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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胃镜专用复合型面

罩，包括面罩本体，面罩本体的下部正对患者口

腔部位设置有胃镜插面，胃镜插面的内部设置有

口咽通气道，面罩本体的上部正对患者鼻腔部位

设置有连接母管，连接母管的一端连接有二氧化

碳采样管，连接母管的另一端连接有导气管，面

罩本体的左侧设置有氧气接头，面罩本体的右侧

设置有呼气单向阀片，面罩本体上与鼻梁相对应

的部位设置有硬质塑形环，面罩本体的下端沿上

设置有固定带。本实用新型面罩紧密贴合于患者

面部，在胃镜操作时防止患者出现舌后坠的现

象，能为患者提供一个高氧浓度的氧气空间，同

时又能通过鼻腔采集患者呼出气体，并通过监测

呼气末二氧化碳波形的变化更好的判断患者的

呼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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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胃镜专用复合型面罩，其特征在于：包括面罩本体，所述面罩本体的下部正对患

者口腔部位设置有胃镜插面，所述胃镜插面的内部设置有口咽通气道，所述面罩本体的上

部正对患者鼻腔部位设置有连接母管，所述连接母管的一端连接有二氧化碳采样管，所述

连接母管的另一端连接有导气管，所述面罩本体的左侧设置有氧气接头，所述面罩本体的

右侧设置有呼气单向阀片，所述面罩本体上与鼻梁相对应的部位设置有硬质塑形环，所述

面罩本体的下端沿上设置有固定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胃镜专用复合型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胃镜插面由四片弧度

为90°的非透明片组成，相邻两片所述非透明片之间通过点断式点痕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胃镜专用复合型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母管包括固定

管，所述固定管的顶部设置有挡块，所述挡块的顶部设置有第一连接管，所述挡块和所述第

一连接管设置在所述面罩本体的外侧，所述固定管的底部设置有第二连接管，所述第二连

接管设置在所述面罩本体的内侧，所述固定管、所述挡块、所述第一连接管和所述第二连接

管为一体成型结构，所述连接母管的中间设置有贯穿的气孔，所述第二连接管上套接有所

述二氧化碳采样管，所述第一连接管上套接有所述导气管。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胃镜专用复合型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面罩本体的上部正对

患者鼻腔部位设置有安装孔，所述固定管的外径尺寸与所述安装孔的内径尺寸相匹配，所

述固定管与所述安装孔之间通过螺纹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胃镜专用复合型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二氧化碳采样管包括

医用波纹管，所述医用波纹管的一端设置有第三连接管，所述第三连接管套接在所述第二

连接管上，所述医用波纹管的另一端设置有插接管，所述插接管放置于患者的鼻腔内。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胃镜专用复合型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插接管的管径小于所

述二氧化碳采样管的管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胃镜专用复合型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面罩本体上与所述呼

气单向阀片相对应的部位设置有多个贯穿孔，所述呼气单向阀片的中间设置有单向阀片悬

挂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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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胃镜专用复合型面罩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胃镜专用复合型面罩。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为了防止患者缺氧，在进行无痛胃镜检查时，通常采用鼻导管的方式对患者

进行供氧，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仅仅是将鼻导管搭在患者鼻孔内，无法有效提高吸入氧气

的浓度。而目前临床所采用的氧气面罩仅仅具备供氧功能，无法实现内窥镜的插入，因而也

无法适用于无痛检查。

[0003] 现有的普通面罩吸氧密闭性不好，不能为患者提供一个高氧浓度的氧气空间，患

者在带上面罩吸氧的时候，不能进行二氧化碳采样，无法同时监测呼气末二氧化碳；对于麻

醉病人或昏迷病人，由于支持舌维持上呼吸道通畅的口底和咽部肌肉松弛，舌和会厌可向

后坠入咽后壁，从而导致上呼吸道梗阻，由于处于麻醉状态，因此在进行无痛胃镜的同时，

需要使用口咽通气道保持气道开放，但是口咽通气道和面罩分离单独放置时经常发生位

移，不能完美的托起患者的后坠舌根。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胃镜专用复合型面罩，解决现有的普通面罩吸氧密

闭性不好，不能为患者提供一个高氧浓度的氧气空间，无法同时监测呼气末二氧化碳，无法

解决患者全麻后舌后坠的问题。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本实用新型一种胃镜专用复合型面罩，包括面罩本体，所述面罩本体的下部正对

患者口腔部位设置有胃镜插面，所述胃镜插面的内部设置有口咽通气道，所述面罩本体的

上部正对患者鼻腔部位设置有连接母管，所述连接母管的一端连接有二氧化碳采样管，所

述连接母管的另一端连接有导气管，所述面罩本体的左侧设置有氧气接头，所述面罩本体

的右侧设置有呼气单向阀片，所述面罩本体上与鼻梁相对应的部位设置有硬质塑形环，所

述面罩本体的下端沿上设置有固定带。

[0007] 进一步的，所述胃镜插面由四片弧度为90°的非透明片组成，相邻两片所述非透明

片之间通过点断式点痕连接。

[0008] 再进一步的，所述连接母管包括固定管，所述固定管的顶部设置有挡块，所述挡块

的顶部设置有第一连接管，所述挡块和所述第一连接管设置在所述面罩本体的外侧，所述

固定管的底部设置有第二连接管，所述第二连接管设置在所述面罩本体的内侧，所述固定

管、所述挡块、所述第一连接管和所述第二连接管为一体成型结构，所述连接母管的中间设

置有贯穿的气孔，所述第二连接管上套接有所述二氧化碳采样管，所述第一连接管上套接

有所述导气管。

[0009] 再进一步的，所述面罩本体的上部正对患者鼻腔部位设置有安装孔，所述固定管

的外径尺寸与所述安装孔的内径尺寸相匹配，所述固定管与所述安装孔之间通过螺纹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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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0010] 再进一步的，所述二氧化碳采样管包括医用波纹管，所述医用波纹管的一端设置

有第三连接管，所述第三连接管套接在所述第二连接管上，所述医用波纹管的另一端设置

有插接管，所述插接管放置于患者的鼻腔内。

[0011] 再进一步的，所述插接管的管径小于所述二氧化碳采样管的管径。

[0012] 再进一步的，所述面罩本体上与所述呼气单向阀片相对应的部位设置有多个贯穿

孔，所述呼气单向阀片的中间设置有单向阀片悬挂柱。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

[0014] 本实用新型一种胃镜专用复合型面罩，包括面罩本体，面罩本体的下部正对患者

口腔部位设置有胃镜插面，胃镜插面的内部设置有口咽通气道，面罩本体的上部正对患者

鼻腔部位设置有连接母管，连接母管的一端连接有二氧化碳采样管，连接母管的另一端连

接有导气管，面罩本体的左侧设置有氧气接头，面罩本体的右侧设置有呼气单向阀片，面罩

本体上与鼻梁相对应的部位设置有硬质塑形环，面罩本体的下端沿上设置有固定带；本实

用新型可塑型面罩紧密贴合于患者面部，并保证在胃镜操作时防止患者出现舌后坠的现

象，能更好的为患者提供一个高氧浓度的氧气空间，同时又能有效通过鼻腔采集患者呼出

气体，并通过监测呼气末二氧化碳波形的变化更好的判断患者的呼吸功能。

附图说明

[0015]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胃镜专用复合型面罩主视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胃镜专用复合型面罩剖视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连接母管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实用新型二氧化碳采样管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标记说明：1、面罩本体；2、胃镜插面；3、连接母管；4、氧气接头；5、二氧化碳采

样管；6、导气管；7、呼气单向阀片；8、单向阀片悬挂柱；9、口咽通气道；10、硬质塑形环；11、

固定带；101、安装孔；102、贯穿孔；30、固定管；31、挡块；32、第一连接管；33、第二连接管；

34、气孔；50、医用波纹管；51、第三连接管；52、插接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如图1‑4所示，一种胃镜专用复合型面罩，包括面罩本体1，所述面罩本体1的下部

正对患者口腔部位设置有胃镜插面2，所述胃镜插面2的内部设置有口咽通气道9，所述面罩

本体1的上部正对患者鼻腔部位设置有连接母管3，所述连接母管3的一端连接有二氧化碳

采样管5，所述连接母管3的另一端连接有导气管6，所述面罩本体1的左侧设置有氧气接头

4，所述面罩本体1的右侧设置有呼气单向阀片7，所述面罩本体1上与鼻梁相对应的部位设

置有硬质塑形环10，所述面罩本体1的下端沿上设置有固定带11；具体的，所述面罩本体1由

透明塑料制成，既具备一定的软度又具备一定的硬度，以保持面罩的形状；所述硬质塑形环

10采用不锈钢材质制成，由于面罩本体采用软质透明塑料制成，难以与患者鼻梁较好贴合，

通过挤压硬质塑形环，能够对鼻梁处的面罩进行调整，使之与患者鼻梁贴合；固定带11为面

罩常用松紧式固定带，其两个游离端安装在面罩本体1的下端沿上，中间部分套在患者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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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面罩本体1进行固定；氧气接头4连接输氧管，用于为患者输送氧气；口咽通气道9与面

罩本体1连接处设计侧孔，以利于气体进出，口咽通气道9放置于患者口腔内起到托起患者

后坠舌根的作用，并且可以引导胃镜直达患者食道开口处；本实用新型可塑型面罩紧密贴

合于患者面部，并保证在胃镜操作时防止患者出现舌后坠的现象，能更好的为患者提供一

个高氧浓度的氧气空间，同时又能有效通过鼻腔采集患者呼出气体，并通过监测呼气末二

氧化碳波形的变化更好的判断患者的呼吸功能。

[0022] 具体来说，所述胃镜插面2由四片弧度为90°的非透明片组成，相邻两片所述非透

明片之间通过点断式点痕连接；当需要某个插面时，将该插面的点断式点痕捅开即可，若不

需要该插面，其点断式点痕能够确保插面具有一定的密封性，不会对通氧造成不利影响，因

此本实施例中的面罩也可以作为单纯通氧面罩使用。

[0023] 如图3所示，所述连接母管3包括固定管30，所述固定管30的顶部设置有挡块31，所

述挡块31的顶部设置有第一连接管32，所述挡块31和所述第一连接管32设置在所述面罩本

体1的外侧，所述固定管30的底部设置有第二连接管33，所述第二连接管33设置在所述面罩

本体1的内侧，所述固定管30、所述挡块31、所述第一连接管32和所述第二连接管33为一体

成型结构，所述连接母管3的中间设置有贯穿的气孔34，所述第二连接管33上套接有所述二

氧化碳采样管5，所述第一连接管32上套接有所述导气管6，所述导气管6的另一端与二氧化

碳分析仪器连接，实现了患者呼气末二氧化碳的实时监测，以确保患者存在正常呼吸，有效

提高了患者检查过程中的安全系数。

[0024] 所述面罩本体1的上部正对患者鼻腔部位设置有安装孔101，所述固定管30的外径

尺寸与所述安装孔101的内径尺寸相匹配，所述固定管30与所述安装孔101之间通过螺纹连

接，使得所述连接母管3可拆卸，当不需要进行呼气末二氧化碳监测时，可以将连接母管3拆

下来，通过备用塞将安装孔101封闭，此时面罩可以作为普通胃镜面罩使用。

[0025] 如图4所示，所述二氧化碳采样管5包括医用波纹管50，所述医用波纹管50的一端

设置有第三连接管51，所述第三连接管51套接在所述第二连接管33上，所述医用波纹管50

的另一端设置有插接管52，所述插接管52放置于患者的鼻腔内；具体的，医用波纹管50具备

质地软、可拉伸收缩、调节角度和保持塑性等优点，不用时置于面罩内一侧，占地小，不影响

面罩供氧通气。

[0026] 所述插接管52的管径小于所述二氧化碳采样管5的管径，提高患者的舒适性。

[0027] 所述面罩本体1上与所述呼气单向阀片7相对应的部位设置有多个贯穿孔102，所

述呼气单向阀片7的中间设置有单向阀片悬挂柱8；具体的，所述呼气单向阀片7为一软质塑

料片，所述贯穿孔102的个数优选为六个，六个所述贯穿孔102沿所述呼气单向阀片7的周边

均匀设置，当患者处于吸气相时，面罩内轻度负压状态，氧气通过输氧管进入面罩内，面罩

侧面的呼气单向阀片由于负压作用紧紧贴合在面罩上，起到封闭作用；当患者处于呼气相

时，面罩内轻度正压状态，单向阀片的周边被气流掀起，既有助于及时将面罩内的二氧化碳

排出，防止其反流，又能够对患者的呼气进行直观判断。

[0028] 本实用新型的使用过程如下：

[0029] 步骤一，医护人员检查该装置的完好性和各处连接的温稳定性；步骤二，将固定管

30螺纹连接在安装孔101内，第一连接管32上套接有导气管6，将导气管6的另一端连接到二

氧化碳分析仪器上，将二氧化碳采样管5的第三连接管51套接在所述第二连接管33上，将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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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52插入患者鼻前庭开口处，使用固定带11将面罩本体1固定在患者头部合适的位置上；

步骤三，将胃镜插面2的点断式点痕捅开，把口咽通气道9从胃镜插面2放入患者口腔内，将

患者后坠舌根托起；步骤四，胃镜从胃镜插面2插入，对患者进行检查。

[0030] 本实用新型中涉及的面罩本体、胃镜插面、氧气接头、导气管、呼气单向阀片、单向

阀片悬挂柱、口咽通气道、硬质塑形环、固定带和医用波纹管等均属于现有技术，在此不再

详述。

[0031]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实用新型的

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实用新

型的技术方案做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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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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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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