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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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080306.5

(22)申请日 2019.01.2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73120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5.10

(73)专利权人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地址 450052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康复前

街7号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72)发明人 王涛　王丽娟　赵军博　秦璐　

冯丽梅　马晓杰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劲创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589

代理人 张铁兰

(51)Int.Cl.

A61M 16/01(2006.01)

A61M 16/06(2006.01)

A61M 16/10(2006.01)

A61M 16/12(2006.01)

A61M 16/18(2006.01)

审查员 陈婧

 

(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全身麻醉的吸入式麻醉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全身麻醉的吸入式

麻醉机，属于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包括主机、氧气

仓、连接器一、气道一、二氧化碳仓、连接器二、气

道二、调配仓、麻醉仓、雾化仓、液管、吸入气管、

呼吸面罩、CPU、存储器、信号放大器、变压器、显

示器，当张力传感器经过信号放大器后进入CPU,

CPU判断患者为吸气状态，出气阀打开，调配好的

空气通过吸入气管进入人体，当张力传感器信号

减小时，CPU判断患者为呼气，吸气泵工作将呼出

气体吸入过滤器，由单向截止阀控制吸入气管和

呼出气管的气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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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全身麻醉的吸入式麻醉机，其特征在于，包括主机(1)、氧气仓(2)、连接器

一(3)、气道一(4)、二氧化碳仓(5)、连接器二(6)、气道二(7)、调配仓(8)、麻醉仓(9)、雾化

仓(10)、液管(11)、吸入气管(12)、呼吸面罩(13)、CPU(14)、存储器(15)、信号放大器(16)、

变压器(17)、显示器(18)，所述氧气仓(2)设在所述主机(1)下方右侧，所述氧气仓(2)前侧

设有仓门一(21)，所述氧气仓(2)内部固定有氧气瓶(22)，所述氧气瓶(22)的上方左侧设有

气压表一(23)，所述氧气瓶(22)的上方右侧设有氧气管道(24)，所述氧气管道(24)的中部

设有开关一(25)，氧气管道(24)的右端通过所述连接器一(3)与所述气道一(4)连通，所述

二氧化碳仓(5)位于氧气仓(2)的左侧，所述二氧化碳仓(5)前侧设有仓门二(51)，所述二氧

化碳仓(5)内部固定有二氧化碳瓶(52)，所述二氧化碳瓶(52)的上方左侧设有气压表二

(53)，所述二氧化碳瓶(52)的上方右侧设有二氧化碳管道(54)，所述二氧化碳管道(54)中

部设有开关二(55)，二氧化碳管道(54)的末端通过所述连接器二(6)与所述气道二(7)相

通，气道一(4)与气道二(7)均与所述调配仓(8)相通，所述麻醉仓(9)的上方设有注液孔，麻

醉仓(9)的下方设有电子泵(91)，所述雾化仓(10)固定在麻醉仓(9)右侧，所述电子泵(91)

通过所述液管(11)与雾化仓(10)相通，所述雾化仓(10)底部设有超能振荡器(101)，所述雾

化仓(10)上方与调配仓(8)相通，调配仓(8)底部分别设有电子阀一(81)、电子阀二(82)、电

子阀三(83)，所述电子阀一(81)与雾化仓(10)相通，所述电子阀二(82)与气道二(7)相通，

所述电子阀三(83)与气道一(4)相通，调配仓(8)左右两侧上方内壁上分别固定有二氧化碳

检测器(84)和氧气检测器(85)，所述二氧化碳检测器(84)的下方设有麻醉含量检测器

(86)，所述氧气检测器(85)的下方设有气压检测器(87)，调配仓(8)的上方设有出气阀

(88)，所述出气阀(88)与所述吸入气管(12)相通，所述吸入气管(12)的末端与所述呼吸面

罩(13)连接，所述麻醉仓(9)的左侧固定有超频电流发生器(92)，所述调配仓(8)的左侧固

定有控制器(89)，所述控制器(89)与超频电流发生器(92)的左侧固定有散热器(93)，所述

二氧化碳仓(5)的左侧固定有过滤器(56)，所述过滤器(56)上固定有吸气泵(57)，所述吸气

泵(57)的上方连接有呼出气管(58)，所述呼出气管(58)的末端与呼吸面罩(13)相连，调配

仓(8)的右侧由上而下分别设有心率监测器(891)和血压监测器(892)，所述CPU(14)固定在

心率检测与血压检测器的右侧，所述存储器(15)位于CPU(14)的右侧上方，所述信号放大器

(16)固定在存储器(15)的下方，所述变压器(17)固定在CPU(14)的下方，且与外界电源电性

连接，所述显示器(18)固定在主机(1)上方，变压器(17)为各用电器供电，CPU(14)分别与控

制器(89)、超频电流发生器(92)、显示器(18)、存储器(15)、信号放大器(16)电性连接，控制

器(89)与电子阀一(81)、电子阀二(82)、电子阀三(83)、散热器(93)、电子泵(91)、吸气泵

(57)、过滤器(56)电性连接，信号放大器(16)分别与二氧化碳检测器(84)、氧气检测器

(85)、气压检测器(87)、麻醉含量检测器(86)、心率监测器(891)、血压监测器(892)电性连

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全身麻醉的吸入式麻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器

(18)包括触摸屏(181)、底座(182)、旋转杆(183)，所述底座(182)与主机(1)上方固定，所述

显示器(18)通过所述旋转杆(183)与底座(182)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全身麻醉的吸入式麻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二氧化碳

仓(5)与氧气仓(2)的内部均设有固定器(26)，所述固定器(26)用于固定二氧化碳瓶(52)与

氧气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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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全身麻醉的吸入式麻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信号放大

器(16)前侧设有插孔一(161)，所述插孔一(161)插入式电性连接有张力传感器(162)。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全身麻醉的吸入式麻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心率监测

器(891)与血压检测器前侧各设有插孔二(893)，所述插孔二(893)插入式电性连接有心率

传感器(894)和血压传感器(895)。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全身麻醉的吸入式麻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器

(56)采用液体洗气和活性炭过滤网双重过滤。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全身麻醉的吸入式麻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调配仓

(8)内部气压为121kPa-136kPa。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全身麻醉的吸入式麻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入气管

(12)和呼出气管(58)与呼吸面罩(13)连接处均设有单向截止阀(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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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全身麻醉的吸入式麻醉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具体是涉及一种用于全身麻醉的吸入式麻醉机。

背景技术

[0002] 麻醉学科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它包含多学科的知识。现在的范围更广，不单单是

满足手术的要求，还参入各科室的抢救工作，妇科的无痛分娩，无痛流产等等。

[0003] 确保病人在无痛与安全的条件下顺利地接受手术治疗，是麻醉临床的基本任务，

但这还只是现代麻醉学科的部分工作内容。麻醉工作还包括麻醉前后的准备和处理，危重

病人的监测治疗，急救复苏、疼痛治疗等方面的工作。工作范围从手术室扩展到病室、门诊、

急诊室等场所，从临床医疗到教学、科学研究。随着工作范围的日益扩大，工作任务日益繁

重。

[0004] 吸入麻醉药是一类挥发性液体或气体，通过呼吸道而进入人体内发挥由浅至深的

麻醉作用，有着麻醉功能强、可控性高等特点，在全身麻醉中以及麻醉的维持过程中占据着

主导地位，吸入式麻醉主要难点在于患者呼吸频率不同，而少有呼吸机自带辅助呼吸功能，

多数呼吸机通过患者自身呼吸进行吸气，在麻醉的过程中麻药的剂量不好调节，呼出气体

含有麻药成分，对医者身体有害，增加手术风险。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全身麻醉的吸入式麻醉机。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用于全身麻醉的吸入式麻醉机，包括主机、氧气仓、连接器一、气道一、二氧化

碳仓、连接器二、气道二、调配仓、麻醉仓、雾化仓、液管、吸入气管、呼吸面罩、CPU、存储器、

信号放大器、变压器、显示器，所述氧气仓设在所述主机下方右侧，所述氧气仓前侧设有仓

门一，所述氧气仓内部固定有氧气瓶，所述氧气瓶的上方左侧设有气压表一，所述氧气瓶的

上方右侧设有氧气管道，所述氧气管道的中部设有开关一，氧气管道的右端通过所述连接

器一与所述气道一连通，所述二氧化碳仓位于氧气仓的左侧，所述二氧化碳仓前侧设有仓

门二，所述二氧化碳仓内部固定有二氧化碳瓶，所述二氧化碳瓶的上方左侧设有气压表二，

所述二氧化碳瓶的上方右侧设有二氧化碳管道，所述二氧化碳管道中部设有开关二，二氧

化碳管道的末端通过所述连接器二与所述气道二相通，气道一与气道二均与所述调配仓相

通，所述麻醉仓的上方设有注液孔，麻醉仓的下方设有电子泵，所述雾化仓固定在麻醉仓右

侧，所述电子泵通过所述液管与雾化仓相通，所述雾化仓底部设有超能振荡器，所述雾化仓

上方与调配仓相通，调配仓底部分别设有电子阀一、电子阀二、电子阀三，所述电子阀一与

雾化仓相通，所述电子阀二与气道二相通，所述电子阀三与气道一相通，调配仓左右两侧上

方内壁上分别固定有二氧化碳检测器和氧气检测器，所述二氧化碳检测器的下方设有麻醉

含量检测器，所述氧气检测器的下方设有气压检测器，调配仓的上方设有出气阀，所述出气

阀与所述吸入气管相通，所述吸入气管的末端与所述呼吸面罩连接，所述麻醉仓的左侧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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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超频电流发生器，所述调配仓的左侧固定有控制器，所述控制器与超频电流发生器的

左侧固定有散热器，所述二氧化碳仓的左侧固定有过滤器，所述过滤器上固定有吸气泵，所

述吸气泵的上方连接有呼出气管，所述呼出气管的末端与呼吸面罩相连，调配仓的右侧由

上而下分别设有心率监测器和血压监测器，所述CPU固定在心率检测与血压检测器的右侧，

所述存储器位于CPU的右侧上方，所述信号放大器固定在存储器的下方，所述变压器固定在

CPU的下方，且与外界电源电性连接，所述显示器固定在主机上方，变压器为各用电器供电，

CPU分别与控制器、超频电流发生器、显示器、存储器、信号放大器电性连接，控制器与电子

阀一、电子阀二、电子阀三、散热器、电子泵、吸气泵、过滤器电性连接，信号放大器分别与二

氧化碳检测器、氧气检测器、气压检测器、麻醉含量检测器、心率监测器、血压监测器电性连

接。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显示器包括触摸屏、底座、旋转杆，所述底座与主机上方固定，所述

显示器通过所述旋转杆与底座连接，通过旋转杆旋转触摸屏，方便医者观察患者生命体征。

[0009] 进一步地，所述二氧化碳仓与氧气仓的内部均设有固定器，所述固定器用于固定

二氧化碳瓶与氧气瓶，通过固定器对二氧化碳瓶与氧气瓶进行固定。

[0010] 进一步地，所述信号放大器前侧设有插孔一，所述插孔一插入式电性连接有张力

传感器，通过张力传感器检测患者皮肤张力，从而判断患者呼吸状态。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心率监测器与血压检测器前侧各设有插孔二，所述插孔二插入式

电性连接有心率传感器和血压传感器，通过插入式连接方便更换传感器。

[0012] 进一步地，所述过滤器采用液体洗气和活性炭过滤网双重过滤，双重过滤增加排

出气体的安全性，避免医者吸入麻药。

[0013] 进一步地，所述调配仓内部气压为121kPa-136kPa，有助于患者吸气顺畅。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吸入气管和呼出气管与呼吸面罩连接处均设有单向截止阀，通过

单向截止阀控制吸入气体和呼出气体的流向。

[0015] 本发明的工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6] S1：接通电源，各传感器贴于人体表面，通过张力传感器检测人体胸腔起伏，CPU判

断患者状态为吸气或呼气；

[0017] S2：当张力传感器经过信号放大器后进入CPU,CPU判断患者为吸气状态，出气阀打

开，调配好的空气通过吸入气管进入人体，当张力传感器信号减小时，CPU判断患者为呼气，

吸气泵工作将呼出气体吸入过滤器，由单向截止阀控制吸入气管和呼出气管的气体流向；

[0018] S3：由氧气检测器、二氧化碳检测器、麻醉含量检测器检测空气指标，由电子阀一、

电子阀二、垫子阀三控制调配仓气体各成分的比例，再由心率监测器和血压检测器对患者

生理特征进行监控。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1)本发明采用雾化原理对麻醉药物进行雾化，雾化后与患者吸入气体混合，麻醉

效果好，不对患者产生疼痛感；

[0021] (2)本发明采用密封式呼吸，呼出气体经过过滤排出，避免呼出气体中的药物挥发

进入医者体内；

[0022] (3)本发明通过张力传感器检测患者呼吸状态，更符合患者的呼吸习惯，避免对患

者造成不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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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其中，1-主机、2-氧气仓、3-连接器一、4-气道一、5-二氧化碳仓、6-连接器二、7-气

道二、8-调配仓、9-麻醉仓、10-雾化仓、11-液管、12-吸入气管、13-呼吸面罩、14-CPU、15-存

储器、16-信号放大器、17-变压器、18-显示器、21-仓门一、22-氧气瓶、23-气压表一、24-氧

气管道、25-开关一、51-仓门二、52-二氧化碳瓶、53-气压表二、54-二氧化碳管道、55-开关

二、91-电子泵、101-超能振荡器、81-电子阀一、82-电子阀二、83-电子阀三、84-二氧化碳检

测器、85-氧气检测器、86-麻醉含量检测器、87-气压检测器、88-出气阀、92-超频电流发生

器、89-控制器、93-散热器、56-过滤器、57-吸气泵、58-呼出气管、891-心率监测器、892-血

压监测器、181-触摸屏、182-底座、183-旋转杆、26-固定器、161-插孔一、162-张力传感器、

893-插孔二、894-心率传感器、895-血压传感器、131-单向截止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便于对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理解，下面结合图1做进一步的解释说明，实施例并不

构成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0026] 如图1所示，一种用于全身麻醉的吸入式麻醉机，包括主机1、氧气仓2、连接器一3、

气道一4、二氧化碳仓5、连接器二6、气道二7、调配仓8、麻醉仓9、雾化仓10、液管11、吸入气

管12、呼吸面罩13、CPU14、存储器15、信号放大器16、变压器17、显示器18，氧气仓2设在主机

1下方右侧，氧气仓2前侧设有仓门一21，氧气仓2内部固定有氧气瓶22，氧气瓶22的上方左

侧设有气压表一23，氧气瓶22的上方右侧设有氧气管道24，氧气管道24的中部设有开关一

25，氧气管道24的右端通过连接器一3与气道一4连通，二氧化碳仓5位于氧气仓2的左侧，二

氧化碳仓5前侧设有仓门二51，二氧化碳仓5内部固定有二氧化碳瓶52，二氧化碳瓶52的上

方左侧设有气压表二53，二氧化碳瓶52的上方右侧设有二氧化碳管道54，二氧化碳管道54

中部设有开关二55，二氧化碳管道54的末端通过连接器二6与气道二7相通，气道一4与气道

二7均与调配仓8相通，二氧化碳仓5与氧气仓2的内部均设有固定器26，固定器26用于固定

二氧化碳瓶52与氧气瓶22，通过固定器对二氧化碳瓶52与氧气瓶22进行固定，麻醉仓9的上

方设有注液孔，麻醉仓9的下方设有电子泵91，雾化仓10固定在麻醉仓9右侧，电子泵91通过

液管11与雾化仓10相通，雾化仓10底部设有超能振荡器101，雾化仓10上方与调配仓8相通，

调配仓8底部分别设有电子阀一81、电子阀二82、电子阀三83，电子阀一81与雾化仓10相通，

电子阀二82与气道二7相通，电子阀三83与气道一4相通，调配仓8左右两侧上方内壁上分别

固定有二氧化碳检测器84和氧气检测器85，二氧化碳检测器84的下方设有麻醉含量检测器

86，氧气检测器85的下方设有气压检测器87，调配仓8内部气压为121kPa-136kPa，有助于患

者吸气顺畅，调配仓8的上方设有出气阀88，出气阀88与吸入气管12相通，吸入气管12的末

端与呼吸面罩13连接，麻醉仓9的左侧固定有超频电流发生器92，调配仓8的左侧固定有控

制器89，控制器89与超频电流发生器92的左侧固定有散热器93，二氧化碳仓5的左侧固定有

过滤器56，过滤器56上固定有吸气泵57，过滤器56采用液体洗气和活性炭过滤网双重过滤，

双重过滤增加排出气体的安全性，避免医者吸入麻药，吸气泵57的上方连接有呼出气管58，

呼出气管58的末端与呼吸面罩13相连，吸入气管12和呼出气管58与呼吸面罩13连接处均设

有单向截止阀131，通过单向截止阀131控制吸入气体和呼出气体的流向，调配仓8的右侧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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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下分别设有心率监测器891和血压监测器892，心率监测器891与血压检测器前侧各设

有插孔二893，插孔二893插入式电性连接有心率传感器894和血压传感器895，通过插入式

连接方便更换传感器，CPU14固定在心率检测与血压检测器的右侧，存储器15位于CPU14的

右侧上方，信号放大器16固定在存储器15的下方，信号放大器16前侧设有插孔一161，插孔

一161插入式电性连接有张力传感器162，通过张力传感器162检测患者皮肤张力，从而判断

患者呼吸状态，变压器17固定在CPU14的下方，且与外界电源电性连接，显示器18固定在主

机1上方，显示器18包括触摸屏181、底座182、旋转杆183，底座182与主机1上方固定，显示器

18通过旋转杆183与底座182连接，通过旋转杆183旋转触摸屏181，方便医者观察患者生命

体征，变压器17为各用电器供电，CPU14分别与控制器89、超频电流发生器92、显示器18、存

储器15、信号放大器16电性连接，控制器89与电子阀一81、电子阀二82、电子阀三83、散热器

93、电子泵91、吸气泵57、过滤器56电性连接，信号放大器16分别与二氧化碳检测器84、氧气

检测器85、气压检测器87、麻醉含量检测器86、心率监测器891、血压监测器892电性连接。

[0027] 本实施例的工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8] S1：接通电源，各传感器贴于人体表面，通过张力传感器162检测人体胸腔起伏，

CPU14判断患者状态为吸气或呼气；

[0029] S2：当张力传感器162经过信号放大器16后进入CPU14 ,CPU14判断患者为吸气状

态，出气阀88打开，调配好的空气通过吸入气管12进入人体，当张力传感器162信号减小时，

CPU14判断患者为呼气，吸气泵57工作将呼出气体吸入过滤器56，由单向截止阀131控制吸

入气管12和呼出气管58的气体流向；

[0030] S3：由氧气检测器85、二氧化碳检测器84、麻醉含量检测器86检测空气指标，由电

子阀一81、电子阀二82、垫子阀三83控制调配仓8气体各成分的比例，再由心率监测器8911

和血压检测器892对患者生理特征进行监控。

[0031]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是对本发明作其他形式的限制，任

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可能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加以变更或改型为等同变化的等

效实施例。但是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

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改型，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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