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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呼吸机，包括：吸气管路，其

上设有为病人提供正压的正压源、缓冲罐、两位

两通球囊阀，所述两位两通球囊阀通过一个气泵

和一个第一两位三通阀进行通断切换控制；呼气

管路，其上设有呼气阀，所述呼气阀由一个第二

两位三通阀通过接收来自缓冲罐的预设恒定压

力的压缩气体对其进行控制；咳痰管路，其上设

有为病人提供负压的负压源以及串接于负压源

与病人之间的快门阀。还包括：中央处理器，根据

呼吸机中的传感器检测的数据对呼吸机各部分

进行协同控制。该呼吸机使咳痰机可以作为模块

内嵌在呼吸机中，具有更高的精确性、响应性及

安全性。采用同一中央处理器，简化了系统构成，

并使呼吸机的呼吸及咳痰工作达到了真正的同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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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呼吸机，其特征在于，包括：

吸气管路，其上设有为病人提供正压的正压源、缓冲罐、两位两通球囊阀，所述两位两

通球囊阀通过一个气泵和一个第一两位三通阀进行通断切换控制；

呼气管路，其上设有呼气阀，所述呼气阀由一个第二两位三通阀通过接收来自缓冲罐

的预设恒定压力的压缩气体对其进行控制；

咳痰管路，其上设有为病人提供负压的负压源以及串接于负压源与病人之间的快门

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呼吸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中央处理器，根据呼吸机中的传感器检测的数据对呼吸机各部分进行协同控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呼吸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呼吸机中的传感器包括：

第一压力传感器，设置在吸气管路中正压源与病人之间；

氧气浓度传感器，设置在吸气管路中正压源与病人之间；

流量传感器，设置在吸气管路中正压源与病人之间；

第二压力传感器，设置在咳痰管路中负压源与病人之间，

上述传感器与所述中央处理器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呼吸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正压源是第一涡轮风机，第一涡轮

风机与一个吸气控制阀并联。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呼吸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气控制阀为比例压力调节阀或比

例流量调节阀。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呼吸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负压源是第二涡轮风机。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呼吸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气管路还包括一空氧混合罐，其

输出进入所述第一涡轮风机的输入口。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呼吸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病人端管路，其上设置所述氧气

浓度传感器、流量传感器，病人端管路的输出端与病人连接，吸气管路的输出口与呼气管

路、咳痰管路的输入口汇集到一起，与病人端管路连接，呼气管路与咳痰管路输出口汇集在

一起与消声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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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呼吸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具有咳痰功能的呼吸机。

背景技术

[0002] 对于使用上了呼吸机的病人，特别是建立了人工气道之后，咳嗽反射减弱，或因肺

功能严重衰退，呼吸肌无力等，大多不能自主排痰，极易造成分泌物滞留而堵塞气道使肺部

感染加重。因此，对机械通气的病人，需要定期进行人工排痰处理。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是采

用吸痰管吸痰，但是吸痰管吸痰这种侵入式的吸痰方式，由于局部的负压很高，加上导管的

插入和移动，很容易对气道造成伤害或气道疤痕，同时，会中断病人的机械通气，另外痰液

的清除也不是很彻底。

[0003] 专利WO2007054829首次提出了一种与呼吸机联合工作，辅助病人呼吸、咳嗽，去除

病人气道分泌物的咳痰系统，病人咳痰时不必中断病人的正常呼吸，可以根据预设的咳痰

时间和咳痰次数对病人进行咳痰，能够随时、即时咳痰。

[0004] 专利CN  201510657436.2则进一步丰富了该专利，提升了该咳痰系统的安全性、临

床适应能力，避免了咳痰机工作时呼吸机的报警等问题，咳痰机咳出的痰被收集到一个集

痰容器里，再定期由护士通过医院配置的中心负压吸引系统将痰液吸走。

[0005] 在以上所列两个专利中，咳痰机的触发咳痰是依靠系统中的压力或流量传感器来

判断呼吸机对病人实施机械通气的进程，也就是说，呼吸机和咳痰机是没有通讯的，咳痰机

只是被动地通过检测呼吸机气路的压力信号，再进行处理、分析得到呼吸进程的信息，但这

通常会带来以下3个问题：

[0006] 1、精确性和响应快速性：毕竟是两台不同的机器，不能做到呼吸机与咳痰机工作

的精确同步。在咳痰系统的压力或流量传感器检测到呼吸机的呼吸进程压力信号转换成电

信号后，这个信号要经过传输、放大、过滤、A/D转换后，再交由信息处理器处理，判断、发出

指令，然后再经过D/A转换、功率放大，可驱动的直流电压，驱动阀门或风机工作。这会在控

制上有一定程度的时间滞后，影响咳痰效果。

[0007] 2、安全性：受制于各种环境条件，呼吸进程的检测可能会带来错误的结果，容易造

成误判断，呼吸管路内部条件很复杂，气态的水蒸气和液态的水，甚至病人咳出的痰，有可

能分布于呼吸管路的各个角落，这些因素会直接影响压力或流量传感器的检测结果的精

度，甚至是错误的结果。从而造成安全隐患。

[0008] 3、管路连接复杂，占用空间体积大，成本高、故障点、泄漏点多。

发明内容

[0009]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呼吸机，所述呼吸机具有更高的精确性、响应性

及安全性。

[0010] 一种呼吸机，包括：吸气管路，其上设有为病人提供正压的正压源、缓冲罐、两位两

通球囊阀，所述两位两通球囊阀通过一个气泵和一个第一两位三通阀进行通断切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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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气管路，其上设有呼气阀，所述呼气阀由一个第二两位三通阀通过接收来自缓冲罐的预

设恒定压力的压缩气体对其进行控制；咳痰管路，其上设有为病人提供负压的负压源以及

串接于负压源与病人之间的快门阀。

[0011] 本发明的呼吸机，其有益效果在于，使咳痰机可以作为模块内嵌在呼吸机中，由此

使呼吸机具有更高的精确性、响应性及安全性。

[0012] 采用同一中央处理器控制吸气、呼气和咳痰，简化了系统构成，并且同一中央处理

器对各部分进行协同控制，使呼吸机的呼吸及咳痰工作达到了真正的同步。

[0013] 同一中央处理器可以对从传感器、阀门及风机等多个部件接收的信息进行整合处

理，在一定程度上减小时间滞后，提高了系统的精确性及快速响应性，提升了咳痰效果。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的气路结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参照附图描述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其中相同的部件用相同的附图标记表示。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呼吸机的一种实施方式的气路结构框图。

[0017] 本发明的呼吸机包括吸气管路、呼气管路、咳痰管路和病人端管路；

[0018] 吸气管路包括依次相连的空气输入口、空气过滤器、空氧混合罐、第一涡轮风机、

第一压力传感器、缓冲罐、两位两通球囊阀。吸气管路还有一个氧气输入口，直接与空氧混

合罐连接。第一涡轮风机与一个吸气控制阀(比例压力调节阀或比例流量调节阀)并联，以

对第一涡轮风机的输出压力和流量进行调节。两位两通球囊阀通过一个气泵和一个两位三

通阀进行通断切换控制，进而控制吸气管路的接入或断开。所述两位三通阀可为两位三通

电磁阀。

[0019] 呼气管路包括呼气阀，呼气阀由一个两位三通阀通过接收来自缓冲罐的预设恒定

压力的压缩气体对其进行控制，进而控制呼气管路的接入或断开。所述两位三通阀可为两

位三通电磁阀。

[0020] 咳痰管路包括由输入到输出端依次连接的快门阀、第二压力传感器、第二涡轮风

机。快门阀控制咳痰管路的接入或断开。

[0021] 病人端管路由输入端到输出端依次连接氧气浓度传感器、流量传感器，其输出端

与病人连接。

[0022] 吸气管路的输出口与呼气管路、咳痰管路的输入口汇集到一起，与病人端管路连

接。呼气管路与咳痰管路输出口汇集在一起与消声器连接，对病人呼出或第二涡轮风机抽

出的气流进行消声。

[0023] 其工作过程如下：在本发明呼吸机给病人送气时(即病人吸气时)，周围环境的空

气经由过滤器101进入空氧混合罐102，空氧混合罐102配置有氧气输入口，低压或者高压经

减压、流量调节的氧气由氧气输入口进入空氧混合罐102(由于属于常规技术，本发明未示

出)，在空氧混合罐102内，空气和经过流量调节的氧气混合，达到预设的气体浓度。氧气浓

度传感器110随时对输送给病人的气体浓度进行检测，并把数据反馈给本发明呼吸机的中

央处理器，调节氧气输入量，以对氧气浓度进行闭环控制。混合后的达到设定浓度的气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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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第一涡轮风机104的输入口，第一涡轮风机104对输入的气体进行加压，输出一定流量和

压力的混合气体，压力传感器106、流量传感器111负责对第一涡轮风机输出的气体进行压

力和流量检测，并把检测后的压力、流量数据传输给本发明呼吸机的中央处理器系统，中央

处理器系统根据检测到的压力、流量数据与预期的压力数据对比，通过控制第一涡轮风机

104的转速和吸气控制阀103(比例压力调节阀或比例流量调节阀)的开度，联合控制第一涡

轮风机104输送给病人112的气体压力和流量。缓冲罐107的作用是提供一恒定的压力的气

体使呼气阀116在吸气时关闭，在呼气时对呼气气流进行PEEP控制。

[0024] 第一涡轮风机104输出的混合气体继续通过缓冲罐107、两位两通球囊阀113、氧气

浓度传感器110、流量传感器111，进入病人112肺内，完成吸气过程。

[0025] 此时，两位两通球囊阀113是接通的，泵108不启动，两位三通阀109保持在如图的

气路位置，球囊阀113的控制腔与大气相通。

[0026] 而此时，呼气阀116是关闭的，缓冲罐107输出的一部分压缩气体通过两位三通电

磁阀105，进入呼气阀116，由于此时进入呼气阀116的气体压力较大，因此，呼气阀116被关

闭。

[0027] 与吸气管路并联的咳痰管路此时也是被快门阀114阻断。

[0028] 当给病人送气结束，转入呼气状态，如果不需要进行PEEP调节，此时，第一涡轮风

机104空转或停机。气泵108启动，两位三通阀109得电，位置切换到左位，气泵108输出的压

缩气体经过两位三通阀109，进入两位两通球囊阀113，使该球囊阀关闭，切断吸气管路。与

此同时，两位三通电磁阀105得电，切换到右位，呼气阀116控制部分与大气相通，导致呼气

阀116接通，病人肺内的气体经过流量传感器111、氧气浓度传感器110、呼气阀116，消声器

118排到大气中，完成呼气过程。

[0029] 当给病人送气结束，转入呼气状态，如果需要进行PEEP调节，气泵108启动，两位三

通阀109得电，位置切换到左位，气泵108输出的压缩气体经过两位三通阀109，进入两位两

通球囊阀113，使球囊阀关闭，切断吸气管路。同时，病人肺内的气体经过流量传感器111、氧

气浓度传感器110、呼气阀116，消声器118，流向大气。还与此同时，第一涡轮风机104降低转

速并且通过吸气控制阀(比例压力阀103或比例溢流阀)联合控制输出压力，并通过第一压

力传感器106检测输出的压力并传送给中央处理器进行闭环控制，输出和设定的PEEP值相

关的恒定压力(这个值可能等于PEEP值，也可能由于呼气阀的结构因素，和预设的PEEP值具

有比例特性)气体，该气体经过两位三通电磁阀105，进入呼气阀116控制腔，对流向大气的

呼出气流进行peep控制。在此过程中，两位三通电磁阀105保持在左位，可接入来自第一涡

轮风机104的气体，但是该气体压力低于初始呼气压力因而在其控制下，呼气阀116打开，呼

气管路畅通，病人的呼气气流可顺利通过，呼气压力逐渐降低，直至和PEEP控制压力达到平

衡，呼气结束，呼气阀被关闭。

[0030] 当给病人送气结束，需要咳痰时，首先启动第二涡轮风机117，在快门阀114和第二

涡轮风机117之间产生预设的咳痰负压力。该负压力由第二压力传感器115检测并反馈给中

央处理器，并然后，一旦中央处理器接收到吸气完成的信息，气泵108启动，两位三通阀109

得电，位置切换到左位，气泵108输出的压缩气体经过两位三通阀109，进入两位两通球囊阀

113，使球囊阀关闭，切断吸气管路。第一涡轮风机104继续运行并且通过吸气控制阀(比例

压力阀103或比例溢流阀)联合控制输出压力，并通过第一压力传感器106检测输出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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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传送给中央处理器进行闭环控制，输出的恒定压力(此压力应该远远大于前述控制PEEP

的压力值，以确保呼气阀116关闭)气体经过两位三通电磁阀105，进入呼气阀116控制腔，关

闭呼气阀116。与此同时，中央处理器控制快门阀114打开，第二涡轮风机117产生的负压与

病人的肺内正压气体形成很高的压力差，病人肺内的气体因此快速流出，经过流量传感器

111、氧气浓度传感器110、快门阀114、压力传感器115、第二涡轮风机117、消声器118，排到

大气中，完成一次咳痰过程。

[0031]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只是本发明较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

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进行的通常变化和替换都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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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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