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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

鼻氧管，其特征在于，所述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

管由连接头、鼻氧管本体、软套环耳挂组成，所述

鼻氧管本体由鼻头外沿、鼻头底座两部分组成，

所述鼻头外沿的两侧边缘向内弯曲，在边缘的外

侧设有两个软套环耳挂，所述鼻头底座设为中空

结构，在鼻头底座的表面设有两个吸氧孔，所述

鼻头底座的上部边缘与鼻头外沿的底部边缘固

定连接在一起；所述的连接头内部为中空结构，

且与鼻头底座固定连接。其优点表现在：本实用

新型为个体化环保材料制作，贴合性及舒适度较

高，能提供正压通气，提高氧气利用率，并且不易

滑脱，提高了临床治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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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其特征在于，所述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由连接

头、鼻氧管本体、软套环耳挂组成，所述鼻氧管本体由鼻头外沿、鼻头底座两部分组成，所述

鼻头外沿的两侧边缘向内弯曲，在边缘的外侧设有两个软套环耳挂，所述鼻头底座设为中

空结构，在鼻头底座的表面设有两个吸氧孔，所述鼻头底座的上部边缘与鼻头外沿的底部

边缘固定连接在一起；所述的连接头内部为中空结构，且与鼻头底座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其特征在于，所述的3D打印

高流量鼻氧管为一体式结构设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其特征在于，所述鼻头底座

的内部与连接头的内部相通且设有氧气通道。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其特征在于，所述的3D打印

高流量鼻氧管采用3D打印技术，个体化定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其特征在于，所述的3D打印

高流量鼻氧管为一种环保的聚乳酸材料制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其特征在于，所述鼻氧管上

的鼻氧孔的输出口径与患者的鼻孔口径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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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

管。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鼻氧管通常通过一次成型制成，无法充分利用其能为鼻腔供氧的优势。目

前市面上存在的双鼻腔吸氧器其与鼻子连接的管较细，呼气时肺内气体从鼻接管周边呼

出，吸气时氧气从鼻接管进入鼻孔内，由于鼻接管与鼻孔之间留有间隙，空气也会从此间隙

吸入，难以将高浓度的氧气输入到鼻孔中；在患者医疗过程中，湿润的氧气还会对病人的鼻

粘膜造成刺激，此外，大多数使用者在夜间使用鼻氧管，一旦人翻身或者发生其它动作，易

造成鼻氧管的脱落，而夜间光线黑暗，不便于寻找脱落的鼻氧管，因而对输氧造成一定的影

响。而且因每个人鼻字的大小有差异，故存在现有的鼻氧管贴合性低，患者佩戴后易滑脱，

氧气输送过程中可能存在漏气，吸入量减少，正压效果差、氧气利用率降低，不能达到有效

氧浓度，临床疗效减退的问题。因此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有必要设计一种不易脱落、氧气

利用率高、能提供正压通气、能匹配患者鼻部、贴合性较好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以克服

现有鼻氧管漏气，吸入氧气量少，易脱落，氧气利用率降低等问题。

[0003] 检索专利文献如公开号：CN206063515U，公开了一种医用高流量吸氧鼻导管，包括

鼻导管本体，及设置在鼻导管本体上的鼻吸管，及设置在鼻导管本体上的气囊，及设置在鼻

导管本体上的固定套，及设置在鼻导管本体上的鼻吸管固定部，所述鼻吸管的两端口部位

均固定在鼻吸管固定部上，所述鼻吸管固定部内部呈中空状设置，所述气囊固定在鼻吸管

下部中间部位，所述气囊上设有两个吸氧头，所述鼻吸管上对称设有两个充气口，所述固定

套套设在鼻吸管固定部上，所述固定套上设有用于连接外部供氧设备的连接头。该专利主

要解决高流量吸氧管的量化、鼻头部分连接松紧和吸氧管在头部很好固定的问题，但该专

利所涉及的鼻氧管并不能解决部分病人因鼻子的口径不同而导致现有鼻氧管口径不匹配，

进而在使用过程中鼻氧管漏气的问题，专利公开号：CN201543068U，公开了一种高浓度双鼻

腔吸氧器，本实用新型包括鼻接管、输氧管和流量控制阀，鼻接管有两个，两个鼻接管分别

与输氧管连接，流量控制阀设在输氧管上，所述的鼻接管包括管体、隔板、活瓣和挡块，管体

的外壁与鼻孔密封配合，隔板固定在管体中，管体内有两个由隔板分隔成半圆柱空腔，活瓣

为半径与管体内径相等的半圆板体，活瓣设置在管体的一个半圆柱空腔内，该半圆柱空腔

的下端与大气相通。该专利解决了鼻接管与鼻孔之间漏气的问题，但对于鼻氧管不易脱落，

贴合性较好等问题并未涉及，而且该专利局限性较大，虽然能提高氧气的利用率及氧气的

纯度，但仅仅只适用于高危患者使用。所以综上所述，急需要一种不易脱落、氧气利用率高、

能提供正压通气、能匹配患者鼻部、贴合性较好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而关于这种新型氧

气管，目前还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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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由连接头、鼻氧管本体、软套环耳挂组成，所述

鼻氧管本体由鼻头外沿、鼻头底座两部分组成，所述鼻头外沿的两侧边缘向内弯曲，在边缘

的外侧设有两个软套环耳挂，所述鼻头底座设为中空结构，在鼻头底座的表面设有两个吸

氧孔，所述鼻头底座的上部边缘与鼻头外沿的底部边缘固定连接在一起；所述的连接头内

部为中空结构，且与鼻头底座固定连接。

[0007] 在上述的一种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中，作为一个优选方案，所述的3D打印

高流量鼻氧管为一体式结构设计。

[0008] 在上述的一种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中，作为一个优选方案，所述鼻头底座

的内部与连接头的内部相通且设有氧气通道。

[0009] 在上述的一种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中，作为一个优选方案，所述的3D打印

高流量鼻氧管采用3D打印技术，个体化定制。

[0010] 在上述的一种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中，作为一个优选方案，所述的3D打印

高流量鼻氧管为一种环保的聚乳酸材料制成。

[0011] 在上述的一种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中，作为一个优选方案，所述鼻氧管上

的鼻氧孔的输出口径与患者的鼻孔口径相匹配。

[0012] 本实用新型优点在于：

[0013] 1、本实用新型的鼻头外沿的两侧边缘向内弯曲形成卷边结构，该结构能够包裹鼻

尖及双侧鼻翼，使鼻氧管与人的鼻子更加贴近，减小了鼻氧管与鼻子之间的缝隙，而且能提

供正压通气，增加氧气的吸入量，提高了氧气的利用率。

[0014] 2、本实用新型可通过3D打印技术制造出与患者鼻部口径相一致的高流量鼻氧管，

其贴合度高，更加适合于患者，改善了患者的舒适性。

[0015] 3、本实用新型对于目前临床慢性呼吸道疾病、心脏功能不全、中毒、昏迷、术后等

患者，他们均需要氧疗，故此类高流量鼻氧管需求量大，具有广阔的临床及家庭应用前景。

[0016] 4、本实用新型采用个体化环保材料制作，贴合性及舒适度提高，并且不易滑脱，提

高了临床治疗效果。

附图说明

[0017] 附图1是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附图2是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的俯视图。

[0019] 附图3是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本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4是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截面的主视图。

[0021] 附图5是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截面的左视图。

[0022] 附图6是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截面的右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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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而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实用新型记载的内

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实用新型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

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范围。

[0024] 附图中涉及的附图标记和组成部分如下所示：

[0025] 1.连接头               2.鼻氧管本体          3.软套环耳挂

[0026] 4.鼻头外沿             5.鼻头底座            6.鼻氧孔

[0027] 7.氧气通道

[0028] 实施例1一种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

[0029] 请参见附图1-6所示，附图1是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的立体结构示意图。附

图  2是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的俯视图。附图3是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本体的

结构示意图。附图4是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截面的主视图。附图5是改进的3D打印高

流量鼻氧管截面的左视图。附图6是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截面的右视图。

[0030] 一种改进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包括连接头1、鼻氧管本体2、软套环耳挂3三部

分，所述的连接头1连接头为圆形，内部为中空结构，其一端与鼻头底座相固定，另一端与外

部氧气装置相连接，所述鼻氧管本体2由鼻头外沿4、鼻头底座5两部分组成，所述鼻头外沿4

的两侧边缘向内弯曲形成卷边结构，该结构能够包裹鼻尖及双侧鼻翼，使鼻氧管与人的鼻

子更加贴近，可以减小鼻氧管与鼻子之间的缝隙，而且能提供正压通气，增加氧气的吸入

量，提高了氧气的利用率。在边缘的外侧设有两个软套环耳挂3，该软套环耳挂3  上可设置

一个松紧带，将鼻氧管进行固定，使其不易滑落，所述鼻头底座设为中空结构，在鼻头底座

的表面设有两个吸氧孔6，所述鼻头底座5的上部边缘与鼻头外沿4的底部边缘固定连接在

一起。在本实施例中，优选所述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为一种环保的聚乳酸  (polylactic 

acid，PLA)材料制成。PLA是一种新型的生物基及可再生生物降解材料，使用可再生的植物

资源所提出的淀粉原料制成，其具有良好的生物可降解性，不污染环境，是公认的环境友好

材料。在本实施例中，优选所述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为一体式结构设计。在本实施例中，

优选所述所述鼻头底座5的内部与连接头的内部相通且设有氧气通道7，在本实施例中，优

选所述的3D打印高流量鼻氧管采用3D打印技术，个体化定制。其主要通过3D扫描技术，扫描

患者整个脸部外形，放入软件自动分析后，切出鼻形状，进行制图，在制图过程中主要制作

孔径大小、透气管大小、层厚等，制作后通过3D打印机打印。在本实施例中，优选所述鼻氧管

上的鼻氧孔的输出口径与患者的鼻孔口径相匹配。该设计可以使患者感觉到轻盈舒适贴

合，翻身或活动时不易造成滑脱，而且更加贴切与患者的鼻孔，可以减少氧气在输出的时候

因输出口径不匹配而造成的流失，提高了氧气的利用率。

[0031] 本实用新型的说明方法：在患者进行吸氧时，本装置中鼻氧管的连接头与外部装

置的的管路连接在一起，然后带在鼻子上，将鼻氧管内的鼻氧孔与患者的鼻孔相对照，鼻氧

管鼻头外沿的两侧边缘弯曲的卷边结构可将鼻氧管简单固定在患者的鼻子上，医护人员也

可通过鼻氧管两侧的软套环耳挂拉固定在患者的头部位置。

[0032]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用新型的鼻头外沿的两侧边缘向内弯曲形成卷边结构，该结

构能够包裹鼻尖及双侧鼻翼，使鼻氧管与人的鼻子更加贴近，减小了鼻氧管与鼻子之间的

缝隙，而且能提供正压通气，增加氧气的吸入量，提高了氧气的利用率。本实用新型采用的

环保型聚乳酸材料，可以达到绿色环保的功效。在本实用新型中因患者个体鼻孔的孔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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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通过3D扫描及打印技术，在鼻罩装置内侧与患者鼻孔贴合的氧气输出管中，制作合适

的氧气输出口径，使该口径能更适合于患者，使患者感觉到轻盈舒适贴合，而且在翻身或活

动时不容易滑脱。本实用新型对于目前临床慢性呼吸道疾病、心脏功能不全、中毒、昏迷、术

后等患者，他们均需要氧疗，故此类高流量鼻氧管需求量大，具有广阔的临床及家庭应用前

景。

[0033]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补充，这些改进和补充

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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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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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8

CN 211096785 U

8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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