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0744688.5

(22)申请日 2020.05.08

(73)专利权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

地址 200025 上海市黄浦区瑞金二路197号

(72)发明人 黄晨　唐莲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骁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1315

代理人 赵俊寅

(51)Int.Cl.

A61M 16/06(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适合经鼻腔手术术后使用的氧气面罩

(57)摘要

一种适合经鼻腔手术术后使用的氧气面罩，

包括面罩本体、面罩本体上分别设置有连接孔、

吸氧处、鼻托处、下颌拖处，吸氧处设置有贯穿的

吸氧孔，面罩本体位于吸氧孔外侧处固定有连接

管头，连接管头用于和吸氧管接头连接；鼻托处、

下颌拖处分别用于和面部的鼻梁、下颌外侧贴

合；连接孔有两个且面罩本体位于两个连接孔处

可与面部靠近耳朵处贴合；面罩本体内侧由吸氧

处分别向连接孔处、鼻托处、下颌拖处逐渐外扩

构成半开放式花瓣形状。本实用新型使用开放式

花瓣形设计，由于经鼻腔手术后患者鼻腔填塞，

无法使用双鼻腔吸氧管，且患者多为经口呼吸，

半开放式花瓣形的氧气面罩设计给患者足够的

呼吸空间，缓解患者憋闷感等不适症状，减轻患

者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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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合经鼻腔手术术后使用的氧气面罩，其特征是：包括面罩本体、所述面罩本体

上分别设置有连接孔、吸氧处、鼻托处、下颌拖处，所述吸氧处设置有贯穿的吸氧孔，所述面

罩本体位于吸氧孔外侧处固定有连接管头，连接管头用于和吸氧管接头连接；

所述鼻托处、下颌拖处分别用于和面部的鼻梁、下颌外侧贴合；连接孔有两个且所述面

罩本体位于两个连接孔处可与面部靠近耳朵处贴合；所述面罩本体内侧由吸氧处分别向连

接孔处、鼻托处、下颌拖处逐渐外扩构成半开放式花瓣形状。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氧气面罩，其特征是：两个连接孔分别与绑带两端装配。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氧气面罩，其特征是：在面罩本体位于吸氧处设置有加强筋，加

强筋用于对吸氧处的形状进行支撑。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氧气面罩，其特征是：所述加强筋沿着吸氧处的曲面分布。

5.如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氧气面罩，其特征是：面罩本体分割为两部分，吸氧处

与连接孔分别对应一部分，且两部分之间通过连接带连接，连接带两侧分别与之对应的面

罩本体密封连接固定，所述吸氧处外侧壁上固定有调节块，所述连接孔一侧的面罩本体上

固定有插接销，所述插接销上设置有插接大端且插接销具有弹性，插接大端穿过支撑条的

支撑孔从而将支撑条一端固定在连接孔一侧的面罩本体上；支撑条具有弹性，且支撑条另

一端穿过调节块内部的调节槽并通过安装在调节槽内的压块压紧在面罩本体上从而在支

撑条长度方向上对其相对固定。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氧气面罩，其特征是：连接带采用软质弹性材料制成。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氧气面罩，其特征是：支撑条采用弹性塑料制成。

8.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氧气面罩，其特征是：所述压块固定在连杆一端上且与调节槽可

滑动装配，所述连杆另一端穿过波形弹簧后穿出调节块且此端与拉环装配固定，所述波形

弹簧具有弹性且两端面分别压紧在调节槽内侧端面、压块上。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氧气面罩，其特征是：在吸氧管接头处串联有雾化发生器，雾化

发生器的进气口与加压氧气或空气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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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合经鼻腔手术术后使用的氧气面罩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特别是涉及一种适合经鼻腔手术术后使用的氧气面

罩。

背景技术

[0002] 垂体瘤是神经外科常见良性肿瘤类型［1］,在颅内肿瘤总发病数中的比例为16.７

%［２］。  经鼻蝶入路术式以低创、快速恢复、低复发率、易为患者接受的优势而成为该类肿瘤

常用切除术式［3-4］。

[0003] 现临床上鼻内镜术后绝大多数仍采用凡士林纱条、膨胀海绵、碘伏纱条、硅胶管、

纳吸棉等材料进行鼻腔填塞以预防出血、鼻腔粘连等并发症[5-7]。鼻部手术主要目的是为改

善患者生命质量，然而，鼻腔填塞给患者带来较多的不适[8]。

[0004] 正常情况下外界空气经鼻腔吸入肺内，鼻腔对吸入的空气有清洁、过滤、加温、加

湿作用，保持呼吸顺畅舒适。经鼻腔填塞的患者改变了用鼻腔呼吸的习惯，患者一时不能适

应，会产生不舒适感。护理人员应积极实施舒适护理，改善患者鼻腔填塞后引发的一系列不

适，不仅为患者解除病痛，同时也提升了护理人员的护理水平[9]。

[0005] 《2107BTS：成人在医疗机构一级急诊室内氧气的应用》中写到，术后应给予患者适

当吸氧以便患者保持在适当的目标饱和范围内，对于大多数全麻手术后的患者，建议将目

标饱和度设为94%-98%的范围。围手术期和术后高水平的吸入氧气被提议可改善术后临床

症状，包括缓解术后恶心呕吐的症状，减少手术部位感染的发生率，其原理是在手术伤口内

增加组织中的含氧量可能会增加中性粒细胞的杀伤能力，从而降低感染率，有较早的Meta

分析支持了这一假设。

[0006] 余蓉等人的研究显示，鼻腔填塞的患者，吸氧后病人的能耐受头晕、头痛、咽干痛，

并较少发生胸闷、气紧及减少了止痛片的使用[10]。张爱军等人的研究显示：鼻腔填塞后，患

者经口腔呼吸，常会因呼吸模式的改变而引起全身重要脏器的缺氧，使患者动脉血氧含量

下降，脑供血不足。脑细胞对缺血、缺氧十分敏感，使无氧效解酶增高，严重者可使脑内酸性

代谢产物蓄积，使血管通透性增加而产生脑细胞间质水肿。另外，鼻腔填塞物也可刺激鼻腔

黏膜，使患者感到头部沉闷、头晕、头痛。若缺氧发生在心肌，就会引起心肌缺氧，患者就会

出现胸闷、气急。术后患者情绪不稳、精神紧张、恐惧、焦虑，还可导致血压升高。口腔鼻导管

吸氧后,可获得足够的氧气供给,使患者能安静睡眠。因安静的环境可使人体大脑皮层处于

抑制状态，使疼痛的敏感性降低，减少了镇痛药的用量[11]。

[0007] 目前，临床上适用于手术后患者的吸氧方式有：

[0008] ①  双塞法--为两个较细小的鼻塞同时置于双侧鼻孔，鼻塞周围尚留有空隙，能同

时呼吸空气，病人较舒适，但吸氧浓度不够稳定。

[0009] ②  开放式面罩吸氧法：是将面罩置于距病人口鼻1～3厘米处，适宜小儿，可无任

何不适感。

[0010] ③  密闭面罩法是将面罩紧密罩于口鼻部并用松紧带固定，适宜较严重缺氧者，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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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浓度可达40%～50%，感觉较舒适，无粘膜刺激及干吹感觉。但氧耗量较大，存在进食和排

痰不便的缺点。

[0011] ④  文丘里面罩，根据文丘里原理制成。在喷射气流周围产生负压，携带一定量空

气从开放的边缝或侧孔流入面罩。因输氧孔有一定口径，以致从面罩边缝或侧孔吸入的空

气与02混合后可保持固定的比例，调整面罩边缝的大小和驱动02流量，可改变空气与02比

例，比例的大小决定吸入02浓度的高低。经鼻腔手术后患者多使用口腔鼻导管吸氧，暂无转

为经鼻腔手术患者设计的吸氧装置。

[0012] 面罩吸氧要比鼻导管更可靠，简易面罩相比鼻导管，可避免鼻部并发症，增加了舒

适性。由于鼻腔手术后患者鼻腔填塞，无法使用鼻腔双通道吸氧的方式进行给氧，而常规使

用的氧气面罩由于是为鼻腔呼吸的患者设计，没有在口腔处预留足够的口腔呼吸空间，因

此常规的氧气面罩对于鼻腔填塞的患者而言，舒适性较差，易增加患者憋闷感等不适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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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10]余蓉，冯先琼.吸氧对鼻腔填塞病人耐受性的研究.中国使用护理杂志，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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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11]张爱军，赵海玲，崔景明.鼻腔填塞后经口腔吸氧96例效果观察.齐鲁护理杂

志，2008，14（18）：115-116。

实用新型内容

[0026] 有鉴于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适合经

鼻腔手术术后使用的氧气面罩，其在确保患者术后需氧量的同时，可提高患者的舒适度、减

轻患者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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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适合经鼻腔手术术后使用的氧气面罩，

包括面罩本体、所述面罩本体上分别设置有连接孔、吸氧处、鼻托处、下颌拖处，所述吸氧处

设置有贯穿的吸氧孔，所述面罩本体位于吸氧孔外侧处固定有连接管头，连接管头用于和

吸氧管接头连接；

[0028] 所述鼻托处、下颌拖处分别用于和面部的鼻梁、下颌外侧贴合；连接孔有两个且所

述面罩本体位于两个连接孔处可与面部靠近耳朵处贴合；所述面罩本体内侧由吸氧处分别

向连接孔处、鼻托处、下颌拖处逐渐外扩构成半开放式花瓣形状。

[002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两个连接孔分别与绑带两端装配。

[003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在面罩本体位于吸氧处设置有加强筋，加强筋用

于对吸氧处的形状进行支撑。

[003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加强筋沿着吸氧处的曲面分布。

[003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面罩本体分割为两部分，吸氧处与连接孔分别对

应一部分，且两部分之间通过连接带连接，连接带两侧分别与与之对应的面罩本体密封连

接固定，所述吸氧处外侧壁上固定有调节块，所述连接孔一侧的面罩本体上固定有插接销，

所述插接销上设置有插接大端且插接销具有弹性，插接大端穿过支撑条的支撑孔从而将支

撑条一端固定在连接孔一侧的面罩本体上；支撑条具有弹性，且支撑条另一端穿过调节块

内部的调节槽并通过安装在调节槽内的压块压紧在面罩本体上从而在支撑条长度方向上

对其相对固定。

[003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连接带采用软质弹性材料制成。

[003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支撑条采用弹性塑料制成。

[003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压块固定在连杆一端上且与调节槽可滑动装

配，所述连杆另一端穿过波形弹簧后穿出调节块且此端与拉环装配固定，所述波形弹簧具

有弹性且两端面分别压紧在调节槽内侧端面、压块上。

[003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在吸氧管接头处串联有雾化发生器，雾化发生器

的进气口与加压氧气或空气连通。

[003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38] 1、本实用新型专为鼻腔手术后鼻腔填塞的患者设计，在保证氧气吸入量的同时，

提高患者的舒适度。

[0039] 2、本实用新型使用开放式花瓣形设计，由于经鼻腔手术后患者鼻腔填塞，无法使

用双鼻腔吸氧管，且患者多为经口呼吸，半开放式花瓣形的氧气面罩设计给患者足够的呼

吸空间，缓解患者憋闷感等不适症状，减轻患者心理负担。而可增加局部空间氧浓度，使血

氧饱和度上升，保证患者术后的需氧量。

[0040] 3、本实用新型提高了患者吸氧舒适度，鼻腔手术术后鼻腔填塞的患者，吸氧后病

人的能耐受头晕、头痛、咽干痛，并较少发生胸闷、气紧及减少了止痛片的使用。而该项目的

设计，即避免了双鼻腔氧气导管放入口中吸氧的不适，也避免了传统面罩吸氧带来的憋闷

感，在保证患者术后的需氧量的同时，提高患者吸氧的舒适度。

附图说明

[0041] 图1是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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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图2是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立体图）。

[0043] 图3是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从鼻托处一侧的正投影图）。

[0044] 图4是实施例二的结构示意图。

[0045] 图5是实施例二中调节块处结构示意图。

[0046] 图6是实施例二中插接销处结构示意图。

[0047] 图7是实施例三的结构示意图。

[0048] 图8是实施例三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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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0]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上”、“下”、“前”、“后”、“左”、“右”、

“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

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

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51] 实施例一

[0052] 参见图1-图3，本实施例的氧气面罩，包括面罩本体100、所述面罩本体100上分别

设置有连接孔101、吸氧处102、鼻托处103、下颌拖处104，所述吸氧处102设置有贯穿的吸氧

孔105，所述面罩本体100位于吸氧孔105外侧处固定有连接管头200，连接管头200用于和吸

氧管接头210连接，从而将氧气输入吸氧处102；

[0053] 所述鼻托处103、下颌拖处104分别用于和面部的鼻梁、下颌外侧贴合；连接孔101

有两个且所述面罩本体100位于两个连接孔101处可与面部靠近耳朵处贴合。所述面罩本体

100内侧由吸氧处102分别向连接孔101处、鼻托处103、下颌拖处104逐渐外扩构成半开放式

花瓣形状，从而使得吸氧处102罩在嘴部、鼻孔外部且形成一定的间隔距离，从而为患者用

口呼吸提供足够的空间。

[0054] 使用时，所述面罩本体100不是完全与面部贴合，其在靠近面部处存在一些间隙，

这些间歇能够将面罩内部的气流排出。

[0055] 优选地，为了使得吸氧处102获得足够的强度，防止在使用时吸氧处102发生变形、

坍塌以影响使用。申请人还在面罩本体100位于吸氧处102设置了加强筋300，加强筋300用

于对吸氧处102的形状进行支撑，从而避免吸氧处102发生变形、坍塌。所述加强筋300沿着

吸氧处102曲面分布。

[0056] 本实用新型使用半开放式花瓣形的氧气面罩设计，借鉴文丘里面罩的设计原理，

即文丘里（Venturi）原理，由于射入面罩的气流大于病人吸气时的最高流速和潮气量（当02

流量>4升／分时，不会产生重复呼吸），所以吸氧浓度恒定，因氧气不断冲洗面罩内部，呼出

气难以在面罩中滞留，半开放式的面罩有助于二氧化碳的释放，故基本无重复呼吸。

[0057] 由于经鼻腔手术后患者鼻腔填塞，无法使用双鼻腔吸氧管，且患者多为经口呼吸，

半开放式花瓣形的氧气面罩设计给患者足够的呼吸空间，缓解患者憋闷感等不适症状，减

轻患者心理负担。而可增加局部空间氧浓度，使血氧饱和度上升，保证患者术后的需氧量。

[0058] 两个连接孔101分别与绑带400两端装配，使用时，绑带400绕到脑后，从而将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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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100套紧在面部。

[0059] 实施例二

[0060] 参见图4-图6，由于在实际使用时，每个人的唇部、鼻孔处凸出面部的高度不一，特

别是部分患者存在上颌前突的情况。因此吸氧处102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特别是部

分患者吸气量大，很容易在吸气时对吸氧处102产生较大的负压，此时加强筋可能无法满足

吸氧处102不变形的要求，因此申请人进行如下改下：

[0061] 将面罩本体100分割为两部分，也就是吸氧处102与连接孔101分别对应一部分，且

两部分之间通过连接带110连接，本实施例中，连接带110采用软质弹性材料制成，如弹性硅

胶，且连接带110两侧分别与与之对应的面罩本体110密封连接固定（胶粘或超声波焊接），

所述吸氧处102外侧壁上固定有调节块130，所述连接孔101一侧的面罩本体100上固定有插

接销120，所述插接销120上设置有插接大端121且插接销具有弹性，插接大端121穿过支撑

条510的支撑孔511从而将支撑条510一端固定在连接孔101一侧的面罩本体100上；

[0062] 支撑条510具有弹性，本实施例的支撑条510采用弹性塑料制成，且支撑条510另一

端穿过调节块130内部的调节槽131，且通过安装在调节槽131内的压块540压紧在面罩本体

100上从而在支撑条510长度方向上对其相对固定，所述压块540固定在连杆520一端上且与

调节槽131可滑动装配，所述连杆520另一端穿过波形弹簧530后穿出调节块130且此端与拉

环521装配固定，所述波形弹簧530具有弹性且两端面分别压紧在调节槽131内侧端面、压块

540上，从而对压块540施加向支撑条510压紧的弹力。

[0063] 使用时，可以不增加支撑条，按照实施例一的方式使用，此时由于连接带110的宽

度不超过2㎝，因此整个面罩本体对吸氧处102仍旧具有支撑。一旦需要加强吸氧处102或增

加吸氧处102距离唇部的间距时，首先将插接销穿过支撑条510一端的支撑孔511，然后通过

拉环521对连杆520施加轴向克服波形弹簧530向波形弹簧挤压的拉力，使得压块540与面罩

本体之间具有大于支撑条510厚度的间隙，然后支撑条穿过此间隙，并调整对吸氧处102的

支撑后释放拉环，使得压块通过波形弹簧的弹力压紧支撑条510即可。再此过程中，可以通

过连接带的弹力将吸氧处102向远离连接带方向拉动，从而增加吸氧处102内侧距离唇部的

间距，在此过程中连接带受到拉伸而存储弹力，这个弹力通过支撑条支撑。这种设计十分适

合于面部异形的患者，或者需要特殊护理的患者，如唇部受伤、带上面罩后呼吸阻力过大、

舌头伸出口外暂时不能缩进口腔、痰多等患者。其灵活性较高，虽然成本也升高，但是在

ICU、高级护理、优质护理等环境下十分实用。

[0064] 实施例三

[0065] 参见图7-图8，本实施例中，在吸氧管接头210处串联有雾化发生器610，雾化发生

器的进气口与加压氧气或空气连通。使用时雾化发生器610内放置雾化药，气流通过时会使

得药液雾化，从而形成药雾以实现患者在吸氧的同时还进行雾化，这种设计可以大大节约

治疗时间。本实施例的雾化发生器可以采用现有的一次性雾化杯或其它能够使液体雾化的

装置。

[0066] 本实用新型未详述之处，均为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公知技术。

[0067]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具体实施例。应当理解，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无需创造性劳动就可以根据本实用新型的构思作出诸多修改和变化。因此，凡本技术领

域中技术人员依本实用新型的构思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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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可以得到的技术方案，皆应在由权利要求书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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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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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说　明　书　附　图 2/6 页

10

CN 212282480 U

10



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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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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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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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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