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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仪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保健仪器技术领域，且

公开了一种电解灭菌式富氢水雾化呼吸仪以及

补水仪，包括瓶体、水箱、填充瓶、呼吸部件、电解

件和控制机构，水箱设置在瓶体上，水箱顶部连

接有水箱体盖，水箱体盖中心设有进水口，填充

瓶可拆卸连接在进水口处，水箱内设有储水腔，

水箱侧壁上开设有安装槽，安装槽与储水腔之间

相通设有通孔，呼吸部件安装在安装槽内，呼吸

部件与储水腔相通，瓶体内设有容纳腔，控制机

构设置在容纳腔内，控制机构分别与呼吸部件和

电解件连接，电解件设置在储水腔内；解决了现

有技术中呼吸仪只能靠添加药剂来达到护理的

目的，并不能利用自身产生的对人体有利的物质

来进行护理，以及功能和护理形式单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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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解灭菌式富氢水雾化呼吸仪，其特征在于：包括瓶体（1）、水箱（2）、填充瓶

（3）、呼吸部件（4）、电解件（5）、控制机构（7）和雾化件（8），所述水箱（2）设置在所述瓶体（1）

上，所述水箱（2）顶部连接有水箱体盖（23），所述水箱体盖（23）中心设有进水口（231），所述

填充瓶（3）可拆卸连接在所述进水口（231）处，所述水箱（2）内设有储水腔（21），所述水箱

（2）侧壁上开设有安装槽（24），所述安装槽（24）与所述储水腔（21）之间相通设有通孔（25），

所述雾化件（8）设置在所述通孔（25）处，所述呼吸部件（4）安装在所述安装槽（24）内，所述

呼吸部件（4）与所述雾化件（8）相对接，所述瓶体（1）内设有容纳腔（11），所述控制机构（7）

设置在所述容纳腔（11）内，所述控制机构（7）分别与所述呼吸部件（4）、所述电解件（5）和所

述雾化件（8）相连接，所述电解件（5）设置在所述储水腔（21）内，所述电解件（5）包括阳极片

（51）、阴极片（52）和底板（53），所述底板（53）固定连接在所述储水腔（21）内，所述底板（53）

向所述通孔（25）倾斜设置，所述阳极片（51）盘旋设置在所述底板（53）上表面，所述阴极片

（52）盘旋设置在所述底板（53）上表面，所述阳极片（51）位于所述阴极片（52）外侧，所述阳

极片（51）与所述阴极片（52）之间具有间隙；所述呼吸部件（4）包括雾化孔座（41）、陶瓷发热

片（42）、呼吸面罩转接座（44）、香薰载体（43）和呼吸面罩（46），所述雾化孔座（41）镶嵌在所

述安装槽（24）内，所述香薰载体（43）套接在所述雾化孔座（41）内，所述陶瓷发热片（42）套

接在所述香薰载体（43）外侧内端，所述呼吸面罩转接座（44）套接在所述香薰载体（43）外侧

外端，所述呼吸面罩转接座（44）与所述陶瓷发热片（42）相抵接，所述呼吸面罩（46）安装在

所述呼吸面罩转接座（44）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解灭菌式富氢水雾化呼吸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呼吸面

罩（46）包括连接端（461）和敷脸罩（462），所述连接端（461）与所述呼吸面罩转接座（44）可

拆卸连接，所述敷脸罩（462）的开口处与人的面部下半部分外形相匹配，所述敷脸罩（462）

侧壁上设有相对称的出气孔（464），所述敷脸罩（462）开口边缘处设有相对称的提耳（46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解灭菌式富氢水雾化呼吸仪，其特征在于：所述香薰载

体（43）由多孔的泡沫陶瓷制成，所述香薰载体（43）内设有通气孔（431），所述通气孔（431）

沿长度方向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解灭菌式富氢水雾化呼吸仪，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箱

（2）底部设有加热护盖（6），所述加热护盖（6）内设有陶瓷加热片（6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解灭菌式富氢水雾化呼吸仪，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口

（231）处设有螺纹，所述进水口（231）螺纹连接有密封盖（232）。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电解灭菌式富氢水雾化呼吸仪，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机

构（7）包括第一电池组（71）、第二电池组（72）、PCB控制板（73）和PCB板防水盖（74），所述PCB

控制板（73）设置在所述容纳腔（11）上侧，所述PCB板防水盖（74）套接在所述PCB控制板（73）

外侧，所述第一电池组（71）和所述第二电池组（72）设置在所述容纳腔（11）底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电解灭菌式富氢水雾化呼吸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电

池组（71）分别与所述雾化件（8）和所述电解件（5）电性连接，用于为所述雾化件（8）和所述

电解件（5）供电；所述第二电池组（72）分别与所述陶瓷发热片（42）和所述陶瓷加热片（61）

电性连接，用于为所述陶瓷发热片（42）和所述陶瓷加热片（61）供电。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电解灭菌式富氢水雾化呼吸仪，其特征在于：所述陶瓷发

热片（42）是石墨烯发热片或碳载发热片，所述陶瓷加热片（61）是石墨烯加热片或碳载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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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9.一种电解灭菌式富氢水雾化补水仪，其特征在于：包括瓶体（1）、水箱（2）、填充瓶

（3）、补水部件（9）、电解件（5）、控制机构（7）和雾化件（8），所述水箱（2）设置在所述瓶体（1）

上，所述水箱（2）顶部连接有水箱体盖（23），所述水箱体盖（23）中心设有进水口（231），所述

填充瓶（3）可拆卸连接在所述进水口（231）处，所述水箱（2）内设有储水腔（21），所述水箱

（2）侧壁上开设有安装槽（24），所述安装槽（24）与所述储水腔（21）之间相通设有通孔（25），

所述雾化件（8）设置在所述通孔（25）处，所述补水部件（9）安装在所述安装槽（24）内，所述

补水部件（9）与所述雾化件（8）相对接，所述瓶体（1）内设有容纳腔（11），所述控制机构（7）

设置在所述容纳腔（11）内，所述控制机构（7）分别与所述补水部件（9）、所述电解件（5）和所

述雾化件（8）相连接，所述电解件（5）设置在所述储水腔（21）内，所述电解件（5）包括阳极片

（51）、阴极片（52）和底板（53），所述底板（53）固定连接在所述储水腔（21）内，所述底板（53）

向所述通孔（25）倾斜设置，所述阳极片（51）盘旋设置在所述底板（53）上表面，所述阴极片

（52）盘旋设置在所述底板（53）上表面，所述阳极片（51）位于所述阴极片（52）外侧，所述阳

极片（51）与所述阴极片（52）之间具有间隙；所述补水部件（9）包括补水面罩（91）、螺旋管

（92）、发热片（93）和补水面罩转接座（94），所述螺旋管（92）一端嵌设在所述安装槽（24）内，

所述螺旋管（92）另一端与所述补水面罩转接座（94）固定连接，所述补水面罩（91）可拆卸连

接在所述补水面罩转接座（94）上，所述发热片（93）设置在所述补水面罩转接座（94）内。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电解灭菌式富氢水雾化补水仪，其特征在于：所述补水

面罩（91）的开口处与人整个面部的外形相匹配，所述补水面罩（91）内部设有通气空腔

（911），所述通气空腔（911）与所述补水面罩（91）内侧之间相通设有均匀分布的补水孔

（912），所述补水面罩（91）内侧上端设有顶额座（914），所述顶额座（914）下侧设有眼孔

（913），所述补水面罩（91）内侧下端设有下巴座（915），所述补水面罩（91）两侧还设有把耳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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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解灭菌式富氢水雾化呼吸仪以及补水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保健仪器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电解灭菌式富氢水雾化呼吸

仪以及补水仪。

背景技术

[0002] 此前，公开号为CN208389148U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便携式雾化呼吸

仪，属于医疗保健仪器技术领域。它解决了现有雾化呼吸仪难携带、功能少等问题。本便携

式雾化呼吸仪包括瓶身以及与瓶身相连接的呼吸装置，瓶身的上半部位具有与呼吸装置相

连通的水箱，水箱的顶部开设有入水口，瓶身的下半部位内具有空腔，空腔中安装有电池和

控制装置，呼吸装置包括呼吸罩和出雾管道，出雾管道与水箱的连接处具有连通口，连通口

处设置有雾化装置，雾化装置将水箱与出雾管道完全隔离，水箱的底面向连通口一侧倾斜，

控制装置用于控制雾化装置的启动与关闭。但是，该呼吸仪只能靠添加药剂来达到面部护

理的目的，并不能利用自身产生的对人体有利的物质来进行护理，其还存在很大的改进空

间，诸如利用电解富氢水来提高其护理效果，因为富氢水对恶性肿瘤治疗副作用、尿毒症、

动脉硬化和代谢综合征患者都具有明显效果，同时，富氢水进入我们的体内后，将体内不断

产生的活性氧逐个消除掉，因为氢分子主要针对慢性疾病，最基本的是抗氧化应激的加强

作用，不是单纯修复作用，有利于机体恢复，除此之外，大多都是需要人的面部贴在面罩处

进行护理，或人的面部和面罩具有一定距离进行护理，功能和护理形式比较单一，不能满足

人们不同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电解灭菌式富氢水雾化呼吸仪以及补水仪，具备携带方

便，功能齐全，以及对人体更加有利的优点，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呼吸仪只能靠添加药剂来达

到护理的目的，并不能利用自身产生的对人体有利的物质来进行护理，以及功能和护理形

式单一的问题。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电解灭菌式富氢水雾化呼吸仪，包括瓶体、水

箱、填充瓶、呼吸部件、电解件、控制机构和雾化件，所述水箱设置在所述瓶体上，所述水箱

顶部连接有水箱体盖，所述水箱体盖中心设有进水口，所述填充瓶可拆卸连接在所述进水

口处，所述水箱内设有储水腔，所述水箱侧壁上开设有安装槽，所述安装槽与所述储水腔之

间相通设有通孔，所述雾化件设置在所述通孔处，所述呼吸部件安装在所述安装槽内，所述

呼吸部件与所述雾化件相对接，所述瓶体内设有容纳腔，所述控制机构设置在所述容纳腔

内，所述控制机构分别与所述呼吸部件、所述电解件和所述雾化件相连接，所述电解件设置

在所述储水腔内，所述电解件包括阳极片、阴极片和底板，所述底板固定连接在所述储水腔

内，所述底板向所述通孔倾斜设置，所述阳极片盘旋设置在所述底板上表面，所述阴极片盘

旋设置在所述底板上表面，所述阳极片位于所述阴极片外侧，所述阳极片与所述阴极片之

间具有间隙；所述呼吸部件包括雾化孔座、陶瓷发热片、呼吸面罩转接座、香薰载体和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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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罩，所述雾化孔座镶嵌在所述安装槽内，所述香薰载体套接在所述雾化孔座内，所述陶瓷

发热片套接在所述香薰载体外侧内端，所述呼吸面罩转接座套接在所述香薰载体外侧外

端，所述呼吸面罩转接座与所述陶瓷发热片相抵接，所述呼吸面罩安装在所述呼吸面罩转

接座上。

[0005] 优选的，所述呼吸面罩包括连接端和敷脸罩，所述连接端与所述呼吸面罩转接座

可拆卸连接，所述敷脸罩的开口处与人的面部下半部分外形相匹配，所述敷脸罩侧壁上设

有相对称的出气孔，所述敷脸罩开口边缘处设有相对称的提耳。

[0006] 优选的，所述香薰载体由多孔的泡沫陶瓷制成，所述香薰载体内设有通气孔，所述

通气孔沿长度方向设置。

[0007] 优选的，所述水箱底部设有加热护盖，所述加热护盖内设有陶瓷加热片。

[0008] 优选的，所述进水口处设有螺纹，所述进水口螺纹连接有密封盖。

[0009] 优选的，所述控制机构包括第一电池组、第二电池组、PCB控制板和PCB板防水盖，

所述PCB控制板设置在所述容纳腔上侧，所述PCB板防水盖套接在所述PCB控制板外侧，所述

第一电池组和所述第二电池组设置在所述容纳腔底部。

[0010] 优选的，所述第一电池组分别与所述雾化件和所述电解件电性连接，用于为所述

雾化件和所述电解件供电；所述第二电池组分别与所述陶瓷发热片和所述陶瓷加热片电性

连接，用于为所述陶瓷发热片和所述陶瓷加热片供电。

[0011] 优选的，所述陶瓷发热片是石墨烯发热片或碳载发热片，所述陶瓷加热片是石墨

烯加热片或碳载加热片。

[0012] 一种电解灭菌式富氢水雾化补水仪，包括瓶体、水箱、填充瓶、补水部件、电解件、

控制机构和雾化件，所述水箱设置在所述瓶体上，所述水箱顶部连接有水箱体盖，所述水箱

体盖中心设有进水口，所述填充瓶可拆卸连接在所述进水口处，所述水箱内设有储水腔，所

述水箱侧壁上开设有安装槽，所述安装槽与所述储水腔之间相通设有通孔，所述雾化件设

置在所述通孔处，所述补水部件安装在所述安装槽内，所述补水部件与所述雾化件相对接，

所述瓶体内设有容纳腔，所述控制机构设置在所述容纳腔内，所述控制机构分别与所述补

水部件、所述电解件和所述雾化件相连接，所述电解件设置在所述储水腔内，所述电解件包

括阳极片、阴极片和底板，所述底板固定连接在所述储水腔内，所述底板向所述通孔倾斜设

置，所述阳极片盘旋设置在所述底板上表面，所述阴极片盘旋设置在所述底板上表面，所述

阳极片位于所述阴极片外侧，所述阳极片与所述阴极片之间具有间隙；所述补水部件包括

补水面罩、螺旋管、发热片和补水面罩转接座，所述螺旋管一端嵌设在所述安装槽内，所述

螺旋管另一端与所述补水面罩转接座固定连接，所述补水面罩可拆卸连接在所述补水面罩

转接座上，所述发热片设置在所述补水面罩转接座内。

[0013] 优选的，所述补水面罩的开口处与人整个面部的外形相匹配，所述补水面罩内部

设有通气空腔，所述通气空腔与所述补水面罩内侧之间相通设有均匀分布的补水孔，所述

补水面罩内侧上端设有顶额座，所述顶额座下侧设有眼孔，所述补水面罩内侧下端设有下

巴座，所述补水面罩两侧还设有把耳。

[0014] 本实用新型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15] 一、该实用新型，可以利用电解水来形成富氢水，利用富氢水来提高其护理效果，

因为富氢水对恶性肿瘤治疗副作用、尿毒症、动脉硬化和代谢综合征患者都具有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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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富氢水进入我们的体内后，将体内不断产生的活性氧逐个消除掉，不是单纯具有修复

作用，还有利于机体恢复，因此大大提高了呼吸仪的护理效果。

[0016] 二、该实用新型，可通过呼吸面罩实现人的面部与呼吸面罩贴合进行护理，很具有

人性化；同时不仅可以用来改善呼吸，还可以用来给面部补水，达到很好的护理效果。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呼吸仪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局部剖视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截面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爆炸图；

[0021]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呼吸面罩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本实用新型补水仪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中补水面罩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

[0025] 请参阅图1‑图5，一种电解灭菌式富氢水雾化呼吸仪，包括瓶体1、水箱2、填充瓶3、

呼吸部件4、电解件5、控制机构7和雾化件8。

[0026] 其中，上述的水箱2设置在瓶体1上，水箱2顶部连接有水箱体盖23，水箱体盖23中

心设有进水口231，填充瓶3可拆卸连接在进水口231处，水箱2内设有储水腔21，水箱2侧壁

上开设有安装槽24，安装槽24与储水腔21之间相通设有通孔25，雾化件8设置在通孔25处，

呼吸部件4安装在安装槽24内，呼吸部件4与雾化件8相对接，瓶体1内设有容纳腔11，控制机

构7设置在容纳腔11内，控制机构7分别与呼吸部件4、电解件5和雾化件8相连接，电解件5设

置在储水腔21内，电解件5包括阳极片51、阴极片52和底板53，底板53固定连接在储水腔21

内，底板53向通孔25倾斜设置，阳极片51盘旋设置在底板53上表面，阴极片52盘旋设置在底

板53上表面，阳极片51位于阴极片52外侧，阳极片51与阴极片52之间具有间隙；呼吸部件4

包括雾化孔座41、陶瓷发热片42、呼吸面罩转接座44、香薰载体43和呼吸面罩46，雾化孔座

41镶嵌在安装槽24内，香薰载体43套接在雾化孔座41内，陶瓷发热片42套接在香薰载体43

外侧内端，呼吸面罩转接座44套接在香薰载体43外侧外端，呼吸面罩转接座44与陶瓷发热

片42相抵接，呼吸面罩46安装在呼吸面罩转接座44上。

[0027] 上述呼吸面罩46包括连接端461和敷脸罩462，连接端461与呼吸面罩转接座44可

拆卸连接，敷脸罩462的开口处与人的面部下半部分外形相匹配，敷脸罩462侧壁上设有相

对称的出气孔464，敷脸罩462开口边缘处设有相对称的提耳463。

[0028] 上述香薰载体43由多孔的泡沫陶瓷制成，香薰载体43内设有通气孔431，通气孔

431沿长度方向设置。

[0029] 上述水箱2底部设有加热护盖6，加热护盖6内设有陶瓷加热片61。

[0030] 上述进水口231处设有螺纹，进水口231螺纹连接有密封盖232。

[0031] 上述控制机构7包括第一电池组71、第二电池组72、PCB控制板73和PCB板防水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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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PCB控制板73设置在容纳腔11上侧，PCB板防水盖74套接在PCB控制板73外侧，第一电池

组71和第二电池组72设置在容纳腔11底部。

[0032] 上述第一电池组71分别与雾化件8和电解件5电性连接，用于为雾化件8和电解件5

供电；第二电池组72分别与陶瓷发热片42和陶瓷加热片61电性连接，用于为陶瓷发热片42

和陶瓷加热片61供电。

[0033] 上述陶瓷发热片42是石墨烯发热片或碳载发热片，陶瓷加热片61是石墨烯加热片

或碳载加热片。

[0034] 工作原理：使用时，从进水口231处向水箱2中加入水，通过第一电池组71和第二电

池组72分别给雾化件8，陶瓷发热片42和陶瓷加热片61供电，使得电解件5对水箱2中的水进

行电解形成富氢水，进而通过雾化件8进行雾化，沿香薰载体43内的通气孔431排出，人的下

半部分面部需要贴在呼吸面罩46的开口处，并通过呼吸面罩46将雾气喷散至人的鼻孔处，

此过程中也可向香薰载体43内附着有香薰精油，使得香薰精油混入雾气中，并被人体吸收，

起到良好的理疗效果，同时，通过陶瓷加热片61给水箱2中的水进行加热，通过陶瓷发热片

42对雾气进行加热，在外界气温过低时，能够提升雾气的温度，防止用户感觉冰冷。

[0035] 请参阅图6‑图7，一种电解灭菌式富氢水雾化补水仪，包括瓶体1、水箱2、填充瓶3、

补水部件9、电解件5、控制机构7和雾化件8，水箱2设置在瓶体1上，水箱2顶部连接有水箱体

盖23，水箱体盖23中心设有进水口231，填充瓶3可拆卸连接在进水口231处，水箱2内设有储

水腔21，水箱2侧壁上开设有安装槽24，安装槽24与储水腔21之间相通设有通孔25，雾化件8

设置在通孔25处，补水部件9安装在安装槽24内，补水部件9与雾化件8相对接，瓶体1内设有

容纳腔11，控制机构7设置在容纳腔11内，控制机构7分别与补水部件9、电解件5和雾化件8

相连接，电解件5设置在储水腔21内，电解件5包括阳极片51、阴极片52和底板53，底板53固

定连接在储水腔21内，底板53向通孔25倾斜设置，阳极片51盘旋设置在底板53上表面，阴极

片52盘旋设置在底板53上表面，阳极片51位于阴极片52外侧，阳极片51与阴极片52之间具

有间隙；补水部件9包括补水面罩91、螺旋管92、发热片93和补水面罩转接座94，螺旋管92一

端嵌设在安装槽24内，螺旋管92另一端与补水面罩转接座94固定连接，补水面罩91可拆卸

连接在补水面罩转接座94上，发热片93设置在补水面罩转接座94内。

[0036] 上述补水面罩91的开口处与人整个面部的外形相匹配，补水面罩91内部设有通气

空腔911，通气空腔911与补水面罩91内侧之间相通设有均匀分布的补水孔912，补水面罩91

内侧上端设有顶额座914，顶额座914下侧设有眼孔913，补水面罩91内侧下端设有下巴座

915，补水面罩91两侧还设有把耳916。

[0037] 工作原理：使用时，从进水口231处向水箱2中加入水，通过第一电池组71和第二电

池组72分别给雾化件8，发热片93和陶瓷加热片61供电，使得电解件5对水箱2中的水进行电

解形成富氢水，进而通过雾化件8进行雾化，沿螺旋管92来到补水面罩91内的通气空腔911

内，进而通过补水孔912排出，人的整个面部需要贴在呼吸面罩46的开口处，将额头贴在顶

额座914上，下巴贴在下巴座915上，并通过补水孔912将雾气喷散至人的整个面部进行补

水，此过程中可通过陶瓷加热片61给水箱2中的水进行加热，通过发热片93对雾气进行加

热，在外界气温过低时，能够提升雾气的温度，防止用户感觉冰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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