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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涉及机械技术领域，尤其为可定

时吸入式雾化装置，包括雾化杯，雾化杯的一侧

设有吸嘴，吸嘴的一端连接有吸嘴套，吸嘴的上

方固定有定时盒，定时盒的一侧设有鼻罩，鼻罩

的一侧连接有单向阀体；吸嘴套的一端开设有空

腔，定时盒的内部安装有定时模块，定时盒的顶

面安装有开关，鼻罩的一侧开设有侧孔，单向阀

体的另一端设有密封垫；本实用新型在吸嘴上固

定有定时模块，护士通过设置雾化时间，到时便

会提示，避免患者雾化过度，形成药物浪费；在吸

嘴中设有单向阀体，并在吸嘴上设有鼻罩，且鼻

罩上叶设有单向阀，通过包裹着吸嘴并使鼻子贴

合住鼻罩，使得患者只能从口吸气，从鼻子呼气，

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且无需护士费时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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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定时吸入式雾化装置，包括雾化杯(1)，所述雾化杯(1)的一侧设有吸嘴(10)，所述

吸嘴(10)的一端连接有吸嘴套(2)，所述吸嘴(10)的上方固定有定时盒(3)，所述定时盒(3)

的一侧设有鼻罩(4)，所述鼻罩(4)的一侧连接有单向阀体(5)，其特征在于：

所述吸嘴套(2)的一端开设有空腔(20)，所述吸嘴套(2)的外侧设有翻边(21)，所述吸

嘴套(2)的另一端开设有若干螺纹孔(22)，所述定时盒(3)的内部安装有定时模块(30)，所

述定时盒(3)的顶面开设有显示口(31)，所述显示口(31)的下方开设有若干按钮口(32)，所

述定时盒(3)的顶面安装有开关(33)，所述鼻罩(4)的一侧开设有侧孔(40)，所述单向阀体

(5)的一端设有圆环(50)，所述单向阀体(5)的另一端设有十字筋(51)，所述十字筋(51)的

一侧设有凸柱(52)，所述凸柱(52)的一侧插接有弹簧(53)，所述弹簧(53)的一侧连接有密

封垫(5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定时吸入式雾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嘴(10)呈鸭嘴式

结构，所述吸嘴(10)的一端开设有内腔(100)，所述内腔(100)与所述雾化杯(1)的内部相连

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定时吸入式雾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嘴套(2)与所述

内腔(100)卡接配合，所述翻边(21)的尺寸与所述吸嘴(10)外端的尺寸相等。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定时吸入式雾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定时盒(3)与所述

吸嘴(10)粘接，定时盒(3)的内部为中空结构且与所述显示口(31)和所述按钮口(32)相连

通，所述开关(33)与所述定时模块(30)通过导线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定时吸入式雾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鼻罩(4)的轮廓与

鼻子的形状相匹配，所述鼻罩(4)的内部我中空结构且内侧开口，所述侧孔(40)的内侧设有

螺纹，所述鼻罩(4)的底部设有凸台(41)，所述凸台(41)与所述吸嘴(10)粘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定时吸入式雾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单向阀体(5)呈圆

柱环结构且外侧设有螺纹，所述单向阀体(5)与所述螺纹孔(22)螺纹连接，所述单向阀体

(5)与所述侧孔(40)螺纹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定时吸入式雾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垫(54)的一侧

设有套柱(540)，所述套柱(540)与所述弹簧(53)插接配合，所述密封垫(54)的外径小于所

述单向阀体(5)的内径，所述密封垫(54)的外径大于所述圆环(50)的内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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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定时吸入式雾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机械技术领域，具体为可定时吸入式雾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医用雾化装置主要用于治疗各种上下呼吸系统疾病，如感冒、咳嗽、哮喘、支气管

炎等疾病。雾化吸入治疗是呼吸系统疾病治疗方法中一种重要和有效的治疗方法，采用雾

化吸入器将药液雾化成微小颗粒，药物通过呼吸吸入的方式进入呼吸道和肺部沉积，从而

达到无痛、迅速有效治疗的目的。

[0003] 临床上，病人在使用雾化装置进行雾化治疗时，经口吸气，由鼻呼气，医务人员无

法直观的判断病人配合治疗的效果，病人也无法掌握雾化的时间，导致治疗效果差和雾化

过度，形成药物浪费。鉴于此，我们提出可定时吸入式雾化装置。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可定时吸入式雾化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

的病人无法掌握雾化时间，医务人员无法直观的判断病人是否进行治疗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可定时吸入式雾化装置，包括雾化杯，所述雾化杯的一侧设有吸嘴，所述吸嘴的一

端连接有吸嘴套，所述吸嘴的上方固定有定时盒，所述定时盒的一侧设有鼻罩，所述鼻罩的

一侧连接有单向阀体；

[0007] 所述吸嘴套的一端开设有空腔，所述吸嘴套的外侧设有翻边，所述吸嘴套的另一

端开设有若干螺纹孔，所述定时盒的内部安装有定时模块，所述定时盒的顶面开设有显示

口，所述显示口的下方开设有若干按钮口，所述定时盒的顶面安装有开关，所述鼻罩的一侧

开设有侧孔，所述单向阀体的一端设有圆环，所述单向阀体的另一端设有十字筋，所述十字

筋的一侧设有凸柱，所述凸柱的一侧插接有弹簧，所述弹簧的一侧连接有密封垫。

[0008] 优选的，所述吸嘴呈鸭嘴式结构，所述吸嘴的一端开设有内腔，所述内腔与所述雾

化杯的内部相连通。

[0009] 优选的，所述吸嘴套与所述内腔卡接配合，所述翻边的尺寸与所述吸嘴外端的尺

寸相等。

[0010] 优选的，所述定时盒与所述吸嘴粘接，定时盒的内部为中空结构且与所述显示口

和所述按钮口相连通，所述开关与所述定时模块通过导线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鼻罩的轮廓与鼻子的形状相匹配，所述鼻罩的内部我中空结构且内

侧开口，所述侧孔的内侧设有螺纹，所述鼻罩的底部设有凸台，所述凸台与所述吸嘴粘接。

[0012] 优选的，所述单向阀体呈圆柱环结构且外侧设有螺纹，所述单向阀体与所述螺纹

孔螺纹连接，所述单向阀体与所述侧孔螺纹连接。

[0013] 优选的，所述密封垫的一侧设有套柱，所述套柱与所述弹簧插接配合，所述密封垫

的外径小于所述单向阀体的内径，所述密封垫的外径大于所述圆环的内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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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5] 1、该可定时吸入式雾化装置，在吸嘴上固定有定时模块，护士通过设置雾化时间，

到时便会提示，避免患者雾化过度，形成药物浪费。

[0016] 2、该可定时吸入式雾化装置，在吸嘴中设有单向阀体，并在吸嘴上设有鼻罩，且鼻

罩上叶设有单向阀，通过包裹着吸嘴并使鼻子贴合住鼻罩，使得患者只能从口吸气，从鼻子

呼气，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且无需护士费时判断。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吸嘴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吸嘴套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定时盒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鼻罩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单向阀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定时模块电路示意图。

[0024] 图中：1、雾化杯；10、吸嘴；100、内腔；2、吸嘴套；20、空腔；21、翻边；22、螺纹孔；3、

定时盒；30、定时模块；31、显示口；32、按钮口；33、开关；4、鼻罩；40、侧孔；41、凸台；5、单向

阀体；50、圆环；51、十字筋；52、凸柱；53、弹簧、54、密封垫；540、套柱。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6]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纵向”、“横向”、“长度”、“宽

度”、“厚度”、“上”、“下”、“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

“顺时针”、“逆时针”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

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设备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

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另外在本实用新型

的描述中，“若干”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除非另有明确具体的限定。

[0027] 实施例1

[0028] 可定时吸入式雾化装置，如图1、图2、图4和图7所示，包括雾化杯1，雾化杯1的一侧

设有吸嘴10，吸嘴10的一端连接有吸嘴套2，吸嘴10的上方固定有定时盒3，定时盒3的一侧

设有鼻罩4，鼻罩4的一侧连接有单向阀体5；定时盒3的内部安装有定时模块30，定时盒3的

顶面开设有显示口31，显示口31的下方开设有若干按钮口32，定时盒3的顶面安装有开关

33。

[0029] 本实施例中，定时盒3采用PP材质即聚丙烯制成，其质轻且强度刚硬，使得自重轻

盈，减少承重负担。

[0030] 具体的，吸嘴10呈鸭嘴式结构，吸嘴10的一端开设有内腔100，内腔100与雾化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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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部相连通，吸嘴10与雾化杯1通过注塑工艺制成一体，使自身结稳固耐用。

[0031] 进一步的，定时盒3与吸嘴10粘接，定时盒3的内部为中空结构且与显示口31和按

钮口32相连通，开关33与定时模块30通过导线连接，显示口31为了看到定时模块30的时间

显示屏，按钮口32使定时模块30上的按钮得以露出以便操作，通过打开开关33，使定时模块

30通电工作。

[0032] 值得说明的是，本实用新型中涉及到定时模块30采用深圳市众创空间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的型号为415351的循环定时模块，其配套的电路和电池也可由本厂家提供；此

外，本实用新型中涉及到电路和电子元器件以及模块均为现有技术，本领域技术人员完全

可以实现，无需赘言，本实用新型保护的内容也不涉及对定时模块30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改

进。

[0033] 实施例2

[003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二种实施例，为了避免患者不吸入雾化气，而影响治疗，本发

明人员在吸嘴套2和鼻罩4上均设置了单向阀体5，作为一种优选实施例，如图3、图5和6所

示，吸嘴套2的一端开设有空腔20，吸嘴套2的外侧设有翻边21，吸嘴套2的另一端开设有若

干螺纹孔22，鼻罩4的一侧开设有侧孔40，单向阀体5的一端设有圆环50，单向阀体5的另一

端设有十字筋51，十字筋51的一侧设有凸柱52，凸柱52的一侧插接有弹簧53，弹簧53的一侧

连接有密封垫54。

[0035] 本实施例中，密封垫54采用硅胶制成，其密封性，吸附性好，且佩戴舒适度好。

[0036] 具体的，吸嘴套2与内腔100卡接配合，翻边21的尺寸与吸嘴10外端的尺寸相等，避

免吸嘴套2塞入内腔100中，难以拔出，其可拔出式，便于清洗单向阀体5。

[0037] 进一步的，鼻罩4的轮廓与鼻子的形状相匹配，鼻罩4的内部我中空结构且内侧开

口，使鼻子紧密贴合不漏气，侧孔40的内侧设有螺纹，鼻罩4的底部设有凸台41，凸台41与吸

嘴10粘接，得以固定。

[0038] 除此之外，单向阀体5呈圆柱环结构且外侧设有螺纹，单向阀体5与螺纹孔22螺纹

连接，单向阀体5的十字筋51一端朝向空腔20内，单向阀体5与侧孔40螺纹连接，单向阀体5

的十字筋51一端朝向鼻罩4的外侧，使得嘴巴只能从吸嘴套2吸气，鼻子只能从鼻罩4呼气，

使得患者有效的吸入雾化药物，减轻护士的负担。

[0039] 值得注意的是，密封垫54的一侧设有套柱540，套柱540与弹簧53插接配合，密封垫

54的外径小于单向阀体5的内径，密封垫54的外径大于圆环50的内径，避免密封垫54脱离圆

环50，当嘴巴吸气时，密封垫54会在大气压作用下，被推向十字筋51一端，从而雾化气从密

封垫54和单向阀体5之间的间隙进入到嘴巴中，此时鼻子呼吸时，气体便推动侧孔一侧的密

封垫54压缩弹簧53，产生间隙，使气体流出。

[0040] 本实用新型的可定时吸入式雾化装置在使用时，将嘴巴包住吸嘴套2，将鼻子贴在

鼻罩4里，开启雾化装置，当嘴巴吸气时，单向阀体5便通气，使得患者吸入药物，鼻子呼气

时，气体顶开密封垫54压缩弹簧53，使气体排出，既使嘴巴呼气，由于气体顶着密封垫54接

触圆环50，使得气体无法呼出，患者只能从鼻子呼气了，同理鼻子也只能呼气不能吸气，很

好的解决患者不配合治疗；通过打开开关33，使定时模块30工作，通过操作定时模块30的设

定雾化时间，便于患者了解雾化需要的时间，以便节省药物。

[0041]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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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本实用新型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

的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例，并不用来限制本实用新型，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精神和范围

的前提下，本实用新型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实用

新型范围内。本实用新型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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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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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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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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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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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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