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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心血管内科用人工呼

气装置，包括医用气囊，固定套管，导气管，进气

单向阀，V型进气管，药物雾化储存瓶结构，防尘

滤网，出气过滤都结构，L型进气管，多重防护护

罩结构，进气管单向阀，固定带，魔术贴子扣和魔

术贴母扣，所述的固定套管胶接在医用气囊的左

侧；所述的导气管一端插接在L型进气管的内侧

上部，另一端插接在固定套管的内部左侧；所述

的进气单向阀胶接在医用气囊的中部右侧。本实

用新型出气套管的内部还设置有活性炭滤网和

HEPA滤网，有利于在使用时能够对能够对冰壶呼

出的气体起到过滤作用，且防止患者口腔内的细

菌向外部传播；护垫采用厚度为五毫米至八毫米

的海绵垫，有利于提高患者佩戴时的舒适性。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209422689 U

2019.09.24

CN
 2
09
42
26
89
 U



1.一种心血管内科用人工呼气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心血管内科用人工呼气装置，包括

医用气囊(1)，固定套管(2)，导气管(3)，进气单向阀(4)，V型进气管(5)，药物雾化储存瓶结

构(6)，防尘滤网(7)，出气过滤斗结构(8)，L型进气管(9)，多重防护护罩结构(10)，进气管

单向阀(11)，固定带(12)，魔术贴子扣(13)和魔术贴母扣(14)，所述的固定套管(2)胶接在

医用气囊(1)的左侧；所述的导气管(3)一端插接在L型进气管(9)的内侧上部，另一端插接

在固定套管(2)的内部左侧；所述的进气单向阀(4)胶接在医用气囊(1)的中部右侧；所述的

V型进气管(5)胶接在医用气囊(1)的右侧中间位置，并与进气单向阀(4)的右侧接通；所述

的药物雾化储存瓶结构(6)设置在医用气囊(1)的右侧，并与V型进气管(5)接通；所述的防

尘滤网(7)胶接在V型进气管(5)的下部；所述的出气过滤斗结构(8)安装在多重防护护罩结

构(10)的右侧下部；所述的多重防护护罩结构(10)设置在医用气囊(1)的左侧；所述的进气

管单向阀(11)螺纹连接在L型进气管(9)的内侧中间位置；所述的魔术贴子扣(13)缝接在固

定带(12)的上侧；所述的魔术贴母扣(14)缝接在固定带(12)的下侧；所述的出气过滤斗结

构(8)包括L型出气管(81)，连接套管(82)，梯形出料斗(83)，出气套管(84)和出气管导线阀

(85)，所述的连接套管(82)套接在L型出气管(81)的下部右侧；所述的梯形出料斗(83)胶接

在连接套管(82)的下部；所述的出气套管(84)胶接在梯形出料斗(83)的下部；所述的出气

管导线阀(85)螺纹安装在L型出气管(81)的内部中间位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心血管内科用人工呼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药物雾化储存

瓶结构(6)包括储药瓶(61)，瓶盖(62)，雾化器(63)，输送管(64)，挂绳(65)和防护袋(66)，

所述的瓶盖(62)螺纹连接在储药瓶(61)的上侧；所述的雾化器(63)胶接在瓶盖(62)的上

侧；所述的挂绳(65)胶接在防护袋(66)的右上侧；所述的防护袋(66)套接在储药瓶(61) 的

外侧下部。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心血管内科用人工呼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多重防护护罩

结构(10)包括口鼻罩(101)，护垫(102)，橡筋带(103)，矩形挂环(104)和日字形扣(105)，所

述的护垫(102)胶接在口鼻罩(101)的左侧；所述的橡筋带(103)设置有两个；所述的橡筋带

(103)一端胶接在口鼻罩(101)的后部上下两侧，另一端贯穿矩形挂环(104)胶接在日字形

扣(105)的前部；所述的矩形挂环(104)胶接在口鼻罩(101)前侧的上下两部；所述的日字形

扣(105)套接在橡筋带(103)的外侧；所述的L型进气管(9)胶接在口鼻罩(101)的右侧上部；

所述的L型出气管(81)胶接在口鼻罩(101)的右侧下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心血管内科用人工呼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出气套管(84)

的内部还设置有活性炭滤网(841)和HEPA滤网(842)，所述的活性炭滤网(841)和HEPA滤网

(842)由上至下依次横向胶接在出气套管(84)的内壁上。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心血管内科用人工呼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输送管(64)的

一端与V型进气管(5)螺纹连接，另一端与雾化器(63)的出雾口处螺纹连接。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心血管内科用人工呼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护垫(102)采

用厚度为五毫米至八毫米的海绵垫。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心血管内科用人工呼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储药瓶(61)具

体采用PVC透明塑料瓶，所述的储药瓶(61)的前表面还刻画有刻度线(611)，所述的刻度线

(611)的刻度值设置为厘米。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心血管内科用人工呼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固定带(12)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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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在导气管(3)的后部左侧。

9.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心血管内科用人工呼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日字形扣

(105)的后侧还胶接有厚度为两毫米至三毫米的硅胶垫(1051)。

10.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心血管内科用人工呼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护袋(66)

采用壁厚为三毫米至五毫米的海绵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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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心血管内科用人工呼气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心血管内科用人工呼气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在病重时需要带上氧气罩进行吸氧，当病情危急需紧

急抢救人工呼吸时要摘下氧气罩进行，反复操作非常麻烦，有可能耽误抢救时机。

[0003] 中国专利申请号为201720180927.7，发明创造的名称为一种呼吸内科用人工呼吸

器，包括上中空块、上绷带、下中空块、下绷带、弹力绳、下固定块、上固定块、输气管、消毒

器、三通管、气囊、单向阀以及呼气罩，所述上固定块通过上绷带与上中空块相连接，所述下

固定块通过下绷带与下中空块相连接，所述下绷带通过弹力绳与上绷带相连接，该设计可

进行绑定，所述输气管下端安装三通管，所述消毒器设置在输气管上，所述三通管下端装配

气囊，所述三通管右端装配单向阀，所述单向阀右端连接呼气罩，该设计可进行混合使用。

[0004] 但是现有的心血管内科用人工呼气装置还存在着不具备对患者呼出的气体起到

过滤净的功能，辅助患者人工呼吸时不具备对进入的气体起到添加雾化药物的功能，患者

佩戴口鼻罩时舒适性差，不方便观察储药瓶内药液的液位高度和不使用时不方便对导管进

行缠绕固定的问题。

[0005] 因此，发明一种心血管内科用人工呼气装置显得非常必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心血管内科用人工呼气装置，以解

决现有的心血管内科用人工呼气装置存在着不具备对患者呼出的气体起到过滤净的功能，

辅助患者人工呼吸时不具备对进入的气体起到添加雾化药物的功能，患者佩戴口鼻罩时舒

适性差，不方便观察储药瓶内药液的液位高度和不使用时不方便对导管进行缠绕固定的问

题。一种心血管内科用人工呼气装置，包括医用气囊，固定套管，导气管，进气单向阀，V型进

气管，药物雾化储存瓶结构，防尘滤网，出气过滤斗结构，L型进气管，多重防护护罩结构，进

气管单向阀，固定带，魔术贴子扣和魔术贴母扣，所述的固定套管胶接在医用气囊的左侧；

所述的导气管一端插接在L型进气管的内侧上部，另一端插接在固定套管的内部左侧；所述

的进气单向阀胶接在医用气囊的中部右侧；所述的V型进气管胶接在医用气囊的右侧中间

位置，并与进气单向阀的右侧接通；所述的药物雾化储存瓶结构设置在医用气囊的右侧，并

与V型进气管接通；所述的防尘滤网胶接在V型进气管的下部；所述的出气过滤斗结构安装

在多重防护护罩结构的右侧下部；所述的多重防护护罩结构设置在医用气囊的左侧；所述

的进气管单向阀螺纹连接在L型进气管的内侧中间位置；所述的魔术贴子扣缝接在固定带

的上侧；所述的魔术贴母扣缝接在固定带的下侧；所述的出气过滤斗结构包括L型出气管，

连接套管，梯形出料斗，出气套管和出气管导线阀，所述的连接套管套接在L型出气管的下

部右侧；所述的梯形出料斗胶接在连接套管的下部；所述的出气套管胶接在梯形出料斗的

下部；所述的出气管导线阀螺纹安装在L型出气管的内部中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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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优选的，所述的药物雾化储存瓶结构包括储药瓶，瓶盖，雾化器，输送管，挂绳和防

护袋，所述的瓶盖螺纹连接在储药瓶的上侧；所述的雾化器胶接在瓶盖的上侧；所述的挂绳

胶接在防护袋的右上侧；所述的防护袋套接在储药瓶的外侧下部。

[0008] 优选的，所述的多重防护护罩结构包括口鼻罩，护垫，橡筋带，矩形挂环和日字形

扣，所述的护垫胶接在口鼻罩的左侧；所述的橡筋带设置有两个；所述的橡筋带一端胶接在

口鼻罩的后部上下两侧，另一端贯穿矩形挂环胶接在日字形扣的前部；所述的矩形挂环胶

接在口鼻罩前侧的上下两部；所述的日字形扣套接在橡筋带的外侧；所述的  L型进气管胶

接在口鼻罩的右侧上部；所述的L型出气管胶接在口鼻罩的右侧下部。

[0009] 优选的，所述的出气套管的内部还设置有活性炭滤网和HEPA滤网，所述的活性炭

滤网和HEPA滤网由上至下依次横向胶接在出气套管的内壁上。

[0010] 优选的，所述的输送管的一端与V型进气管螺纹连接，另一端与雾化器的出雾口处

螺纹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的护垫采用厚度为五毫米至八毫米的海绵垫。

[0012] 优选的，所述的储药瓶具体采用PVC透明塑料瓶，所述的储药瓶的前表面还刻画有

刻度线，所述的刻度线的刻度值设置为厘米。

[0013] 优选的，所述的固定带胶接在导气管的后部左侧。

[0014] 优选的，所述的日字形扣的后侧还胶接有厚度为两毫米至三毫米的硅胶垫。

[0015] 优选的，所述的防护袋采用壁厚为三毫米至五毫米的海绵袋。

[0016] 优选的，所述的雾化器具体采用402B雾化器。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8] 1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出气套管的内部还设置有活性炭滤网和HEPA滤网，所述

的活性炭滤网和HEPA滤网由上至下依次横向胶接在出气套管的内壁上，有利于在使用时能

够对能够对冰壶呼出的气体起到过滤作用，且防止患者口腔内的细菌向外部传播。

[0019] 2.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输送管的一端与V型进气管螺纹连接，另一端与雾化器的

出雾口处螺纹连接，有利于在使用时能够利用雾化器将雾化的药雾经过输送管从V型进气

管内向医用气囊内导入，从而利用导气管和L型进气管将雾化后的气体从口鼻罩内输送至

患者的口腔内，且能够在使用时给患者起到雾化理疗的作用。

[0020] 3.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护垫采用厚度为五毫米至八毫米的海绵垫，有利于提高

患者佩戴时的舒适性。

[0021] 4.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储药瓶具体采用PVC透明塑料瓶，所述的储药瓶的前表面

还刻画有刻度线，所述的刻度线的刻度值设置为厘米，有利于在使用时能够随时观察储药

瓶内药液的液位高度。

[0022] 5.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固定带胶接在导气管的后部左侧，有利于在不使用时将

导气管缠绕成线圈状，并利用固定带套接在导气管的外侧同时将魔术贴子扣粘接在魔术贴

母扣上，以便对导气管进行缠绕固定。

[0023] 6.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日字形扣的后侧还胶接有厚度为两毫米至三毫米的硅胶

垫，有利于在使用时能够避免日字形扣对患者的头部造成损伤。

[0024] 7.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防护袋采用壁厚为三毫米至五毫米的海绵袋，有利于在

使用时防止储药瓶掉落到对面上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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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8.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挂绳的设置，有利于在使用时方便使用者进行提拉储药

瓶。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药物雾化储存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出气过滤斗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多重防护护罩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

[0031] 1、医用气囊；2、固定套管；3、导气管；4、进气单向阀；5、V  型进气管；6、药物雾化储

存瓶结构；61、储药瓶；611、刻度线；62、瓶盖；63、雾化器；64、输送管；65、挂绳；66、防护袋；

7、防尘滤网；8、出气过滤斗结构；81、L型出气管；82、连接套管；83、梯形出料斗；84、出气套

管；841、活性炭滤网；842、HEPA滤网；  85、出气管导线阀；9、L型进气管；10、多重防护护罩结

构；101、口鼻罩；102、护垫；103、橡筋带；104、矩形挂环；105、日字形扣；  1051、硅胶垫；11、

进气管单向阀；12、固定带；13、魔术贴子扣；  14、魔术贴母扣。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描述：

[0033] 实施例：

[0034] 如附图1和附图3所示

[0035]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心血管内科用人工呼气装置，包括医用气囊  1，固定套管2，

导气管3，进气单向阀4，V型进气管5，药物雾化储存瓶结构6，防尘滤网7，出气过滤斗结构8，

L型进气管9，多重防护护罩结构10，进气管单向阀11，固定带12，魔术贴子扣13和魔术贴母

扣14，所述的固定套管2胶接在医用气囊1的左侧；所述的导气管3一端插接在L型进气管9的

内侧上部，另一端插接在固定套管2的内部左侧；所述的进气单向阀4胶接在医用气囊1的中

部右侧；所述的V型进气管5胶接在医用气囊1的右侧中间位置，并与进气单向阀4的右侧接

通；所述的药物雾化储存瓶结构6设置在医用气囊1的右侧，并与V型进气管5接通；所述的防

尘滤网7胶接在V型进气管5的下部；所述的出气过滤斗结构8安装在多重防护护罩结构  10

的右侧下部；所述的多重防护护罩结构10设置在医用气囊1的左侧；所述的进气管单向阀11

螺纹连接在L型进气管9的内侧中间位置；所述的魔术贴子扣13缝接在固定带12的上侧；所

述的魔术贴母扣14缝接在固定带12的下侧；所述的固定带12胶接在导气管3的后部左侧，在

不使用时将导气管3缠绕成线圈状，并利用固定带12  套接在导气管3的外侧同时将魔术贴

子扣13粘接在魔术贴母扣14  上，以便对导气管3进行缠绕固定；所述的出气过滤斗结构8包

括L  型出气管81，连接套管82，梯形出料斗83，出气套管84和出气管导线阀85，所述的连接

套管82套接在L型出气管81的下部右侧；所述的梯形出料斗83胶接在连接套管82的下部；所

述的出气套管  84胶接在梯形出料斗83的下部；所述的出气管导线阀85螺纹安装在L型出气

管81的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出气套管84的内部还设置有活性炭滤网841和HEPA滤网842，

所述的活性炭滤网841和HEPA  滤网842由上至下依次横向胶接在出气套管84的内壁上，在

使用时能够对能够对冰壶呼出的气体起到过滤作用，且防止患者口腔内的细菌向外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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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如附图2所示，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药物雾化储存瓶结构6包括储药瓶

61，瓶盖62，雾化器63，输送管64，挂绳65和防护袋66，所述的瓶盖62螺纹连接在储药瓶61的

上侧；所述的雾化器63胶接在瓶盖62的上侧；所述的挂绳65胶接在防护袋66的右上侧；所述

的防护袋66套接在储药瓶61的外侧下部；所述的输送管  64的一端与V型进气管5螺纹连接，

另一端与雾化器63的出雾口处螺纹连接，在使用时能够利用雾化器63将雾化的药雾经过输

送管64  从V型进气管5内向医用气囊1内导入，从而利用导气管3和L型进气管9将雾化后的

气体从口鼻罩101内输送至患者的口腔内，且能够在使用时给患者起到雾化理疗的作用，所

述的储药瓶61具体采用PVC  透明塑料瓶，所述的储药瓶61的前表面还刻画有刻度线611，所

述的刻度线611的刻度值设置为厘米，在使用时能够随时观察储药瓶  61内药液的液位高

度，所述的防护袋66采用壁厚为三毫米至五毫米的海绵袋，在使用时防止储药瓶61掉落到

对面上损坏，所述的挂绳  65的设置，在使用时方便使用者进行提拉储药瓶61。

[0037] 如附图4所示，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多重防护护罩结构10包括口鼻罩

101，护垫102，橡筋带103，矩形挂环104和日字形扣105，所述的护垫102胶接在口鼻罩101的

左侧；所述的橡筋带  103设置有两个；所述的橡筋带103一端胶接在口鼻罩101的后部上下

两侧，另一端贯穿矩形挂环104胶接在日字形扣105的前部；所述的矩形挂环104胶接在口鼻

罩101前侧的上下两部；所述的日字形扣  105套接在橡筋带103的外侧；所述的L型进气管9

胶接在口鼻罩101 的右侧上部；所述的L型出气管81胶接在口鼻罩101的右侧下部；所述的

护垫102采用厚度为五毫米至八毫米的海绵垫，且提高患者佩戴时的舒适性，所述的日字形

扣105的后侧还胶接有厚度为两毫米至三毫米的硅胶垫1051，在使用时能够避免日字形扣

105对患者的头部造成损伤。

[0038] 工作原理

[0039] 本实用新型在工作过程中，使用时首先把口鼻罩101放置在患者的口鼻处然后利

用橡筋带103套接在患者的头部，同时利用进行按压医用气囊1使其通过V型进气管5吸入外

部的空气，并经过导气管3 吹入到口鼻罩101内，对患者进行加气，然后患者呼气时从L型出

气管81内排出，并经过活性炭滤网841和HEPA滤网842对患者呼出的气体进行过滤，需要加

药时给雾化器63供电，并利用雾化器63将雾化的药雾经过输送管64从V型进气管5内向医用

气囊1内导入，从而利用导气管3和L型进气管9将雾化后的气体从口鼻罩101内输送至患者

的口腔内，且能够在使用时给患者起到雾化理疗的作用。

[0040] 利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

启发下，设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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