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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FACE MASK FOR ENDOSCOPY

(54) 发明名称 ：內窥镜面罩

<

(57) Abstract: A face mask for endoscopy comprises a mask shell (1). A face-contacting cushion (3) i s provided on the lower
edge of the mask shell (1). The mask shell (1) has an air inlet (13), an intubation port (12), a drainage port ( 11), an exhalation out
let (14), and a movable sealing plug (2). The sealing plug (2) includes a main base (21), an intubation port plug (22), and a
drainage port plug (23). Each of the air inlet (13) and the exhalation outlet (14) has its own sliced check valve (4) installed there
in. With the exhalation outlet (14) and the movable sealing plug (2) being provided on the mask shell (1), the present face mask
can be either used as a face mask for endoscopy, or used as a common mask when not carried during an intubation surgery. More
over, installation of sliced check valves (4) in the air inlet (13) and the exhalation outlet (14) respectively can prohibit exhaust gas
fi"om flowing backwards and improve ventila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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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

一种 内窥镜面罩，包括面罩壳 （1) ，在面罩壳 （1) 下沿 冇贴面软垫 （3) ，在面罩壳 （1) 上 设冇气体入

口 （13 ) 、插管 口 （12) 、引流 口 （11 ) 、呼气出口 （14) 和活动密封塞 （2) 。所述密封塞 （2) 包括主座 （21) 、

插管 U塞 （22) 和引流 U塞 （23 ) 。在气体入 U ( 13) 和呼气出U ( 14) 中分别有片状单 向阀瓣 (4) 。通过在面

罩壳 （1) 上设置呼气出口 （14) 和活动密封塞 (2) ，从而使本面罩既可以做 内窥镜面罩，也可 以在不做拈管手术

时兼做普通面 使用。 且 ，在气体入 Π ( 13) 和病人呼气出 Π ( 14) 中分别有片状单 向阀瓣 (4) ， j —避免废气

倒流或滞留，提高换气效率。



內窥镜面罩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一种为病人做手术、医用检查或宫腔镜检查用的新型内窥

镜面罩，具体涉及一种可与呼吸机、麻醉机或呼吸镇痛装置相配套使用的

新型内镜面罩。

背景技术
目前医疗行业中，在给病人做手术、医用检查或宫腔镜检查时，多使

用呼吸机、麻醉机或呼吸镇痛装置来辅助治疗或检查。在给病人输送氧气

或麻醉气体的过程中，内镜面罩被广泛使用。现市面上，内镜面罩品种较

多，但在结构上普遍都存在 以下缺点：

只有新鲜气体入 口而没有病人废气排出口，不利于保持输入新鲜气体

的清洁度，易引起呼吸道污染；尺寸不合理，较小，在病人张嘴接受呼吸

插管或腔镜插管的情况下，面部会受到面罩的压迫，感到不适，甚至会堵

塞呼吸道，危害病人的生命安全；没有专设的呼吸插管或腔镜插管插入 口，

在使用插管时只能用鼻罩替代，增加了检查或手术的风险，也增加了资源

浪费；没有设病人呕吐物排出口，无法排出病人因插管引起的呕吐废物，

即增加了病人的风险也增加了医护人员接触医疗废物的风险。
专利号为 200820062284.7 、名称为 《无痛胃镜专用面罩》的中国实用

新型专利中，公开了一种无痛胃镜专用面罩，包含面罩主体、面罩固定结

构、Y 形管接 口、吸引孔和胃镜置入孔。此面罩能够实现在实施人工控制

或辅助呼吸的同时,又能进行 胃镜检查。

但是，该专利中与呼吸功能有关的仍然只有一个 Y 形管接 口，相当于

只有新鲜气体入 口而没有病人废气排出口。虽然 Y 形管本身有空气出口，

但多增加的 Y 形管会形成空气滞留，造成呼吸时有效换气量降低。而且，

该专利中的胃镜置入孔中如果没有胃镜置入的话，就形成对大气的连通，

使得 Y 形管或与其配套的呼吸机无法使用。

发明内容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内窥镜面罩与呼吸功能不能相

互配合的问题，提出一种新型内窥镜面罩。

为此，本发明的新型内窥镜面罩包括一种新型内窥镜面罩，包括面罩



壳，在面罩壳下沿设有贴面软垫，在面罩壳上设有气体入 口、插管口和引

流 口，其特征在于：在面罩壳上还设置有病人呼气出口和活动密封塞，所

述密封塞包括密封塞主座、插管 口塞、引流 口塞，且在气体入 口和病人呼

气出口中分别有片状单向阀瓣。

优选地，本发明还可以包括如下技术特征：

面罩总长不小于 150mm 。

所述气体入 口位于面罩上部偏左位置；所述病人呼气出口设计在面罩

的左下侧。

所述贴面软垫采用可拆卸的卡入槽设计，通过设置在贴面软垫上的卡

入槽可拆卸地安装于面罩壳上。

所述密封塞还包括将主座分别与插管 口塞、引流 口塞联接的筋条，所

述主座设计有卡槽并通过 自身的弹性变形卡在面罩壳上。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通过在面罩壳上设置病人呼气出口和活动密封

塞，从而使本面罩既可以做内窥镜面罩，也可以在不做插管手术时兼做普

通面罩使用，这尤其适用于在做插管手术前后需要麻醉、给氧或使用呼吸

机抢救的情况。而且，在气体入 口和病人呼气出口中分别有片状单向阀瓣，

可避免废气倒留或滞留，提高换气效率。

附图说明
图 1 是本发明实施例内窥镜面罩外形立体示意图；

图 2 是本发明实施例内窥镜面罩局部剖开后的立体示意图；

图 3 是本发明实施例内窥镜面罩局部剖开后的立体示意图之二；

图 4a、 4b 分别是本发明实施例单向阀瓣在吸气状态和呼气状态的示

意图；

图 5 是本发明实施例内窥镜面罩局部剖开后的立体示意图之三；

图 6 是本发明实施例贴面软垫立体示意图；

图 7 是本发明实施例贴面软垫局部剖开后的立体示意图；

图 8 是本发明实施例密封塞立体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如图 1〜3 所示，本实施例主要由以下部件组成：面罩壳 1、密封塞 2、

贴面软垫 3、新鲜气体入 口 13、病人呼气出口 14、引流 口 11、插管口 12、

密封塞主座 2 1、插管口塞 22、引流 口塞 23，在新鲜气体入 口 13 和病人呼

气出口 14 中分别有片状单向阀瓣 4。

本内镜面罩的面罩壳 1上共设计有 4 个孔 口，分别为：①引流 口 11，



用于病人呕吐物的吸出以保持面罩的清洁；②插管口 12，用于医用插管的

插入；③气体入 口 13，用于麻醉气体或新鲜空气或氧气的输入，④病人呼

气出口 14，用于病人呼出气体的排出，并且在新鲜气体入口 13 和病人呼

气出口 14 中装有片状单向阀瓣 4 以防止麻醉气体 （或新鲜空气或氧气）的

流出。面罩壳 1下部装有贴面软垫 2，贴面软垫根据人面部轮廓进行设计，

采用双层软膜结构，由柔软、高弹性的硅胶制成，能紧贴面部，密封性高，

佩戴方便舒适，且可拆卸，进行高温清洗消毒。

另外，如图 2，本面罩还设计有密封塞 2，其包括 3 个部分：① 密封

塞主座 2 1，用于配合面罩壳 1进行装配并设计有孔 口用于医用插管的插入 ;

②插管口塞 22，用于封堵密封塞主座上的插管口；③引流 口塞 23，用于封

堵引流口。在本面罩不用于医用检查时，可用插管口塞及引流 口塞分别将

插管口及引流口密封，便可作普通麻醉面罩或普通呼吸面罩实用。

由于病人在做通过口部的内镜检查手术时，需张开口部插入内镜检查

管，增大了面部长度，现有面罩长度依病人闭口时的长度所设计，无法做

到更好的密封。本实施例的面罩总长不小于 150mm ，比现有面罩长至少长

20mm, 能更好的贴合面部进行密封，即使病人完全把嘴张开时，都不会

被面罩压迫到。

由于本实施例在面罩壳 1上直接设计有新鲜气体入 口、病人呼气出口

和引流口，加上安装在面罩壳上密封塞上的插管孔，可同时实现经口部的

内镜检查和正压通气，并排出病人的呼出气体和经口部做内镜检查时可能

产生的排出物。

由于在做内镜检查时，病人一般采用左侧位卧躺在手术床上，故将新

鲜气体入口设计在面罩上部偏左位置以方便接管，同时此位置靠近病人的

鼻子，通过外接的单向阀使新鲜气体导入面罩，使病人很容易吸入新鲜气

体，如图 4a、4b 。

由于在做内镜检查时，病人一般采用左侧位卧躺在手术床上，将病人

呼气出口设计在面罩的左下侧，该位置放在病人鼻子的下端，使病人呼出

气很直接容易的排出面罩体，同时病人呼气出口同新鲜气体入口距离不小

于 50mm ，并且装有片状单向阀瓣 4，如图 5，可防止病人呼出气倒流入面

罩同新鲜气体混合。

由于在做内镜检查时，病人一般采用左侧位卧躺在手术床上，且病人

多会产生经 口部的液态或固液混合态排泻物，故在面罩的右下侧设计有引



流 口，可方便液态或固液混合态排泻物流向引流 口并抽引出面罩内部。

本实施例的贴面软垫设计，如图 6、7，具体涉及：

采用人体工学设计，其造型 曲线和双层软膜结构可很舒适地贴合住病

人的面部，并且密封性 良好；采用可拆卸的卡入槽设计 ，利用软垫的弹性

变形可很方便从塑胶材料的面罩壳上卡装和拆卸，当软垫发生人为损破或

使用时间长变形及发黄时只需将软垫更换，而现有的内镜检查专用面罩如

贴面的软垫发生人为损破或使用时间长变形及发黄则必须将面罩整体更

换。

本实施例的密封塞设计，如图 8，该密封塞使用弹性好的硅胶材料，

包括主体 2 1、插管 口塞 22、引流 口塞 23 和用于联接主体和 2 个孔塞的细

长筋条 24。主体 2 1 设计有卡槽并通过 自身的弹性变形卡在面罩壳上，如

图 2 ; 该密封塞的另一特点在于在主体中间除了设有传统面罩所有的内镜

检查用的插管孔外，在在不做内镜检查时可直接用密封塞所带的插管 口塞

2 和引流 口塞 23 通过弹性变形分别插在 自身插管孔和面罩壳上引流孔形

成密封，如图 2，在不做 内镜检查时也可实现面罩的正压通气而不会泄漏

气体，其一体化设计 以及和面罩壳装配后后形成一个有机的组合体方便了

医生的操作，也避免了现有面罩单独设计和安装插管塞和引流管塞的操作

不便 以及零件易丢失的缺点。

本面罩的材料设计，其中面罩壳使用可 以通过高温消毒或环氧 已垸消

毒的塑胶材料包括 PC、PSU 或 PPSU 材料，密封塞和贴面软垫使用可以通

过高温消毒或环氧 已垸消毒的软胶材料包括硅胶材料，使得本面罩可以通

过高温消毒或环氧 已垸消毒来重复使用，而传统的使用于内镜检查的面罩

多为一次性使用。

以上 内容是结合具体 的优选实施方式对本发 明所作的进一歩详细说

明，不能认定本发明的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

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

干简单推演或替换，都应当视为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W O 2011/127660 权 利 要 求 书 PCT/CN2010/071795

1、一 种新型内窥镜面罩，包括面罩壳 （1) ，在面罩壳下沿设有贴面软

垫 （3 ) ，在面罩壳上设有气体入 口 （13 )、插管口 （12) 和引流 口 （11) ，

其特征在于：在面罩壳上还设置有病人呼气出口 （14 ) 和活动密封塞 （2 ) ，

所述密封塞 （2) 包括密封塞主座 （21 )、插管 口塞 （22 )、引流 口塞 （23 ) ，

且在气体入 口 （13 ) 和病人呼气出口 （14 ) 中分别有片状单向阀瓣 （4)。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新型内窥镜面罩，其特征在于：面罩总长不

小于 150mm 。

3、根据权利要求 1或 2 所述的新型内窥镜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气

体入 口 （13 ) 位于面罩上部偏左位置；所述病人呼气出口设计在面罩的左

4、根据权利要求 1或 2 所述的新型内窥镜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贴

面软垫 （3 ) 采用可拆卸的卡入槽设计，通过设置在贴面软垫 （3 ) 上的卡

入槽可拆卸地安装于面罩壳 （1) 上。

5、根据权利要求 1或 2 所述的新型内窥镜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密

封塞 （2) 还包括将主座 （21 ) 分别与插管 口塞 （22)、引流 口塞 （23 ) 联

接的筋条 （24 ) ，所述主座 （21 ) 设计有卡槽并通过 自身的弹性变形卡在面

罩壳 （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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