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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雾化器，用于紧贴面

部吸收雾化颗粒，包括通过导管连接的雾化发生

器和雾化杯，还包括雾化罩和鼻吸管机构；雾化

罩能与雾化杯螺接并贯通两者内部；鼻吸管机构

包括鼻吸管组件、出气组件和吸气组件；鼻吸管

组件设于雾化罩上，鼻吸管组件的管孔贯通雾化

罩的内外侧；鼻吸管组件在使用时，其位于雾化

罩内侧的末端能包围人体的鼻子，且靠近该末端

的管壁上设有通孔；出气组件设于鼻吸管组件

内，能使鼻吸管组件的管孔从雾化罩内侧向外侧

单向导通；吸气组件设于鼻吸管组件上并与通孔

一一对应，能使通孔从鼻吸管组件从外向内侧单

向导通。上述的雾化器能在将产生的废气直接排

出雾化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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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雾化器，用于紧贴面部吸收雾化颗粒，包括通过导管连接的雾化发生器和雾化

杯，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雾化罩和鼻吸管机构；

所述雾化罩能与所述雾化杯螺接并贯通两者内部；

所述鼻吸管机构包括鼻吸管组件、出气组件和吸气组件；

所述鼻吸管组件设于所述雾化罩上，所述鼻吸管组件的管孔贯通所述雾化罩的内外

侧；所述鼻吸管组件在使用时，其位于雾化罩内侧的末端能包围人体的鼻子，且靠近该末端

的管壁上设有通孔；

所述出气组件设于所述鼻吸管组件内，能使所述鼻吸管组件的管孔从雾化罩内侧向外

侧单向导通；

所述吸气组件设于所述鼻吸管组件上并与所述通孔一一对应，能使所述通孔从鼻吸管

组件从外向内侧单向导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鼻吸管组件包括出气管和吸气

管；所述出气管和所述吸气管相连通，所述出气管的管孔贯通所述雾化罩内外侧，所述出气

管内设有所述出气组件；所述吸气管位于所述雾化罩内侧，并能在使用时包围人体的鼻子，

所述吸气管的侧壁设有所述通孔，所述吸气组件设于所述吸气管的内侧，所述吸气管远离

所述出气管的开口大于靠近所述出气管的开口。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气组件包括固定环、挡流块、

出气弹性连接件和支撑片；所述固定环的外环半径与所述出气管的内孔半径相同，所述固

定环设于所述出气管内；所述挡流块设于所述出气管内，所述挡流块的截面面积小于所述

固定环外环的面积，并位于所述固定环靠近所述雾化罩外侧的一侧，且能完全封闭所述固

定环的内孔；所述出气弹性连接件连接所述挡流块和所述支撑片，所述支撑片设于所述出

气管内，所述支撑片设有若干通孔，所述挡流块能被气流推动、远离所述固定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流块还设有盲孔。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气组件包括挡孔片和吸气弹

性连接件；所述挡孔片设于所述吸气管的内壁，并能完全封闭所述吸气管的所述通孔；所述

吸气弹性连接件一端与所述吸气管的外壁相连，另一端与所述挡孔片相连，所述挡孔片能

由吸气管的外侧朝内侧推动，打通所述吸气管的所述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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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雾化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液体雾化与吸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雾化器。

背景技术

[0002] 雾化吸入疗法是用雾化装置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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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化吸入

疗法已经逐步用于临床治疗。雾化吸入疗法通常采用医用雾化器来实现。临床上常采用雾

化罩连通雾化杯和雾化发生器进行雾化疗法，将雾化罩覆盖住人体的鼻子和嘴巴，使得使

用时雾化罩内为封闭空间，使用者在不停吸入雾化药液的同时也在排除废气，排除的废气

挤占了雾化药液的空间，并造成了雾化药液的浪费。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雾化器，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

提到的雾化罩内的废气无法及时排除的技术问题。

[0004] 为解决该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雾化器，用于紧贴面部吸收雾化颗粒，包括通过导管连接的雾化发生器和雾

化杯，还包括雾化罩和鼻吸管机构；

[0006] 所述雾化罩能与所述雾化杯螺接并贯通两者内部；

[0007] 所述鼻吸管机构包括鼻吸管组件、出气组件和吸气组件；

[0008] 所述鼻吸管组件设于所述雾化罩上，所述鼻吸管组件的管孔贯通所述雾化罩的内

外侧；所述鼻吸管组件在使用时，其位于雾化罩内侧的末端能包围人体的鼻子，且靠近该末

端的管壁上设有通孔；

[0009] 所述出气组件设于所述鼻吸管组件内，能使所述鼻吸管组件的管孔从雾化罩内侧

向外侧单向导通；

[0010] 所述吸气组件设于所述鼻吸管组件上并与所述通孔一一对应，能使所述通孔从鼻

吸管组件从外向内侧单向导通。

[0011] 由上述技术方案可知，本实用新型的雾化罩设有在使用时能包围鼻子的鼻吸管组

件，鼻子呼出废气时，出气组件被鼻子呼出的废气推动出气组件并打通封闭的鼻吸管组件，

将呼出的废气排出，在停止呼出废气后，鼻吸管组件重新被封闭；鼻子吸气时，鼻吸管组件

内形成负压，出气组件持续封闭鼻吸管组件，吸气组件通过负压的牵引打通封闭的通孔，将

鼻吸管组件外的雾化药液吸进来。

[0012] 进一步地，所述鼻吸管组件包括出气管和吸气管；所述出气管和所述吸气管相连

通，所述出气管的管孔贯通所述雾化罩内外侧，所述出气管内设有所述出气组件；所述吸气

管位于所述雾化罩内侧，并能在使用时包围人体的鼻子，所述吸气管的侧壁设有所述通孔，

所述吸气组件设于所述吸气管的内侧，所述吸气管远离所述出气管的开口大于靠近所述出

气管的开口。该结构将吸收雾化药液的部分与排出呼出的废气部分隔离开，使得功能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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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清楚，吸气、呼气更为顺畅，并且吸气管远离出气管的开口大于靠近出气管的开口，使

得吸气管能更好的在使用时包围鼻子。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出气组件包括固定环、挡流块、出气弹性连接件和支撑片；所述固

定环的外环半径与所述出气管的内孔半径相同，所述固定环设于所述出气管内；所述挡流

块设于所述出气管内，所述挡流块的截面面积小于所述固定环外环的面积，并位于所述固

定环靠近所述雾化罩外侧的一侧，且能完全封闭所述固定环的内孔；所述出气弹性连接件

连接所述挡流块和所述支撑片，所述支撑片设于所述出气管内，所述支撑片设有若干通孔，

所述挡流块能被气流推动、远离所述固定环。通过挡流块能将固定环的内环封闭，在呼气

时，呼气产生的废气推动挡流块远离固定环，废气穿过支撑片的通孔排出出气管外，停止呼

气时，挡流块被出气弹性连接件带动重新封闭固定环的内环，通过该结构能便捷地排出废

气，并防止外界气体进入。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挡流块还设有盲孔。通过盲孔能减轻挡流块的重量，使挡流块更易

被推动。

[0015] 进一步地所述吸气组件包括挡孔片和吸气弹性连接件；所述挡孔片设于所述吸气

管的内壁，并能完全封闭所述吸气管的所述通孔；所述吸气弹性连接件一端与所述吸气管

的外壁相连，另一端与所述挡孔片相连，所述挡孔片能由吸气管的外侧朝内侧推动，打通所

述吸气管的所述通孔。吸气时吸气管内形成负压，负压带动挡孔片远离吸气管内壁，使封闭

的通孔被打开，进而能吸收外部的雾化药液，吸气结束后挡孔片在吸气探索性连接件的带

动下重新封闭吸气管的通孔，通过该结构能便捷地吸入雾化药液，并防止呼出的废气进入

吸气管外的雾化罩内。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下面将对具体实施方式中所需要使

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在所有附图中，各元件或部分并不一定按照实际的比例绘制。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提供的一种雾化器的示意图；

[0018] 图2为图1所示的鼻吸管机构的示意图。

[0019] 附图标记：

[0020] 1‑雾化发生器；

[0021] 2‑导管；

[0022] 3‑雾化杯；

[0023] 4‑雾化罩；

[0024] 5‑鼻吸管机构；51‑鼻吸管组件；511‑出气管；512‑吸气管；52‑出气组件；521‑固定

环；522‑挡流块；523‑出气弹性连接件；524‑支撑片；53‑吸气组件；531‑挡孔片；532‑吸气弹

性连接件；

[0025] 6‑通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实施例进行详细的描述。以下实施例仅

用于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因此只作为示例，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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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保护范围。

[0027] 请一并参阅图1和图2，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雾化器，用于紧贴面部吸收雾化颗粒，

包括通过导管2连接的雾化发生器1和雾化杯3，还包括雾化罩4和鼻吸管机构5。

[0028] 雾化罩4能与雾化杯3螺接并贯通两者内部，雾化罩4通过与雾化杯3内部连通，能

良好地将雾化杯3的的雾化药液传递至雾化罩4内，并且通过螺接能良好的将雾化罩4和雾

化杯3连接在一起。

[0029] 鼻吸管机构5包括鼻吸管组件51、出气组件52和吸气组件53；

[0030] 鼻吸管组件51设于雾化罩4上，鼻吸管组件51的管孔贯通雾化罩4的内外侧；鼻吸

管组件51在使用时，其位于雾化罩4内侧的末端能包围人体的鼻子，且靠近该末端的管壁上

设有通孔6；

[0031] 出气组件52设于鼻吸管组件51内，能使鼻吸管组件51的管孔从雾化罩4内侧向外

侧单向导通；

[0032] 吸气组件53设于鼻吸管组件51上并与通孔6一一对应，能使通孔6从鼻吸管组件51

从外向内侧单向导通。

[0033] 在一方案中，鼻吸管组件51还可以具体地包括出气管511和吸气管512；出气管511

和吸气管512相连通，出气管511贯通雾化罩4内外侧，出气管511内设有出气组件52；吸气管

512位于雾化罩4内侧，并能在使用时包围人体的鼻子，吸气管512的侧壁设有通孔6，吸气组

件53设于吸气管512的内侧；吸气管512远离出气管511的开口大于靠近出气管511的开口。

该结构将吸收雾化药液的部分与排出呼出的废气部分隔离开，使得功能划分更为清楚，吸

气、呼气更为顺畅，并且吸气管512远离出气管511的开口大于靠近出气管511的开口，使得

吸气管512能更好的在使用时包围鼻子。

[0034] 作为进一步的方案，出气组件52还可以具体地包括固定环521、挡流块522、出气弹

性连接件523和支撑片524；固定环521的外环半径与出气管511的内孔半径相同，固定环521

设于出气管511内；挡流块522设于出气管511内，挡流块522的截面面积小于固定环521外环

的面积，并位于固定环521靠近雾化罩4外侧的一侧，且能完全封闭固定环521的内孔；出气

弹性连接件523连接挡流块522和支撑片524，支撑片524设于出气管511内，支撑片524设有

若干通孔6，挡流块522能被气流推动、远离固定环521。出气弹性连接件523可以为弹簧等具

有支撑作用的弹性件，该实施例中优选为弹簧。通过挡流块522能将固定环521的内环封闭，

在呼气时，呼气产生的废气推动挡流块522远离固定环521，废气穿过支撑片524的通孔6排

出出气管511外，停止呼气时，挡流块522被出气弹性连接件523带动重新封闭固定环521的

内环，通过该结构能便捷地排出废气，并防止外界气体进入。作为更进一步的方案，为了能

减轻挡流块522的重量，使挡流块522更易被推动，挡流块522还可以设有盲孔。

[0035] 在另一方案中，吸气组件53包括挡孔片531和吸气弹性连接件532；挡孔片531设于

吸气管512的内壁，并能完全封闭吸气管512的通孔6；吸气弹性连接件532一端与吸气管512

的外壁相连，另一端与挡孔片531相连，挡孔片531能由吸气管512的外侧朝内侧推动，打开

吸气管512的通孔6。吸气弹性连接件532可以为弹性绳等具有良好提拉作用的弹性件，本实

施例中优选为弹性绳。吸气时吸气管512内形成负压，负压带动挡孔片531远离吸气管512内

壁，使封闭的通孔6被打开，进而能吸收外部的雾化药液，吸气结束后挡孔片531在吸气探索

性连接件的带动下重新封闭吸气管512的通孔6，通过该结构能便捷地吸入雾化药液，并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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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呼出的废气进入吸气管512外的雾化罩4内。

[0036] 请一并参阅图1和图2，上述的一种雾化器的使用过程为：

[0037] 在雾化杯3内注入药液，将导管2连通雾化发生器1和雾化杯3，并将雾化罩4螺接至

雾化杯3上，调整雾化罩4的佩戴角度，使鼻吸管组件51能包围住人体的鼻子启动雾化发生

器1即可正常吸入雾化液。

[0038] 上述的一种雾化器能在将产生的废气直接排出雾化罩外，并且废气的排出与雾化

药液的吸入相互独立不受影响。

[0039]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各

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

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

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实用新型各实施例技术方案

的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和说明书的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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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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