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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智能儿科用药物雾化器及

其使用方法，通过在呼吸面具中的出口阀上设置

压力传感器检测其压力变化，了解使用者的吸气

呼气过程从而在使用者吸气时打开储气罐保障

吸入雾化药物浓度，在使用者呼气时关闭储气罐

上的单向排气阀防止使用者呼出的气体污染储

气罐内的雾化药物以及呼气时雾化药物的浪费，

在面具上还设有单向呼吸阀，单向呼吸阀可以使

使用者呼出的气体排出到外部大气保证面具内

气压正常以及保证下一次吸入的雾化药物浓度

不被过度稀释，达到高效环保的智能化控制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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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儿科用药物雾化器，其特征在于，包括无菌气体发生器1，以及与所述无菌

气体发生器1通过管道连接的加压装置2，所述加压装置2与雾化药物储气罐4通过管道连

接，在所述加压装置2与所述雾化药物储气罐4之间还设置有储存液态药物的注射器3，所述

注射器3连接在底座5上，所述底座5内设置有超声波雾化装置6，所述超声波雾化装置6的出

口连接管道，并通过管道将混合加压后的雾化气体储存在所述雾化药物储气罐4内；所述雾

化药物储气罐4通过橡胶管7向面具8内输送具有一定压力的带有药物的雾化气体，所述雾

化药物储气罐4的出口处设置有单向排气阀401，所述面具8的雾化气体入口处还设置有出

口阀801，压力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出口阀801的阀体上，所述面具8上还设置有换气装置802，

当使用者呼出气体时，所述面具8内的压力急剧升高，压力传感器向总控装置输送信号，所

述总控装置关闭所述雾化药物储气罐4的出口处的单向排气阀401，打开换气装置802，对面

具内呼出的气体进行换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儿科用药物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出口阀801为普通的

单向排气阀，仅能将所述雾化药物储气罐4内的雾化药物输送到所述面具8内，压力传感器

设置在所述出口阀801阀体的靠近所述面具8的输出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儿科用药物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压力传感器为扩散

硅压力变送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儿科用药物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注射器3通过可拆卸

结构连接在底座5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儿科用药物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换气装置802连接舒

缓香薰空气发生装置。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智能儿科用药物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注射器3的内容量为

2-5ml。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智能儿科用药物雾化器，其特征在于雾化气体以0.8L/min的

气流量流入面具8内。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儿科用药物雾化器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儿

科用药物雾化器的使用方法具体如下：

步骤1，医师或家长将患儿的个人信息录入到总控装置内，总控装置根据实际的患儿信

息控制无菌气体发生器1、加压装置2以及药物的注射器3产生一定量的雾化气体储存在雾

化药物储气罐4内；

步骤2，雾化药物储气罐4内的雾化气体达到要求后总控装置提醒使用者可以开始使

用；

步骤3，当使用者吸气时雾化药物储气罐4内的雾化气体以0.8L/min的气流量流入面具

8内，共使用者吸取，当使用者呼气时，面具8内的压力急剧升高，压力传感器向总控装置输

送信号，总控装置关闭雾化药物储气罐4的出口处的单向排气阀401，打开换气装置802，对

面具内呼出的气体进行换气；

步骤4，雾化器使用一段时间后，雾化药物储气罐4内雾化气体的温度和压强均降低，总

控装置根据检测到的雾化气体的温度和压强对雾化药物储气罐4进行加温操作，并提高雾

化药物储气罐4内雾化气体压力，使其输出气流量稳定在0.8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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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儿科用药物雾化器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智能药物雾化器领域，具体地涉及智能儿科用药物雾化器及其使用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雾化治疗主要指气溶胶吸入疗法，所谓气溶胶是指悬浮于空气中微小的固体或液

体微粒。因此雾化吸入疗法是用雾化的装置药物分散成微小的雾滴或微粒，使其悬浮于气

体中，并进入呼吸道及肺内，达到洁净气道，湿化气道，局部治疗及全身治疗的目的。临床上

应用喷射雾化器可对支气管扩张剂、激素、抗过敏药和抗生素等药物进行雾化吸入治疗。雾

化吸入药物治疗是儿童喘息性疾病或哮喘急性发作常用的治疗方法，其疗效迅速可靠。儿

童哮喘患儿在选择长期规范治停药后，如果再次发生喘息，也可以给予短期雾化吸入治疗。

[0003] 申请号为CN20132050243.3的申请文件公开了一种儿童用吸入式药物雾化器，雾

化器利用导流柱引导雾化器内药物,并通过锥台形雾化芯与二次雾化挡板相配合产生喷

雾，雾化器底座上还设置有卡通造型玩具，吸引儿童兴趣；虽然上述雾化器可以产生一定的

雾化效果，但其驱动气流能力较差，如果用于雾化药物治疗并不能达到使用要求,且其并未

考虑到呼气对雾化器雾化以及下一步吸入气流的影响，因此其雾化效率并不高。

[0004] 申请号为CN201420186654.3的申请文件公开了一种新型雾化治疗器，雾化治疗器

采用管式设计，方便携带使用，药瓶为一次性使用，其内药液可以预配而成，结构简单，但其

并未考虑到呼气对雾化器雾化以及下一步吸入气流的影响，因此其雾化效率并不高，且呼

出的气体可能会感染雾化气，造成卫生问题。

[0005] 目前的市面上的雾化器并不能在满足驱动气流能力的同时高效的输送药物，这种

雾化器对于注意力不集中很难持续一段时间治疗的儿童而言往往会用药量不足，且雾化器

在呼气时并不能相应的做出反应，因此会产生呼出的气体污染雾化气体影响下一次吸入雾

化的药物质量的问题，且呼气时雾化药物也在源源不断的向使用者输送，这样会造成浪费，

不经济的同时也不环保。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克服以上缺陷提供一种智能儿科用药物雾化器及其使用方法，通过在呼吸

面具中的出口阀上设置压力传感器检测其压力变化，了解使用者的吸气呼气过程从而在使

用者吸气时打开储气罐保障吸入雾化药物浓度，在使用者呼气时关闭储气罐上的单向排气

阀防止使用者呼出的气体污染储气罐内的雾化药物以及呼气时雾化药物的浪费，在面具上

还设有单向呼吸阀，单向呼吸阀可以使使用者呼出的气体排出到外部大气保证面具内气压

正常以及保证下一次吸入的雾化药物浓度不被过度稀释，达到高效环保的智能化效果。

[0007] 一种智能儿科用药物雾化器，包括无菌气体发生器，以及与无菌气体发生器通过

管道连接的加压装置，加压装置与雾化药物储气罐通过管道连接，在加压装置与雾化药物

储气罐之间还设置有储存液态药物的注射器，注射器连接在底座上，底座内设置有超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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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化装置，超声波雾化装置的出口连接管道，并通过管道将混合加压后的雾化气体储存在

雾化药物储气罐内；雾化药物储气罐通过橡胶管向面具内输送具有一定压力的带有药物的

雾化气体，雾化药物储气罐的出口处设置有单向排气阀，面具的雾化气体入口处还设置有

出口阀，压力传感器设置在出口阀的阀体上，面具上还设置有换气装置，压力传感器、单向

排气阀以及换气装置均与总控装置电连接；通过在面具的雾化气体入口处的出口阀上设置

压力传感器，当使用者呼出气体时，面具内的压力急剧升高，压力传感器向总控装置输送信

号，总控装置关闭雾化药物储气罐的出口处的单向排气阀，打开换气装置，对面具内呼出的

气体进行换气，本发明的雾化器可以配合使用者的呼吸产生雾化气体供应的启停，达到智

能高效的调节输送雾化药物的效果。

[0008] 本发明中的超声波雾化装置利用电子高频震荡，优选振荡频率为3-5MHz，通过超

声波雾化装置内碳化硅雾化片的高频谐振，将液态水分子结构打散而产生水雾，对于一般

液态药物均可将其雾化为6-8μm的微小粒子，有利于人体的吸入。另外，超声波雾化装置不

需加热或添加任何化学试剂，与传统的加热雾化方式比较，节省能源可以达到90%以上，雾

化效果也有很大提升，在雾化过程中还可以与空气中的部分污染物产生沉淀，使空气得到

净化，减少雾化过程中其他疾病的发生。

[0009] 出口阀可以为普通的单向排气阀，仅能将雾化药物储气罐内的雾化药物输送到面

具内，压力传感器设置在出口阀阀体的靠近面具的输出端，这样当使用者呼气时单向阀关

闭，面具内压力骤然升高，出口阀阀体的靠近面具的输出端的压力传感器就可以感知压力

升高信号并将信号传递给总控装置。

[0010] 压力传感器优选为扩散硅压力变送器，它能灵敏的将感受到的气体压力转换成标

准的电信号对总控装置输出。所述注射器通过可拆卸结构连接在底座上，注射器可以根据

患者的个人情况更换不同容量。换气装置优选连接舒缓香薰空气发生装置或者负氧离子新

鲜空气储存装置，在将面具内的空气排出到大气的同时，将缓香薰空气或者负氧离子新鲜

空气排入到所属面具内，保证呼吸换气质量。

[0011] 本发明的智能雾化器可以根据使用者的呼吸智能高效的调节输送雾化药物，使用

者在使用本发明的智能雾化器时，可吸入雾化气体的总量相比普通雾化器提升80％以上，

雾化药物的实际使用率也可以提高50％以上，因此所述储存液态药物的注射器的内容量可

以较小，注射器的内容量为2-5ml，优选为3  ml。

[0012] 所述总控装置还与无菌气体发生器、加压装置以及药物的注射器电连接，总控装

置可以根据使用者的个人信息填写情况（如身高、体重、患病情况），控制雾化药物储气罐内

的雾化气体储存量。所述雾化药物储气罐外还设置有保温层和增压器，总控装置根据检测

到的雾化药物储气罐内雾化气体的温度和压强，调节保温层的加热温度以及增压器的工

作，使雾化气体保证在人体可以接受的舒适范围内。

[0013] 上述智能儿科用药物雾化器的使用方法具体如下：

步骤1，医师或家长将患儿的个人信息录入到总控装置内，总控装置根据实际的患儿信

息控制无菌气体发生器、加压装置以及药物的注射器产生一定量的雾化气体储存在雾化药

物储气罐内；

步骤2，雾化药物储气罐内的雾化气体达到要求后总控装置提醒使用者可以开始使用；

步骤3，当使用者吸气时雾化药物储气罐内的雾化气体以0.8L/min的气流量流入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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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共使用者吸取，当使用者呼气时，面具内的压力急剧升高，压力传感器向总控装置输送

信号，总控装置关闭雾化药物储气罐的出口处的单向排气阀，打开换气装置，对面具内呼出

的气体进行换气；

步骤4，雾化器使用一段时间后，雾化药物储气罐内雾化气体的温度和压强均降低，总

控装置根据检测到的雾化气体的温度和压强对雾化药物储气罐进行加温操作，并提高雾化

药物储气罐内雾化气体压力，使其输出气流量稳定在0.8L/min。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1）本发明智能儿科用药物雾化器的通过在呼吸面具中的出口阀上设置压力传感器检

测其压力变化，了解使用者的吸气呼气过程从而在使用者吸气时打开储气罐保障吸入雾化

药物浓度，在使用者呼气时关闭储气罐上的单向排气阀防止使用者呼出的气体污染储气罐

内的雾化药物以及呼气时雾化药物的浪费，在面具上还设有单向呼吸阀，单向呼吸阀可以

使使用者呼出的气体排出到外部大气保证面具内气压正常以及保证下一次吸入的雾化药

物浓度不被过度稀释，达到高效环保的智能化效果；

（2）本发明的智能雾化器可以根据使用者的呼吸智能高效的调节输送雾化药物，使用

者在使用本发明的智能雾化器时，可吸入雾化气体的总量相比普通雾化器提升80％以上，

雾化药物的实际使用率也可以提高50％以上。

附图说明

[0015] 图1  本发明智能儿科用药物雾化器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  本发明智能儿科用药物雾化器的雾化药物储气罐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图1-2对本发明的儿科用药物雾化器及其使用方法进行具体的说明。

[0017] 实施例1

一种智能儿科用药物雾化器，包括无菌气体发生器1，以及与无菌气体发生器1通过管

道连接的加压装置2，加压装置2与雾化药物储气罐4通过管道连接，在加压装置2与雾化药

物储气罐4之间还设置有储存液态药物的注射器3，注射器3连接在底座5上，底座5内设置有

超声波雾化装置6，超声波雾化装置6的出口连接管道，并通过管道将混合加压后的雾化气

体储存在雾化药物储气罐4内；雾化药物储气罐4通过橡胶管7向面具8内输送具有一定压力

的带有药物的雾化气体，雾化药物储气罐4的出口处设置有单向排气阀401，面具8的雾化气

体入口处还设置有出口阀801，压力传感器设置在出口阀801的阀体上，面具8上还设置有换

气装置802，压力传感器、单向排气阀401以及换气装置802均与总控装置电连接；通过在面

具8的雾化气体入口处的出口阀801上设置压力传感器，当使用者呼出气体时，面具8内的压

力急剧升高，压力传感器向总控装置输送信号，总控装置关闭雾化药物储气罐4的出口处的

单向排气阀401，打开换气装置802，对面具内呼出的气体进行换气，本发明的雾化器可以配

合使用者的呼吸产生雾化气体供应的启停，达到智能高效的调节输送雾化药物的效果。

[0018] 本发明中的超声波雾化装置6利用电子高频震荡，优选振荡频率为3-5MHz，通过超

声波雾化装置6内碳化硅雾化片的高频谐振，将液态水分子结构打散而产生水雾，对于一般

液态药物均可将其雾化为6-8μm的微小粒子，有利于人体的吸入。另外，超声波雾化装置6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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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加热或添加任何化学试剂，与传统的加热雾化方式比较，节省能源可以达到90%以上，雾

化效果也有很大提升，在雾化过程中还可以与空气中的部分污染物产生沉淀，使空气得到

净化，减少雾化过程中其他疾病的发生。

[0019] 出口阀801可以为普通的单向排气阀，仅能将雾化药物储气罐4内的雾化药物输送

到面具内，压力传感器设置在出口阀801阀体的靠近面具的输出端，这样当使用者呼气时单

向阀关闭，面具8内压力骤然升高，出口阀801阀体的靠近面具的输出端的压力传感器就可

以感知压力升高信号并将信号传递给总控装置。

[0020] 压力传感器优选为扩散硅压力变送器，它能灵敏的将感受到的气体压力转换成标

准的电信号对总控装置输出。所述注射器3通过可拆卸结构连接在底座5上，注射器3可以根

据患者的个人情况更换不同容量。换气装置802优选连接舒缓香薰空气发生装置或者负氧

离子新鲜空气储存装置，在将面具8内的空气排出到大气的同时，将缓香薰空气或者负氧离

子新鲜空气排入到所属面具8内，保证呼吸换气质量。

[0021] 本发明的智能雾化器可以根据使用者的呼吸智能高效的调节输送雾化药物，使用

者在使用本发明的智能雾化器时，可吸入雾化气体的总量相比普通雾化器提升80％以上，

雾化药物的实际使用率也可以提高50％以上，因此所述储存液态药物的注射器3的内容量

可以较小，注射器3的内容量为2-5ml，优选为3  ml。

[0022] 所述总控装置还与无菌气体发生器1、加压装置2以及药物的注射器3电连接，总控

装置可以根据使用者的个人信息填写情况（如身高、体重、患病情况），控制雾化药物储气罐

4内的雾化气体储存量。所述雾化药物储气罐4外还设置有保温层402和增压器403，总控装

置根据检测到的雾化药物储气罐4内雾化气体的温度和压强，调节保温层402的加热温度以

及增压器403的工作，使雾化气体保证在人体可以接受的舒适范围内。

[0023] 上述智能儿科用药物雾化器的使用方法具体如下：

步骤1，医师或家长将患儿的个人信息录入到总控装置内，总控装置根据实际的患儿信

息控制无菌气体发生器1、加压装置2以及药物的注射器3产生一定量的雾化气体储存在雾

化药物储气罐4内；

步骤2，雾化药物储气罐4内的雾化气体达到要求后总控装置提醒使用者可以开始使

用；

步骤3，当使用者吸气时雾化药物储气罐4内的雾化气体以0.8L/min的气流量流入面具

8内，共使用者吸取，当使用者呼气时，面具8内的压力急剧升高，压力传感器向总控装置输

送信号，总控装置关闭雾化药物储气罐4的出口处的单向排气阀401，打开换气装置802，对

面具内呼出的气体进行换气；

步骤4，雾化器使用一段时间后，雾化药物储气罐4内雾化气体的温度和压强均降低，总

控装置根据检测到的雾化气体的温度和压强对雾化药物储气罐4进行加温操作，并提高雾

化药物储气罐4内雾化气体压力，使其输出气流量稳定在0.8L/min。

[0024] 本发明的智能雾化器可以根据使用者的呼吸智能高效的调节输送雾化药物，使用

者在使用本发明的智能雾化器时，可吸入雾化气体的总量相比普通雾化器提升80％以上，

雾化药物的实际使用率也可以提高50％以上。

[002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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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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