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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呼吸机的雾化湿化加热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用于呼吸机的雾化湿

化加热装置，主要由雾化机构、加热机构、温湿度

传感器及电控部分组成；呼吸机送出的空氧混合

气体进入此装置的进气端，雾化机构对纯净水进

行雾化，雾化量可达5～3μm，浓度可调，雾气与

空氧混合气体混合以使之湿化；在加热装置中对

气体再进行可调节的加温，使送入病人端的空氧

混合气体在湿度和温度上符合临床治疗较为理

想的状态；此装置对呼吸机送入病人端的空氧混

合气体进行可控的湿化和加热，湿度最高100%，

温度最高不超过38℃，解决目前普遍使用的医用

呼吸机湿化器温度无法精准控制，湿度随加热温

度变化而不能单独调控，呼吸管路积水造成气体

扰动和病人有可能吸入管路积水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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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呼吸机的雾化湿化加热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雾化机构和加热机构（2），所述

加热机构（2）的进气端分别与呼吸机本体（1）的送气管（3）和雾化机构的雾气出口连通，加

热机构（2）的出气端通过管道与使用终端（4）连通，使用终端（4）通过出气管（5）与呼吸机本

体（1）连通；呼吸机本体（1）从送气管送出的气体先经过雾化机构产生的雾气加湿后再进入

加热机构进行加热，最后到达使用终端（4）；

所述使用终端（4）设置温湿度传感器（9）；所述雾化机构、加热机构（2）、温湿度传感器

（9）均与主控板（11）电性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呼吸机的雾化湿化加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加热机构

（2）包括加热管（26）和加热板（10），加热板（10）设置于加热管（26）的外壁，从呼吸机本体

（1）送出的气体经过加热管（26）后进入使用终端（4），加热板（10）与主控板（11）电性连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呼吸机的雾化湿化加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雾化机构

包括雾化座（6）、水杯（7），所述的雾化座（6）两端开口，雾化座（6）的上部安装水杯（7），水杯

上下两端开口，下部与加热管（26）相互连通，在雾化座内部位于水杯（7）的底部下方设置超

声雾化片（8），超声雾化片（8）与主控板（11）电性连接。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呼吸机的雾化湿化加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座（6）

上部的内径大于下部的内径从而在衔接处形成凸台（12），在凸台（12）处从下到上依次设置

隔水胶圈（13）、垫片（14）和水杯（7），所述的隔水胶圈（13）横向上设置于超声雾化片（8）外

周与雾化座（6）内壁之间。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呼吸机的雾化湿化加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雾化座

（6）在垫片的上方开设排水孔（15），排水孔（15）的出水口处设置阀门。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呼吸机的雾化湿化加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杯（7）

底部设置与垫片（14）相匹配的凸缘（20）。

7.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呼吸机的雾化湿化加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杯（7）

顶部设置杯盖（16），杯盖上设置通孔（17），储水瓶（18）通过滴定管（19）与水杯（7）连通，滴

定管（19）可穿过杯盖（16）上的通孔。

8.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呼吸机的雾化湿化加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杯（7）

与雾化座（6）可拆卸连接，雾化座（6）与加热管（26）可拆卸连接，垫片（14）和超声雾化片（8）

可拆卸安装。

9.如权利要求3-8任一项所述的用于呼吸机的雾化湿化加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水杯（7）内位于下部设置液位传感器，液位传感器与主控板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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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呼吸机的雾化湿化加热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呼吸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呼吸机的雾化湿化加热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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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机的湿化加热装置是用于对呼吸机送出的气体进行加湿加热，然后向病人端

输送，现有的呼吸机用加温加湿装置如附图5所示，在呼吸机本体1的出气管3上设置加温加

湿装置，加温加湿装置包括储水罐21和加热底座22，加热底座对储水罐21内的水加热产生

蒸汽，出气管3的气体通过储水罐21后与热蒸汽混合后向使用终端4传送，经过一定长度的

管路降温后，具有温度湿度的气体到达使用终端4供病患使用。在使用呼吸机时，根据病患

的不同身体状况及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适宜的气体温湿度是不一样的，现有呼吸机加温加

湿装置的这种设置方式，直接利用水蒸汽对送气管内的气体进行加温加湿，湿度是随着温

度变化而变化的，水蒸气浓度高，温度高，湿度也随着增大，反之则变小，送入病人端气体的

温度和湿度是不能单独调控的，无法根据不同病患的情况灵活调控呼吸气体的温湿度，适

应性差；此外，利用水蒸气对呼吸气体进行加温加湿，呼吸管路容易积水造成气体扰动和病

人有可能吸入管路积水等问题。

[0004] 因此通过蒸汽加热送气管内气体不好控制温湿度，不仅不能为病患提供优良的治

疗，而且不便于医护人员的护理工作。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旨在解决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用于呼吸机的雾化湿化加热装

置。

[0006]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用于呼吸机的雾化湿化加热装置，包括雾化机构和加热机构，所述加热机构的进

气端分别与呼吸机本体的送气管和雾化机构的雾气出口连通，加热机构的出气端通过管道

与使用终端连通，使用终端通过出气管与呼吸机本体连通；呼吸机本体从送气管送出的气

体先经过雾化机构产生的雾气加湿后再进入加热机构进行加热，最后到达使用终端；

[0008] 所述使用终端设置温湿度传感器；所述雾化机构、加热机构、温湿度传感器均与主

控板电性连接。

[0009] 所述的加热机构包括加热管和加热板，加热板设置于加热管的外壁，从呼吸机本

体送出的气体经过加热管后进入使用终端，加热板与主控板电性连接。

[0010] 所述的雾化机构包括雾化座、水杯，所述的雾化座两端开口，雾化座的上部安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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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水杯上下两端开口，下部与加热管相互连通，在雾化座内部位于水杯的底部下方设置超

声雾化片，超声雾化片与主控板电性连接，所述的水杯内位于下部设置液位传感器，液位传

感器与主控板电性连接。

[0011] 所述雾化座上部的内径大于下部的内径从而在衔接处形成凸台，在凸台处从下到

上依次设置隔水胶圈、垫片和水杯，所述的隔水胶圈横向上设置于超声雾化片外周与雾化

座内壁之间。

[0012] 所述的雾化座在垫片的上方开设排水孔，排水孔的出水口处设置阀门，所述的水

杯底部设置与垫片相匹配的凸缘，所述的水杯顶部设置杯盖，杯盖上设置通孔，储水瓶通过

滴定管与水杯连通，滴定管可穿过杯盖上的通孔。

[0013] 所述的水杯与雾化座可拆卸连接，雾化座与加热管可拆卸连接，垫片和超声雾化

片可拆卸安装。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5] 1.  在送气通道上，先利用雾化机构产生的雾气对气体进行加湿，然后再利用加热

机构对加湿后的气体进行加热，由于雾化机构和加热机构分开设置，可以单独对气体湿度

或温度进行调节，相对于直接用水蒸气来对气体进行加温和加湿来说，能够根据病患不同

的需求来进行更为精确的调节，调节更灵活，适应性更广泛。

[0016] 2.  本实用新型雾化机构和加热机构分开设置的方式，避免呼吸管路积水造成气

体扰动和病人吸入管路积水的问题，不仅能为病患提供优良的治疗，而且便于医护人员的

护理工作。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所述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所述雾化机构和加热管路结构关系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电连接关系图；

[0020] 图4为所述雾化座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所述现有技术呼吸机加湿加热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各序号及对应的结构名称如下：

[0023] 1-呼吸机本体，2-加热机构，3-送气管，4-使用终端，5-出气管，6-雾化座，7-水杯，

8-超声雾化片，9-温湿度传感器，10-加热板，11-主控板，12-凸台，13-隔水胶圈，14-垫片，

15-排水孔，16-杯盖，17-通孔，18-储水瓶，19-滴定管，20-凸缘，21-储水罐，22-加热底座，

23-电源板，24-显示屏，25-信号板，26-加热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5] 如图1-4所示用于呼吸机的雾化湿化加热装置，包括雾化机构和加热机构2，所述

加热机构2的进气端分别与呼吸机本体1的送气管3和雾化机构的雾气出口连通，加热机构2

的出气端通过管道与使用终端4连通，使用终端4通过出气管5与呼吸机本体1连通；呼吸机

本体1从送气管送出的气体先经过雾化机构产生的雾气加湿后再进入加热机构进行加热，

最后到达使用终端4；所述使用终端4设置温湿度传感器9；所述雾化机构、加热机构2、温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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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传感器9均与主控板11电性连接。

[0026] 所述的加热机构2包括加热管26和加热板10，加热板10设置于加热管26的外壁，从

呼吸机本体1送出的气体经过加热管26后进入使用终端4，加热板10与主控板11电性连接。

[0027] 所述的雾化机构包括雾化座6、水杯7，所述的雾化座6两端开口，雾化座6的上部安

装水杯7，水杯上下两端开口，下部与加热管26相互连通，在雾化座内部位于水杯7的底部下

方设置超声雾化片8，超声雾化片8与主控板11电性连接。

[0028] 温湿度传感器检测到使用终端4气体的温度和湿度，并将数据反馈给主控板11，主

控板11可根据需要对超声雾化片8的震荡频率进行调节，及对雾化量进行调节，从而控制使

用终端病患呼入气体的湿度；主控板11可根据需要对加热板10进行加热控制，以适应不同

的温度要求。

[0029] 所述雾化座6上部的内径大于下部的内径从而在衔接处形成凸台12，在凸台12处

从下到上依次设置隔水胶圈13、垫片14和水杯7，所述的隔水胶圈13横向上设置于超声雾化

片8外周与雾化座6内壁之间，垫片14和超声雾化片8可拆卸安装，拆卸的时候，将水杯7从雾

化座6上部取出后，再取出垫片，最后取出超声雾化片和隔水胶圈。

[0030] 所述的雾化座6在垫片的上方开设排水孔15，排水孔15的出水口处设置阀门，水杯

7与雾化座6的连接方式可以是卡接、插接或者螺纹连接的方式，且当水杯安装到位时，当需

要排水时，打开排水孔15出水口的阀门，使水杯向上移动至排水孔15上方。

[0031] 所述的水杯7底部设置与垫片14相匹配的凸缘20。

[0032] 所述的水杯7顶部设置杯盖16，杯盖上设置通孔17，储水瓶18通过滴定管19与水杯

7连通，滴定管19可穿过杯盖16上的通孔，滴定管19上设置开关阀门，在不需要滴定时刻关

闭阀门，需要滴定时打开阀门。

[0033] 所述的水杯7与雾化座6可拆卸连接，雾化座6与加热管26可拆卸连接。

[0034] 所述的水杯7内位于下部设置液位传感器，液位传感器与主控板电性连接，在使用

前，先打开杯盖向水杯7注入规定的水位，盖上杯盖后在使用过程中通过滴定管19向水杯内

供水，以保持水位，液位传感器检测水杯内的水位并向主控板11反馈，若水位低于预设的值

则进行报警，医护人员听到水位警报后可及时向水杯内注水。

[0035] 如图3所示为本实用新型所述呼吸机的电路控制原理图，包括电源板23、主控板

11、超声雾化片8、温湿度传感器9和加热板10，电源板23分别为主控板11、超声雾化片8、和

加热板10提供工作电源；主控板11通过信号板25反馈的信息对电源板23进行控制，电源板

23通过调节超声雾化片8的电源功率及加热板10的电源功率实现对雾化量和温度的调节，

所述的信号板采集温湿度传感器9、液位传感器、加热板10的数据信息；呼吸机本体1上设置

与主控板11电性连接的显示屏24，显示屏显示温湿度传感器9和的温湿度以及液位传感器

的液位信息。

[0036] 本实用新型所述装置的工作原理如下：

[0037] 呼吸机本体1上有控制面板，医护人员根据病患的身体情况及年龄段，在控制面板

上设置参数选定使用终端所需的温度及湿度，然后启动呼吸机功能，送气管3向加热管26输

送气体，同时主控板11控制超声雾化片8工作产生雾气，雾气从雾化座6的底部出口送入加

热管26内与送气管3送出的气体混合，主控板11控制加热板10对加热管26进行加热，发热的

加热管26对通过其内部的潮湿气体进行加热，然后通过管道输送到使用终端4，患者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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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4呼出的气体通过出气管5输送到呼吸机本体1。使用过程中，温湿度传感器9检测到达

使用终端4的气体的湿度和温度，并在呼吸机本体1上显示，医护人员可观察到达患者使用

端气体的湿度和温度，以便于根据不同的需求进行参数调节和控制。

[0038]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装置，最终送入使用终端供病患使用的气体，湿度最高可达

100%，温度最高不超过38℃，雾化机构对纯净水进行雾化，雾化量可达5～3μm。

[0039]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装置，雾化机构内设置超声雾化片8，且通过主控板11调节超声

雾化片8的震荡频率可改变进入加热管26的雾气，从而调整进入使用终端4气体的湿度；同

时，采用加热机构内的加热板10对已经加湿的气体进行加热，通过主控板11调节加热机构

内加热板10的功率，从而调节进入使用终端4的气体的温度，在送气通道上，先利用雾化机

构产生的雾气对气体进行加湿，然后再利用加热机构对加湿后的气体进行加热，由于雾化

机构和加热机构分开设置，可以单独对气体湿度或温度进行调节，相对于直接用水蒸气来

对气体进行加温和加湿来说，可适用于不同情况的病患和不同年龄段的病患，能够根据病

患不同的需求来进行更为精确的调节，调节更灵活，适应性更广泛。

[0040] 由于在使用终端处设置温湿度传感器9，并且在呼吸机上进行显示，方便医护人员

掌握患者所呼吸到的气体的温度和湿度是否适宜，从而进行相应的调节，并且温度和湿度

调节比用水蒸气调节更稳定。

[0041] 本实用新型雾化机构和加热机构分开设置的方式，避免呼吸管路积水造成气体扰

动和病人吸入管路积水的问题，不仅能为病患提供优良的治疗，而且便于医护人员的护理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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