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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呼吸机上的呼吸输送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呼吸机上的呼吸输送

装置，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解决个别患者并

不使用鼻部进行呼吸且呼气时易产生水蒸气从

而造成患者不适的问题；所述呼吸面罩为分为上

下两半圆球结构设置的医用橡胶材质，且所述呼

吸面罩的弧面侧上端安装有供吸机构，由于设置

呼吸面罩，其中设置的呼吸面罩主体贴脸侧粘接

有密封软条，密封软条的设置可紧密贴合使用者

的脸部，不仅可以保证了氧气的气密性不会造成

泄漏且避免了硬物压在面部造成患者不舒适的

问题，且呼吸面罩主体的上下两端还对称设置有

第一绑带固定块和第二绑带固定块，可更好的贴

合使用者的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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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呼吸机上的呼吸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呼吸面罩（1），第一固定带（2），第

二固定带（3），呼出机构（4）；所述呼吸面罩（1）为分为上下两半圆球结构设置的医用橡胶材

质，且所述呼吸面罩（1）的弧面侧上端安装有供吸机构（5）；所述呼吸面罩（1）的弧面侧下端

开设有呼出机构（4）；所述第一固定带（2）和第二固定带（3）上下活动连接在呼吸面罩（1）的

两端外侧面位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呼吸机上的呼吸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呼吸面罩（1）包括有

呼吸面罩主体（101）、密封软条（102）、第一绑带固定块（103）、固定带槽（104）和第二绑带固

定块（105），所述呼吸面罩主体（101）的贴面侧粘接有密封软条（102），所述第一绑带固定块

（103）共设有两处，分别活动连接在呼吸面罩主体（101）的上半球两端外侧面位置，所述第

二绑带固定块（105）共设有两处，分别活动连接在呼吸面罩主体（101）的下半球两端外侧面

位置，所述第一绑带固定块（103）和第二绑带固定块（105）的未连接呼吸面罩主体（101）的

一端均开设有固定带槽（104）。

3.如权利要求1所述呼吸机上的呼吸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固定带（2）包括

有塑制绑带（201）和松紧幅度调节旋钮（202），所述塑制绑带（201）的外周面中心位置活动

连接有松紧幅度调节旋钮（202），所述松紧幅度调节旋钮（202）转动时会缩紧塑制绑带

（201）。

4.如权利要求1所述呼吸机上的呼吸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呼出机构（4）包括有

呼出阀体（401）、医用棉质隔离网（402）、活性炭过滤网（403）和空气滤网（404），所述呼出阀

体（401）为贯通式设计，所述呼出阀体（401）的一端固定连接有空气滤网（404），所述空气滤

网（404）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活性炭过滤网（403），所述活性炭过滤网（403）远离空气滤网

（404）的一端还安装有医用棉质隔离网（402），所述医用棉质隔离网（402）和活性炭过滤网

（403）的外周面均贴合呼出阀体（401）的内壁。

5.如权利要求1所述呼吸机上的呼吸输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供吸机构（5）包括有

供吸连接柱（501）、第一供氧软管（502）、压力管（503）、压力阀（504）和第二供氧软管（505），

所述供吸连接柱（501）的外周面两端对称贯通连接有第二供氧软管（505）和第一供氧软管

（502），所述第一供氧软管（502）的外周面固定连接有压力管（503），所述压力管（503）的外

周面一端暗转有压力阀（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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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呼吸机上的呼吸输送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械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特别涉及一种呼吸机上的呼吸

输送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代临床医学中，呼吸机作为一项能人工替代自主通气功能的有效手段，已普

遍用于各种原因所致的呼吸衰竭、大手术期间的麻醉呼吸管理、呼吸支持治疗和急救复苏

中，在现代医学领域内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呼吸机是一种能够起到预防和治疗呼吸衰竭，

减少并发症，挽救及延长病人生命的至关重要的医疗设备。

[0003] 而现有的呼吸机输送装置多为鼻塞式设计，而有些患者并不使用鼻部进行呼吸且

呼气时易产生水蒸气从而造成患者不适。

[0004] 于是，有鉴于此，针对现有的结构及缺失予以研究改良，提供一种呼吸机上的呼吸

输送装置，以期达到更具有更加实用价值性的目的。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呼吸机上的呼吸输送装置，以解决

个别患者并不使用鼻部进行呼吸且呼气时易产生水蒸气从而造成患者不适的问题。

[0006] 本实用新型呼吸机上的呼吸输送装置的目的与功效，由以下具体技术手段所达

成：

[0007] 一种呼吸机上的呼吸输送装置，包括呼吸面罩，第一固定带，第二固定带，呼出机

构；所述呼吸面罩为分为上下两半圆球结构设置的医用橡胶材质，且所述呼吸面罩的弧面

侧上端安装有供吸机构；所述呼吸面罩的弧面侧下端开设有呼出机构；所述第一固定带和

第二固定带上下活动连接在呼吸面罩的两端外侧面位置。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呼吸面罩包括有呼吸面罩主体、密封软条、第一绑带固定块、固定

带槽和第二绑带固定块，所述呼吸面罩主体的贴面侧粘接有密封软条，所述第一绑带固定

块共设有两处，分别活动连接在呼吸面罩主体的上半球两端外侧面位置，所述第二绑带固

定块共设有两处，分别活动连接在呼吸面罩主体的下半球两端外侧面位置，所述第一绑带

固定块和第二绑带固定块的未连接呼吸面罩主体的一端均开设有固定带槽。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固定带包括有塑制绑带和松紧幅度调节旋钮，所述塑制绑带

的外周面中心位置活动连接有松紧幅度调节旋钮，所述松紧幅度调节旋钮转动时会缩紧塑

制绑带。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呼出机构包括有呼出阀体、医用棉质隔离网、活性炭过滤网和空气

滤网，所述呼出阀体为贯通式设计，所述呼出阀体的一端固定连接有空气滤网，所述空气滤

网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活性炭过滤网，所述活性炭过滤网远离空气滤网的一端还安装有医用

棉质隔离网，所述医用棉质隔离网和活性炭过滤网的外周面均贴合呼出阀体的内壁。

[0011] 进一步的，所述供吸机构包括有供吸连接柱、第一供氧软管、压力管、压力阀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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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氧软管，所述供吸连接柱的外周面两端对称贯通连接有第二供氧软管和第一供氧软

管，所述第一供氧软管的外周面固定连接有压力管，所述压力管的外周面一端暗转有压力

阀。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3] 由于设置呼吸面罩，其中设置的呼吸面罩主体贴脸侧粘接有密封软条，密封软条

的设置可紧密贴合使用者的脸部，不仅可以保证了氧气的气密性不会造成泄漏且避免了硬

物压在面部造成患者不舒适的问题，且呼吸面罩主体的上下两端还对称设置有第一绑带固

定块和第二绑带固定块，可更好的贴合使用者的面部，由于设置第一固定带，其中设置的松

紧幅度调节旋钮可在使用时根据使用患者的头部围度不同自由调整塑制绑带的松紧幅度，

避免了传统的塑制绑带贴合面部效果不好且可能会因为翻动而造成面罩脱落的问题，由于

设置呼出机构，其中设置的医用棉质隔离网不但可将患者呼出的病毒进行隔离，且棉质结

构会吸收患者呼出的气体中的气化液体，可避免了传统面罩无法顺利将患者所呼出的气体

进行收集从而造成患者面部不适的问题，由于设置供吸机构，其中设置的压力阀可通过旋

动调节压力管，可实现对第一供氧软管的加压供氧作用，可辅助特殊的危重患者进行呼吸。

[0014] 本实用新型的其它优点、目标和特征将部分通过下面的说明体现，部分还将通过

对本实用新型的研究和实践而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所理解。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呼吸面罩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一固定带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呼出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图1中A处的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部件名称与附图编号的对应关系为：

[0021] 1、呼吸面罩；101、呼吸面罩主体；102、密封软条；103、第一绑带固定块；104、固定

带槽；105、第二绑带固定块；2、第一固定带；201、塑制绑带；202、松紧幅度调节旋钮；3、第二

固定带；4、呼出机构；401、呼出阀体；402、医用棉质隔离网；403、活性炭过滤网；404、空气滤

网；5、供吸机构；501、供吸连接柱；502、第一供氧软管；503、压力管；504、压力阀；505、第二

供氧软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施例

用于说明本实用新型，但不能用来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0023]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除非另有说明，“多个”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术语

“上”、“下”、“左”、“右”、“内”、“外”、“前端”、“后端”、“头部”、“尾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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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术语“第一”、“第二”、“第三”等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

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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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相

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

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对于本

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含义。

[0025] 实施例：

[0026] 如附图1至附图5所示：

[0027]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呼吸机上的呼吸输送装置，包括呼吸面罩1，第一固定带2，第

二固定带3，呼出机构4；呼吸面罩1为分为上下两半圆球结构设置的医用橡胶材质，且呼吸

面罩1的弧面侧上端安装有供吸机构5；呼吸面罩1的弧面侧下端开设有呼出机构4；第一固

定带2和第二固定带3上下活动连接在呼吸面罩1的两端外侧面位置。

[0028] 其中，呼吸面罩1包括有呼吸面罩主体101、密封软条102、第一绑带固定块103、固

定带槽104和第二绑带固定块105，呼吸面罩主体101的贴面侧粘接有密封软条102，第一绑

带固定块103共设有两处，分别活动连接在呼吸面罩主体101的上半球两端外侧面位置，第

二绑带固定块105共设有两处，分别活动连接在呼吸面罩主体101的下半球两端外侧面位

置，第一绑带固定块103和第二绑带固定块105的未连接呼吸面罩主体101的一端均开设有

固定带槽104，其中设置的呼吸面罩主体101贴脸侧粘接有密封软条102，密封软条102的设

置可紧密贴合使用者的脸部，不仅可以保证了氧气的气密性不会造成泄漏且避免了硬物压

在面部造成患者不舒适的问题，且呼吸面罩主体101的上下两端还对称设置有第一绑带固

定块103和第二绑带固定块105，可更好的贴合使用者的面部。

[0029] 其中，第一固定带2包括有塑制绑带201和松紧幅度调节旋钮202，塑制绑带201的

外周面中心位置活动连接有松紧幅度调节旋钮202，松紧幅度调节旋钮202转动时会缩紧塑

制绑带201，其中设置的松紧幅度调节旋钮202可在使用时根据使用患者的头部围度不同自

由调整塑制绑带201的松紧幅度，避免了传统的塑制绑带201贴合面部效果不好且可能会因

为翻动而造成面罩脱落的问题。

[0030] 其中，呼出机构4包括有呼出阀体401、医用棉质隔离网402、活性炭过滤网403和空

气滤网404，呼出阀体401为贯通式设计，呼出阀体401的一端固定连接有空气滤网404，空气

滤网404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活性炭过滤网403，活性炭过滤网403远离空气滤网404的一端还

安装有医用棉质隔离网402，医用棉质隔离网402和活性炭过滤网403的外周面均贴合呼出

阀体401的内壁，其中设置的医用棉质隔离网402不但可将患者呼出的病毒进行隔离，且棉

质结构会吸收患者呼出的气体中的气化液体，可避免了传统面罩无法顺利将患者所呼出的

气体进行收集从而造成患者面部不适的问题。

[0031] 其中，供吸机构5包括有供吸连接柱501、第一供氧软管502、压力管503、压力阀504

和第二供氧软管505，供吸连接柱501的外周面两端对称贯通连接有第二供氧软管505和第

一供氧软管502，第一供氧软管502的外周面固定连接有压力管503，压力管503的外周面一

端暗转有压力阀504，其中设置的压力阀504可通过旋动调节压力管503，可实现对第一供氧

软管502的加压供氧作用，可辅助特殊的危重患者进行呼吸。

[0032] 本实施例的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

[0033] 当使用时，首先通过松动第一固定带2中的松紧幅度调节旋钮202调节塑制绑带

201的松紧幅度，其中第二固定带3需要做相同操作，然后将呼吸面罩1中的呼吸面罩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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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贴面侧所设置的密封软条102贴紧患者的脸部，然后再通过反向旋转松紧幅度调节旋钮

202将第一固定带2和第二固定带3调整到合适位置，然后再通过供吸机构5中的第一供氧软

管502和第二供氧软管505通过供吸连接柱501对患者进行供氧操作，如遇到患者自主呼吸

困难的情况出现，可通过旋动压力阀504通过压力管503进行加压供氧，以确保可更好的对

患者进行供氧，其中，患者呼出的气体可通过呼出机构4中的医用棉质隔离网402进行对水

蒸气及病毒的隔离过滤，可避免二次传染及水蒸气积聚而造成的患者不适，可更加方便患

者进行使用。

[0034] 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是为了示例和描述起见而给出的，而并不是无遗漏的或者将

本实用新型限于所公开的形式。很多修改和变化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

见的。选择和描述实施例是为了更好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实际应用，并且使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能够理解本实用新型从而设计适于特定用途的带有各种修改的各种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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