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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门上气道管理工具 SGA Tools

p  喉罩

p 喉通气管

p 食管气管联合导管

盲插技术

简单培训

容易掌握



喉罩（laryngeal mask airway LMA）

1981年由英国的Archie Brain医师发明

1991年通过美国FDA认可进入临床使用

是目前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HA）推荐的困难气道的非外科处理措施之一

LMA是由一个可充气的树叶形的硅树脂罩和橡胶连接管组成的气道用具 

基本气道工具-喉罩导气管（LMA)



操作简单、快速，术者单手即可完成

专用插管能更容易通过声门，一次成功率高达95%以上

不受患者体位限制，尤其在快速复苏、缺乏气管插管和充分氧合的情况下更为适
用

喉罩（laryngeal mask airway LMA）优点



适应症

短时的外科手术

困难气道估计难以气管内插管的患者

颈椎活动差等原因引起气道异常者，不宜用喉镜或气管插管患者

紧急情况下人工气道的建立和维护



禁忌症

张口度＜1.5cm

咽部病变，如血管瘤、组织损伤等

喉部或喉以下气道梗阻者

肺顺应性下降或气道阻力增加者

存在增加胃内容物返流和呼吸道误吸危险者



操作步骤

体位 将伤员放置自然体位，头部轻度后仰。

清理呼吸道。

选择适宜的喉罩，喉罩气囊充气，检查外观及充气气囊是否破损或异常。一手

持喉罩充气囊，另一手用20ml注射器缓慢抽气，使前端形成一个倒立的扁平勺

状。润滑剂涂抹喉罩背侧及充气囊底部。



操作步骤

放置喉罩  一手持笔状握住喉罩柄，另

一手打开口腔，沿硬腭到软腭将喉罩放

置到口腔，门齿刻度应位于喉罩的标识

线上，即放置到位。远端到食管上括约

肌，近处在舌根下，两侧在梨状窝。



操作步骤

固定喉罩   用20ml注射器充气，充气量=（气囊型号-1）×10，气囊充分充气

至足够密封。

确定位置    使用简易呼吸器辅助通气，肺部听诊呼吸音。



放置到位的LMA™喉罩

密封声门周围，形成有效通气

远端-
食管上括约肌 

近端-舌根下

喉
罩
最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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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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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注意事项

使用喉罩前禁食

使用过程中应及时清除气道内分泌物

如有颜面部损伤、烦躁不能耐受的伤员禁止使用，不可长时间留置，有条件尽

量行声门下气道建立

拔出喉罩前尽量避免咽喉部刺激



喉通气管

盲插法

适合院前急救

美军配备产品

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急救气道管理工具



第三步-2：喉充气管产品介绍

胃液引流口

引流管开口

插入深度cm

 水平通气小
孔

 远端充气囊

符合解剖曲线，确保通过
喉咽后部，进入食道

远端通气孔

X-线显示条

主通气孔



适应症

支持正压通气和自主呼吸

困难气道估计难以气管内插管的患者

颈椎活动差等原因引起气道异常者，不宜用喉镜或气管插管患者

较少引起患者口咽疼痛和创伤

紧急情况下人工气道的建立和维护



禁忌症

有意识的病人和完整吞咽反射的病人

已知的食道疾病

病人摄入腐蚀性物质

存在增加胃内容物返流和呼吸道误吸危险者



操作步骤

体位：伤员取任意体位。

清理呼吸道。

检查喉通气管气囊是否漏气，然后抽空气囊备用。

用水溶性润滑剂润滑喉通气管。



操作步骤

放置喉通气：优势手握喉通气管，打开伤员口

腔，头部轻度后仰，提升下颌，将喉通气管沿

伤员口腔中线自咽喉壁放置到咽喉部，门齿距

喉通气管前端水平提示线。



操作步骤

按照导管型号注入最小气体量（4号80ml、5号100ml，气囊压力小于60cmH2O）

，密封气道有效通气，主气囊放置在咽喉部，小气囊位置在食道入口处；

听诊两肺呼吸音，确认喉通气管位置；

固定喉通气管。



第三步-2：喉充气管放置位置

单向充气阀

舌骨

会厌

声门

气流

硬腭

软腭
气管

食管

 末端充气囊

在食道内充气，隔绝喉咽部和食道的气
体交流

 主充气囊

在舌下方充气。隔绝口咽部和鼻咽部与喉咽部之间的气体交流





注意事项

插入时，可先插入较深，然后小心后撤调整喉通气管位置，以确保正确的插入；

使用过程中应及时清除气道内分泌物；

不可长时间留置，有条件尽量行声门下气道建立；

拔出喉通气管前尽量避免咽喉部刺激。



食管气管联合导管

快速建立人工气道，保持气道通畅。



适应症

呼吸、心跳停止患者

困难气道估计难以气管内插管的患者

无意识, 没有咽反射

紧急情况下人工气道的建立和维护



禁忌症

咽反射存在

已知食道疾病或食道静脉曲张

服用腐蚀剂的病人

16岁以下

<150cm(5英尺)或>2m(6英尺8英寸) 的病人

怀疑颈椎损伤或需要颈椎制动的病人



操作步骤

体位：伤员仰卧，取头部正中，清除口咽部分泌物及异物。

分别检查食管气管联合导管两个气囊是否漏气，然后抽空气囊备用。

用水溶性润滑剂润滑食管气管联合导管。



操作步骤

放置食管气管联合导管：救治人员一手提起伤员

舌及下颌，另一手持食管气管联合导管沿伤员口

腔中线自咽喉壁放置到咽喉部将导管插入，直至

标志线正对门齿。



操作步骤

先将近端导管气囊（蓝色）充气约100ml，再将导管远端气囊（白色）充气5-

10ml；

通过远端导管（白色）连接简易呼吸器进行人工通气，若观察到胸廓起伏，听

诊两肺呼吸音，即证实有效通气，若没有听到肺部呼吸音，并存在胃充气膨胀

，表示导管在食管内，则通过近端导管（蓝色）通气；

固定食管气管联合导管。







注意事项

如果两个导管通气均听不到呼吸音，表明导管可能插入过深，可将气囊放气，

重新调整导管的位置；

使用过程中应及时清除气道内分泌物；

不可长时间留置，有条件尽量行声门下气道建立。



声门下气道管理工具 

气管插管



气管插管的目的

保护气道，是建立人工气道、进行人工通气最常用的方法；

防止误吸，便于清除呼吸道分泌物；

正压通气，维持气道通畅，减少气道阻力，保证有效的通气量；

面罩吸氧仍呼吸困难，为给氧、加压人工呼吸，气道内给药提供条件。



呼吸心跳骤停；

呼吸衰竭、呼吸肌麻痹和呼吸抑制者；

保持呼吸道通畅，便于清除气管、支气管内分泌物；

较长时间的全身麻醉或使用肌松剂的大手术。

气管插管的适应症



喉头水肿、急性喉炎、喉头粘膜下血肿、插管创伤引起的严重出血等；

咽喉部烧灼伤、肿瘤或异物存留者；

主动脉瘤压迫气管者，插管可导致主动脉瘤破裂；

下呼吸道分泌物潴留所致呼吸困难，难以从插管内清除者，应作气管切开；

颈椎骨折脱位者。

气管插管的相对禁忌症



术前估计

有四个部位的运动幅度对气管插管影响最大

 张口度

 颈部屈伸

以颈部为轴伸展头部（以环枕关节的 活动伸展）

下颌伸出的幅度



提示气道处理困难的体征

不能张口

颈椎活动受限

巨舌症

门齿突出

短颈

病态肥胖

术前评估



能看到咽腭弓、软腭和悬雍垂

能看到咽腭弓、软腭，悬雍垂被舌跟掩盖

只能看到软腭

软腭也看不到

Mallampati  分级



  

直接喉镜（DL）评价 

Ⅰ级能看到声带

Ⅱ级仅能看到部分声带

Ⅲ级：仅能看到会厌

Ⅳ级看不到会厌 

术前评估



操作者准备

洗手、戴口罩

对于传染病或者疑似传染病的患者：

   需洗手、戴口罩、戴手套、

   戴护目镜、穿防护服 ；

气管插管的准备



患者准备

去枕仰卧位，头后仰；

开放气道；

无颈椎损伤者：

下颌角、耳垂与床面（地面）呈90度（垂直）。

  

气管插管的准备



物品准备

喉镜柄、喉镜叶片

气管导管（成人7-7.5号）

插管导丝、牙垫、10ml注射器、

胶布、无菌石蜡油、吸痰管、

简易呼吸器、听诊器等

负压吸引器处于完好状态

 

气管插管的准备



两个检查

检查喉镜叶片

检查气管导管

气管插管的准备
操作前务必检查喉镜是否明亮：

如果喉镜上的小电珠忽明忽暗，应清除电珠螺旋接口

处分泌物的凝结。

插管前必须反复开闭喉镜和柄2-3次，确定喉镜上的小

电珠明亮无误方可准备使用。

检查气管导管气囊是否漏气；

导管内放置软硬粗细适中的导丝，其顶端

不能露出导管斜面口。



先将病人头向后仰，若其口未张开，可双手将下颌向前、向上托起，必要时可以右手自右口角处

将口腔打开，其法是右手拇指对着下齿列，以一旋转力量启开口腔。

左手持喉镜自右口角放入口腔，将舌推向左方，然后徐徐向前推进，显露悬雍垂。

这时，以右手提起下颌，并将喉镜继续向前推进，直至看见会厌为止。

经口腔明视插管术的步骤



经口腔明视插管术的步骤



左手稍用力将喉镜略向前推进，使窥视片前端进入舌根与会厌角内，然后

将喉镜向上、向前提起，即可显露声门。

右手执气管导管后端，使其前端自口右角进入口腔，对着声门，以一旋转

的力量轻轻经声门插入气管。

导管的弯度不佳，致前端难以接近声门时，则可借助管芯；于导管进入声

门后再将管芯退出。

经口腔明视插管术的步骤



经口腔明视插管术的步骤

o  



经口腔明视插管术的步骤

显露喉头后，固定镜片位置，右手持导管进行插管，插管

时以拇指、食指及中指拿毛笔的方式持住插管的上1/3处；

深度：距门齿22-24cm。



安置牙垫，退出喉镜。

观察导管外端有无气体进出。若病人原已呼吸停止，可接上简易呼吸器、呼吸

机、麻醉机压入氧气，观察胸部有无起伏运动，并用听诊器听呼吸音，以确定

导管位置是否正确。

导管外端和牙垫一并固定。

    经口腔明视插管术的步骤



经口腔明视插管术的步骤

镜片在推进的过程中，始终要有向上垂直提起的力量，切记不能用病人的门齿做

着力点，否则会造成门齿松动或脱落；

如果显露的部位不是暗黑颜色的气管，而是一片红色则为食道，此时要把镜片退

出少许并提起，将会厌尖端挑起，然后再轻轻进入，声门便能很好地显露出来；



有的病人会厌长、宽大、柔软，用喉镜片挑起时较困难，因为

会厌下垂遮盖在喉头上，在挑起时会厌不是从镜片上滑掉，就

是镜片将会厌推成折叠状，使喉头显露不全或完全不能显露。

经口腔明视插管术的步骤



    经口腔明视插管术的步骤

如果显露喉头，声带因刺激和病人呼吸而处于不断的开关状态，此时，应将导管的尖端停止

在声门口，待声带打开时立即插入；

如果导管尖端没能对准声门，插向声门的右侧或左侧，会感到有阻力，如再用力推导管，除

造成喉部创伤外，还会使插管失败，因此，插管时切忌使用蛮力；



插入导管后应当通过以下方法证实 导管在正确的位置

用听诊器在两侧腋下听双肺呼吸音

目击导管通过声门

简易呼吸器通气能顺利地抬起胸廓

胸部X-线

呼末二氧化碳



气管插管并发症
气管插管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技术，特别是对急诊浅昏迷、牙关紧闭清醒病人，插管的难度更大

。如操作不当容易损伤口、咽部及牙齿或刺激咽喉部产生呛咳、屏气、喉痉挛，反加重缺氧和粘

膜损伤；

       气管导管系一异物，如准备不够或操作不慎，可引起下列轻重不等的意外或并发症。



气管插管并发症

插管时动作粗暴可致牙齿脱落，或损伤口鼻腔和咽喉部粘膜，引起出血。用力过猛尚可造成下颌

关节脱位。所以，气管插管时忌用暴力。

浅麻醉下进行气管插管可引起剧烈咳嗽、憋气或喉支气管痉挛。有时由于迷走神经过度兴奋而产

生心动过缓、心律失常，甚至心跳骤停；有时会引起血压剧升。



气管插管并发症

导管过细则内径过小，过软则易变形，其结果都使呼吸阻力增加，甚至因压迫、扭曲而使导管堵

塞。导管过粗过硬，容易引起喉头水肿，甚至引起喉头肉芽肿。

插管过深误入支气管内，可引起缺氧和一侧肺不张。

导管消毒不严，可引起术后并发症。



小结

预见困难，充分准备，通气比插管重要。

对已知的或怀疑有气道问题的病人，应严格执行气道管理规则。



培训是一切胜利的基础

想百发百中
必须坚持练习



谢谢聆听！

韩庆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