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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改良呼吸面罩，其包

括外面罩、内鼻罩和充气器件，外面罩包括外罩

体、第一气囊和开合部，第一气囊设置于外罩体

开口边缘，外罩体上设有对应于人体口部的第一

孔部，开合部与第一孔部可拆装配合连接以开启

或闭合第一孔部；内鼻罩包括内罩体和第二气

囊，内罩体设置于外罩体上并与人体鼻部相配

合，第二气囊设置于内罩体开口边缘，内罩体具

有与呼吸机连接口相连通的第二孔部；内罩体上

设有连接鼻氧管用的进气孔、出气孔、进气胶塞

和出气胶塞，进气胶塞能够与进气孔密封连接，

出气胶塞能够与出气孔密封连接；本实用新型能

够多场景应用，具备有利于临床护理操作的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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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改良呼吸面罩，其特征在于，包括：

外面罩，包括外罩体、第一气囊和开合部；

其中所述第一气囊设置于所述外罩体开口边缘并在充气后与人体面部形成密封，所述

外罩体上设有对应于人体口部的第一孔部，所述开合部与所述第一孔部可拆装配合连接以

开启或闭合所述第一孔部；

内鼻罩，包括内罩体和第二气囊；

其中所述内罩体设置于所述外罩体上并与人体鼻部相配合，所述第二气囊设置于所述

内罩体开口边缘并在充气后与人体鼻部形成密封连接，所述内罩体具有与呼吸机连接口相

连通的第二孔部；

其中所述内罩体上设有连接鼻氧管用的进气孔、出气孔、进气胶塞和出气胶塞，所述进

气胶塞能够与所述进气孔密封连接，所述出气胶塞能够与所述出气孔密封连接；

以及

用于向所述第一气囊和所述第二气囊充气的充气器件。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改良呼吸面罩，其特征在于，进一步包括向所述第一气囊和所述

第二气囊充气的接头，所述接头设置于所述内罩体和/或所述外罩体上，所述充气器件包括

气源体和充气管，所述充气管和所述充气接头相连通。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改良呼吸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接头包括壳体、隔板和阀门，所

述隔板设置于所述壳体内并将所述壳体的内部空间分隔成第一通道和第二通道，通过所述

阀门打开或者关闭所述第一通道、所述第二通道。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改良呼吸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阀门具有转轴、互相联动的第

一阀片和第二阀片，所述转轴设置于隔板上，所述第一阀片和所述第二阀片均设置于所述

转轴上，并且所述第一阀片和所述第二阀片之间互相垂直。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改良呼吸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的中部形成为鼓形，在所

述壳体内设有与所述第一阀片、所述第二阀片相配合的挡块。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改良呼吸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罩体外凸于所述外罩体并与

所述外罩体连接为一体。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改良呼吸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罩体上设有两条以上的连接

头带，所述连接头带设置于所述外罩体上以与人体头部相连接。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改良呼吸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气囊和所述第二气囊的表

面均具有柔性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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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良呼吸面罩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用品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改良呼吸面罩。

背景技术

[0002] 医疗用呼吸面罩应用于众多医疗程序。

[0003] 无创呼吸机适用症状主要有：

[0004] 1)慢阻肺、肺心病急性发作呼吸衰竭及康复治疗；

[0005] 2)急性肺水肿，早期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

[0006] 3)重症肌无力；

[0007] 4)神经肌肉性疾病引起的呼吸衰竭；

[0008] 5)应用于撤离呼吸机前的过渡；

[0009] 6)肥胖性换气功能不足综合征。

[0010] 使用时根据病情选择鼻罩或面罩，该面罩主要包括一个罩体，及一个连接于该罩

体与该呼吸机之间的通气管。其中面罩存在口腔护理、喝水、进食、吐痰等需要摘下面罩，改

用鼻导管吸氧，期间中断患者的治疗，容易加重病情，此外还加重护士的工作量。

[0011] 因此，需要对面罩进行改良以在需要口部护理时无需将面罩整体取下切换鼻导管

进行吸氧，避免中断氧供应。

实用新型内容

[0012] 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改良呼吸面罩，能够多场景应用，具

备有利于临床护理操作的优点。

[0013]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改良呼吸面罩，其包括：

[0014] 外面罩，包括外罩体、第一气囊和开合部；

[0015] 其中第一气囊设置于外罩体开口边缘并在充气后与人体面部形成密封，外罩体上

设有对应于人体口部的第一孔部，开合部与第一孔部可拆装配合连接以开启或闭合第一孔

部；

[0016] 内鼻罩，包括内罩体和第二气囊；

[0017] 其中内罩体设置于外罩体上并与人体鼻部相配合，第二气囊设置于内罩体开口边

缘并在充气后与人体鼻部形成密封连接，内罩体具有与呼吸机连接口相连通的第二孔部；

[0018] 其中内罩体上设有连接鼻氧管(氧气管)用的进气孔、出气孔、进气胶塞和出气胶

塞，进气胶塞能够与进气孔密封连接，出气胶塞能够与出气孔密封连接；

[0019] 以及

[0020] 用于向第一气囊和第二气囊充气的充气器件。

[002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具体实施方案，进一步包括向第一气囊和第二气囊充气

的接头，接头设置于内罩体和/或外罩体上，充气器件包括气源体和充气管，充气管和充气

接头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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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具体实施方案，接头包括壳体、隔板和阀门，隔板设置于

壳体内并将壳体的内部空间分隔成第一通道和第二通道，通过阀门打开或者关闭第一通

道、第二通道。

[002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具体实施方案，阀门具有转轴、互相联动的第一阀片和

第二阀片，转轴设置于隔板上，第一阀片和第二阀片均设置于转轴上，并且第一阀片和第二

阀片之间互相垂直。

[002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具体实施方案，壳体的中部形成为鼓形，在壳体内设有

与第一阀片、第二阀片相配合的挡块。

[002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具体实施方案，内罩体外凸于外罩体并与外罩体连接为

一体。

[002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具体实施方案，外罩体上设有两条以上的连接头带，连

接头带设置于外罩体上以与人体头部相连接。

[002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具体实施方案，第一气囊和第二气囊的表面均具有柔性

垫体。

[0028] 本实用新型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29] 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呼吸面罩可作呼吸机面罩、呼吸机鼻罩、吸氧面罩三种用途，

能够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其中在外罩体上设置的开合部，有利于口腔护理，减少呼吸机相关

性肺炎，有利于护理临床操作，减少病人治疗的中断，有利于控制病情，最终有利于病人病

情的康复；还可作于吐痰、进食等作用，减少拆装等操作减少护士工作量，还有利于病人交

谈，减轻患者焦虑情绪。

[0030] 本实用新型中的第一气囊和第二气囊根据患者的面型塑形，有利于气密性，减少

呼吸机漏气，以保证潮气量，最终保证治疗质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32] 图1是本实用新型改良呼吸面罩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2是本实用新型改良呼吸面罩实施例中充气器件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为了能够更清楚地理解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下面结合附图和具

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的详细描述。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

请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0035] 在下面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实用新型，但是，本实用

新型还可以采用其他不同于在此描述的其他方式来实施，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

不限于下面公开的具体实施例的限制。

[0036] 实施例1

[0037]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改良呼吸面罩，如图1所示，其包括外面罩100、内鼻罩200

和充气器件。

[0038] 外面罩100包括外罩体110、第一气囊120和开合部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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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其中第一气囊120设置于外罩体110开口边缘并在充气后与人体面部形成密封，外

罩体110上设有对应于人体口部的第一孔部111，开合部130与第一孔部111可拆装配合连接

以开启或闭合第一孔部111，开合部130优选为能够产生形变并且密封性能好的胶塞；

[0040] 进一步的，外罩体110上设有两条以上的连接头带112，例如设有三条连接头带

112，连接头带112设置于外罩体110上以与人体头部相连接。

[0041] 内鼻罩200包括内罩体210和第二气囊220；

[0042] 其中内罩体210设置于外罩体110上并与人体鼻部相配合，优选的内罩体210外凸

于外罩体110并与外罩体110连接为一体；第二气囊220设置于内罩体210开口边缘并在充气

后与人体鼻部形成密封连接，内罩体210具有与呼吸机连接口230相连通的第二孔部211；

[0043] 其中内罩体210上设有连接鼻氧管用的进气孔212、出气孔213、进气胶塞和出气胶

塞，进气胶塞能够与进气孔212密封连接，出气胶塞能够与出气孔213密封连接。

[0044] 充气器件用于向第一气囊120和第二气囊220充气，其中充气器件包括气源体和充

气管，充气管和充气接头相连通。

[0045] 本实施例进一步包括向第一气囊120和第二气囊220充气的接头300，接头300设置

于内罩体210和/或外罩体110上，本实施例中采用一个两位两通式接头分别向第一气囊120

或第二气囊220进行供气，一种优选的接头300结构如图2所示，接头300包括壳体310、隔板

320和阀门330，隔板320设置于壳体310内并将壳体310的内部空间分隔成第一通道311和第

二通道312，通过阀门330打开或者关闭第一通道311、第二通道312。

[0046] 具体的，阀门330具有转轴331、互相联动的第一阀片332和第二阀片333，转轴331

设置于隔板320上，第一阀片332和第二阀片333均设置于转轴331上，并且第一阀片332和第

二阀片333之间互相垂直。

[0047] 再具体的，壳体310的中部形成为鼓形，在壳体310内设有与第一阀片332、第二阀

片333相配合的挡块313，以对转轴331的转动角度进行限定，其中转轴331具有锁紧功能，即

外力将转轴331转动至指定位置后，转轴331不会在气体的吹动下产生旋转。

[0048] 本实施例中第一气囊120和第二气囊220的表面均具有柔性垫体，以与人体皮肤更

好地接触形成密封。

[0049] 本实施例作为呼吸机面罩使用时，将阀门330切换至第一通道311被打开以进行向

第一气囊120充气，充气完成后第一气囊120与人体面部形成密封配合连接，此时呼吸机连

接口230与呼吸机连接，内罩体210上的进气孔212被进气胶塞所堵塞，内罩体210上的出气

孔213被出气胶塞所堵塞，开合部130盖合在第一孔部111上以封闭第一孔部111，第二气囊

220处于未工作状态。

[0050] 本实施例作为呼吸机鼻罩使用时，将阀门330切换至第二通道312被打开以进行向

第二气囊220充气，充气完成后第二气囊220与人体鼻部形成密封配合连接，此时呼吸机连

接口230与呼吸机连接，内罩体210上的进气孔212被进气胶塞所堵塞，内罩体210上的出气

孔213被出气胶塞所堵塞，第一气囊120处于未工作状态，并且可以打开开合部130，此时人

体可通过第一孔部111进行口腔护理、讲话、喝水、吐痰等。

[0051] 本实施例还可以作为普通面罩进行使用，将阀门330切换至第二通道312被打开以

进行向第二气囊220充气，充气完成后第二气囊220与人体鼻部形成密封配合连接，此时呼

吸机连接口230不进行使用，打开内罩体210上进气孔212处的进气胶塞并连接鼻氧管，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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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罩体210上出气孔213处的出气胶塞以进行换气；此外还可以通过打开开合部130并通过

第一孔部111进行口腔护理、讲话、喝水、吐痰等。

[0052] 其中作为普通面罩使用时在不需要打开开合部130时，还可以将阀门330切换至第

一通道311被打开以进行向第一气囊120充气，充气完成后第一气囊120与人体面部形成密

封配合连接，其他操作不变。

[0053] 虽然本实用新型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但并非用以限定本实用新型实施的范

围。任何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发明范围内，当可作些许的改进，

即凡是依照本实用新型所做的同等改进，应为本实用新型的范围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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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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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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