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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抗病毒鼻塞呼吸器，属于

呼吸器领域。其技术方案为：所述呼吸器包括过

滤腔盒及与人体鼻孔相匹配的两个进出气鼻塞

组成，进出气鼻塞与过滤腔盒内部气流相通，过

滤腔盒内设置有空气滤层，空气滤层内侧设置有

保湿层，两侧进出气鼻塞外侧、过滤腔盒上设置

有螺纹连接柱，两侧螺纹连接柱上均设置有螺纹

连接筒A，螺纹连接筒A上设置有水囊，水囊出水

端与保湿层之间设置有滴流管，螺纹连接柱、螺

纹连接筒A均与过滤腔盒内部连通。本发明的有

益效果为：本发明结构设计简单、合理、过滤效果

好、舒适性极高，同时能够保持鼻腔湿润或进行

药物治疗，并能够连接多种医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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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抗病毒鼻塞呼吸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呼吸器包括过滤腔盒及与人体鼻孔相匹

配的两个进出气鼻塞组成，所述进出气鼻塞与所述过滤腔盒内部气流相通；

所述过滤腔盒内设置有空气滤层，所述空气滤层内侧设置有保湿层；

两侧所述进出气鼻塞外侧、所述过滤腔盒上设置有螺纹连接柱，两侧所述螺纹连接柱

上均设置有螺纹连接筒A，所述螺纹连接筒A上设置有水囊，所述水囊出水端与所述保湿层

之间设置有滴流管，所述螺纹连接柱、所述螺纹连接筒A均与所述过滤腔盒内部连通；

所述过滤腔盒包括弧形背板，所述弧形背板一侧设置有所述进出气鼻塞、所述螺纹连

接柱和所述螺纹连接筒A，所述弧形背板另一侧设置有弧形框体，所述弧形框体前侧设置有

弧形盖体，所述弧形盖体和所述弧形盖体侧面均设置有透气孔；

所述过滤腔盒内部设置有滤层盒，所述滤层盒中设置有所述空气滤层和所述保湿层，

所述滤层盒与所述过滤腔盒之间设置有一对连接筒，通过所述连接筒、所述进出气鼻塞连

通所述过滤腔盒内部；

所述螺纹连接筒A端部设置有锥形集液口，所述锥形集液体口底部设置有所述滴流管，

所述滴流管出液端设置在所述滤层盒内并设置在所述保湿层内侧；

所述水囊出水端设置有连管，所述连管端部设置有与所述螺纹连接筒A螺纹配合的螺

纹连接筒B，所述水囊上设置有进水口，所述进水口上设置有螺纹帽，所述螺纹帽上开设有

通气孔，所述连管上设置有流量控制阀；

所述螺纹连接柱端面开设有若干与所述过滤腔盒内部连通的通孔；

两侧所述进出气鼻塞之间、所述过滤腔盒上设置有鼻夹，两侧所述水囊之间设置有鼻

托，所述水囊外表面设置有挂钩，所述鼻托上设置有配合所述挂钩使用的挂环；

所述弧形盖体内侧设置有支撑柱，所述支撑柱端部设置有限位板；

所述空气滤层为一层熔喷层，所述保湿层为一层吸水薄棉；

使用时，水囊中充满水或者是治疗哮喘、痰液粘稠、喉头水肿的药物，水囊中的液体经

过滴流管滴流到所述保湿层上，保持所述保湿层湿润，保持鼻腔内部的湿润，或水囊中的药

液经过滴流管滴流到所述保湿层上，患者将部分药液吸入起到治疗的作用，使用时捏动所

述水囊使液体流出，连接吸氧机、雾化机设备时，将所述水囊取下，将连管一端连接在所述

螺纹连接柱上，另一端连接在吸氧机、雾化机设备上，所述螺纹连接柱上开设有通孔，保证

吸氧机、雾化机与进出气鼻塞的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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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病毒鼻塞呼吸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 涉及一种呼吸器，尤其涉及一种抗病毒鼻塞呼吸器。

背景技术

[0002] 病毒只有细菌大小的百分之一左右，没有细胞结构。有的病毒大小在100纳米(0.1

微米)左右，但也有非常小的常见病毒，如冠状病毒为30纳米(0.03微米)，口蹄疫病毒最小

只有7‑8纳米。一般的口罩对较大的颗粒物过滤效果较好，如2.5微米，0.3微米的颗粒物，也

对细菌有一定效果，但对能轻松通过细菌过滤器的病毒效果不理想。

[0003] 普通口罩是通过人主动吸气，比较费力，有闷气感，有时会造成鼻内干燥的情况，

且脸部与口罩贴合很难做到完全密闭，容易出现病毒等微生物从缝隙处进入的风险。人呼

出的气体从口罩缝隙处出去，常会造成佩戴眼镜者眼镜起雾的情况。而且人呼出的气体会

残留在口罩内，在下次吸气时又会被吸入，并不健康；

[0004] 在医院和科研实验室等场合，工作人员需要长时间佩戴口罩，长时间佩戴口罩会

出现缺氧的状态，需要单独吸氧，而在日常生活中，患者经常因为各种原因需要接受雾化治

疗，特别是对于有许多带有人工气道进行机械通气的病人因为哮喘、痰液粘稠、喉头水肿

时，需要雾化以帮助病人解除气道痉挛缓解哮喘、抗炎减轻粘膜水肿达到防治感染、使痰液

粘稠稀释便于清除达到畅通呼吸道等目的；

[0005] 综上，现需要研发一种不仅能够防御病毒、保持鼻腔湿润等，还能连接吸氧机、雾

化机等设备。

发明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发明 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设计简单、合理、过滤效果好、舒适性极高，同时

能够保持鼻腔湿润或进行药物治疗，并能够连接多种医疗设备的抗病毒鼻塞呼吸器。

[0007] 本发明 是通过如下措施实现的：

[0008] 一种抗病毒鼻塞呼吸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呼吸器包括过滤腔盒及与人体鼻孔相

匹配的两个进出气鼻塞组成，所述进出气鼻塞与所述过滤腔盒内部气流相通；

[0009] 所述过滤腔盒内设置有空气滤层，所述空气滤层内侧设置有保湿层；

[0010] 两侧所述进出气鼻塞外侧、所述过滤腔盒上设置有螺纹连接柱，两侧所述螺纹连

接柱上均设置有螺纹连接筒A，所述螺纹连接筒A上设置有水囊，所述水囊出水端与所述保

湿层之间设置有滴流管，所述螺纹连接柱、所述螺纹连接筒A均与所述过滤腔盒内部连通。

[0011] 本发明 的具体特点还有：

[0012] 所述过滤腔盒包括弧形背板，所述弧形背板一侧设置有所述进出气鼻塞、所述螺

纹连接柱和所述螺纹连接筒A，所述弧形背板另一侧设置有弧形框体，所述弧形框体前侧设

置有弧形盖体，所述弧形盖体和所述弧形盖体侧面均设置有透气孔。

[0013] 所述过滤腔盒内部设置有滤层盒，所述滤层盒中设置有所述空气滤层和所述保湿

层，所述滤层盒与所述过滤腔盒之间设置有一对连接筒，通过所述连接筒、所述进出气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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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所述过滤腔盒内部。

[0014] 所述螺纹连接筒A端部设置有锥形集液口，所述锥形集液体口底部设置有所述滴

流管，所述滴流管出液端设置在所述滤层盒内并设置在所述保湿层内侧；

[0015] 所述水囊出水端设置有连管，所述连管端部设置有与所述螺纹连接筒A螺纹配合

的螺纹连接筒B，所述水囊上设置有进水口，所述进水口上设置有螺纹帽，所述螺纹帽上开

设有通气孔，所述连管上设置有流量控制阀。

[0016] 所述螺纹连接柱端面开设有若干与所述过滤腔盒内部连通的通孔。

[0017] 两侧所述进出气鼻塞之间、所述过滤腔盒上设置有鼻夹，两侧所述水囊之间设置

有鼻托，所述水囊外表面设置有挂钩，所述鼻托上设置有配合所述挂钩使用的挂环。

[0018] 所述弧形盖体内侧设置有支撑柱，所述支撑柱端部设置有限位板。

[0019] 所述空气滤层为一层熔喷层，所述保湿层为一层吸水薄棉。

[0020] 更换所述熔喷层和所述吸水薄棉时，将所述弧形盖体取下，将所述熔喷层和所述

吸水薄棉放入所述滤层盒中，将所述弧形盖体复位，所述限位板能够对所述熔喷层和所述

吸水薄棉起到限位作用；

[0021] 使用时，水囊中充满水或者是治疗哮喘、痰液粘稠、喉头水肿的药物，水囊中的液

体经过滴流管滴流到所述保湿层上，保持所述保湿层湿润从而保持人呼如的气体的湿润，

保持鼻腔内部的湿润或水囊中的药液经过滴流管滴流到所述保湿层上，患者将部分药液吸

入起到治疗的作用，使用时也可以捏动所述水囊使液体流出，连接吸氧机、雾化机等设备

时，将所述水囊取下，将连管一端连接在所述螺纹连接柱上，另一端连接在吸氧机、雾化机

等设备上，所述螺纹连接柱上开设有通孔，保证吸氧机、雾化机与进出气鼻塞的连通。

[0022] 本发明 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  结构设计简单、合理、过滤效果好、舒适性极高，同

时能够保持鼻腔湿润或进行药物治疗，并能够连接多种医疗设备。

附图说明

[0023] 图1 为本发明 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 为本发明 实施例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 为图2中A部的局部放大图。

[0026] 图4 为本发明使用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 为本发明使用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其中，附图标记为：1、过滤腔盒；101、弧形背板；102、弧形框体；103、弧形盖体；

104、支撑柱；105、限位板；106、连接筒；107、滤层盒；2、水囊；3、进出气鼻塞；4、鼻夹；5、滴流

管；6、保湿层；7、空气滤层；8、螺纹连接柱；801、通孔；9、螺纹连接筒A；10、锥形集液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能清楚说明本方案的技术特点，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方案进行阐述。

[0030] 参见图1‑3，一种抗病毒鼻塞呼吸器，呼吸器包括过滤腔盒1及与人体鼻孔相匹配

的两个进出气鼻塞3组成，进出气鼻塞3与过滤腔盒1内部气流相通；

[0031] 过滤腔盒1内设置有空气滤层，空气滤层内侧设置有保湿层6；

[0032] 两侧进出气鼻塞3外侧、过滤腔盒1上设置有螺纹连接柱8，两侧螺纹连接柱8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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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螺纹连接筒A106，螺纹连接筒A106上设置有水囊2，水囊2出水端与保湿层6之间设置

有滴流管5，螺纹连接柱8、螺纹连接筒A106均与过滤腔盒1内部连通。

[0033] 过滤腔盒1包括弧形背板101，弧形背板101一侧设置有进出气鼻塞3、螺纹连接柱8

和螺纹连接筒A106，弧形背板101另一侧设置有弧形框体102，弧形框体102前侧设置有弧形

盖体103，弧形盖体103和弧形盖体103侧面均设置有透气孔。

[0034] 过滤腔盒1内部设置有滤层盒107，滤层盒107中设置有空气滤层和保湿层6，滤层

盒107与过滤腔盒1之间设置有一对连接筒106，通过连接筒106、进出气鼻塞3连通过滤腔盒

1内部。

[0035] 螺纹连接筒A106端部设置有锥形集液口10，锥形集液体口底部设置有滴流管5，滴

流管5出液端设置在滤层盒107内并设置在保湿层6内侧；

[0036] 水囊2出水端设置有连管，连管端部设置有与螺纹连接筒A106螺纹配合的螺纹连

接筒106B，水囊2上设置有进水口，进水口上设置有螺纹帽，螺纹帽上开设有通气孔，连管上

设置有流量控制阀。

[0037] 螺纹连接柱8端面开设有若干与过滤腔盒1内部连通的通孔801。

[0038] 两侧进出气鼻塞3之间、过滤腔盒1上设置有鼻夹4，两侧水囊2之间设置有鼻托，水

囊2外表面设置有挂钩，鼻托上设置有配合挂钩使用的挂环。

[0039] 弧形盖体103内侧设置有支撑柱104，支撑柱104端部设置有限位板105。

[0040] 空气滤层7为一层熔喷层，保湿层6为一层吸水薄棉。

[0041] 使用时，水囊2中充满水或者是治疗哮喘、痰液粘稠、喉头水肿的药物，水囊2中的

液体经过滴流管5滴流到保湿层6上，保持保湿层6湿润从而保持人呼如的气体的湿润，保持

鼻腔内部的湿润或水囊2中的药液经过滴流管5滴流到保湿层6上，患者将部分药液吸入起

到治疗的作用，连接吸氧机、雾化机等设备时，将水囊2取下，将连管一端连接在螺纹连接柱

8上，另一端连接在吸氧机、雾化机等设备上，螺纹连接柱8上开设有通孔801，保证吸氧机、

雾化机与进出气鼻塞3的连通。

[0042] 本发明  未经描述的技术特征可以通过或采用现有技术实现，在此不再赘述，当

然，上述说明并非是对本发明 的限制，本发明  也并不仅限于上述举例，本技术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在本发明 的实质范围内所做出的变化、改型、添加或替换，也应属于本发明 的保

护范围。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111408082 B

5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6

CN 111408082 B

6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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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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