６￣控制电路板ꎻ７￣微型负压泵ꎻ８￣锂
电池ꎻ９￣三通管路ꎻ９１￣负压泵连接端口ꎻ９２￣管口连接
端口ꎻ９３￣外接负压源端口ꎻ１０￣外接集痰罐ꎻ１０１￣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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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口ꎻ１０２￣第二管口ꎻ１１￣软管ꎻ１２￣硅胶塞ꎻ１３￣设备外
壳ꎻ１４￣一次性连接管ꎻ１５￣连接铰链ꎻ１６￣按钮 开 关ꎻ

１７￣开关 键ꎻ １８￣复 位 键ꎻ １９￣７５ ｍｍＨｇ 档 位ꎻ ２０￣１５０

ｍｍＨｇ 档 位ꎻ ２１￣３００ ｍｍＨｇ 档 位ꎻ ２２￣４００ ｍｍＨｇ 档
位ꎻ２３￣参数显示屏ꎻ２４￣电量显示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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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ꎻ把一次性连接管 １４ 的一端连接吸痰管 Ａꎬ把一
次性连接管 １４ 的另一端通过软管 １１( 即硅胶软管)

连接外接集痰罐 １０ 的第一管口 １０１ꎻ同时外接集痰
罐 １０ 的第二管口 １０２ 通过软管 １１ 连接三通管路 ９

的管口连接端口 ９１ꎬ将硅胶塞 １２ 填堵外接负压源
端口 ９３ 上ꎮ 按下控制面板 ５ 上的开关键 １７ꎬ电源
接通控制面板 ５ 亮起ꎬ负压档选择指示灯在 ７５ ｍｍ￣

Ｈｇ( 档位 １９) 、１５０ ｍｍＨｇ( 档位 ２０) 、３００ ｍｍＨｇ( 档
位 ２１) 、４００ ｍｍＨｇ ( 档位 ２２) ４ 个模式按钮循环闪
烁ꎬ参数显示屏 ２３ 显示当前参数值ꎬ电量显示屏 ２４

显示当前锂电池电量情况ꎮ 按下流量指示灯按钮ꎬ
选择 ７５ ｍｍＨｇ( 档位 １９) 、１５０ ｍｍＨｇ( 档位 ２０) 、３００

ｍｍＨｇ( 档位 ２１) 、４００ ｍｍＨｇ ( 档位 ２２) ４ 个模式按
图１

多功能微型电动吸痰器主体结构

钮ꎬ确认所需流量值ꎮ 再次按开关键 １７ꎬ微型负压
泵 ７ 启动开始工作ꎮ 考虑到临床实际情况ꎬ在正式

吸痰前ꎬ医护工作者会对吸痰管道进行润滑工作ꎮ
流量传感器 ３ 会把此过程中的药液计入ꎬ影响实际
吸痰的真实性ꎬ所以设计复位键 １８ꎮ 微型负压泵 ７
启动开始工作时ꎬ按下复位键 １８ 后ꎬ微型负压泵 ７

停止负压ꎬ参数显示屏会自动清零ꎬ再次按开关键

１７ꎬ微型负压泵 ７ 启动ꎬ开始负压ꎬ传感器开始检测ꎮ
为避免在操作中误触动复位键 １８ꎬ复位键 １８ 在键
位高度上低于其他键ꎮ 在吸痰过程中ꎬ可以进行流
图２

２

多功能微型电动吸痰器指示面板

量选择ꎬ只需按下流量指示灯按钮 ７５ ｍｍＨｇ 档位

１９、１５０ ｍｍＨｇ 档位 ２０、３００ ｍｍＨｇ 档位 ２１、４００ ｍｍ￣

Ｈｇ 档位 ２２ 即可ꎮ 吸痰结束后ꎬ按开关键 １７ꎬ微型

工作原理
多功能微型电动吸痰器由微型负压泵提供负压

源ꎬ负压泵开启时ꎬ微型电机带动泵内叶轮旋转ꎬ叶
轮将泵内空气排向外界ꎮ 由于负压泵内部管路与吸
痰管、一次性连接管、外接集痰罐、三通管路等依次
连接ꎬ形成闭合腔体ꎬ因此ꎬ微型负压泵工作时上述
腔体将形成持续负压ꎮ 吸痰管由医护人员操作插入
患者呼吸道进行痰液吸取ꎬ当吸痰管入口接触到痰
液等堵塞物时ꎬ随着负压泵工作ꎬ管路中负压快速升
高ꎬ患者体内与管路间形成压差ꎬ痰液会被压差推动
进入管路ꎬ并由于重力作用在集痰器罐部聚集ꎮ 第
二管口并不接触痰液ꎬ因此ꎬ在痰液上表面与管路间
仍然维持负压并保证后续痰液不断进入集痰罐ꎬ同
时避免痰液进入负压泵ꎮ 当集痰罐内液体到达预设
液面位置时ꎬ负压泵自动停止工作ꎬ等待新集痰罐插

负压泵 ７ 停止工作ꎬ长按开关键 １７ 关闭微型吸痰
器ꎮ 拔下连接吸痰管 Ａ 和外接集痰罐 １０ꎬ按下按钮
开关 １６ꎬ前段扣盖开启ꎬ从预制的卡槽内取出一次
性连接管 １４ꎬ扣上前段扣盖ꎮ

模式二ꎬ在使用外接负压源进行辅助时ꎬ需调整

上述硅胶塞 １２ 的填堵位置和外接集痰罐 １０、软管

１１ 等结构的连接关系ꎻ即将硅胶塞 １２ 从外接负压

源端口 ９３ 处拔下来ꎬ并将其堵在管口连接端口 ９１ꎻ
通过医院内的壁管连接外接负压源端口 ９３ꎬ其他操
作步骤同模式一操作ꎮ

３ ２

临床应用注意事项

应用多功能微型电动吸

痰器进行吸痰操作的人员均为在急诊科工作 ５ 年以
上的护士ꎬ经过微型电动吸痰器使用相关规范化培
训并考核合格ꎮ 护士转运危重患者时携带多功能微

入后ꎬ负压泵继续工作完成下一工作循环ꎮ

型电动吸痰器ꎬ当患者出现呼吸道或肺部有痰鸣音、

３

况立即给予吸痰操作ꎮ 操作者连接无菌吸痰管ꎬ打

３ １

操作步骤与临床应用注意事项
操作步骤

模式一ꎬ使用微型负压泵 ７ 为负压

源ꎮ 操作时ꎬ按下按钮开关 １６ꎬ前段扣盖开启ꎬ把一
次性连接管 １４ 安装在预制的卡槽内ꎬ扣上前段扣

血氧饱和度下降或因呼吸道痰液异物出现呛咳等情
开多功能微型电动吸痰器开关ꎬ按动指示面板的负
压选择键选择合适的吸痰负压ꎬ按照常规吸痰的方
法将吸痰管插入适当深度ꎬ进行连续吸引ꎬ每次吸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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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宜超过 １５ ｓꎮ 吸痰过程中指示面板可显示出

４ ５

前后均给予足够的氧气ꎬ在吸痰过程中ꎬ采用心电监

状及颜色ꎮ 多功能微型电动吸痰器的连接吸痰管及

护全程监测患者的血氧饱和度的变化情况ꎮ 吸痰结

集痰器的连接管采用一次性连接管ꎬ每次使用后可

束后护士关闭开关ꎬ将一次性无菌吸痰管、吸痰器内
部管路与痰液收集罐安装污染垃圾分类处理ꎬ并记

更换ꎬ集痰器未与患者直接接触ꎬ痰液收集罐为一次
性ꎬ可直接卸下进行送检ꎬ不会影响检测及避免交叉

录吸痰前后生命体征变化、痰液量等数值ꎮ

感染ꎮ 更加优化了护理工作流程ꎬ提高了工作效率ꎮ

患者气道内的温湿度及吸引出的痰液量ꎮ 患者吸痰

痰液直接送检

多功能微型电动吸痰器自带

的痰液收集罐更加方便临床直观的观察到痰液的性

多功能微型电动吸痰器的临床应用可最大限度
４

危重患者转运常必备多种仪器跟

的降低转运过程以及其他特殊场所( 无负压源) 情
况下患者发生气道相关性不良事件ꎮ 因此ꎬ多功能

随ꎬ如监护仪、除颤仪、呼吸机、氧气瓶、各种输液泵、

微型电动吸痰器可广泛用于有吸痰需要的急诊科、

注射泵等ꎬ转运病床面积小ꎬ特别是需要出入电梯或

重症监护室、肿瘤科、老年科、呼吸科、神经内外科

其他狭小空间ꎬ不适合再配备较大的负压吸引设备ꎮ

等ꎬ尤其适 用 于 院 内 及 院 外 转 运 危 重 患 者 与 急 救
１２０、家庭、养老院、社区医院均可配备使用ꎬ可带来

４ １

功能优势
体积小巧

多功能微型电动吸痰器可以在无电源与气源的状态
下实现吸痰操作ꎮ 装置结构简单、便携小巧( 体积
类似 ５０ ｍＬ 注射器) ꎬ医护人员手持即可操作ꎬ更加
适合危重患者转运配置ꎮ

４ ２

负压安全稳定

吸痰指征均较紧急ꎬ需要操作

者及时快速进行ꎬ使吸痰过程中合理负压的调节常
被忽略ꎮ 而过大或过小的吸痰负压可对患者产生较
大危害ꎬ尤以气道黏膜损伤更甚ꎮ 根据美国呼吸治
疗学会提出安全有效的吸痰负压应设为能够达到吸

痰效果最小压力的原则 [１１] ꎬ多功能微型电动吸痰器

良好的社会效益ꎬ微型电动机吸痰器的内部组件与
痰液收集罐为一次性ꎬ可带来持续的经济效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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