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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领域，公开了一种

呼吸装置及呼吸机，包括气源切换阀、主阀、比例

阀及气体混合器顺次连通而成的气体混合模块，

所述气体混合模块包括所述气源切换阀的出气

口与所述主阀的进气口之间的第一管路，其中，

所述比例阀的出气口与所述气体混合器的第一

个进气口之间相连通；吸气单向阀、模拟肺及呼

气阀顺次连通而成的呼吸控制模块，所述呼吸控

制模块的进气口与所述气体混合模块的出气口

之间设有连通管路；所述呼吸控制模块的出气口

与所述第一管路之间通过第二管路互相连通；能

对人体呼出的废气进行再利用，减少加湿装置，

节约高压氧气，节约能源，提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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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呼吸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气源切换阀、主阀、比例阀及气体混合器顺次连通而成的气体混合模块，所述气体混合

模块包括所述气源切换阀的出气口与所述主阀的进气口之间的第一管路，其中，所述比例

阀的出气口与所述气体混合器的第一个进气口之间相连通；

吸气单向阀、模拟肺及呼气阀顺次连通而成的呼吸控制模块，所述呼吸控制模块的进

气口与所述气体混合模块的出气口之间设有连通管路；

所述呼吸控制模块的出气口与所述第一管路之间通过第二管路互相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呼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管路上还设有再循环调压

阀。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呼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呼气阀的进气口与所述模拟

肺的出气口之间还设有呼气控制阀。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呼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呼吸控制模块的进气口与所

述气体混合器的出气管路之间还设有安全阀。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呼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气单向阀的出气口与所述

模拟肺的进气口之间还设有压力传感器。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呼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气单向阀的出气口与所述

模拟肺的进气口之间还设有氧浓度传感器。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呼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模拟肺的进出气管路上设有

流速传感器。

8.一种呼吸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1-7任意一项所述的呼吸装置。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呼吸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高压氧气源模块和低压氧气源模

块，所述高压氧气源模块的出气端口设有第三管路，所述气源切换阀包括两个气源端口，所

述气源端口的其一与所述第三管路相连通、另一与和所述低压氧气源模块的输出管路相连

通。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呼吸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气体混合模块还包括辅阀及氧气

调节阀，所述高压氧气源模块的出气端口还设有第四管路，所述第四管路与所述辅阀、所述

氧气调节阀及所述气体混合器顺次连通，其中，所述氧气调节阀的出气口与所述气体混合

器的第二个进气口之间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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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呼吸装置及呼吸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呼吸装置及呼吸机。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呼吸机能够通过高压气瓶为患者提供氧气，帮助无呼吸、呼吸衰竭或

突发呼吸困难的患者提供肺通气。目前，全世界每年需要使用呼吸机的患者，单单接受全身

麻醉一项的人数已经超过2亿人，还有呼吸衰竭、急救复苏等等需要呼吸支持的患者，可见

呼吸机的市场非常庞大。

[0003] 现有的呼吸机与人体呼吸系统之间的连接方法，一般人体对氧气的利用率大约只

有50％，人体在呼气过程中，废气的残氧量约为吸入气体的50％，废气直接排入大气中，浪

费严重；而且，需要呼吸机另外增设加湿装置将等待吸入的气体加工成为适合人肺的潮湿

气体。总之，目前的呼吸机的氧气气源的利用率较低，且需要增设加湿装置，浪费能源，效益

低下。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旨在提供一种呼吸装置及呼吸机，能对人体呼出的废气进行再利用，

减少加湿装置，节约高压氧气，节约能源，提高效益。

[0005] 为了实现上述实用新型的目的，本实用新型的第一方面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

呼吸装置，包括：

[0006] 气源切换阀、主阀、比例阀及气体混合器顺次连通而成的气体混合模块，所述气体

混合模块包括所述气源切换阀的出气口与所述主阀的进气口之间的第一管路，其中，所述

比例阀的出气口与所述气体混合器的第一个进气口之间相连通；

[0007] 吸气单向阀、模拟肺及呼气阀顺次连通而成的呼吸控制模块，所述呼吸控制模块

的进气口与所述气体混合模块的出气口之间设有连通管路；

[0008] 所述呼吸控制模块的出气口与所述第一管路之间通过第二管路互相连通。

[0009] 优选的，所述第二管路上还设有再循环调压阀。

[0010] 优选的，所述呼气阀的进气口与所述模拟肺的出气口之间还设有呼气控制阀。

[0011] 优选的，所述呼吸控制模块的进气口与所述气体混合器的出气管路之间还设有安

全阀。

[0012] 优选的，所述吸气单向阀的出气口与所述模拟肺的进气口之间还设有压力传感

器。

[0013] 优选的，所述吸气单向阀的出气口与所述模拟肺的进气口之间还设有氧浓度传感

器。

[0014] 优选的，所述模拟肺的进出气管路上设有流速传感器。

[0015] 本实用新型的第二方面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呼吸机，包括上述任意一项所述

的呼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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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优选的，还包括高压氧气源模块和低压氧气源模块，所述高压氧气源模块的出气

端口设有第三管路，所述气源切换阀包括两个气源端口，所述气源端口的其一与所述第三

管路相连通、另一与和所述低压氧气源模块的输出管路相连通。

[0017] 优选的，所述气体混合模块还包括辅阀及氧气调节阀，所述高压氧气源模块的出

气端口还设有第四管路，所述第四管路与所述辅阀、所述氧气调节阀及所述气体混合器顺

次连通，其中，所述氧气调节阀的出气口与所述气体混合器的第二个进气口之间相连通。

[001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能对人体呼出的废气进行再利用，减少加湿装置，节

约高压氧气，节约能源，提高效益。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的原理框图；

[0021]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的整体示意图；

[0022] 其中的附图标记为：

[0023] 10、气体混合模块；101、气源切换阀；102、主阀；103、比例阀；104、气体混合器；

105、第一管路；106、辅阀；107、氧气调节阀；

[0024] 20、呼吸控制模块；201、吸气单向阀；202、模拟肺；203、呼气阀；204、呼气控制阀；

205、安全阀；206、压力传感器；207、氧浓度传感器；208、流速传感器；

[0025] 30、第二管路；301、再循环调压阀；

[0026] 40、高压氧气源模块；401、高压氧气接口；403、高压氧气调压阀；404、第三管路；

405、第四管路；

[0027] 50、低压氧气源模块；501、低压氧气接口；503、低压氧气调压阀；

[0028] 601、雾化接口；602、气源气压上限调节旋钮；603、气压表603。

[002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如图1-图2所示，一种呼吸机，包括呼吸装置、高压氧气源模块40和低压氧气源模

块50，呼吸装置包括气体混合模块10、呼吸控制模块20及第二管路30，所述气体混合模块10

由气源切换阀101、主阀102、比例阀103及气体混合器104顺次连通而成，位于所述气源切换

阀101的出气口与所述主阀102的进气口之间的通气管路为第一管路105，其中，所述气体混

合器104可以包括一个进气口、气体混合腔及一个出气口，比例阀103的出气口与所述气体

混合器104的第一个进气口之间相连通；其中主阀102为电磁阀，比例阀103则是调节阀，用

于调节高压氧气与低压氧气的进气比例；其中的高压氧气源模块40为现有技术中的模块，

一般是提供高压氧气，包括高压氧气接口401、单向阀及高压氧气调压阀403组成的通气模

块，其中高压氧气调压阀403可以通过气源气压上限调节旋钮602进行调节，其电连接为现

有技术内容，不再赘述；而低压氧气源模块50也为现有技术中的模块，一般是提供常温常压

的空气，包括低压氧气接口501、单向阀及低压氧气调压阀503组成的通气模块。

[0031] 所述呼吸控制模块20由吸气单向阀201、模拟肺202及呼气阀203顺次连通而成，所

述吸气单向阀201的进气口与所述气体混合器104的出气口之间设有连通管路，用于取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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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混合器104的氧气浓度及压力合适的混合气体；所述呼气阀203的出气口与所述第一管路

105之间通过第二管路30互相连通，从而使得呼吸装置成为一个封闭循环的呼吸装置，模拟

肺202排出的废气重新进入气体混合模块10及呼吸控制模块20，循环利用。该实施例能对人

体呼出的废气进行再利用，减少加湿装置，节约高压氧气，节约能源，提高效益。其中的模拟

肺202可以密封接插在雾化接口601上。

[0032] 优选的，所述高压氧气源模块40的出气端口设有第三管路404，所述气源切换阀

101为电磁阀，优选为二位三通电磁阀，包括两个用于进气的气源端口，所述气源端口的其

一与所述第三管路404相连通、另一与和所述低压氧气源模块50的输出管路相连通，气源切

换阀101的阀芯在两个阀位之间进行切换，使得气体混合模块10能够得到高压氧气和低压

氧气。

[0033] 优选的，所述气体混合模块10还包括辅阀106及氧气调节阀107，其中辅阀106为电

磁阀，氧气调节阀107用于调节高压氧气的进气量。所述高压氧气源模块40的出气端口还设

有第四管路405，所述第四管路405与所述辅阀106、所述氧气调节阀107及所述气体混合器

104顺次连通，其中，所述气体混合器104可以包括两个进气口、气体混合腔及一个出气口，

比例阀103的出气口与所述气体混合器104的第一个进气口之间相连通，所述氧气调节阀

107的出气口与所述气体混合器104的第二个进气口之间相连通。可优化氧气浓度的调节精

度，能够减少患者肺不张的症状。

[0034] 优选的，所述第二管路30上还设有再循环调压阀301，提高废气进入内循环的压

力。

[0035] 优选的，所述呼气阀203的进气口与所述模拟肺202的出气口之间还设有呼气控制

阀204，呼气控制阀204的英文全称为Positive  end-expiratory  pressure，缩写为PEEP阀，

在指令通气的条件下，呼气控制阀204能够在整个呼气过程中的压力保持一定水平的正压，

防止发生肺不张的症状。

[0036] 优选的，所述呼吸控制模块20的进气口与所述气体混合器104的出气管路之间还

设有安全阀205，当压力超出设定上限时，安全阀205启动排出多于的压力，保障患者的安

全。

[0037] 优选的，所述吸气单向阀201的出气口与所述模拟肺202的进气口之间还设有压力

传感器206。还可以在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的可见表面设定气压表603，以显示压力传感器

206的数值。

[0038] 优选的，所述吸气单向阀201的出气口与所述模拟肺202的进气口之间还设有氧浓

度传感器207。

[0039] 优选的，所述模拟肺202的进出气管路上设有流速传感器208。

[0040] 以上实施例只是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以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实施范

围，凡依本实用新型之形状、构造及原理所作的等效变化，例如，将电磁阀替换成为气动阀；

或者气体混合模块10、呼吸控制模块20、高压氧气源模块40或低压氧气源模块50上的零部

件的排列顺序作出变更；气体混合器104采用多个进气口的形式等等，均应涵盖于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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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7

CN 211245014 U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