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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适用于呼吸道传染

性疾病患者的医用雾化器，包括面罩、雾化器、连

接面罩和雾化器的万向管，面罩远离人脸一侧设

有用于在面罩贴合人脸后能够进气供患者吸气

的进气端，其中，万向管与进气端连接并且在进

气端内设有仅供气体从万向管进入面罩的第一

单向瓣膜，在面罩侧壁开有至少一个排气口，在

排气口上装设有用于过滤患者呼出气体的过滤

器，在排气口内设有仅供气体从面罩经过滤器往

外界排出的第二单向瓣膜。本实用新型一种适用

于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患者的医用雾化器，能够有

效过滤患者呼出气体、减少气溶胶的扩散和降低

气溶胶感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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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患者的医用雾化器，包括面罩(1)、雾化器(2)、连接所

述面罩(1)和雾化器(2)的万向管(3)，所述面罩(1)远离人脸一侧设有用于在面罩(1)贴合

人脸后能够进气供患者吸气的进气端(16)，其特征在于：所述万向管(3)与进气端(16)连接

并且在进气端(16)内设有仅供气体从万向管(3)进入面罩(1)的第一单向瓣膜(11)，在所述

面罩(1)侧壁开有至少一个排气口(12)，在所述排气口(12)上装设有用于过滤患者呼出气

体的过滤器(4)，在所述排气口(12)内设有仅供气体从面罩(1)经过滤器(4)往外界排出的

第二单向瓣膜(13)。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患者的医用雾化器，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雾化器(2)远离万向管(3)的一端与一能够与外设供氧设备连接的供氧管(6)连接，

在所述雾化器(2)上设有加药口(21)，在所述雾化器(2)与所述万向管(3)的连接处装设有

气压调节阀(5)。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患者的医用雾化器，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雾化器(2)内设有压力传感器(7)，该压力传感器(7)与一处理器(9)连接，在所述雾

化器(2)与供氧管(6)的连接处设有电动阀(8)，所述电动阀(8)与处理器(9)连接。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患者的医用雾化器，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加药口(21)上设有盖子(22)。

5.如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患者的医用雾化器，其

特征在于：所述面罩(1)的两侧设有用于系挂在人耳朵外轮廓上的挂绳(14)。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患者的医用雾化器，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面罩(1)紧贴患者脸部的一侧设有垫片(15)。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患者的医用雾化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垫片(15)采用硅胶材料制成。

8.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患者的医用雾化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供氧管(6)的长度为1.2-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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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患者的医用雾化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辅助器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适用于呼吸道传染性疾病

患者的医用雾化器。

背景技术

[0002] 雾化吸入是一种以呼吸道和肺为靶器官的直接给药方法，雾化吸入具有起效快、

局部药物浓度高、用药量少、应用方便及全身不良反应少等优点，已经作为呼吸系统相关疾

病重要的治疗手段。雾化吸入主要为运用雾化吸入装置将药物转变为气溶胶形态，并经口

腔或鼻腔将药物吸入人体内。对于呼吸道传染性疾病如肺结核、SARS、流感及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等患者，雾化吸入一方面有助于治疗，但另一方面也由于产生气溶胶污染室内空气，可

能导致交叉感染。

[0003] 目前现有的雾化吸入装置主要有定量吸入装置(Metered-Dose  Inhaler，MDI)、

MDI+储雾罐、干粉吸入剂(Dry  Power  Inhaler，DPI)、雾化器，其中雾化器包括氧气雾化器、

超声雾化器和振动筛孔雾化器三种，临床推荐对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患者雾化首选MDI+储雾

罐，但因由于其药物选择性相对局限，所以临床上最常用的医用雾化器是是氧气雾化器。现

有的医用氧气雾化器未能对患者呼出的气体进行有效过滤，会增加气溶胶感染风险。

[0004] 如何过滤患者呼出的气体，减少气溶胶的扩散，降低气溶胶感染风险成为有待解

决的技术难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够有效过滤患者呼出气体、减少气溶胶的扩

散、降低气溶胶感染风险的适用于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患者的医用雾化器。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7]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适用于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患者的医用雾化器，包括面罩、

雾化器、连接所述面罩和雾化器的万向管，所述面罩远离人脸一侧设有用于在面罩贴合人

脸后能够进气供患者吸气的进气端，其中，所述万向管与进气端连接并且在进气端内设有

仅供气体从万向管进入面罩的第一单向瓣膜，在所述面罩侧壁开有至少一个排气口，在所

述排气口上装设有用于过滤患者呼出气体的过滤器，在所述排气口内设有仅供气体从面罩

经过滤器往外界排出的第二单向瓣膜。

[0008] 进一步地，在所述雾化器远离万向管的一端与一能够与外设供氧设备连接的供氧

管连接，在所述雾化器上设有加药口，在所述雾化器与所述万向管的连接处装设有气压调

节阀。

[0009] 进一步地，在所述雾化器内设有压力传感器，该压力传感器与一处理器连接，在所

述雾化器与供氧管的连接处设有电动阀，所述电动阀与处理器连接。

[0010] 进一步地，在所述加药口上设有盖子。

[0011] 进一步地，所述面罩的两侧设有用于系挂在人耳朵外轮廓上的挂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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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地，在所述面罩紧贴患者脸部的一侧设有垫片。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垫片采用硅胶材料制成。

[0014] 进一步地，所述供氧管的长度为1.2-1.5m。

[0015] 由于采用了上述结构，本实用新型具有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6] 本实用新型一种适用于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患者的医用雾化器，在使用时，面罩贴

合人脸部，流经万向管内的雾化后的药液气体均可通过第一单向瓣膜进入面罩内；因此，在

患者吸气时由于面罩内气体含量减少，面罩内气压下降导致第一单向瓣膜打开而第二单向

瓣膜关闭，万向管内雾化后的药液气体通过第一单向瓣膜进入面罩内支持患者呼吸；通过

在面罩设置有排气口，在患者呼气时面罩内气体含量增加，面罩内气压上升导致第一单向

瓣膜关闭而第二单向瓣膜打开，从而确保大部分气体均从排气口通过第二单向瓣膜进入过

滤器并过滤后再排出去，能够极大减少气溶胶的扩散和减低气溶胶感染风险，在最优使用

时，如果面罩能够完全贴合人脸形成密闭空腔，即可确保患者呼出气体均是由排气口排出

去，杜绝感染效果最佳，在本申请的一些操作过程中，即使由于贴合不紧有一小部分气体漏

出也能够确保极大部分气体从排气口过滤器过滤后排出，同样能够极大降低感染概率，降

低气溶胶感染风险。

[0017] 通过以下的描述并结合附图，本实用新型将变得更加清晰，这些附图用于解释本

实用新型的实施例。

附图说明

[001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有技术

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

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二的结构示意图；以及，

[0021] 图3为图2所示的A处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

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

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3] 实施例一：

[0024] 请参考图1，一种适用于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患者的医用雾化器，包括面罩1、雾化器

2、连接面罩1和雾化器2的万向管3，面罩1远离人脸一侧设有用于在面罩1贴合人脸后能够

进气供患者吸气的进气端16，其中，万向管3与进气端16连接并且在进气端16内设有仅供气

体从万向管3进入面罩1的第一单向瓣膜11，在面罩1侧壁开有至少一个排气口12，在排气口

12上装设有用于过滤患者呼出气体的过滤器4，在排气口12内设有仅供气体从面罩1经过滤

器4往外界排出的第二单向瓣膜13；第一单向瓣膜11可以使氧气和雾化后的药液气体仅从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12662404 U

4



万向管3进入面罩1，第二单向瓣膜13可以使患者呼出的气体从面罩1进入过滤器4后再排出

去。

[0025] 在本实施例中，面罩1的两侧设有用于系挂在人耳朵外轮廓上的挂绳14；方便患者

佩戴面罩1。本实用新型中，在面罩1紧贴患者脸部的一侧设有垫片15；垫片15可以紧密贴合

患者脸部，避免面罩1与患者脸部间存在间隙，防止面罩1内的气体从贴合处泄露。本实用新

型中，垫片15采用硅胶材料制成；硅胶材料质地柔软、无毒性，可以贴合人体皮肤，极大地提

高了面罩1与患者脸部之间的气密性。

[0026] 在使用时，面罩1贴合患者脸部后，雾化器2加入药物后所产生的雾化后的药液气

体依次经万向管3、第一单向瓣膜后进入面罩1，在患者吸气时面罩1内气体减少，面罩1内气

压下降导致第一单向瓣膜11打开而第二单向瓣膜13关闭，万向管3内的雾化后的药液气体

通过第一单向瓣膜11进入面罩1内，可以帮助患者吸气；在患者呼气时面罩1内气体增加，面

罩1内气压上升导致第一单向瓣膜11关闭而第二单向瓣膜13打开，患者呼出的大部分气体

均从排气口12通过第二单向瓣膜13进入过滤器4后过滤并排出，可以有效过滤患者呼出的

气体，减少气溶胶的扩散和降低气溶胶感染风险，万向管3可以调节面罩1的角度，便于患者

使用。

[0027] 实施例二：

[0028] 请参考图2、图3，在本实施例中，一种适用于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患者的医用雾化

器，其与实施例一的区别在于：在本实施例中，在雾化器2远离万向管3的一端还与一供氧管

6连接，该供氧管6能够与外设供氧设备连接，在雾化器2上设有加药口21，在雾化器2与万向

管3的连接处装设有气压调节阀5，可根据需要设定好气压调节阀5的调压范围，从而气压调

节阀5可以控制雾化器2输送到万向管3内的气体量，避免雾化器2内的气体大量涌入万向管

3，从而可以调节万向管3内的压力大小，防止患者过量吸取药液，气压调节阀5可以采用

QTY-15气压调节阀，这种气压调节阀上带有气压表，可以方便监测气压。另外，通过加药口

21可以向雾化器2内添加药液。

[0029] 在本实施例中，在雾化器2内设有压力传感器7，该压力传感器7与一处理器9连接，

在雾化器2与供氧管6的连接处设有电动阀8，电动阀8与处理器9连接；压力传感器7可以检

测雾化器2内的压力信号，并将气压信号传递给处理器9处理并发送相应的指令给电动阀8，

例如：当雾化器2内的气压过高时，压力传感器7将测得的压力信号传递给处理器9，处理器9

处理压力信号后发送指令给电动阀8，电动阀8关闭雾化器2与供氧管6连接处的管道，从而

供氧管6停止往雾化器2内输送氧气，雾化器内的药液停止雾化，从而防止雾化器2内的气压

过高、产生过多的气体及雾液最终导致泄漏，反之，雾化器2内的气压不够，电动阀8打开雾

化器2与供氧管6连接处的管道，从而供氧管6往雾化器2内输送氧气使得雾化器2内的药液

开始雾化，电动阀8可以采用微型电动球阀。

[0030] 在本实施例中，在加药口21上设有盖子22；盖子22可以用以防止雾化器2内的药液

被污染。本实用新型中，面罩1的两侧设有用于系挂在人耳朵外轮廓上的挂绳14；方便患者

佩戴面罩1。本实用新型中，在面罩1紧贴患者脸部的一侧设有垫片15；垫片15可以紧密贴合

患者脸部，避免面罩1与患者脸部间存在间隙，防止面罩1内的气体从贴合处泄露。本实用新

型中，垫片15采用硅胶材料制成；硅胶材料质地柔软、无毒性，可以贴合人体皮肤，极大地提

高了面罩1与患者脸部之间的气密性。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12662404 U

5



[0031] 在本实施例中，供氧管6的长度为1.2-1.5m；供氧管6的长度可以取1.2m、或1.3m、

或1.4m、或1.5m，根据实际需求选用合适长度的供氧管6，方便患者活动。

[0032] 在使用时，面罩1贴合患者脸部后，经雾化器2的加药口21加入的药液可通过供氧

管6提供的氧气来驱动并雾化为药液气体，从而雾化后的药液气体和与外设供氧设备连接

提供的氧气可经供氧管6、雾化器2、万向管3、第一单向瓣膜11进入面罩，通过气压调节阀5

控制雾化器2输送到万向管3内的气体量，以及，通过压力传感器7、电动阀8与处理器9相互

配合来自动开闭雾化器2与供氧管6连接处的管道，防止雾化器2内的气压过高，雾化器2内

的药液用完后也可以继续充当氧管来使用，无需更换专门的供氧设备，避免对患者造成损

伤。

[0033] 以上对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进行了描述。需要理解的是，本实用新型并不局

限于上述特定实施方式，其中未尽详细描述的设备和结构应该理解为用本领域中的普通方

式予以实施；任何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范围情况下，都可

利用上述揭示的方法和技术内容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做出许多可能的变动和修饰，或修

改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这并不影响本实用新型的实质内容。因此，凡是未脱离本实用

新型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做的任何简单修改、等

同变化及修饰，均仍属于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保护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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