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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与专利·

新型胆-肠营养管的设计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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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立营养通路是恶性肿瘤患者实施营养治疗的前提和基础。鼻胃管、鼻肠管和经皮内镜下胃 / 空
肠造口是临床上常用的肠内营养（EN）通路。当恶性梗阻性黄疸（MOJ）患者合并幽门或十二指肠起始段梗阻时，
上述 EN 通路通常难以建立。为此，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医护人员设计了一种可经“经皮肝穿刺胆道引
流术（PTCD）”通路放置的新型胆- 肠营养管，解决了上述难题，并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 ：ZL 2020 2  
0283951.5，ZL 2020 2 0288938.9）。新型胆-肠营养管有双腔管和单腔管两种类型，由管头、管体、尾环和显影环组 
成。双腔管管体双腔道设计实现了胆汁内引流与 EN 同步实施；单腔管用于胆管金属支架置入术后的营养液输 
注，可不受营养液类型限制。两种营养管的尾环均置于空肠上段，可减少逆行感染和意外脱管。与现有技术相
比，本实用新型专利结构简单、设计合理，经 PTCD 通路放置安全、有效，为 MOJ 患者开辟了一条新的 EN 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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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utritional pathway is the premise and basis of nutritional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r. The nasogastric tube, nasoenteric tube, and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gastric/jejunostomy are commonly 
used clinical pathways for enteral nutrition (EN) therapy. However, these EN pathways are often difficult to establish in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obstructive jaundice (MOJ) with pyloric or duodenum primary obstruction. For this reason, a new type 
biliary-intestinal nutrient tube placed through 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cholangiography drainage (PTCD) pathway was 
designed by the medical staff of hepatobiliary surgery department of Yinchuan First People's Hospital, and National Utility 
Model Patent of China were obtained (ZL 2020 2 0283951.5, ZL 2020 2 0288938.9). The new biliary-intestinal nutrient tube 
has two types: double-lumen tube and single-lumen tube, which consists of tube head, tube body, tail ring and developing 
ring. The double lumen tube realizes bile internal drainage and EN simultaneously through the double lumen structure of the 
tube body. The single-lumen tube is used for nutrient infusion after bile duct metal stent implantation, which is not limited by 
the type of nutrient solution. The tail ring of the two types of nutrient tube is placed in the upper jejunum to reduce retrograde 
infection and unexpected extubation. Compared with the prior art, the utility model has the advantages of simple structure, 
reasonable design, safe and effective placement through PTCD pathway, and opens up a new EN path for MOJ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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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性梗阻性黄疸（malignant obstructive jaundice， MOJ）患

者就诊时多已处于晚期，姑息治疗和营养支持尤为重要［1］。 

临床上胆道梗阻可通过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术（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cholangiography drainage，PTCD）等技术解除，但

营养不良却难以获得持久改善。受肿瘤消耗、胃肠功能障碍

及抗肿瘤药物不良反应等多因素的影响，MOJ 患者会因摄入

不足出现渐进性营养不良。为改善免疫功能，提升对放化疗

的耐受性，重症患者营养不良需要及时干预［2-3］。肿瘤患者

人工营养首选肠内营养（enteral nutrition，EN）［4］。经鼻胃管、

鼻肠管和经皮胃 / 空肠造口管是肿瘤患者常用的 EN 通路［5］， 

各有优点，但当 MOJ 合并幽门或十二指肠起始段梗阻时，以

上通路建立均受阻。为此，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医

护人员设计了两种可经 PTCD 通路放置的新型胆-肠营养管， 

用于 MOJ 患者 EN 效果显著，并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专利 

号 ：ZL 2020 2 0283951.5，ZL 2020 2 0288938.9），介绍如下。

1 材料与设计 

1.1 研制材料 ：聚亚氨酯、镍钛合金、氰基丙烯酸酯、聚乙

烯吡咯烷酮。

1.2 通路设计

1.2.1 新型双腔道胆 - 肠营养管的设计 ：双腔管主要由管

头（图 1-1）、管体（图 1-2）、尾环（图 1-3）和显影环（图 1-4）

组成，其中管体包括主管（图 1-5）和支管（图 1-6）。管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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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为圆柱状，长度 60 cm，为双腔管。主管管腔大，管头可与

输液器、注射器连接，用于输注营养液 ；支管管腔小，管头可

经连接管连接引流袋，用于胆汁外引流。管体自尾环末端起，

每隔 5 cm 标有刻度值。管体有 3 个显影环，分别位于刻度

10 cm（图 1-4A）、25 cm（图 1-4B）和 38 cm（图 1-4C）处，置

管成功后对应的解剖部位分别为空肠起始段、十二指肠降 

段、胆管肝内段。主管与管体等长，尾环内环侧设有 3 个侧孔 

（图 1-7A），直径均为 2 mm，间距 1.2 cm，用于营养液的流出。 

支管为侧翼开口，短于主管，末端为盲端；管体设有两组用于

引流胆汁的侧孔，直径均为 1.5 mm ：第一组侧孔位于肝内胆

管与肝外胆管相续处（图 1-7B），对应位置为 37 cm、36 cm、 

35 cm、34 cm 处 ；第二组侧孔位于十二指肠降段（图 1-7C），

对应位置为 24 cm、23 cm、22 cm、21 cm 处。

入十二指肠降段，实现胆汁内引流。实施 EN 时，营养液输注 

器与主管管头连接，营养液经主管运输至尾环侧孔流入空肠

上段。治疗结束后，以温开水冲管，用肝素帽封闭管头。

2.3 单腔道胆- 肠营养管使用方法：将营养液输注器与管头 

连接，营养液经主管运输至尾环侧孔流入空肠上段。治疗结

束后，以生理盐水冲管，用肝素帽封闭管头。

3 讨 论 

 与肠外营养（parenteral nutrition，PN）相比，EN 可离院实

施且能保持治疗的连续性，更适合中晚期肿瘤患者。EN 的管

饲技术种类繁多，在临床上应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进行个体化 

选择［7］。MOJ 患者并发十二指肠梗阻时，常用的 EN 通路技术 

难以实施。探求适合晚期 MOJ 患者 EN 通路成为当务之急。

 PTCD 是姑息治疗 MOJ 的有效手段［8］。胆道引流管单腔

道设计决定了其功能的单一性，即仅用于胆汁的内外引流。 

借助成熟的 PTCD 技术，借鉴胆道引流管的结构和功能，本

科医护人员设计了一种新型胆- 肠营养管，用于 MOJ 合并营

养不良患者 EN 治疗，效果显著。其特点为 ：① 管体加长至

60 cm，经 PTCD 途径置于空肠上段，可减少 EN 时肠- 胆反流

继发感染和意外脱管 ；② 双腔道设计解决了胆汁内外引流

和肠内营养液输注同步实施的难题 ；③ 胆道支架置入后，胆

道即恢复通畅，放置 10 F 单腔道胆- 肠营养管实施 EN，基本

不受营养液类型限制 ； ④ 管体以聚氨酯材料制成，耐腐蚀， 

可放置 3 个月以上；⑤ 管体内外表面均有聚乙烯吡咯烷酮亲

水涂层，能减少置管时的摩擦力，减少细菌黏附和蛋白质吸 

附；⑥ 尾环侧孔设在内环侧，便于管路老化后导丝支撑更换。

 新型胆 - 肠营养管结构简单、设计合理，经 PTCD 途径

置于空肠上段实施 EN，为 MOJ 尤其是合并胃窦部和十二指

肠起始部梗阻的患者开辟了一条新的 EN 通路。此项技术

微创、安全、有效，有较好的创新性和实用性，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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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新型单腔道胆- 肠营养管的设计 ：单腔管主要由管头 

（图 2-1）、管体（图 2-2）、尾环（图 2-3）组成。管头用于输注营 

养液。管体为单腔管，管腔呈中空圆柱状；长度为 60 cm，末端 

屈曲成尾环状。尾环长约 8 cm，内环侧有 3 个侧孔（图 1-4），

间距 1.2 cm。管体自尾环末端起，每隔 5 cm 标有刻度值。管

体有 2 个显影环，分别位于刻度 10 cm（图 1-5A）和 38 cm 处

（图 1-5B），置管成功后对应的解剖部位分别为空肠起始段和 

肝内胆管段。

2 使用方法 

2.1 置管方法：本技术获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审批号：2020-021）。PTCD 及胆道支架置入术按规范化

流程实施［6］。术中试插超硬导丝，使其通过胆道梗阻段进入 

空肠上段。循导丝经主管腔道引入双腔道胆- 肠营养管并逐 

级推送，使其经皮、肝、胆管、十二指肠乳头、十二指肠，头端

达空肠上段。退出导丝后造影证实置管到位。放置金属支架 

者，或 3～6 个月更换时选用单腔道胆- 肠营养管，方法同上。

2.2 双腔道胆- 肠营养管使用方法 ：术后开放支管管头，连

接引流袋，淤积胆汁经第一组侧孔流入支管，通过管头流入

引流袋，实现胆汁外引流 ；胆汁清亮后，关闭支管管头，淤积

胆汁经第一组侧孔流入支管，由支管运输，经第二组侧孔流 

注：1 为管头，2 为管体，3 为尾环，4 为显影环〔包括第一显影环（A）、
第二显影环（B）、第三显影环（C）〕，5 为主管，6 为支管，7 为侧孔 
〔包括尾环内侧的侧孔（A）、第一组侧孔（B）及第二组侧孔（C）〕

图 1 新型双腔道胆- 肠营养管结构图

注 ：1 为管头，2 为管体，3 为尾环，4 为侧孔，5 为显影环 
〔包括第一显影环（A）和第二显影环（B）〕

图 2 新型单腔道胆- 肠营养管结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