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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医院ICU病房用吸痰

供氧管装置，包括吸痰转化装置、连接装置和供

氧管，所述吸痰转化装置输出端安装有吸痰管，

所述吸痰管一端安装有吸痰器，所述吸痰管上安

装有固定装置，且固定装置位于吸痰器一侧，所

述吸痰管通过连接装置连接有供氧管，所述供氧

管一端安装有氧气呼吸器，所述供氧管另一端安

装有氧气转换器。本实用新型通过在氧气呼吸器

上安装有呼吸面罩，通过呼吸面罩用于罩住患者

的口鼻，便于患者进行呼吸，通过在氧气呼吸器

上安装有过滤器，通过过滤器进行过滤空气中的

杂质和患者呼出的气体，避免患者身上可能携带

的病毒通过呼吸传播出去，对医生造成危害，提

高装置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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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医院ICU病房用吸痰供氧管装置，包括吸痰转化装置(1)、连接装置(5)和供氧管

(6)，其特征在于：所述吸痰转化装置(1)输出端安装有吸痰管(2)，所述吸痰管(2)一端安装

有吸痰器(3)，所述吸痰管(2)上安装有固定装置(4)，且固定装置(4)位于吸痰器(3)一侧，

所述吸痰管(2)通过连接装置(5)连接有供氧管(6)，所述供氧管(6)一端安装有氧气呼吸器

(7)，所述供氧管(6)另一端安装有氧气转换器(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医院ICU病房用吸痰供氧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痰

转化装置(1)一侧安装有固定连接口(101)，固定连接口(101)安装在转化器(102)一侧，转

化器(102)上方安装有控制阀(104)，转化器(102)另一侧安装有连接件(103)，转化器(102)

下方安装有存痰瓶(10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医院ICU病房用吸痰供氧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痰

器(3)内部安装有吸痰口(301)，吸痰口(301)一端安装有固定孔(30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医院ICU病房用吸痰供氧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

装置(4)内部安装有固定板(401)，固定板(401)内部安装有固定口(403)，所述固定板(401)

上安装有绑带(40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医院ICU病房用吸痰供氧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

装置(5)内部安装有第一固定件(501)，第一固定件(501)通过固定螺栓(502)嵌合安装有第

二固定件(50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医院ICU病房用吸痰供氧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供氧

管(6)一端安装有连接插口(60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医院ICU病房用吸痰供氧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氧气

呼吸器(7)内部安装有呼吸面罩(701)，所述呼吸面罩(701) 内部安装有过滤器(702)，所述

呼吸面罩(701)底板安装有固定带(703)。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医院ICU病房用吸痰供氧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氧气

转换器(8)内部安装有转化仪(801)，转化仪(801)一侧安装有控制钮(803)，转化仪(801)一

端安装有连接头(802)，所述转化仪(801)下方安装有过滤管(804)和换气瓶(805)，且过滤

管(804)位于换气瓶(805)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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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医院ICU病房用吸痰供氧管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医院ICU病房用吸痰供氧管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ICU即重症加强护理病房，又称加强监护病房综合治疗室，治疗、护理、康复均可同

步进行，为重症或昏迷患者提供隔离场所和设备，提供最佳护理、综合治疗、医养结合，术后

早期康复、关节护理运动治疗等服务。有针对性的监测供给，又被称为深切治疗部。是随着

医疗、护理、康复等专业的共同发展、新型医疗设备的诞生和医院管理体制的改进而出现的

一种集现代化医疗、护理、康复技术为一体的医疗组织管理形式。

[0003] 现有的ICU病房用吸痰供氧管装置在的缺陷是：

[0004] 1、现有的ICU病房用吸痰供氧管装置的吸痰管，在插在患者咽喉处后，装置容易发

生安装不稳定的情况，需要胶带进行固定，给工作人员的使用带来了不便；

[0005] 2、现有的ICU病房用吸痰供氧管装置的管道之间连接的比较紧密，缺少调节装置，

且管道区别较小，装置在安装过程中容易弄错；

[0006] 3、现有的ICU病房用吸痰供氧管装置的安装比较复杂，且装置容易受到外界影响，

对患者的治疗产生影响。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医院ICU病房用吸痰供氧管装置，以解决上述背

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医院ICU  病房用吸痰供氧

管装置，包括吸痰转化装置、连接装置和供氧管，所述吸痰转化装置输出端安装有吸痰管，

所述吸痰管一端安装有吸痰器，所述吸痰管上安装有固定装置，且固定装置位于吸痰器一

侧，所述吸痰管通过连接装置连接有供氧管，所述供氧管一端安装有氧气呼吸器，所述供氧

管另一端安装有氧气转换器。

[0009] 优选的，所述吸痰转化装置一侧安装有固定连接口，固定连接口安装在转化器一

侧，转化器上方安装有控制阀，转化器另一侧安装有连接件，转化器下方安装有存痰瓶。

[0010] 优选的，所述吸痰器内部安装有吸痰口，吸痰口一端安装有固定孔。

[0011] 优选的，所述固定装置内部安装有固定板，固定板内部安装有固定口，所述固定板

上安装有绑带。

[0012] 优选的，所述连接装置内部安装有第一固定件，第一固定件通过固定螺栓嵌合安

装有第二固定件。

[0013] 优选的，所述供氧管一端安装有连接插口。

[0014] 优选的，所述氧气呼吸器内部安装有呼吸面罩，所述呼吸面罩内部安装有过滤器，

所述呼吸面罩底板安装有固定带。

[0015] 优选的，所述氧气转换器内部安装有转化仪，转化仪一侧安装有控制钮，转化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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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安装有连接头，所述转化仪下方安装有过滤管和换气瓶，且过滤管位于换气瓶内侧。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7] 1、本实用新型通过在吸痰管上安装有固定装置，通过固定装置进行固定吸痰管，

提高装置的稳定性，通过在固定装置上安装有固定口，通过固定口进行固定吸痰管，用于保

证装置的稳定性，通过在固定装置上安装有绑带，绑带将装置安装在患者脖子处，用于避免

吸痰器在患者咽喉处，发生移动的情况，保证患者的安全，避免装置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脱落

的情况。

[0018] 2、本实用新型通过在装置上安装有连接装置，通过连接装置进行连接吸痰管和供

氧管，将装置组成整体，通过在连接装置上安装有固定螺栓，固定螺栓通过第一固定件和第

二固定件上的滑槽进行调整位置，用于调节装置的大小，提高装置的可调节性。

[0019] 3、本实用新型通过在氧气呼吸器上安装有呼吸面罩，通过呼吸面罩用于罩住患者

的口鼻，便于患者进行呼吸，通过在氧气呼吸器上安装有过滤器，通过过滤器进行过滤空气

中的杂质和患者呼出的气体，避免患者身上可能携带的病毒通过呼吸传播出去，对医生造

成危害，提高装置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治疗台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移动架和支撑架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护膝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固脚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1、吸痰转化装置；101、固定连接口；102、转化器；103、连接件；104、控制阀；

105、存痰瓶；2、吸痰管；3、吸痰器；301、吸痰口；302、固定孔；4、固定装置；401、固定板；402、

绑带；403、固定口；5、连接装置；501、第一固定件；502、固定螺栓；503、第二固定件；6、供氧

管；601、连接插口；7、氧气呼吸器；701、呼吸面罩；702、过滤器；703、固定带；8、氧气转换器；

801、转化仪；802、连接头；803、控制钮；804、过滤管；805、换气瓶。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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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7] 请参阅图1-5，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实施例：一种医院ICU病房用吸痰供氧管装

置，包括吸痰转化装置1、连接装置5和供氧管6，吸痰转化装置1用于安装在病房的吸引孔

上，用于将痰储存下来，所述吸痰转化装置1输出端安装有吸痰管2，吸痰管2用于吸痰，将痰

从人体中吸出，所述吸痰管2一端安装有吸痰器3，通过吸痰器3将痰吸出，传输到吸痰管2

内，所述吸痰管2上安装有固定装置4，固定装置4用于固定吸痰器3，在吸痰器3固定在人体

嗓子内，通过固定装置4进行固定吸痰器3，提高装置的稳定性，且固定装置4位于吸痰器3一

侧，所述吸痰管2通过连接装置5连接有供氧管6，将吸痰管2和供氧管6连为一体，提高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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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性，所述供氧管6一端安装有氧气呼吸器7，氧气呼吸器7用于安装在患者的口鼻处，

为患者进行供氧，所述供氧管6另一端安装有氧气转换器8，氧气转换器8  将空气和氧气进

行混合和过滤，然后再通过供养管6传输到氧气呼吸器7处，为患者进行供氧，提高装置的功

能性。

[0028] 进一步，所述吸痰转化装置1一侧安装有固定连接口101，固定连接口101安装在病

房的吸引口处，用于提供吸力，固定连接口101  安装在转化器102一侧，转化器102用于将痰

过滤出来，通过控制阀  104进行控制装置的运行，转化器102上方安装有控制阀104，转化器

102另一侧安装有连接件103，连接件103用于连接吸痰管2，用于传输痰，转化器102下方安

装有存痰瓶105，用于储存痰，在一定时间后，将存痰瓶105更换下来，将存痰瓶105交给专门

的人进行处理，避免装置内有病毒流出。

[0029] 进一步，所述吸痰器3内部安装有吸痰口301，吸痰口301用于将痰从病人嗓子吸

出，吸痰口301一端安装有固定孔302，固定孔302  用于连接吸痰管2，提高装置的稳定性。

[0030] 进一步，所述固定装置4内部安装有固定板401，通过固定板401  进行固定吸痰器

3，提高吸痰器3的稳定性，同时保证患者的安全，固定板401内部安装有固定口403，所述固

定板401上安装有绑带  402，绑带402用于将装置固定在管道插入处，提高装置的稳定性，避

免装置发生移动的情况。

[0031] 进一步，所述连接装置5内部安装有第一固定件501，第一固定件501通过固定螺栓

502嵌合安装有第二固定件503，第一固定件501  和第二固定件503通过滑槽进行调节大小，

用于调节装置的大小，提高装置的可调节性。

[0032] 进一步，所述供氧管6一端安装有连接插口601，通过连接插口  601将供氧管6固定

在氧气转换器8一侧，提高装置的稳定性。

[0033] 进一步，所述氧气呼吸器7内部安装有呼吸面罩701，呼吸面罩  701用于罩住患者

的口鼻，便于患者进行呼吸，所述呼吸面罩701内部安装有过滤器702，过滤器702进行过滤

杂质，避免患者身上可能携带的病毒通过呼吸传播出去，对医生造成危害，所述呼吸面罩

701  底板安装有固定带703，通过固定带703将装置安装在患者头部，避免装置在使用过程

中产生脱落的情况。

[0034] 进一步，所述氧气转换器8内部安装有转化仪801，通过转化仪  801进行转换氧气，

是氧气到达病人可以使用的程度，转化仪801一侧安装有控制钮803，通过控制钮803进行调

节氧气的大小，提高装置的可调节性，转化仪801一端安装有连接头802，连接头802进行将

装置固定在病房的供氧口上，提高装置的稳定性，所述转化仪801  下方安装有过滤管804和

换气瓶805，通过过滤管804和换气瓶805  进行转化氧气，提高装置的实用性，且过滤管804

位于换气瓶805内侧。

[0035] 工作原理：首先医生对装置进行检查，确定是否安全，并对与患者接触的部分进行

仔细的消毒过后，然后对装置进行消毒，将吸痰转化装置1安装在吸引口处，将氧气转换器8

安装在病房的供氧口处，然后将装置上的吸痰器3插到患者的咽喉处进行吸痰，通过固定装

置  4固定在脖子上，通过绑带402进行固定，提高装置的稳定性，将氧气呼吸器7放在患者口

鼻处，为患者提供氧气，通过固定带703将装置固定在患者头部，避免装置发生脱落，提高装

置的稳定性。

[0036]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实用新型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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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不背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实用新

型。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实用新

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

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实用新型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

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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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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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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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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