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037611.1

(22)申请日 2018.01.1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03098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5.15

(73)专利权人 李玉玲

地址 271500 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中医院

佛山街021号

(72)发明人 李玉玲　徐自强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鼎德宝专利代理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11823

代理人 潘艳霞

(51)Int.Cl.

A61M 16/06(2006.01)

A61M 16/10(2006.01)

(56)对比文件

US 10188814 B2,2019.01.29

US 7100611 B2,2006.09.05

US 7513252 B2,2009.04.07

CN 104415440 A,2015.03.18

审查员 李晶晶

 

(54)发明名称

一种心内科护理用高效人工呼吸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心内科护理用高效人工

呼吸装置，包括医护面罩和患者面罩，医护面罩

和患者面罩之间通过气体导通管连接，气体导通

管包括上气体导通管和下气体导通管，上气体导

通管与医护面罩的连接处、下气体导通管与患者

面罩的连接处分别设置有第一进气口和第二进

气口，患者面罩上设置有鼻腔自动堵塞结构，上

气体导通管上设置有防液体堵塞结构，下气体导

通管连接有辅助人工呼吸结构，该装置能够在人

工呼吸进行时自动堵住患者的鼻腔，使人工呼吸

的效果更明显，同时能够防止医疗人员呼出的液

体堵塞管道，另外还可以使人工呼吸和辅助人工

呼吸交替进行，使患者在进行长时间治疗时，人

工呼吸的频率能够始终正常，有利于患者的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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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心内科护理用高效人工呼吸装置，包括医护面罩（1）和患者面罩（2），所述医护

面罩（1）和患者面罩（2）之间通过气体导通管（3）连接，且气体导通管（3）包括分别与医护面

罩（1）、患者面罩（2）连接的上气体导通管（301）和下气体导通管（302），所述上气体导通管

（301）和下气体导通管（302）之间通过导气软管（303）连接，且在上气体导通管（301）与医护

面罩（1）的连接处、下气体导通管（302）与患者面罩（2）的连接处分别设置有第一进气口（4）

和第二进气口（5），所述患者面罩（2）上设置有鼻腔自动堵塞结构（6），所述上气体导通管

（301）上设置有防液体堵塞结构（7），所述下气体导通管（302）连接有辅助人工呼吸结构

（8），其特征在于：鼻腔自动堵塞结构（6）包括与患者面罩（2）内壁连接的连接杆（601），且连

接杆（601）的底端设置有旋转通孔（602），旋转通孔（602）内插设有旋转杆（603），且旋转杆

（603）的两端连接有Y形杆（604），Y形杆（604）的底端连接有鼻腔罩（605），鼻腔罩（605）的底

面连接有密封弹性圈（606）；防液体堵塞结构（7）包括设置在上气体导通管（301）内部的过

滤网（701），且过滤网（701）以30°-60°的倾角倾斜向下设置，上气体导通管（301）的外壁连

接有排液管（702），且排液管（702）穿过上气体导通管（301）并与过滤网（701）的顶面底端连

接，排液管（702）的底端连接有盛液袋（703），过滤网（701）的顶面设置有与排液管（702）连

接的主液槽（704），且在主液槽（704）的两侧连接有树状的分液槽（705）；第一进气口（4）、第

二进气口（5）的内壁均设置有内螺纹（12），医护面罩（1）的底端和患者面罩（2）的顶端均设

置有外螺纹（13），且外螺纹（13）与内螺纹（12）匹配；排液管（702）与盛液袋（703）的连接处

设置有橡胶管（70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心内科护理用高效人工呼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辅助

人工呼吸结构（8）包括与下气体导通管（302）连通的辅助气体管道（801），且辅助气体管道

（801）的另一端连接有气囊（802），所述气囊（802）与辅助气体管道（801）的连接处设置有气

囊阀（803），且在气囊（802）的表面设置有充气孔（804），所述充气孔（804）连接有充气装置

（9）。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心内科护理用高效人工呼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充气

装置（9）包括与充气孔（804）连接的充气管（901），且充气管（901）与充气孔（804）的连接处

设置有第一单向阀（902），所述充气管（901）的另一端连接有打气筒（903），且打气筒（903）

的底端连接有支撑板（904），所述打气筒（903）包括打气把手（905），且打气把手（905）的顶

面设置有符合人体膝盖构造的膝盖槽（906），所述打气把手（905）的底端通过复位弹簧

（907）与支撑板（904）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心内科护理用高效人工呼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气

体导通管（302）的内部设置有第二单向阀（304），且第二单向阀（304）位于辅助气体管道

（801）的上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心内科护理用高效人工呼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患者

面罩（2）的内壁顶端连接有导气管（10），且导气管（10）的底端设置有弧形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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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心内科护理用高效人工呼吸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心内科护理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心内科护理用高效人工呼吸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心内科，即心血管内科，是各级医院大内科为了诊疗心血管血管疾病而设置的一

个临床科室，治疗的疾病包括心绞痛、高血压、猝死、心律失常、心力衰竭、早搏、心律不齐、

心肌梗死、心肌病、心肌炎、急性心肌梗死等心血管疾病。在心内科护理时，有时需要对患者

进行人工呼吸。

[0003] 昏迷患者或心跳停止患者在排除气道异物，采用徒手方法使呼吸道畅通后，如无

自主呼吸，应立即予以人工呼吸，以保证不间断地向患者供氧，防止重要器官因缺氧造成不

可逆性损伤。正常空气中氧浓度约为21％，经呼吸吸入肺后人体大约可利用3％～5％，也就

是说，呼出气中仍含有16％～18％的氧浓度，只要我们在进行人工呼吸时给患者的气量稍

大于正常，使氧含量的绝对值并不少于自主呼吸，这样就完全可以保证身体重要器官的氧

供应，不至于由于缺氧而导致重要生命器官的损害。常用的人工呼吸方法有两种，即口对口

呼吸和口对鼻呼吸。

[0004] 但是，口对口、口对鼻人工呼吸都容易使病菌传染，对施助者造成一定的影响，因

此出现了人工呼吸装置，使用该装置既能达到人工呼吸的目的，又不会传染病菌，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现有的人工呼吸装置多是采用气管连接两个呼吸罩，并在气管上设置单向阀达

到人工呼吸的作用。

[0005] 如申请号为201620832851.7的名称为一种心内科护理用人工呼吸装置，该心内科

护理用人工呼吸装置，通过设置气囊和第二呼吸罩，为该装置提供两种人工呼吸方式，通过

设置第一过滤网和第二过滤网，隔绝在进行人工呼吸时由口腔内产生的液体，通过设置螺

钉和导管，方便对第一呼吸罩和第二呼吸罩的更换，实现干净卫生。

[0006] 但是，现有的技术存在以下缺陷：

[0007] (1)在进行人工呼吸时，为了使人工呼吸的效果更明显，需要堵住患者的鼻腔，但

是，现有的装置要么是需要人工堵住、要么是不堵，使得装置的效果不好或容易引起交叉感

染。

[0008] (2)现有的人工呼吸装置中，为了避免医疗人员的体液进入患者口中，通常需要在

装置中添加过滤网，但是这样会使得在进行多次人工呼吸后，过多的液体会堵塞管道，使人

工呼吸的作用降低。

[0009] (3)在进行人工呼吸时，有时患者的情况很严重，需要进行长时间的人工呼吸，但

是医疗人员的肺活量可能很难跟上，使得人工呼吸的频率受到影响，不利于患者的治疗。

[0010]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因而设计了一种心内科护理用高效人工呼吸装置。

发明内容

[0011]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方案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心内科护理用高效人工呼吸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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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该装置能够在人工呼吸进行时自动堵住患者的鼻腔，使人工呼吸的效果更明显，同时能

够防止医疗人员呼出的液体堵塞管道，另外还可以使人工呼吸和辅助人工呼吸交替进行，

使患者在进行长时间治疗时，人工呼吸的频率能够始终正常，有利于患者的治疗。

[0012]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心内科护理用高效人工呼吸装

置，包括符合人体构造的医护面罩和患者面罩，所述医护面罩和患者面罩之间通过气体导

通管连接，且气体导通管包括分别与医护面罩、患者面罩连接的上气体导通管和下气体导

通管，所述上气体导通管和下气体导通管之间通过导气软管连接，且在上气体导通管与医

护面罩的连接处、下气体导通管与患者面罩的连接处分别设置有第一进气口和第二进气

口，所述患者面罩上设置有鼻腔自动堵塞结构，所述上气体导通管上设置有防液体堵塞结

构，所述下气体导通管连接有辅助人工呼吸结构。

[0013]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鼻腔自动堵塞结构包括与患者面罩内壁连

接的连接杆，且连接杆的底端设置有旋转通孔，所述旋转通孔内插设有旋转杆，且旋转杆的

两端连接有Y形杆，所述Y形杆的底端连接有符合人体构造的鼻腔罩，且鼻腔罩的底面连接

有密封弹性圈。

[0014]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防液体堵塞结构包括设置在上气体导通管

内部的过滤网，且过滤网以30°-60°的倾角倾斜向下设置，所述上气体导通管的外壁连接有

排液管，且排液管穿过上气体导通管并与过滤网的顶面底端连接，所述排液管的底端连接

有盛液袋，所述过滤网的顶面设置有与排液管连接的主液槽，且在主液槽的两侧连接有树

状的分液槽。

[0015]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辅助人工呼吸结构包括与下气体导通管连

通的辅助气体管道，且辅助气体管道的另一端连接有气囊，所述气囊与辅助气体管道的连

接处设置有气囊阀，且在气囊的表面设置有充气孔，所述充气孔连接有充气装置。

[0016]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充气装置包括与充气孔连接的充气管，且

充气管与充气孔的连接处设置有第一单向阀，所述充气管的另一端连接有打气筒，且打气

筒的底端连接有支撑板，所述打气筒包括打气把手，且打气把手的顶面设置有符合人体膝

盖构造的膝盖槽，所述打气把手的底端通过复位弹簧与支撑板连接。

[0017]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下气体导通管的内部设置有第二单向阀，

且第二单向阀位于辅助气体管道的上方。

[0018]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患者面罩的内壁顶端连接有导气管，且导

气管的底端设置有弧形口。

[0019]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第一进气口、第二进气口的内壁均设置有

内螺纹，所述医护面罩的底端和患者面罩的顶端均设置有外螺纹，且外螺纹与内螺纹匹配。

[0020]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排液管与盛液袋的连接处设置有橡胶管。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2] (1)本发明通过设置鼻腔自动堵塞结构，使得在使用此装置对患者进行人工呼吸

时，鼻腔罩能够堵住患者的鼻腔，使进入患者口中的空气不会直接从鼻腔泄露，而是全部进

入患者的体内，使得人工呼吸的效果更明显，有利于患者的治疗，同时能够避免医疗人员与

患者过多的直接接触，避免交叉感染。

[0023] (2)本发明通过设置防液体堵塞结构，使得医疗人员呼出气体内的液体在被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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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拦住后，能够通过过滤网表面的主液槽和分液槽流到盛液袋内，使得液体不会堵塞管道，

使人工呼吸不会受到影响。

[0024] (3)本发明通过设置辅助人工呼吸结构，使得可以通过气囊对患者进行辅助人工

呼吸，同时医疗人员在对患者进行人工呼吸时，能够顺便通过充气装置对气囊进行充气，使

得人工呼吸和辅助人工呼吸可以交替进行，减小了医疗人员的压力，有利于提高人工呼吸

的效果，适合室外紧急情况下的治疗。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的过滤网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的旋转杆侧视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1-医护面罩；2-患者面罩；3-气体导通管；4-第一进气口；5-第二进气口；6-

鼻腔自动堵塞结构；7-防液体堵塞结构；8-辅助人工呼吸结构；9-充气装置；10-导气管；11-

弧形口；12-内螺纹；13-外螺纹；

[0029] 301-上气体导通管；302-下气体导通管；303-导气软管；304-第二单向阀；

[0030] 601-连接杆；602-旋转通孔；603-旋转杆；604-Y形杆；605-鼻腔罩；606-密封弹性

圈；

[0031] 701-过滤网；702-排液管；703-盛液袋；704-主液槽；705-分液槽；706-橡胶管；

[0032] 801-辅助气体管道；802-气囊；803-气囊阀；804-充气孔；

[0033] 901-充气管；902-第一单向阀；903-打气筒；904-支撑板；905-打气把手；906-膝盖

槽；907-复位弹簧。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心内科护理用高效人工呼吸装置，包括符合人体构

造的医护面罩1和患者面罩2，医护面罩1是医疗人员使用，用于医疗人员呼出空气，患者面

罩2用于贴住患者的脸部，使患者能够吸入医疗人员呼出的气体，通过设置医护面罩1和患

者面罩2，使得医疗人员和患者没有直接的接触，可以防止病菌的传染，避免交叉感染的发

生，有利于患者的治疗，也有利于医疗人员的保护。

[0035] 如图1所示，所述医护面罩1和患者面罩2之间通过气体导通管3连接，且气体导通

管3包括分别与医护面罩1、患者面罩2连接的上气体导通管301和下气体导通管302，所述上

气体导通管301和下气体导通管302之间通过导气软管303连接，导气软管303拥有可弯曲

性，使得上气体导通管301和下气体导通管302能够通过导气软管303改变方向，使得在实际

人工呼吸的过程中，可以根据患者的位置、医疗人员的高度等不同因素改变气体导通管3的

弯曲程度和弯曲方向，使人工呼吸能够更顺利、更高效的进行，有利于提高人工呼吸的效

果。

[0036] 如图1所示，所述上气体导通管301与医护面罩1的连接处、下气体导通管302与患

者面罩2的连接处分别设置有第一进气口4和第二进气口5，医护面罩1、第一进气口4、上气

体导通管301、导气软管303、下气体导通管302、第二进气口5和患者面罩2形成一条气体通

路，使得医疗人员由医护面罩1呼出的气体能够顺着这条通路由患者面罩2进入患者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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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使人工呼吸的目的达成。

[0037] 如图1所示，所述患者面罩2的内壁顶端连接有导气管10，导气管10为两端开口的

中空管道，导气管10的上端与下气体导通管302连通，导气管10的下端设置有弧形口11，当

患者需要人工呼吸时，大多处于昏迷状态，因此嘴是闭合的，不利用人工呼吸的进行，在治

疗时，通常是医疗人员用手将患者的嘴巴张开再进行人工呼吸，但是这样会使得医疗人员

非常忙碌，特别是医疗人员人手不足的时候，容易使医疗人员因手忙脚乱而产生错误的操

作，不利于患者的治疗，因而设计了导气管10进行辅助，导气管10位于患者面罩2的内部，用

于插入患者的口腔中，使气体能够更顺利的进入患者体内，使医疗人员不必在始终控制患

者口腔的张开，使人工呼吸的进行更顺利，弧形口11用于保护患者，防止导气管10插入患者

口中时弄伤患者。为便于医护人员吹气，还可以在医护面罩1内也设置与上气体导通管301

连通的导气管，医疗人员直接通过医护面罩1内设置的导气管向患者吹气和吸气，其对气流

的聚集效应更好，人工呼吸的效果也更好。

[0038] 如图1所示，所述第一进气口4、第二进气口5的内壁均设置有内螺纹12，所述医护

面罩1的底端和患者面罩2的顶端均设置有外螺纹13，且外螺纹13与内螺纹12匹配，使得能

够通过旋转医护面罩1和患者面罩2使医护面罩1、患者面罩2分别与上气体导通管301、下气

体导通管302分离，便于医护面罩1和患者面罩2的更换，使得可以通过患者和医疗人员的脸

型选择不同的患者面罩2和医护面罩1，使得装置能够适合更多人的使用，同时，还能方便装

置的清洗，使装置的清洁效果更好，避免细菌、病菌的传染，另外，由于装置是可拆卸的，使

得装置的移动、搬运更方便，适合在室外进行紧急的人工呼吸，有利于患者的抢救。

[0039] 如图1和图3所示，所述患者面罩2上设置有鼻腔自动堵塞结构6，所述鼻腔自动堵

塞结构6包括与患者面罩2内壁连接的连接杆601，且连接杆601的底端设置有旋转通孔602，

所述旋转通孔602内插设有旋转杆603，旋转杆603能够在旋转通孔602内旋转，所述旋转杆

603的两端连接有Y形杆604，使得Y形杆604能够绕着旋转杆603转动，所述Y形杆604的底端

连接有符合人体构造的鼻腔罩605，使得鼻腔罩605能够通过Y形杆604绕着旋转杆603转动，

使得鼻腔罩605的角度能够实现微调，便于对不同脸型的患者使用，使装置的通用性更强。

[0040] 如图1和图3所示，所述鼻腔罩605的底面连接有密封弹性圈606，鼻腔罩605能够与

人体的鼻子吻合，使得在患者面罩2戴在患者脸上时，鼻腔罩605能够刚好卡在患者的鼻腔

上，使得吹入患者体内的空气不会直接从患者的鼻腔出去，而是进入患者的体内，使得人工

呼吸的效果更好，有利于患者的治疗，同时，避免了医疗人员用手堵住患者的鼻腔，既方便

人工呼吸的进行，减小医疗人员的操作，又能够防止医疗人员与患者过多的直接接触，可以

有效地防止细菌、病毒的传染，密封弹性圈606可以由橡胶或高分子材料等弹性材料制成，

既能够使鼻腔罩605与人体更好的接触，防止气体过多的泄露，又可以增加缓冲能力，防止

在使用装置时伤到患者的脸部。

[0041] 如图1和图2所示，所述上气体导通管301上设置有防液体堵塞结构7，所述防液体

堵塞结构7包括设置在上气体导通管301内部的过滤网701，过滤网可以过滤掉气体中的水

分，使得医疗人员吹出气体内的液体不会进入患者的口腔中，有利于保护患者，所述过滤网

701以30°-60°的倾角倾斜向下设置，可以使被过滤网过滤的液体顺着过滤网的表面滑下，

而不会在过滤网701的表面滞留。

[0042] 如图1和与2所示，所述上气体导通管301的外壁连接有排液管702，且排液管702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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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上气体导通管301并与过滤网701的顶面底端连接，所述排液管702的底端连接有盛液袋

703，使得沿着过滤网701滑下的液体能够顺着排液管702流入盛液袋703内，使得液体不会

在过滤网701的表面滞留，可以防止装置在多次使用后，液体堵塞过滤网701，有利于人工呼

吸能够顺利的进行，使人工呼吸的效果不会降低，盛液袋703用于集中收集液体，以便处理，

同时盛液袋703可以防止吹入装置的气体从排液管702泄露。

[0043] 如图1和图2所示，所述过滤网701的顶面设置有与排液管702连接的主液槽704，且

在主液槽704的两侧连接有树状的分液槽705，使得过滤网701表面的液体能够顺着各个分

液槽705流入主液槽704中，并沿着主液槽704流入排液管702中，使得液体能够迅速的顺着

过滤网701的表面滑下并流进排液管702内，防止堵塞过滤网701，所述排液管702与盛液袋

703的连接处设置有橡胶管706，橡胶管706在盛液袋703的重力作用下会变得扁平，可以防

止气体过多的进入盛液袋703内，有利于使医疗人员呼出的气体能够更大化的用于救治患

者。

[0044] 如图1所示，所述下气体导通管302连接有辅助人工呼吸结构8，辅助人工呼吸结构

8用于辅助医疗人员进行人工呼吸，有利于对患者的治疗，所述辅助人工呼吸结构8包括与

下气体导通管302连通的辅助气体管道801，且辅助气体管道801的另一端连接有气囊802，

气囊802用于充入空气，使得可以通过挤压气囊802，使气囊802内的空气沿着辅助气体管道

801进入患者的口中，起到人工呼吸的作用，所述气囊802与辅助气体管道801的连接处设置

有气囊阀803，且在气囊802的表面设置有充气孔804，气囊阀803能够使气囊802在充入空气

时不会泄露，而在挤压气囊802时能够排出气体，充气孔804用于向气囊802内充入空气。

[0045] 如图1所示，所述下气体导通管302的内部设置有第二单向阀304，且第二单向阀

304位于辅助气体管道801的上方，第二单向阀304为气体单向导通阀，使气体只能从上气体

导通管301流入下气体导通管302，而不会从下气体导通管302流入上气体导通管301，使得

在挤压气囊802，使气囊802中的气体压入下气体导通管302时，气体能够全部从第二进气口

5进入患者面罩2内，而不会从第一进气口4泄露，有利于人工呼吸高效的进行。

[0046] 如图1所示，所述充气孔804连接有充气装置9，所述充气装置9包括与充气孔804连

接的充气管901，且充气管901与充气孔804的连接处设置有第一单向阀902，第一单向阀902

为气体单向导通阀，第一单向阀902使得气体只能从充气管901进入气囊802中，而不会使气

囊802中的气体从充气管901排出，有利于气囊802中气体的存储，以便进行辅助人工呼吸。

[0047] 如图1所示，所述充气管901的另一端连接有打气筒903，且打气筒903的底端连接

有支撑板904，打气筒903用于从充气管901向气囊802内充入气体，支撑板904起到支撑打气

筒903的作用，所述打气筒903包括打气把手905，且打气把手905的顶面设置有符合人体膝

盖构造的膝盖槽906，所述打气把手905的底端通过复位弹簧907与支撑板904连接，使得医

疗人员在对患者进行人工呼吸时，能够通过弯曲的膝盖按压膝盖槽906，使打气筒903对气

囊802打气，之后再通过挤压气囊802可以起到辅助人工呼吸的作用，使得人工呼吸和辅助

人工呼吸可以交替进行，防止因医疗人员肺活量不足而使人工呼吸的频率受到影响，有利

于患者的治疗和提高人工呼吸的效果，且减轻了医疗人员的压力，适合在室外或医疗人员

人手不足的紧急情况下使用。

[0048]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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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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