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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氧气雾化眼罩，解决了患者眼部在进行氧雾

化治疗时易对患者的眼部造成压痕甚至皮肤溃

破，给患者带来痛苦的问题；包括左眼罩和右眼

罩，左眼罩和右眼罩都设有第一通孔，左眼罩和

右眼罩的内侧都设有镂空孔，左眼罩和右眼罩之

间固接有软囊，软囊的下端固接有变径管，变径

管下端连通有进气管，进气管另一端连通有湿化

瓶，变径管的外侧套设有进液管，进液管与变径

管之间形成进液通道，进液管的侧面设有进液

口，进液管的上端固定连接有出气管，出气管内

还固定连接有挡块，出气管上连通有第一通道和

第二通道，出气管内设有控制装置；本装置轻巧

便捷，增加了患者的舒适性，避免了以往的粗长

管道给患者带来的沉坠感，药物作用柔和，药物

持续作用时间长。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5页

CN 212853810 U

2021.04.02

CN
 2
12
85
38
10
 U



1.氧气雾化眼罩，包括左眼罩(1)和右眼罩(2)，其特征在于：左眼罩(1)的右侧和右眼

罩(2)的左侧都开设有第一通孔(3)，左眼罩(1)和右眼罩(2)的内侧都开设有与第一通孔

(3)互通的镂空孔(4)，左眼罩(1)和右眼罩(2)之间固定连接有软囊(5)，所述软囊(5)的下

端固定连接有变径管(6)，所述变径管(6)的尖端向上贯穿至软囊(5)内部，所述变径管(6)

的粗径端向下贯穿软囊(5)并连通有进气管(7)，所述进气管(7)上远离软囊(5)的一端连通

有湿化瓶(8)，所述变径管(6)的外侧套设有与软囊(5)底部固定连接的进液管(9)，所述进

液管(9)与变径管(6)之间形成进液通道(10)，所述进液管(9)的侧面设有进液口(11)，所述

进液管(9)的上端固定连接有出气管(12)且变径管(6)和进液管(9)的出口端都在出气管

(12)内，所述出气管(12)内还固定连接有挡块(13)，所述挡块(13)在变径管(6)尖端出口的

正上方，所述出气管(12)上连通有与第一通孔(3)互通的第一通道(14)和第二通道(15)，所

述出气管(12)内设有可控制第一通道(14)和第二通道(15)单个打开或同时打开的控制装

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氧气雾化眼罩，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装置包括第一密封球

(16)和与第一密封球(16)固定连接的第二密封球(17)，所述第一密封球(16)和第二密封球

(17)上开设有向下贯穿的连通孔(18)，所述第一密封球(16)上开设有与连通孔(18)连通且

呈180°的直通孔(19)，所述第二密封球(17)上开设有与连通孔(18)连通且呈90°的单向孔

(20)，所述第一通道(14)上连通有与出气管(12)互通的第一支管(21)，所述第二通道(15)

上连通有与出气管(12)连通的第二支管(22)，所述第一支管(21)和第二支管(22)可分别与

单向孔(20)对应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氧气雾化眼罩，其特征在于：所述软囊(5)的后端设有可与鼻

部贴合的三角槽(23)。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氧气雾化眼罩，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密封球(17)上固定连接

有连接杆，所述连接杆向上贯穿软囊(5)并固定连接有操作旋钮(24)，所述操作旋钮(24)上

设有指示标(25)，所述软囊(5)上设有四个与指示标(25)对应的位置标(26)。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氧气雾化眼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左眼罩(1)和右眼罩(2)的内

侧都设置有硅胶垫片(27)。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氧气雾化眼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左眼罩(1)和右眼罩(2)上固

定连接有固定带(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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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雾化眼罩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护理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氧气雾化眼罩。

背景技术

[0002] 因现代电子产品已成办公常用产品，人们容易用眼过度，尤其对于广大糖尿病患

者来说，常伴有眼底病变，一般常规的滴眼治疗时，药物在结膜囊分布浓度低，作用时间不

长，而且吸收较慢，渗透性差，滴眼眼药水每次只能滴1～2滴，1滴眼药水滴入结膜囊后要流

掉1/2～1/3左右，再通过眨眼等动作，泪液与药液混合，使药液稀释，能被吸收的药量很少，

所以需要用到氧气雾化眼罩作为眼部用药的方法来增强眼部粘膜对药物的吸收，扩大有效

吸收面积，提高疗效，由于眼部雾化用液量较大及皮肤脆性增加，患者的眼部常有压痕，甚

至皮肤破溃，不易愈合；再者市面及临床使用的蒸汽眼罩的鼻部贴合处为圆柱形，输送雾状

药液的管道粗长，患者在佩戴时会对鼻部造成压迫、沉坠等不适感；给患者带来了痛苦。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氧气雾化眼罩，解决了患者眼部在进行氧

雾化治疗时易对患者的眼部造成压痕甚至皮肤溃破，给患者带来痛苦的问题。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试验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包括左眼罩和右眼罩，左眼罩

的右侧和右眼罩的左侧都开设有第一通孔，左眼罩和右眼罩的内侧都开设有与第一通孔互

通的镂空孔，左眼罩和右眼罩之间固定连接有软囊，所述软囊的下端固定连接有变径管，所

述变径管的尖端向上贯穿至软囊内部，所述变径管的粗径端向下贯穿软囊并连通有进气

管，所述进气管上远离软囊的一端连通有湿化瓶，所述变径管的外侧套设有与软囊底部固

定连接的进液管，所述进液管与变径管之间形成进液通道，所述进液管的侧面设有进液口，

所述进液管的上端固定连接有出气管且变径管和进液管的出口端都在出气管内，所述出气

管内还固定连接有挡块，所述挡块在变径管尖端出口的正上方，所述出气管上连通有与第

一通孔互通的第一通道和第二通道，所述出气管内设有可控制第一通道和第二通道单个打

开或同时打开的控制装置。

[0005] 优选的，所述控制装置包括第一密封球和与第一密封球固定连接的第二密封球，

所述第一密封球和第二密封球上开设有向下贯穿的连通孔，所述第一密封球上开设有与连

通孔连通且呈°的直通孔，所述第二密封球上开设有与连通孔连通且呈度的单向孔，所述第

一通道上连通有与出气管互通的第一支管，所述第二通道上连通有与出气管连通的第二支

管，所述第一支管和第二支管可分别与单向孔对应连通。

[0006] 优选的，所述软囊的后端设有可与鼻部贴合的三角槽。

[0007] 优选的，所述第二密封球上固定连接有连接杆，所述连接杆向上贯穿软囊并固定

连接有操作旋钮，所述操作旋钮上设有指示标，所述软囊上设有四个与指示标对应的位置

标。

[0008] 优选的，所述左眼罩和右眼罩的内侧都设置有硅胶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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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的，所述左眼罩和右眼罩上固定连接有固定带。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装置结构新颖，构思巧妙，进气管

改为较细医用输氧管，轻巧便捷，增加了患者的舒适性，避免了以往的粗长管道给患者带来

的沉坠感；软囊上的鼻型三角槽可减轻患者鼻部压迫、沉坠等不适感，增加了面部贴服和舒

适感；眼罩上的操作旋钮既可控制左右眼分开雾化，又可同时进行雾化，针对性更强；本装

置采用氧雾化眼罩疗法可使氧气局部输入，作用柔和，无刺激性，药物持续作用时间长，改

善眼组织低氧状况和血液循环，抑制细菌增长，加速眼部新陈代谢，组织获得营养、自我修

复；同时氧雾化眼罩具有保湿作用，可以保护角膜或组织创面。

附图说明

[0011]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实用

新型的实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在附图中：

[0012] 图1是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是本实用新型左眼罩、右眼罩和软囊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是本实用新型左眼罩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是本实用新型软囊内部药液被变径管雾化和控制装置的分解示意图。

[0016] 图5是本实用新型控制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是本实用新型软囊内部药液被变径管雾化导出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7是图1中A部放大示意图。

[0019] 图中：1‑左眼罩、2‑右眼罩、3‑第一通孔、4‑镂空孔、5‑软囊、6‑变径管、7‑进气管、

8‑湿化瓶、9‑进液管、10‑进液通道、11‑进液口、12‑出气管、13‑挡块、14‑第一通道、15‑第二

通道、16‑第一密封球、17‑第二密封球、18‑连通孔、19‑直通孔、20‑单向孔、21‑第一支管、

22‑第二支管、23‑三角槽、24‑操作旋钮、25‑指示标、26‑位置标、27‑硅胶垫片、28‑固定带。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现在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附图为简化的示意图，仅以示

意方式说明本实用新型基本结构，因此其仅显示与本实用新型有关的构成。

[0021] 参照图1‑7所示，本实用新型包括左眼罩1和右眼罩2，左眼罩1的右侧和右眼罩2的

左侧都开设有第一通孔3，左眼罩1和右眼罩2的内侧都开设有与第一通孔3互通的镂空孔4，

左眼罩1和右眼罩2之间固定连接有软囊5，所述软囊5的下端固定连接有变径管6，所述变径

管6的尖端向上贯穿至软囊5内部，所述变径管6的粗径端向下贯穿软囊5并连通有进气管7，

所述进气管7上远离软囊5的一端连通有湿化瓶8，所述变径管6的外侧套设有与软囊5底部

固定连接的进液管9，所述进液管9与变径管6之间形成进液通道10，所述进液管9的侧面设

有进液口11，所述进液管9的上端固定连接有出气管12且变径管6和进液管9的出口端都在

出气管12内，所述出气管12内还固定连接有挡块13，所述挡块13在变径管6尖端出口的正上

方，所述出气管12上连通有与第一通孔3互通的第一通道14和第二通道15，所述出气管12内

设有可控制第一通道14和第二通道15单个打开或同时打开的控制装置。

[0022] 在使用时左眼罩1和右眼罩2分别佩戴在患者的左眼和右眼上，软囊5为硅胶制成

的中空体且软囊5上设有注药口，使用前通过注药口往软囊5内注入一定的药液，最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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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气管7与湿化瓶8连通后再打开氧气，氧气由湿化瓶8、进气管7进入变径管6内，进气管7为

一般较细的医用输氧管，轻巧便捷，增加了患者的舒适性，避免了以往的粗长管道给患者带

来的沉坠感，氧气由变径管6的粗端流向变径管6的细端，气体流速变大，根据文丘里效应，

流体的流速越大，压强越小，氧气从变径管6的尖端流出，细小的管口形成高速的气流，此时

会在流出口附近形成相对的“真空区”，此时的“真空区”的压强小于软囊5内的压强，所以软

囊5内的药液由进药口11进入进液管9内后被压出，药液喷出后与挡块13相碰撞，在高速撞

击下向周围飞溅使液滴变成雾状微粒后从出气管12流出，根据患者的需要可通过控制装置

控制第一通道14、第二通道15与出气管12的连通以此达到控制雾状药物到达患者的患处，

如图3所示，由第一通道14或第二通道15出来的雾状药液经第一通孔3后从镂空孔4出来作

用于患者的眼部。

[0023] 其中，如图2所示，为了使患者在佩戴使更加舒适，避免给患者造成压疮，所述软囊

5的后端设有可与鼻部贴合的三角槽23。

[0024] 如图4、图5所示，为了便于控制对出气管12流出的雾状药液作用于左眼、右眼或是

双眼，所述控制装置包括第一密封球16和与第一密封球16固定连接的第二密封球17，所述

第一密封球16和第二密封球17上开设有向下贯穿的连通孔18，所述第一密封球16上开设有

与连通孔18连通且呈180°的直通孔19，所述第二密封球17上开设有与连通孔18连通且呈90

度的单向孔20，所述第一通道14上连通有与出气管12互通的第一支管21，所述第二通道15

上连通有与出气管12连通的第二支管22，所述第一支管21和第二支管22可分别与单向孔20

对应连通。

[0025] 当流出的雾状药液需要作用于左眼时，同步旋转第一密封球16和第二密封球17，

使第一密封球16上的单向孔20与第一支管21连通，此时的直通孔19不与第一通道14和第二

通道15连通，雾状药液只能从连通孔18处进入，从单向孔20处流出，而后再从第一支管21进

入第一通道14内，再由第一通道14经第一通孔3进入左眼罩1内，再由左眼罩1上的镂空孔4

出来作用于患者的眼部；同理，同步旋转第一密封球16和第二密封球17，使第一密封球16上

的单向孔20与第二支管22连通，此时的雾状药液会作用于患者的右眼；另外，同步旋转第一

密封球16和第二密封球17，使第一密封球16上的单向孔20不与第一支管21和第二支管22连

通，而此时的直通孔18与第一通道14和第二通道15互通，雾状药液此时会同时作用于患者

的左右眼。

[0026] 如图5、图7所示，为了方便控制第一密封球16和第二密封球17在出气管12内转动

调节并可确定位置，所述第二密封球16上固定连接有连接杆，所述连接杆向上贯穿软囊5并

固定连接有操作旋钮24，所述操作旋钮24上设有指示标25，所述软囊5上设有四个与指示标

25对应的位置标26。

[0027] 软囊5上的四个位置标26，分别为左眼连通、双眼连通、右眼连通、双眼连通的标

记，根据不同的患者，通过旋转操作旋钮24，使第一密封球16和第二密封球17转动，同时指

示标25会指向对应的位置标26上，使医护人员方便识别雾状药物将作用于患者的哪个眼

睛。

[0028] 如图3所示，为了提高患者佩戴的舒适性且可使雾状药液不易流出于空气中，所述

左眼罩1和右眼罩2的内侧都设置有硅胶垫片27，硅胶垫片27与患者的眼部外圈贴合，使患

者更舒适，同时硅胶垫片27与患者眼部贴合时使密封更好，雾状药液不易流至空气，使雾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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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液能够更长时间的作用于患者的眼部。

[0029] 为了方便患者的佩戴，所述左眼罩1和右眼罩2上固定连接有固定带28。

[0030]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

实用新型，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来说，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

进行等同替换。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

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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