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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罩体左右可拆卸式的呼吸

机面罩，包括罩体以及用于接触皮肤的硅胶软

垫，罩体上开设有一呼吸管道插接口以及鼻胃管

插接口，罩体是两个左右设置的子罩体可拆卸连

接构成，两个子罩体的连接处设有密封结构；两

个子罩体上开设有两个前后设置的半圆形缺口；

两个子罩体连接时，前后设置的两个半圆形缺口

拼合构成鼻胃管插接口以及呼吸管道插接口；两

个子罩体中的任意一个子罩体上转动连接有一

用于覆盖鼻胃管插接口的翻盖。本专利将传统一

体化成型的呼吸机面罩罩体改良为两个子罩体

可拆卸连接构成，便于后期罩体从患者身上剥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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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罩体左右可拆卸式的呼吸机面罩，包括罩体以及呼吸机管路连接接头，所述罩

体上开设有一呼吸管道插接口以及鼻胃管插接口，其特征在于，所述罩体是两个左右设置

的子罩体可拆卸连接构成，两个子罩体的连接处设有密封结构；

两个子罩体上开设有两个半圆形缺口；

两个子罩体连接时，两个半圆形缺口拼合构成所述鼻胃管插接口以及呼吸管道插接

口；

两个子罩体中的任意一个子罩体上转动连接有一用于覆盖所述鼻胃管插接口的翻盖；

所述呼吸机管路连接接头的外壁设有沿着轴向设置的两个限位环，所述罩体开设有呼

吸管道插接口处夹设在两个限位环之间；

两个限位环分别为用于设置在罩体内侧的内限位环以及用于设置在罩体外侧的外限

位环；

所述内限位环固定设置在所述呼吸机管路连接接头的外侧；

所述外限位环与所述呼吸机管路连接接头螺纹连接，所述外限位环靠近所述内限位环

的一侧面黏附有一橡胶层；

所述呼吸机管路连接接头的外壁上套设有一密封圈，所述密封圈设置在两个限位环之

间，且所述密封圈设置在所述呼吸管道插接口与所述呼吸机管路连接接头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罩体左右可拆卸式的呼吸机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罩体

的内侧连接有一硅胶软垫。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罩体左右可拆卸式的呼吸机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硅胶

软垫是一硅胶片，所述硅胶片沿着罩体的内壁呈螺旋状缠绕，所述硅胶片的径向外围延伸

出所述罩体的外边缘。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罩体左右可拆卸式的呼吸机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硅胶

片包括具有切断部的环状水平片以及一断面呈现V形的面部贴敷部；

所述面部贴敷部包括内外设置的外侧硅胶片以及内侧硅胶片相连构成断面呈现V形的

主贴敷部，所述外侧硅胶片的顶部与所述环状水平片的外边缘相连，所述外侧硅胶片的宽

度大于所述内侧硅胶片的宽度；

所述外侧硅胶片的一端部延伸出一硅胶辅助片，所述硅胶辅助片从外侧硅胶片的另一

端与内侧硅胶片之间的间隙中穿过。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罩体左右可拆卸式的呼吸机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硅胶

软垫是两个左右设置的充气垫，两个充气垫分别固定在两个子罩体的内侧，且每个子罩体

上的充气垫均延伸出罩体的外边缘；

两个子罩体相连时，两个充气垫拼合构成一环状结构；

两个子罩体上均开设有一用于充气垫的气嘴伸出的通孔，所述充气垫的气嘴伸出所述

通孔，且所述通孔处与所述充气垫通过胶粘剂相连。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罩体左右可拆卸式的呼吸机面罩，其特征在于：两个子罩

体分别为位于左侧的左侧子罩体以及位于右侧的右侧子罩体；

所述左侧子罩体上铰接有前连接件，所述前连接件的右端与所述右侧子罩体可拆卸连

接；

所述右侧子罩体上铰接有后连接杆，所述后连接件的左端与所述左侧子罩体可拆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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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罩体左右可拆卸式的呼吸机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

结构是一密封条，所述密封条设置在所述左侧子罩体与所述右侧子罩体的连接处；

所述密封条包括一条状体，所述条状体的左右两侧均设有两个上下设置的延伸片，位

于左侧的延伸片的延伸长度小于位于右侧的延伸片的延伸长度；

所述条状体的左侧面以及位于左侧的两个延伸片构成一用于容纳左侧子罩体的左侧

嵌入槽；

所述条状体的右侧面以及位于右侧的两个延伸片构成一用于容纳右侧子罩体的右侧

嵌入槽；

所述左侧嵌入槽的内壁与所述左侧子罩体的右端粘连。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罩体左右可拆卸式的呼吸机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前连

接件包括从左至右顺序连接的左杆体、套筒以及右杆体，所述左杆体的右端部以及所述右

杆体的左端部设有螺纹方向相反的外螺纹，所述套筒内的左部设置有与所述左杆体的外螺

纹相匹配的左侧内螺纹，所述套筒内的右部设置有与所述右杆体的外螺纹相匹配的右侧内

螺纹；

所述左杆体的左端与所述左侧子罩体通过一转轴铰接；

所述右杆体的右端部固定有一定位件，所述定位杆可拆卸安装在所述右侧子罩体上；

所述后连接件包括连接杆，所述连接杆的右端与所述左侧子罩体铰接，所述左侧上罩

体上安装有用于连接杆的插入的插槽，所述插槽的左侧、右侧以及后侧均开口，所述连接杆

的左端螺纹连接有一锁紧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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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罩体左右可拆卸式的呼吸机面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械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呼吸机口罩。

背景技术

[0002] 呼吸面罩提供了一个可以把呼吸需要的氧气从储罐中转入到人体肺部的方法，对

于肺部功能衰弱的病人来说，呼吸面罩则为其解决了维持肺部功能并保持机体对氧气正常

需求的问题。

[0003] 针对于需要插鼻胃管的患者，目前存有开设有鼻胃管插口的呼吸机面罩(比如专

利号为201721597794.X的一种可插入鼻胃管的呼吸面罩)，然而这种面罩结构，不适用于有

些中途需要暂停呼吸机治疗但仍需要鼻胃管插设的患者。这类患者无需进行长时间的呼吸

机治疗，而需要长期的鼻胃管治疗，针对于这类患者需要停止呼吸机治疗时，工作人员就需

要将呼吸机和鼻胃管同步拆离后，在重新置入鼻胃管，较为繁琐，鼻胃管的设置必然会干扰

到面罩的拆除的便利性。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罩体左右可拆卸式的呼吸机面罩，以

解决现有呼吸机面罩一体化结构的不便于拆除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罩体左右可拆卸式的呼吸机面罩，包括罩体以及呼吸

机管路连接接头，所述罩体上开设有一呼吸管道插接口以及鼻胃管插接口，其特征在于，所

述罩体是两个左右设置的子罩体可拆卸连接构成，两个子罩体的连接处设有密封结构；

[0006] 两个子罩体上开设有两个半圆形缺口；

[0007] 两个子罩体连接时，两个半圆形缺口拼合构成所述鼻胃管插接口以及呼吸管道插

接口；

[0008] 两个子罩体中的任意一个子罩体上转动连接有一用于覆盖所述鼻胃管插接口的

翻盖；

[0009] 所述呼吸机管路连接接头的外壁设有沿着轴向设置的两个限位环，所述罩体开设

有呼吸管道插接口处夹设在两个限位环之间；

[0010] 两个限位环分别为用于设置在罩体内侧的内限位环以及用于设置在罩体外侧的

外限位环；

[0011] 所述内限位环固定设置在所述呼吸机管路连接接头的外侧；

[0012] 所述外限位环与所述呼吸机管路连接接头螺纹连接，所述外限位环靠近所述内限

位环的一侧面黏附有一橡胶层；

[0013] 所述呼吸机管路连接接头的外壁上套设有一密封圈，所述密封圈设置在两个限位

环之间，且所述密封圈设置在所述呼吸管道插接口与所述呼吸机管路连接接头之间。

[0014] 本专利将传统一体化成型的呼吸机面罩罩体改良为两个子罩体可拆卸连接构成，

便于后期罩体从患者身上剥离，但不影响鼻胃管的插设。此外，当患者无需插设鼻胃管，但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10339447 A

4



仍需要氧气供给时，可以通过将两个子罩体分离后，将鼻胃管取出后，再次拼合两个子罩

体，将翻盖覆盖住鼻胃管插接口，即可保证氧气供给的进行。操作方便。解决了现有鼻胃管

取出，需要患者头部的活动，才能将面罩整体拆除的不便性。

[0015]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罩体的内侧连接有一硅胶软垫。

[0016]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硅胶软垫是一硅胶片，所述硅胶片沿着罩体的内壁呈螺旋状

缠绕，所述硅胶片的径向外围延伸出所述罩体的外边缘。

[0017] 便于后期硅胶软垫的分离。

[0018] 所述硅胶片包括具有切断部的环状水平片以及一断面呈现V形的面部贴敷部；

[0019] 所述面部贴敷部包括内外设置的外侧硅胶片以及内侧硅胶片相连构成断面呈现V

形的主贴敷部，所述外侧硅胶片的顶部与所述环状水平片的外边缘相连，所述外侧硅胶片

的宽度大于所述内侧硅胶片的宽度；

[0020] 所述外侧硅胶片的一端部延伸出一硅胶辅助片，所述硅胶辅助片从外侧硅胶片的

另一端与内侧硅胶片之间的间隙中穿过。

[0021] 所述硅胶辅组片与所述外侧硅胶片相连构成一内凹的用于容纳所述外侧硅胶片

的另一端的容纳槽。便于硅胶片的分离。

[0022] 环状水平片的切端部优选的设置在所述硅胶片接触鼻梁处。用户还可以在面罩接

触鼻梁处贴敷有一纱布。

[0023] 或者，所述硅胶软垫是两个左右设置的充气垫，两个充气垫分别固定在两个子罩

体的内侧，且每个子罩体上的充气垫均延伸出罩体的外边缘；

[0024] 两个子罩体相连时，两个充气垫拼合构成一环状结构；

[0025] 两个子罩体上均开设有一用于充气垫的气嘴伸出的通孔，所述充气垫的气嘴伸出

所述通孔，且所述通孔处与所述充气垫通过胶粘剂相连。

[0026] 便于通过气嘴的输气以及送气，实现充气垫的充气程度，便于匹配不同的面部结

构。

[0027]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充气垫呈现C字状；

[0028] 两个充气垫的两端均超出两个子罩体的端部，且两个充气垫分别与两个子罩体的

内壁通过胶粘剂相连。

[0029] 便于充气垫的固定。当两个子罩体拼合后，两个充气垫超出子罩体端部的区域相

接触，且相互挤压。保证气密性。

[0030] 充气垫内可以充设有酒精，酒精的含量是充气垫充气状态下体积的1/8-1/6。提高

对高温患者的降温效果。此外，还可以提高呼吸的舒适度，给予清凉感。

[0031] 进一步优选的，两个子罩体分别为位于左侧的左侧子罩体以及位于右侧的右侧子

罩体；

[0032] 所述左侧子罩体上铰接有前连接件，所述前连接件的右端与所述右侧子罩体可拆

卸连接；

[0033] 所述右侧子罩体上铰接有后连接杆，所述后连接件的左端与所述左侧子罩体可拆

卸连接。

[0034] 便于实现左侧子罩体与右侧子罩体的可拆卸连接。

[0035]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密封结构是一密封条，所述密封条设置在所述左侧子罩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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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右侧子罩体的连接处；

[0036] 所述密封条包括一条状体，所述条状体的左右两侧均设有两个上下设置的延伸

片，位于左侧的延伸片的延伸长度小于位于右侧的延伸片的延伸长度；

[0037] 所述条状体的左侧面以及位于左侧的两个延伸片构成一用于容纳左侧子罩体的

左侧嵌入槽；

[0038] 所述条状体的右侧面以及位于右侧的两个延伸片构成一用于容纳右侧子罩体的

右侧嵌入槽；

[0039] 所述左侧嵌入槽的内壁与所述左侧子罩体的右端粘连。

[0040] 便于通过密封条，实现左侧子罩体与右侧子罩体连接处的气密性。

[0041] 所述前连接件包括从左至右顺序连接的左杆体、套筒以及右杆体，所述左杆体的

右端部以及所述右杆体的左端部设有螺纹方向相反的外螺纹，所述套筒内的左部设置有与

所述左杆体的外螺纹相匹配的左侧内螺纹，所述套筒内的右部设置有与所述右杆体的外螺

纹相匹配的右侧内螺纹；

[0042] 所述左杆体的左端与所述左侧子罩体通过一转轴铰接；

[0043] 所述右杆体的右端部固定有一定位件，所述定位杆可拆卸安装在所述右侧子罩体

上；

[0044] 所述后连接件包括连接杆，所述连接杆的右端与所述左侧子罩体铰接，所述左侧

上罩体上安装有用于连接杆的插入的插槽，所述插槽的左侧、右侧以及后侧均开口，所述连

接杆的左端螺纹连接有一锁紧螺母。

[0045] 本装置使用时，前连接件的右端与右侧子罩体相连，右连接杆的左端插入插槽；然

后通过旋转套筒实现，连接件的长度缩短，给与密封条夹紧力，提高密封效果，然后右连接

杆的锁紧螺母向右螺旋拧紧。

附图说明

[0046] 图1为本发明具体实施例1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47] 图2为本发明具体实施例1的左侧子罩体与右侧子罩体连接处的剖视图；

[0048] 图3为本发明具体实施例1呼吸管道插接口以及鼻胃管插接口设置处的局部剖视

图；

[0049] 图4为本发明具体实施例2的硅胶软垫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50] 图5为本发明具体实施例2的硅胶软垫切断部被掰离状态下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51] 图6为本发明具体实施例2的硅胶软垫的硅胶辅助片容纳处的剖视图；

[0052] 图7为本发明具体实施例3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53] 图8为本发明具体实施例3安装有右侧充气垫的右侧子罩体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54] 图9为本发明采用图8结构的背面的结构示意图。

[0055] 图中：2为硅胶软垫，3为鼻胃管插接口，4为翻盖，5为呼吸管道插接口，11为右侧子

罩体，12为左侧子罩体，13为密封结构，21为环状水平片，22为外侧硅胶片，23为内侧硅胶

片，24为硅胶辅助片，25为左侧充气垫，26为右侧充气垫，27为通孔，31为鼻胃管，32为密封

圈，51为呼吸机管路连接接头，53为外限位环，52为内限位环，61为右杆体，62为套筒，63为

连接杆，64为插槽，65为锁紧螺母，66为左杆体，131为条状体，132为右侧延伸片，133为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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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5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57] 具体实施例1：参见图1、图2以及图3，一种罩体左右可拆卸式的呼吸机面罩，包括

罩体，罩体上开设有一呼吸管道插接口5以及鼻胃管插接口3，罩体是两个左右设置的子罩

体可拆卸连接构成，两个子罩体的连接处设有密封结构13；两个子罩体上开设有两个半圆

形缺口；两个子罩体连接时，两个半圆形缺口拼合构成鼻胃管插接口3以及呼吸管道插接口

5；两个子罩体中的任意一个子罩体上转动连接有一用于覆盖鼻胃管插接口3的翻盖4。本专

利将传统一体化成型的呼吸机面罩罩体改良为两个子罩体可拆卸连接构成，便于后期罩体

从患者身上剥离，但不影响鼻胃管的插设。此外，当患者无需插设鼻胃管，但仍需要氧气供

给时，可以通过将两个子罩体分离后，将鼻胃管取出后，再次拼合两个子罩体，将翻盖4覆盖

住鼻胃管插接口3，即可保证氧气供给的进行。操作方便。解决了现有鼻胃管取出，需要患者

头部的活动，才能将面罩整体拆除的不便性。翻盖的一端与左侧子罩体转动连接，翻盖的另

一端通过螺钉固定在右侧子罩体。且翻盖接触罩体侧安装有环状橡胶圈。提高翻盖安装处

的气密性。

[0058] 两个子罩体分别为位于左侧的左侧子罩体12以及位于右侧的右侧子罩体11；左侧

子罩体12上铰接有前连接件，前连接件的右端与右侧子罩体11可拆卸连接；右侧子罩体11

上铰接有后连接杆63，后连接件的左端与左侧子罩体12可拆卸连接。便于实现左侧子罩体

12与右侧子罩体11的可拆卸连接。前连接件以及后连接件均是一长度可调的连接件。前连

接件包括从左至右顺序连接的左杆体66、套筒62以及右杆体61，左杆体66的右端部以及右

杆体61的左端部设有螺纹方向相反的外螺纹，套筒62内的左部设置有与左杆体66的外螺纹

相匹配的左侧内螺纹，套筒62内的右部设置有与右杆体61的外螺纹相匹配的右侧内螺纹；

左杆体66的左端与左侧子罩体12通过一转轴铰接；右杆体61的右端部固定有一定位件，定

位杆可拆卸安装在右侧子罩体11上；后连接件包括连接杆63，连接杆63的右端与左侧子罩

体12铰接，左侧上罩体上安装有用于连接杆63的插入的插槽64，插槽64的左侧、右侧以及后

侧均开口，连接杆63的左端螺纹连接有一锁紧螺母65。本装置使用时，前连接件的右端与右

侧子罩体11相连，右连接杆63的左端插入插槽64；然后通过旋转套筒62实现，连接件的长度

缩短，给与密封条夹紧力，提高密封效果，然后右连接杆63的锁紧螺母65向右螺旋拧紧。左

杆体66的转动方向垂直于连接杆63的旋转方向。

[0059] 一种罩体左右可拆卸式的呼吸机面罩，参见图3，还包括呼吸机管路连接接头51，

呼吸机管路连接接头51的外壁设有沿着轴向设置的两个限位环，罩体开设有呼吸管道插接

口处夹设在两个限位环之间；两个限位环分别为用于设置在罩体内侧的内限位环52以及用

于设置在罩体外侧的外限位环53；内限位环52固定设置在呼吸机管路连接接头的外侧；外

限位环与呼吸机管路连接接头螺纹连接，外限位环53靠近内限位环52的一侧面黏附有一橡

胶层；呼吸机管路连接接头的外壁上套设有一密封圈，密封圈设置在两个限位环之间，且密

封圈设置在呼吸管道插接口与呼吸机管路连接接头之间。通过外限位环的拧紧可以实现橡

胶层与罩体的外侧接触处的密封效果。便于保证氧气输送管路的气密性。鼻胃管31的外壁

上固定连接有一密封圈32。实现鼻胃管与鼻胃管插接口处的密封效果。左侧子罩体或者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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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子罩体的内侧安装有用于固定鼻胃管的卡扣。便于通过卡扣引导鼻胃管从鼻胃管插接口

处引出。鼻胃管插接口3也可以设置在呼吸管道插接口5的下方。左侧子罩体或者右侧子罩

体任意一个上设有呼气口。也可以将呼气口设置在呼吸机管路连接接头上。

[0060] 左侧子罩体的左端外侧安装有弹性固定带接口。右侧子罩体的右端外侧安装有弹

性固定带结构。左侧子罩体的顶部与右侧子罩体的顶部至少一处安装有弹性固定带接口。

或者，处于顶部的弹性固定带接口是左侧子罩体上的接口与右侧子罩体上的接口拼合构成

的。进而实现弹性固定带的固定。弹性固定带的结构为现有技术，故本专利不进行详述。

[0061] 参见图2，密封结构13是一密封条，密封条设置在左侧子罩体12与右侧子罩体11的

连接处；密封条包括一条状体131，条状体131的左右两侧均设有两个上下设置的延伸片，位

于左侧的延伸片(左侧延伸片133)的延伸长度小于位于右侧的延伸片(右侧延伸片132)的

延伸长度；条状体的左侧面以及位于左侧的两个延伸片构成一用于容纳左侧子罩体12的左

侧嵌入槽；条状体的右侧面以及位于右侧的两个延伸片构成一用于容纳右侧子罩体11的右

侧嵌入槽；左侧嵌入槽的内壁与左侧子罩体12的右端粘连。便于通过密封条，实现左侧子罩

体12与右侧子罩体11连接处的气密性。

[0062] 具体实施例2，参见图4至图6，在具体实施例1的基础上，罩体的内侧还连接有用于

接触皮肤的硅胶软垫2。硅胶软垫是一硅胶片，硅胶片沿着罩体的内壁呈螺旋状缠绕，硅胶

片的径向外围延伸出罩体的外边缘。便于后期硅胶软垫的分离。硅胶片包括具有切断部的

环状水平片21以及一断面呈现V形的面部贴敷部；面部贴敷部包括内外设置的外侧硅胶片

22以及内侧硅胶片23相连构成断面呈现V形的主贴敷部，外侧硅胶片22的顶部与环状水平

片21的外边缘相连，外侧硅胶片22的宽度大于内侧硅胶片23的宽度；外侧硅胶片22的一端

部延伸出一硅胶辅助片24，硅胶辅助片从外侧硅胶片的另一端与内侧硅胶片之间的间隙中

穿过，硅胶辅组片与外侧硅胶片相连构成一内凹的用于容纳外侧硅胶片的有另一端的容纳

槽。便于硅胶片的分离。环状水平片的切端部优选的设置在硅胶片接触鼻梁处。用户还可以

在面罩接触鼻梁处贴敷有一纱布。

[0063] 具体实施例3，参见图7至图9，在具体实施例1的基础上，罩体的内侧还连接有用于

接触皮肤的硅胶软垫2。硅胶软垫是两个左右设置的充气垫(分别为左侧充气垫25以及右侧

充气垫26)，两个充气垫分别固定在两个子罩体的内侧，且每个子罩体上的充气垫均延伸出

罩体的外边缘；两个子罩体相连时，两个充气垫拼合构成一环状结构；两个子罩体上均开设

有一用于充气垫的气嘴伸出的通孔，充气垫的气嘴伸出通孔27，且通孔27处与充气垫通过

胶粘剂相连。便于通过气嘴的输气以及送气，实现充气垫的充气程度，便于匹配不同的面部

结构。充气垫内可以充设有酒精，酒精的含量是充气垫充气状态下体积的1/8-1/6。提高对

高温患者的降温效果。此外，还可以提高呼吸的舒适度，给予清凉感。所述充气垫呈现C字

状；两个充气垫的两端均超出两个子罩体的端部，且两个充气垫分别与两个子罩体的内壁

通过胶粘剂相连。便于充气垫的固定。当两个子罩体拼合后，两个充气垫超出子罩体端部的

区域相接触，且相互挤压。保证气密性。

[0064] 以上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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