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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安全隔离式人工呼吸器，

包括通气面罩、硬质通气连接管道、人工呼吸器

进气部；所述通气面罩为可覆盖患者口部及鼻

部，紧贴患者面部的腹侧为适形的通气面罩气囊

部，并设置有通气面罩进气接口、异物吸引管接

口，通气面罩进气接口与硬质通气连接管道密封

相连；所述硬质通气连接管道为一硬质材料所构

建的管状通气装置，所述硬质通气连接管道远端

设置的通气面罩连接部与下方的通气面罩进气

口密封相连；所述人工呼吸器进气部位于施救者

一侧，由通气连接管道接口、漏斗形管道、进气部

支撑平台、进气部咬合固定平台组成。从根本上

解决了在人工呼吸时施救者与患者之间气体、固

体、分泌物、体液的隔离，又能有效保护施救者的

健康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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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安全隔离式人工呼吸器，其特征在于，

包括通气面罩、硬质通气连接管道、人工呼吸器进气部；

所述通气面罩为可覆盖患者口部及鼻部，紧贴患者面部的腹侧为适形的通气面罩气囊

部(101)，轻压通气面罩气囊部(101)即可覆盖并封闭患者口鼻部，通气面罩背侧采用硬质

材料构建，形成通气面罩支撑穹隆(102)，并设置有通气面罩进气接口(104)、异物吸引管接

口(103)，通气面罩进气接口(104)与硬质通气连接管道密封相连；

所述硬质通气连接管道为一硬质材料所构建的管状通气装置，所述硬质通气连接管道

远端设置的通气面罩连接部(201)与下方的通气面罩进气口密封相连；所述硬质通气连接

管中部设置有单相通气活瓣部(202)，只允许气体由施救者侧流向患者侧；硬质通气连接管

道近端设置有人工呼吸器进气部接口(203)并与人工呼吸器的通气连接管道接口(301)相

连；

所述人工呼吸器进气部位于施救者一侧，由通气连接管道接口(301)、漏斗形管道

(302)、进气部支撑平台(303)、进气部咬合固定平台(304)组成，所述通气连接管道接口

(301)连接漏斗形管道(302)一端，所述漏斗形管道(302)另一端连接进气部支撑平台

(303)，所述进气部支撑平台(303)连接进气部咬合固定平台(304)，施救者可通过进气部咬

合固定平台(304)进行人工呼吸气体输出；所述的通气连接管道接口(301)的远端与硬质通

气连接管道的人工呼吸器进气部接口(203)密封连接，实现气体进入硬质通气连接管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安全隔离式人工呼吸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进气部支撑

平台(303)由内外两层组成，外层为受压适型柔性材料，内层为硬质材料，支撑平台在使用

时被含于口中，紧贴上下牙龈、牙齿，起重要的固定作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安全隔离式人工呼吸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进气部咬合

固定平台(304)采用硬质材料构建，与进气部支撑平台(303)相连，使用时被牙齿咬合，起固

定作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安全隔离式人工呼吸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漏斗形管道

(302)的材料塑料，实现稳定连接以及气体输送。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安全隔离式人工呼吸器，其特征在于，单相通气活瓣部

(202)内部设置有单相通气活瓣(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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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安全隔离式人工呼吸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可植入式精密的电子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安全隔离式人工呼吸

器。主要用于协助医务人员抢救患者时实施人工呼吸，同时有效隔离患者与医务人员之间

的气体、分泌物、体液，在不影响人工呼吸实施的情况下保障了人工呼吸实施者的健康及安

全。该医疗设备还可用于协助经专业培训人员在非医疗区域内对突发呼吸心跳骤停人员。

背景技术

[0002] 昏迷患者或心跳停止患者在排除气道异物，采用徒手方法使呼吸道畅通后，如未

恢复自主呼吸，应立即予以人工呼吸，以保证不间断地向患者供氧，防止重要器官因缺氧造

成不可逆性损伤。正常空气中氧浓度约为21％，经呼吸吸入肺后人体大约可利用3％～5％，

于是人体呼出气体中的氧浓度含量可达16％～18％，只要在进行人工呼吸时给患者的通气

量稍大于正常，可使人工呼吸过程中氧含量的绝对值不少于自主呼吸时的氧含量，进而有

效保证身体重要器官的氧供应，避免由于缺氧而导致重要脏器的损害。

[0003] 目前常用的人工呼吸方法有两种，即口对口呼吸和口对鼻呼吸。

[0004] 1.口对口呼吸

[0005] 根据患者的病情选择打开气道的方法，患者取仰卧位，抢救者一手放在患者前额，

并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患者的鼻孔，另一手握住颏部使头尽量后仰，保持气道开放状态，然后

深吸一口气，张开口以封闭患者的嘴周围(婴幼儿可连同鼻一块包住)，向患者口内连续吹

气2次，每次吹气时间为1～1.5秒，吹气量1000毫升左右，直到胸廓抬起，停止吹气，松开贴

紧患者的嘴，并放松捏住鼻孔的手，将脸转向一旁，用耳听有否气流呼出，再深吸一口新鲜

空气为第二次吹气做准备，当患者呼气完毕，即开始下一次同样的吹气。如患者仍未恢复自

主呼吸，则要进行持续吹气，成人吹气频率为12次/分钟，儿童15次/分钟，婴儿20次/分钟，

但是要注意，吹气时吹气容量相对于吹气频率更为重要，开始的两次吹气，每次要持续1～2

秒钟，让气体完全排出后再重新吹气，一分钟内检查颈动脉搏动及瞳孔、皮肤颜色，直至患

者恢复复苏成功，或死亡，或准备好做气管插管。

[0006] 2.口对鼻呼吸

[0007] 当患者有口腔外伤或其他原因致口腔不能打开时，可采用口对鼻吹气，其操作方

法是：首先开放患者气道，头后仰，用手托住患者下颌使其口闭住。深吸一口气，用口包住患

者鼻部，用力向患者鼻孔内吹气，直到胸部抬起，吹气后将患者口部张开，让气体呼出。如吹

气有效，则可见到患者的胸部随吹气而起伏，并能感觉到气流呼出。

[0008] 因此不论是口对口人工呼吸还是口对鼻人工呼吸，施救操作者不可避免的与患者

进行紧密接触，于是患者的气体、分泌物、体液等不可避免的被施救者所接触。由于心肺复

苏大多发生在紧急情况下，于是施救的医务人员不可避免的暴露于危险之中。如果患者患

有呼吸道传播疾病，例如肺结核传播期、人禽流感、非典、埃博拉等，施救者很可能会因为气

体接触而发生感染；如果患者患有消化道传播疾病，口腔内残留呕吐物或者人工呼吸过程

中呕吐发作，施救者接触到呕吐物后很可能会被交叉感染；如果患者患有口周疱疹，施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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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呼吸过程中与患者紧密接触，则给疱疹病毒感染的可能性非常大；此外梅毒是由一

种由苍白螺旋体感染导致的一种性病，它可以通过口腔黏膜传播进入人体，若在人工呼吸

过程中不采取相应措施，则可能被交叉感染。

[0009] 然而昏迷患者及心跳停止患者的抢救分秒必争，不允许施救者在抢救前确认被施

救者是否患有传染病。于是绝大多数施救者在实施人工呼吸时出于职业习惯及本能反应，

无丝毫犹豫得采取直接接触的口对口或口对鼻人工呼吸，忽略了自身的健康及安全。因此，

为了保护心肺复苏过程中施救人员的健康及安全，一种有效的施救者与患者之间气体、分

泌物、体液隔离措施必须被建立。

[0010] 目前，常用的隔离措施是人工呼吸膜。人工呼吸膜的构造简单，主体有PVC膜做成

一次性CPR屏障消毒面膜，中间的呼吸口由环氧乙烷消毒过的无纺布制作而成。虽然人工呼

吸膜可以有效阻挡部分固体物，但对患者气体、分泌物、体液仍穿透过无纺布至施救者一

侧，导致安全隔离失败。针对目前急救时人工呼吸施救者所面临的风险以及当前使用方法、

器材的缺陷，我们发明了安全隔离式人工呼吸器，以解决以上问题。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安全隔离式人工呼吸器，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的

问题。

[0012]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13] 一种安全隔离式人工呼吸器，包括通气面罩、硬质通气连接管道、人工呼吸器进气

部；

[0014] 所述通气面罩为可覆盖患者口部及鼻部，紧贴患者面部的腹侧为适形的通气面罩

气囊部，轻压通气面罩气囊部即可覆盖并封闭患者口鼻部，通气面罩背侧采用硬质材料构

建，形成通气面罩支撑穹隆，并设置有通气面罩进气接口、异物吸引管接口，通气面罩进气

接口与硬质通气连接管道密封相连；

[0015] 所述硬质通气连接管道为一硬质材料所构建的管状通气装置，所述硬质通气连接

管道远端设置的通气面罩连接部与下方的通气面罩进气口密封相连；所述硬质通气连接管

中部设置有单相通气活瓣部，只允许气体由施救者侧流向患者侧；硬质通气连接管道近端

设置有人工呼吸器进气部接口并与人工呼吸器的通气连接管道接口相连；

[0016] 所述人工呼吸器进气部位于施救者一侧，由通气连接管道接口、漏斗形管道、进气

部支撑平台、进气部咬合固定平台组成，所述通气连接管道接口连接漏斗形管道一端，所述

漏斗形管道另一端连接进气部支撑平台，所述进气部支撑平台连接进气部咬合固定平台，

施救者可通过进气部咬合固定平台进行人工呼吸气体输出；所述的通气连接管道接口的远

端与硬质通气连接管道的人工呼吸器进气部接口密封连接，实现气体进入硬质通气连接管

道。

[0017] 优选的，所述的进气部支撑平台由内外两层组成，外层为受压适型柔性材料，内层

为硬质材料，支撑平台在使用时被含于口中，紧贴上下牙龈、牙齿，起重要的固定作用。

[0018] 优选的，所述的进气部咬合固定平台采用硬质材料构建，与进气部支撑平台相连，

使用时被牙齿咬合，起固定作用。

[0019] 优选的，所述的漏斗形管道的材料塑料，实现稳定连接以及气体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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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优选的，单相通气活瓣部内部设置有单相通气活瓣。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实现人工呼吸时有效的单相通气；实现人

工呼吸时患者口部、鼻部的有效密闭；实现了人工呼吸时患侧气体的有效隔离；实现了人工

呼吸时患侧分泌物的有效隔离；实现了人工呼吸时患侧体液的有效隔离；实现了人工呼吸

时患侧固体物质的有效隔离；实现了人工呼吸时，分泌物等的吸引清除；实现了人工呼吸全

程安全卫生；实现了人工呼吸时施救者双手的彻底解放，可方便进行担任操作。因此本发明

从根本上解决了在人工呼吸时施救者与患者之间气体、固体、分泌物、体液的隔离，既不影

响人工呼吸时患者通气质量，又能有效保护施救者的健康和安全。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的通气面罩的主视结构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的通气面罩的俯视结构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的硬质通气连接管道的结构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的人工呼吸器进气部的立体结构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的人工呼吸器进气部的平面结构图。

[0027] 图中：通气面罩气囊部101、通气面罩支撑穹隆102、异物吸引管接口103、通气面罩

进气接口104；通气面罩连接部201、单相通气活瓣部202、人工呼吸器进气部接口203、单相

通气活瓣204、通气连接管道接口301、漏斗形管道302、进气部支撑平台303、进气部咬合固

定平台304。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9] 请参阅图1-5，一种安全隔离式人工呼吸器，包括通气面罩、硬质通气连接管道、人

工呼吸器进气部；

[0030] 所述通气面罩为可覆盖患者口部及鼻部，紧贴患者面部的腹侧为适形的通气面罩

气囊部101，轻压通气面罩气囊部101即可覆盖并封闭患者口鼻部，通气面罩背侧采用硬质

材料构建，形成通气面罩支撑穹隆102，并设置有通气面罩进气接口104、异物吸引管接口

103，通气面罩进气接口104与硬质通气连接管道密封相连；

[0031] 所述硬质通气连接管道为一硬质材料所构建的管状通气装置，所述硬质通气连接

管道远端设置的通气面罩连接部201与下方的通气面罩进气口密封相连；所述硬质通气连

接管中部设置有单相通气活瓣部202，只允许气体由施救者侧流向患者侧；硬质通气连接管

道近端设置有人工呼吸器进气部接口203并与人工呼吸器的通气连接管道接口301相连；

[0032] 所述人工呼吸器进气部位于施救者一侧，由通气连接管道接口301、漏斗形管道

302、进气部支撑平台303、进气部咬合固定平台304组成，所述通气连接管道接口301连接漏

斗形管道302一端，所述漏斗形管道302另一端连接进气部支撑平台303，所述进气部支撑平

台303连接进气部咬合固定平台304，施救者可通过进气部咬合固定平台304进行人工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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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输出；所述的通气连接管道接口301的远端与硬质通气连接管道的人工呼吸器进气部

接口203密封连接，实现气体进入硬质通气连接管道。

[0033] 进一步地，所述的进气部支撑平台303由内外两层组成，外层为受压适型柔性材

料，内层为硬质材料，支撑平台在使用时被含于口中，紧贴上下牙龈、牙齿，起重要的固定作

用。

[0034] 进一步地，所述的进气部咬合固定平台304采用硬质材料构建，与进气部支撑平台

303相连，使用时被牙齿咬合，起固定作用。

[0035] 进一步地，所述的漏斗形管道302的材料塑料，实现稳定连接以及气体输送。

[0036] 进一步地，单相通气活瓣部202内部设置有单相通气活瓣204。

[0037] 本发明在使用时，人工呼吸进气部的进气部支撑平台303以及进气部咬合固定平

台304被含于口中，支撑部紧贴上下牙龈、牙齿外侧面，进气部咬合固定平台304被双侧槽牙

咬合固定；在人工呼吸时，施救者首先开放气道，然后通过头部的转动和移位调整通气面罩

的方位以覆盖患者的口与鼻；进一步通过头部移位下压人工呼吸器，使其通气面罩气囊部

101封闭好患者的口与鼻，同时进气部支撑平台303的受压适形柔性材料紧贴上下牙龈及牙

齿，适形后保护施救者牙齿及牙龈不受伤害；开放气道后，施救者通过人工呼吸器进气部输

入气体，气体进入硬质通气连接管道，通过单相通气活瓣204，再进入通气面罩内，使面罩内

气压升高，气体进入患者肺部，实现患者的人工吸气；然后施救者头部上抬，使通气面罩气

囊部101与患者口鼻周围皮肤分离，气压下降，患者肺内气体排出，实现患者的人工呼气。

[0038]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39]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1298264 A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111298264 A

7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8

CN 111298264 A

8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9

CN 111298264 A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