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CN 108014403 B
(45)授权公告日 2020.03.31

A61M 16/12(2006 .01)
A61M 11/00(2006 .01)

(21)申请号 201810005134 .0
(22)申请日 2016 .07 .0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01440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 .05 .11
(62)分案原申请数据
201610530750 .9 2016 .07 .07
(73)专利权人 孙慧
地址 450000 河南省郑州市纬五路7号人民
医院
(72)发明人 孙慧

孙蕊蕊

李丽倩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君泊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496
代理人 王程远

CN 108014403 B

(51)Int .Cl .
A61M 16/00(2006 .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呼吸科使用的具有雾化吸入功能的呼
吸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呼吸科使用的具有雾化
吸入功能的呼吸机，
包括设备壳体，
所述设备壳
体的内部设有空气净化装置、
雾化装置和气体流
速控制装置，
所述气体流速控制装置的内部设有
搅拌器，
所述搅拌器通过连接杆与气体流速控制
装置底部连接，
所述气体流速控制装置的外部套
设有第一加热层，
所述气体流速控制装置的底部
设有液体回收装置，
所述液体回收装置内部设有
运输装置，
所述运输装置的输入端与控制器的输
出端连接，
所述液体回收装置的另一端通过导管
与雾化装置相连通。本发明减轻病人肺部负担，
使药液以雾化形式进入病人体内，
更容易被病人
吸收，
减轻了病人的负担，
提高了治疗效果，
提升
了医生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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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呼吸科使用的具有雾化吸入功能的呼吸机，
包括设备壳体（1），
所述设备壳体
（1）的内部设有空气净化装置（2）、雾化装置（3）和气体流速控制装置（4），
所述空气净化装
置（2）、雾化装置（3）和气体流速控制装置（4）通过连接管依次连接，
所述雾化装置（3）的顶
部设有进药仓（10），
所述进药仓（10）与雾化装置（3）相连通，
所述气体流速控制装置（4）的
内部设有搅拌器（5），
所述搅拌器（5）通过连接杆与气体流速控制装置（4）底部连接，
其特征
在于，
所述气体流速控制装置（4）的外部套设有第一加热层（6），
所述气体流速控制装置（4）
的底部设有液体回收装置（7），
所述液体回收装置（7）内部设有运输装置，
所述运输装置的
输入端与控制器的输出端连接，
所述液体回收装置（7）的一端与气体流速控制装置（4）相连
通，
所述液体回收装置（7）的另一端通过导管与雾化装置（3）相连通，
所述气体流速控制装
置（4）的输出端连接有通气管 ,所述通气管的外壁上套设有第二加热层（8），
所述第二加热
层（8）的一侧设有温度传感器（9），
所述温度传感器（9）与控制器连接;所述第一加热层（6）
和第二加热层（8）内均设有电加热器，
所述电加热器与控制器连接;所述空气净化装置（2）
的上方设有增氧泵，
所述增氧泵的进气端连接有进气管，
所述进气管延伸至设备壳体（1）外
侧，
所述进气管的外部套设有防尘罩，
所述防尘罩与设备壳体（1）顶部外壁固定连接;所述
进药仓（10）的顶部设有电磁阀，
所述电磁阀与控制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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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呼吸科使用的具有雾化吸入功能的呼吸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呼吸科使用的具有雾化吸入功能的
呼吸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现代化的设备正在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
现代化
的设备不但使人们的生活变得便利，
现代化的设备还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0003] 在呼吸科的日常护理工作时，
呼吸机是一种常用的器械。
呼吸机是一种能代替、
控
制或改变人的正常生理呼吸，
增加肺通气量，
改善呼吸功能，
减轻呼吸功消耗，
节约心脏储
备能力的装置。
同时，
雾化吸入也是呼吸科的一种常用直接吸入药物的治疗手段，
雾化吸入
疗法是利用气体射流原理，
将水滴撞击的微小雾滴悬浮于气体中，
形成气雾剂而输入呼吸
道，
进行呼吸道湿化或药物吸入的治疗方法，
作为全身治疗的辅助和补充。
[0004] 现有的临床应用中，
一些使用呼吸机的病人当发生呼吸道疾病时，
也同时需要进
行药物治疗，
又由于这些病人呼机能力偏弱，
不能使用雾化吸入器，
这给医生在对病人进行
治疗时带来极大的不便。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
而提出的一种呼吸科使用的具
有雾化吸入功能的呼吸机。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呼吸科使用的具有雾化吸入功能的呼吸机，
包括设备壳体，
所述设备壳体的
内部设有空气净化装置、
雾化装置和气体流速控制装置，
所述空气净化装置、
雾化装置和气
体流速控制装置通过连接管依次连接，
所述雾化装置的顶部设有进药仓，
所述进药仓与雾
化装置相连通，
所述气体流速控制装置的内部设有搅拌器，
所述搅拌器通过连接杆与气体
流速控制装置底部连接，
所述气体流速控制装置的外部套设有第一加热层，
所述气体流速
控制装置的底部设有液体回收装置，
所述液体回收装置内部设有运输装置，
所述运输装置
的输入端与控制器的输出端连接，
所述液体回收装置的一端与气体流速控制装置相连通，
所述液体回收装置的另一端通过导管与雾化装置相连通，
所述气体流速控制装置的输出端
连接有通气管 ,所述通气管的外壁上套设有第二加热层，
所述第二加热层的一侧设有温度
传感器，
所述温度传感器与控制器连接。
[0008] 优选的，
所述第一加热层和第二加热层内均设有电加热器，
所述电加热器与控制
器连接。
[0009] 优选的，
所述空气净化装置的上方设有增氧泵，
所述增氧泵的进气端连接有进气
管，
所述进气管延伸至设备壳体外侧，
所述进气管的外部套设有防尘罩，
所述防尘罩与设备
壳体顶部外壁固定连接。
[0010] 优选的，
所述进药仓的顶部设有电磁阀，
所述电磁阀与控制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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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本发明中，
空气通过空气净化装置进入雾化装置内，
药物与净化后的空气经过雾
化处理后进入气体流速控制装置内进行混合，
通过第一加热层加热至适宜温度，
通过通气
管输送给病人，
冷凝的液体经液体回收装置进入雾化装置内重新雾化处理，
第二加热层和
温度传感器使得混合后的药液达到适宜温度，
减轻病人肺部负担，
使药液以雾化形式进入
病人体内，
更容易被病人吸收，
减轻了病人的负担，
提高了治疗效果，
提升了医生的工作效
率。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呼吸科使用的具有雾化吸入功能的呼吸机的结构示意
图。
[0013] 图中：
1设备壳体、2空气净化装置、3雾化装置、4气体流速控制装置、5搅拌器、6第
一加热层、
7液体回收装置、
8第二加热层、
9温度传感器、
10进药仓。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参照图1，
一种呼吸科使用的具有雾化吸入功能的呼吸机，
包括设备壳体1，
设备壳
体1的内部设有空气净化装置2、雾化装置3和气体流速控制装置4，
空气净化装置2、雾化装
置3和气体流速控制装置4通过连接管依次连接，
雾化装置3的顶部设有进药仓10，
进药仓10
与雾化装置3相连通，
气体流速控制装置4的内部设有搅拌器5，
搅拌器5通过连接杆与气体
流速控制装置4底部连接，
气体流速控制装置4的外部套设有第一加热层6，
气体流速控制装
置4的底部设有液体回收装置7，
液体回收装置7内部设有运输装置，
运输装置的输入端与控
制器的输出端连接，
液体回收装置7的一端与气体流速控制装置4相连通，
液体回收装置7的
另一端通过导管与雾化装置3相连通，
气体流速控制装置4的输出端连接有通气管 ,通气管
的外壁上套设有第二加热层8，
第二加热层8的一侧设有温度传感器9，
温度传感器9与控制
器连接，
第一加热层6和第二加热层8内均设有电加热器，
电加热器与控制器连接，
空气净化
装置2的上方设有增氧泵，
增氧泵的进气端连接有进气管，
进气管延伸至设备壳体1外侧，
进
气管的外部套设有防尘罩，
防尘罩与设备壳体1顶部外壁固定连接，
进药仓10的顶部设有电
磁阀，
电磁阀与控制器连接，
空气通过空气净化装置2进入雾化装置3内，
药物与净化后的空
气经过雾化处理后进入气体流速控制装置4内进行混合，
通过第一加热层6加热至适宜温
度，
通过通气管输送给病人，
冷凝的液体经液体回收装置7进入雾化装置3内重新雾化处理，
第二加热层8和温度传感器9使得混合后的药液达到适宜温度，
减轻病人肺部负担，
使药液
以雾化形式进入病人体内，
更容易被病人吸收，
减轻了病人的负担，
提高了治疗效果，
提升
了医生的工作效率。
[0015] 工作原理：
本发明的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空气通过空气净化装置2进入雾化装置3
内，
药物与净化后的空气经过雾化处理后进入气体流速控制装置4内进行混合，
通过第一加
热层6加热至适宜温度，
通过通气管输送给病人，
冷凝的液体经液体回收装置7进入雾化装
置3内重新雾化处理，
第二加热层8和温度传感器9使得混合后的药液达到适宜温度，
减轻病
人肺部负担。
[0016] 以上所述，
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
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
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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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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