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022162.4

(22)申请日 2019.10.25

(71)申请人 河南省人民医院

地址 450000 河南省郑州市纬五路7号

(72)发明人 张晓宇　张祎捷　唐学义　郭亚丽　

田翠杰　李晓苏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权智天下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638

代理人 王新爱

(51)Int.Cl.

A61G 12/00(2006.01)

A61M 16/00(2006.01)

F17C 13/08(2006.01)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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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呼

吸临床用紧急呼吸装置，包括推车，推车上设置

有第一放置槽，第一放置槽内设置有一对固定装

置，固定装置包括推车内设置的动力结构，动力

结构包括动力电机，动力电机上固接有主动齿

轮，主动齿轮与推车转动连接，推车内转动连接

有与主动齿轮相啮合的从动齿轮，从动齿轮上连

接有夹紧结构；推车上滑动连接有抽屉，推车上

活动连接有垃圾桶；本发明设置有氧气瓶夹紧装

置，本发明方便移动，而且可以放置氧气瓶，可以

存放较多的氧气，可以为患者提供更持久的吸

氧；本发明设置有垃圾桶和抽屉，方便医护人员

放置必备的医疗器，在急救时也方便使用，有些

患者在吸氧时需要对口部进行清理，可以将垃圾

放入垃圾桶内，使用方便，提高了本发明的便利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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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呼吸临床用紧急呼吸装置，包括推车(1)，其特征在于：所述推车(1)上设置有第一放

置槽，所述第一放置槽内设置有一对固定装置，所述固定装置包括推车(1)内设置的动力结

构，所述动力结构包括动力电机，所述动力电机上固接有动力齿轮，所述主动齿轮(2)与推

车(1)转动连接，所述推车(1)内转动连接有与动力齿轮相啮合的从动齿轮，所述从动齿轮

上连接有夹紧结构；所述推车(1)上滑动连接有抽屉，所述推车(1)上活动连接有垃圾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呼吸临床用紧急呼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放置槽下端

连接有容纳槽，所述夹紧结构位于容纳槽内；所述夹紧结构包括与推车(1)转动连接的丝杆

(3)，所述丝杆(3)与从动齿轮固接，所述容纳槽内固接有支撑板，所述丝杆(3)上端与支撑

板转动连接；所述从动齿轮上方设置有第一支撑架，所述第一支撑架与推车(1)固接，所述

第一支撑架上均布设置有与支撑板相配合的连杆夹紧机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呼吸临床用紧急呼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杆夹紧机构包

括与第一支撑架转动连接的第一从动连杆(5)；所述第一支撑架上方设置有与推车(1)固接

的第二支撑架，所述第二支撑架上均布有与第一从动连杆(5)相对应的第二从动连杆(6)，

所述第二从动连杆(6)的一端与第二支撑架转动连接；所述第一从动连杆(5)远离第一支撑

架的一端转动连接有挤压杆(4)，所述第二从动连杆(6)的另一端与挤压杆(4)转动连接，所

述第一从动连杆(5)和第二从动连杆(6)相同，所述第一从动连杆(5)和第二从动连杆(6)平

行设置；所述丝杆(3)上螺接有主动推板(8)，所述主动推板(8)与推车(1)滑动连接，所述主

动推板(8)上均布有主动连杆(7)，所述主动连杆(7)与主动推板(8)转动连接，所述主动连

杆(7)远离主动推板(8)的一端与挤压杆(4)转动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呼吸临床用紧急呼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挤压杆(4)上端

固接有圆弧板(14)，所述圆弧板(14)位于支撑板上端；所述支撑板上设置有与挤压杆(4)相

配合的滑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呼吸临床用紧急呼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放置槽内固

接有圆筒，所述圆筒内滑动连接有第一活动管(10)，所述第一活动管(10)上转动连接有连

接管(9)；所述推车(1)上固接有第二活动管(11)，所述第一活动管(10)和第二活动管(11)

滑动连接；所述推车(1)上设置有第二放置槽，所述第二放置槽内设置有输氧管(12)，所述

输氧管(12)的一端与第二从动连杆(6)可拆卸连接，所述输氧管(12)的另一端可拆卸连接

有氧气面罩。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呼吸临床用紧急呼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放置槽内固

接有万向软管(13)，所述万向软管(13)的一端固接有与氧气面罩相配合的固定夹。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呼吸临床用紧急呼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推车(1)上滑动

连接有与第一放置槽相配合的第一盖板；所述推车(1)上滑动连接有与第二放置槽相配合

的第二盖板；所述推车(1)下端设置有四个万向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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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临床用紧急呼吸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呼吸临床用紧急呼吸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呼吸系统疾病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主要病变在气管、支气管、肺部及胸腔，病变

轻者多咳嗽、胸痛、呼吸受影响，重者呼吸困难、缺氧，甚至呼吸衰竭而致死；目前，在呼吸内

科临床治疗的过程中，病人在一些特殊的内科疾病下，呼吸会变得很困难，如果处理不及

时，甚至有窒息的危险；现有的呼吸内科临床紧急呼吸装置大部分结构复杂，不能随意移

动，使用不方便；而且有的急呼吸装置储存的氧气量较少，在特殊情况下不能持续供氧。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情况，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呼吸临床用紧急呼吸装置，有效

的解决了现有的呼吸内科临床紧急呼吸装置大部分结构复杂，不能随意移动，使用不方便；

而且有的急呼吸装置储存的氧气量较少，在特殊情况下不能持续供氧这些情况。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呼吸临床用紧急呼吸装置，包括推

车，所述推车上设置有第一放置槽，所述第一放置槽内设置有一对固定装置，所述固定装置

包括推车内设置的动力结构，所述动力结构包括动力电机，所述动力电机上固接有主动齿

轮，所述主动齿轮与推车转动连接，所述推车内转动连接有与主动齿轮相啮合的从动齿轮，

所述从动齿轮上连接有夹紧结构；所述推车上滑动连接有抽屉，所述推车上活动连接有垃

圾桶。

[0005]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放置槽下端连接有容纳槽，所述夹紧结构位于容纳槽内；所述

夹紧结构包括与推车转动连接的丝杆，所述丝杆与从动齿轮固接，所述容纳槽内固接有支

撑板，所述丝杆上端与支撑板转动连接；所述从动齿轮上方设置有第一支撑架，所述第一支

撑架与推车固接，所述第一支撑架上均布设置有与支撑板相配合的连杆夹紧机构。

[0006] 进一步地，所述连杆夹紧机构包括与第一支撑架转动连接的第一从动连杆；所述

第一支撑架上方设置有与推车固接的第二支撑架，所述第二支撑架上均布有与第一从动连

杆相对应的第二从动连杆，所述第二从动连杆的一端与第二支撑架转动连接；所述第一从

动连杆远离第一支撑架的一端转动连接有挤压杆，所述第二从动连杆的另一端与挤压杆转

动连接，所述第一从动连杆和第二从动连杆相同，所述第一从动连杆和第二从动连杆平行

设置；所述丝杆上螺接有主动推板，所述主动推板与推车滑动连接，所述主动推板上均布有

主动连杆，所述主动连杆与主动推板转动连接，所述主动连杆远离主动推板的一端与挤压

杆转动连接。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挤压杆上端固接有圆弧板，所述圆弧板位于支撑板上端；所述支撑

板上设置有与挤压杆相配合的滑轨。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放置槽内固接有圆筒，所述圆筒内滑动连接有第一活动管，所

述第一活动管上转动连接有连接管；所述推车上固接有第二活动管，所述第一活动管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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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动管滑动连接；所述推车上设置有第二放置槽，所述第二放置槽内设置有输氧管，所述

输氧管的一端与第二从动连杆可拆卸连接，所述输氧管的另一端可拆卸连接有氧气面罩。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放置槽内固接有万向软管，所述万向软管的一端固接有与氧

气面罩相配合的固定夹。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推车上滑动连接有与第一放置槽相配合的第一盖板；所述推车上

滑动连接有与第二放置槽相配合的第二盖板；所述推车下端设置有四个万向轮。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2] 1、本发明设置有氧气瓶夹紧装置，本发明方便移动，而且可以放置氧气瓶，可以存

放较多的氧气，可以为患者提供更持久的吸氧。

[0013] 2、本发明设置有垃圾桶和抽屉，方便医护人员放置必备的医疗器，在急救时也方

便使用，有些患者在吸氧时需要对口部进行清理，可以将垃圾放入垃圾桶内，使用方便，提

高了本发明的便利性。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第一轴测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的第二轴测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发明的固定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1、推车，2、主动齿轮，3、丝杆，4、挤压杆，5、第一从动连杆，6、第二从动连杆，

7、主动连杆，8、主动推板，9、连接管，10、第一活动管，11、第二活动管，12、输氧管，13、万向

软管，14、圆弧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呼吸临床用紧急呼吸装置，如图1-4所示，包括推车1，所述推车1上设置有第一放

置槽，所述第一放置槽内设置有一对固定装置，所述固定装置包括推车1内设置的动力结

构，所述动力结构包括动力电机，所述动力电机上固接有主动齿轮2，所述主动齿轮2与推车

1转动连接，所述推车1内转动连接有与主动齿轮2相啮合的从动齿轮，所述从动齿轮上连接

有夹紧结构；所述推车1上滑动连接有抽屉，所述推车1上活动连接有垃圾桶，所述推车1上

设置有与动力电机相配合的控制开关。

[0020] 医护人员在使用本发明时，将两个氧气瓶放在第一放置槽内，然后按动推车1上的

控制开关，动力电机转动，动力电机带动主动齿轮2转动，主动齿轮2带动从动齿轮转动，从

动齿轮转动带动夹紧结构运转对氧气瓶进行夹紧；本发明设置有氧气瓶夹紧结构，可以防

止在推动本发明时氧气瓶晃动；在紧急情况下医护人员会对患者进行口部清理，医护人员

可以在抽屉内放入一些必备的医疗器械以及用品，方便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在使用时医护

人员只需要拉出抽屉即可，垃圾桶可以防止废弃的医疗用品，提高了本发明的便利性和安

全性；本发明设置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固定装置，可以对两个氧气瓶分别进行固定，使用方

便。

[0021] 所述第一放置槽下端连接有容纳槽，所述夹紧结构位于容纳槽内；所述夹紧结构

包括与推车1转动连接的丝杆3，所述丝杆3与从动齿轮固接，所述容纳槽内固接有支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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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丝杆3上端与支撑板转动连接；所述从动齿轮上方设置有第一支撑架，所述第一支撑架

与推车1固接，所述第一支撑架上均布设置有与支撑板相配合的连杆夹紧机构。

[0022] 医护人员在使用本发明时，将氧气瓶放在支撑板上，然后按动推车1上的控制开

关，动力电机转动，动力电机带动主动齿轮2转动，主动齿轮2带动从动齿轮转动，从动齿轮

转动带动丝杆3转动，丝杆3带动连杆夹紧机构对氧气瓶进行固定，提高了本发明的安全性，

将氧气瓶夹紧后松开开关。

[0023] 所述连杆夹紧机构包括与第一支撑架转动连接的第一从动连杆5；所述第一支撑

架上方设置有与推车1固接的第二支撑架，所述第二支撑架上均布有与第一从动连杆5相对

应的第二从动连杆6，所述第二从动连杆6的一端与第二支撑架转动连接；所述第一从动连

杆5远离第一支撑架的一端转动连接有挤压杆4，所述第二从动连杆6的另一端与挤压杆4转

动连接，所述第一从动连杆5和第二从动连杆6相同，所述第一从动连杆5和第二从动连杆6

平行设置；所述丝杆3上螺接有主动推板8，所述主动推板8与推车1滑动连接，所述主动推板

8上均布有主动连杆7，所述主动连杆7与主动推板8转动连接，所述主动连杆7远离主动推板

8的一端与挤压杆4转动连接。

[0024] 医护人员在使用本发明时，丝杆3带动主动推板8在推车1上滑动，主动推板8向靠

近支撑板的方向运动时，主动推板8带动三个主动连杆7的一端转动，主动连杆7的另一端带

动挤压杆4运动，挤压杆4同时带动第一从动连杆5和第二从动连杆6运动，挤压杆4逐渐靠近

氧气瓶对氧气瓶进行固定；当主动推板8向远离支撑板的方向运动时，挤压杆4逐渐远离氧

气瓶；本发明使用方便，可以对氧气瓶进行固定，提高了本发明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0025] 所述挤压杆4上端固接有圆弧板14，所述圆弧板14位于支撑板上端；所述支撑板上

设置有与挤压杆4相配合的滑轨。

[0026] 挤压杆4在运动时，挤压杆4沿着滑轨滑动，圆弧板14与氧气瓶接触面积大，可以将

氧气瓶固定的更加稳定，提高了本发明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0027] 所述第一放置槽内固接有圆筒，所述圆筒内滑动连接有第一活动管10，所述第一

活动管10上转动连接有连接管9；所述推车1上固接有第二活动管11，所述第一活动管10和

第二活动管11滑动连接；所述推车1上设置有第二放置槽，所述第二放置槽内设置有输氧管

12，所述输氧管12的一端与第二从动连杆6可拆卸连接，所述输氧管12的另一端可拆卸连接

有氧气面罩。

[0028] 医护人员在使用本发明时，滑动第一活动管10，第一活动管10在圆筒和第二活动

管11上滑动，第一活动管10带动连接管9运动，第一连接管9运动到合适位置后将连接管9的

管口与氧气瓶的管口连接在一起，然后将氧气面罩罩在患者的嘴部，打开氧气瓶的快关就

可以为患者供氧气，本发明使用方便，而且可以存放的氧气较多，使用时间长，可以应对医

疗中的紧急供氧。

[0029] 所述第二放置槽内固接有万向软管13，所述万向软管13的一端固接有与氧气面罩

相配合的固定夹。

[0030] 将万向软管13弯曲到合适的位置然后用固定夹夹紧氧气面罩，这样医护人员或者

患者不需要拿着氧气面罩就可以让患者吸氧，使用方便。

[0031] 所述推车1上滑动连接有与第一放置槽相配合的第一盖板；所述推车1上滑动连接

有与第二放置槽相配合的第二盖板；所述推车1下端设置有四个万向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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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医护人员可以滑动第一盖板和第二盖板将第一放置槽和第二放置槽盖着，第一盖

板上和第二盖板上可以放置医疗器械和药品，方便医护人员使用；万向轮方便医护人员推

动本发明，使用方便。

[0033] 本发明的万向轮和万向软管均为现有技术。

[0034]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为：

[0035] 医护人员在使用本发明时，将两个氧气瓶放在第一放置槽内的支撑板上，然后按

动推车1上的控制开关，动力电机转动，动力电机带动主动齿轮2转动，主动齿轮2带动从动

齿轮转动，从动齿轮转动带动丝杆3转动，丝杆3带动主动推板8在推车1上滑动，主动推板8

向靠近支撑板的方向运动时，主动推板8带动三个主动连杆7的一端转动，主动连杆7的另一

端带动挤压杆4运动，挤压杆4同时带动第一从动连杆5和第二从动连杆6运动，挤压杆4带动

圆弧板14沿着滑轨滑动对氧气瓶进行夹紧固定；医护人员在使用本发明时，滑动第一活动

管10，第一活动管10在圆筒和第二活动管11上滑动，第一活动管10带动连接管9运动，第一

连接管9运动到合适位置后将连接管9的管口与氧气瓶的管口连接在一起，将万向软管13弯

曲到合适的位置然后用固定夹夹紧氧气面罩，然后将氧气面罩罩在患者的嘴部，打开氧气

瓶的快关就可以为患者供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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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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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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