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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脉冲吸氧和正压通气

功能的呼吸支持管路及设备，既兼容无创呼吸的

治疗作用，又可以满足患者的吸氧需求，实现吸

氧与正压通气的无缝切换。检测使用者的呼吸情

况，在使用者吸气时候，通过控制比例阀输出氧

气，在使用者的呼气时候，关闭氧气输出。根据人

体呼吸比1:2左右，在使用者需要同等氧气流量

情况下，本方法氧疗仪减小2/3制氧功率，随之制

氧噪音和氧疗仪体积也可以相应的减小。持续输

氧会导致呼吸道局部粘膜干燥损伤，呼气时停止

输氧可以使患者呼吸更顺畅，提高吸氧的舒适

性，减少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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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脉冲吸氧和正压通气功能的呼吸支持管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管路包括空

气压缩单元、正压通气单元、制氧单元和鼻氧管道；所述空气压缩单元用来将常压空气压缩

为高压空气，并与所述正压通气单元、所述制氧单元连接；所述正压通气单元用来对高压空

气稳流；所述制氧单元用来将高压空气制成高浓度氧气，与所述鼻氧管道连接，所述鼻氧管

道用来提供患者呼气和吸气的通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呼吸支持管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管路还包括湿化单元，高压

空气经所述正压通气单元稳流后输出至所述湿化单元。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呼吸支持管路，其特征在于，所述湿化单元为湿化水盒，所述

湿化水盒将正压通气单元输出的空气充分湿化后输出至鼻氧接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呼吸支持管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空气压缩单元包括过滤器、

空压模组、降噪片、高压空气缓冲模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呼吸支持管路，其特征在于，所述正压通气单元包括截流件、

压力传感器、泄压阀、比例电磁阀，所述截流件用来稳定输送到正压通气单元的高压空气气

流；所述压力传感器用来检测正压通气单元管路中的压力，当压力过大时泄压阀打开，控制

正压通气单元的管路压力在安全范围内；所述比例电磁阀用来调节输出至湿化水盒的气体

压力和流量。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呼吸支持管路，其特征在于，所述制氧单元包括制氧装置、压

力传感器、泄压阀、电磁阀，所述制氧装置将高压空气制成浓度在93％±3％的高浓度氧气；

所述压力传感器用来检测制氧单元管路中的压力值，当压力过大时所述泄压阀打开，控制

制氧单元的管路压力在安全范围内；所述电磁阀用来实现高浓度氧气与鼻氧接口的接通与

断开。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呼吸支持管路，其特征在于，所述鼻氧管道包括鼻氧接口、电

磁阀和排气口，所述鼻氧接口与患者连接，患者吸气时所述电磁阀关闭，所述鼻氧接口将高

压空气和脉冲氧气输送给患者；患者呼气时所述电磁阀打开，所述鼻氧接口与所述排气口

接通，将呼出气体排出管道；所述排气口与大气连通，用于患者呼出气体的排出。

8.一种采用如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呼吸支持管路的呼吸支持设备，其特征在于，所

述呼吸支持设备还包括主控单元，所述主控单元用来控制脉冲吸氧与正压通气功能，其与

所述空气压缩单元、所述正压通气单元、所述制氧单元和所述鼻氧管道连接，控制各个单元

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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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脉冲吸氧和正压通气功能的管路及呼吸支持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呼吸支持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具有脉冲吸氧和正压通气功能

的呼吸支持管路及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在利用呼吸机进行治疗时，通常有吸氧的需求；现在通

用的做法通过集中供氧或氧气瓶的方式在医院进行吸氧，这就要求患者必须到医院才能吸

氧，对有长期吸氧需求的患者来说，不但治疗成本大，而且氧气瓶的使用也无法保证吸氧的

连续性，氧疗效果不佳。随着制氧机的普及，有条件的患者可以选在通过制氧机在家中进行

吸氧。但是额外增加的购买制氧机的费用，无形中增加了治疗成本。同时，患者在进行正压

通气和吸氧切换时，往往要操作2种仪器，操作复杂，患者体验差。因此如何设计一种具有吸

氧和正压通气功能的管路及呼吸机，既兼容无创呼吸的治疗作用，又可以满足患者的吸氧

需求，实现吸氧与正压通气的无缝切换成为市场的需求。

[0003] 专利文献CN206597204U公开了一种无创小儿持续正压通气呼吸机，其公开了持续

正压通气及持续吸氧，但这种方案持续供氧，不能依据使用者本身呼吸的状况对出氧量进

行调节，在用户呼吸的过程中，氧疗仪持续输出氧气，在使用者呼气时，氧气随使用者呼气

被排放到空气中，浪费能源，而降低了实用性；人体呼吸比一般在1:2左右，也就是说有2/3

氧气浪费，氧疗仪多做了2/3无用功，现有氧疗仪的噪声也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再由于无油

空压机、分子筛塔制都随制氧功率增大而增大，故现有氧疗仪体积也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脉冲吸氧和正压通气功能的呼吸支持管路

及设备，既兼容无创呼吸的治疗作用，又可以满足患者的吸氧需求，实现吸氧与正压通气的

无缝切换。检测使用者的呼吸情况，在使用者吸气时候，通过控制比例阀输出氧气，在使用

者的呼气时候，关闭氧气输出。根据人体呼吸比1:2左右，在使用者需要同等氧气流量情况

下，本方法氧疗仪减小2/3制氧功率，随之制氧噪音和氧疗仪体积也可以相应的减小。持续

输氧会导致呼吸道局部粘膜干燥损伤，呼气时停止输氧可以使患者呼吸更顺畅，提高吸氧

的舒适性，减少副作用。

[0005] 本发明的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具有脉冲吸氧和正压通气功能的呼吸支持管路，所述管路包括空气压缩单

元、正压通气单元、制氧单元和鼻氧管道；所述空气压缩单元用来将常压空气压缩为高压空

气，并与所述正压通气单元、所述制氧单元连接；所述正压通气单元用来对高压空气稳流；

所述制氧单元用来将高压空气制成高浓度氧气，与所述鼻氧管道连接，所述鼻氧管道用来

提供患者呼气和吸气的通路。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管路还包括湿化单元，高压空气经所述正压通气单元稳流后输出

至所述湿化单元，所述湿化单元用来高压空气湿化，与所述鼻氧管道连接；所述主控单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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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湿化单元连接。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空气压缩单元包括过滤器、空压模组、降噪片、高压空气缓冲模组，

所述过滤器用于过滤空气中的水分、灰尘和其他杂质；所述空压模组用于将干净空气压缩

为高压空气；所述降噪片用来降低压缩后的高压空气的噪声；所述高压空气缓冲模组将高

压空气分成2路，1路输送到正压通气单元、1路输送到制氧单元。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正压通气单元包括截流件、压力传感器、泄压阀、比例电磁阀，所述

截流件用来稳定输送到正压通气单元的高压空气气流；所述压力传感器用来检测正压通气

单元管路中的压力，当压力过大时泄压阀打开，控制正压通气单元的管路压力在安全范围

内；所述比例电磁阀用来调节输出至湿化水盒的气体压力和流量。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湿化单元为湿化水盒，所述湿化水盒将正压通气单元输出的空气

充分湿化后输出至鼻氧接口。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制氧单元包括制氧装置、压力传感器、泄压阀、电磁阀，所述制氧装

置将高压空气制成浓度在93％±3％的高浓度氧气；所述压力传感器用来检测制氧单元管

路中的压力值，当压力过大时所述泄压阀打开，控制制氧单元的管路压力在安全范围内；所

述电磁阀用来实现高浓度氧气与鼻氧接口的接通与断开。

[0012] 进一步地，所述鼻氧管道包括鼻氧接口、电磁阀和排气口，所述鼻氧接口与患者连

接，患者吸气时所述电磁阀关闭，所述鼻氧接口将高压空气和脉冲氧气输送给患者；患者呼

气时所述电磁阀打开，所述鼻氧接口与所述排气口接通，将呼出气体排出管道；所述排气口

与大气连通，用于患者呼出气体的排出。

[0013] 本发明进一步提供一种基于上述管路的呼吸支持设备，所述呼吸支持设备还包括

主控单元，所述主控单元用来控制脉冲吸氧与正压通气功能，其与所述空气压缩单元、所述

正压通气单元、所述制氧单元和所述鼻氧管道连接，控制各个单元的运行。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5] 本发明兼容无创呼吸的治疗作用，又可以满足患者的吸氧需求，实现吸氧与正压

通气的无缝切换。

[0016] 本发明检测使用者的呼吸情况，在使用者吸气的时候，通过控制比例阀输出氧气，

在使用者的呼气时候，关闭氧气输出。在使用者需要同等氧气流量情况下，本方法氧疗仪减

小2/3制氧功率，随之制氧噪音和氧疗仪体积也可以相应的减小。另外，持续输氧会导致呼

吸道局部粘膜干燥损伤，呼气时停止输氧可以使患者呼吸更顺畅，提高吸氧的舒适性，减少

副作用。

[0017] 本发明空气压缩单元中设置有降噪片，能够有效降低空气噪声，设置有湿化单元，

用来高压空气湿化，减少对使用者的影响，提高舒适性。

[0018] 本发明正压通气单元设置有截流件用来稳定输送到正压通气单元的高压空气气

流，设置有压力传感器用来检测正压通气单元管路中的压力，当压力过大时泄压阀打开，控

制正压通气单元的管路压力在安全范围内，制氧单元设置有压力传感器及泄压阀，压力传

感器用来检测制氧单元管路中的压力值，当压力过大时泄压阀打开，控制制氧单元的管路

压力在安全范围内，有效的提高了安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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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具有脉冲吸氧和正压通气功能的呼吸支持设备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具有脉冲吸氧和正压通气功能的呼吸支持管路气道图；

[0021] 图中，1-主控单元、2-空气压缩单元、3-正压通气单元、4-湿化单元、5-制氧单元、

6-鼻氧管道、201-过滤器、202-空压模组、203-降噪片、204-高压空气缓冲模组、301-截流

件、302-压力传感器、303-泄压阀、304-比例电磁阀、401-湿化水盒、501-制氧装置、502-压

力传感器、503-泄压阀、504-电磁阀、601-鼻氧接口、602-电磁阀、603-排气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使本发明的发明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技术效果更加清晰，以下结合实施例，

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本说明书中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为了解释

本发明，并非为了限定本发明，实施例的具体参数设置等可因地制宜做出选择而对结果并

无实质性影响。

[0023] 实施例：

[0024]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脉冲吸氧和正压通气功能的呼吸支持设备，包括

主控单元1、空气压缩单元2、正压通气单元3、湿化单元4、制氧单元5和鼻氧管道6。主控单元

1用来控制脉冲吸氧与正压通气功能，与空气压缩单元2、正压通气单元3、湿化单元4、制氧

单元5和鼻氧管道6连接，控制各个单元的运行；空气压缩单元2用来将常压空气压缩为高压

空气，并与正压通气单元3、制氧单元5连接；正压通气单元3用来将高压空气稳流后输出至

湿化单元4；湿化单元4用来高压空气湿化，与鼻氧管道6连接；制氧单元5用来将高压空气制

成高浓度氧气，与鼻氧管道6连接。鼻氧管道6与湿化单元4和制氧单元5连接，用来提供患者

呼气和吸气的通路。

[0025] 图2为本发明具有脉冲吸氧和正压通气功能的呼吸支持管路气道示意图，包括过

滤器201、空压模组202、降噪片203、高压空气缓冲模组204、截流件301、压力传感器302、泄

压阀303、比例电磁阀304、湿化水盒401、制氧装置501、压力传感器502、泄压阀503、电磁阀

504、鼻氧接口601、电磁阀602和排气口603。过滤器201用于过滤空气中的水分、灰尘和其他

杂质；空压模组202用于将干净空气压缩为高压空气；降噪片203用来降低压缩后的高压空

气的噪声；高压空气缓冲模组204将高压空气分成2路，1路输送到正压通气单元、1路输送到

制氧单元；截流件301用来稳定输送到正压通气单元的高压空气气流；压力传感器302用来

检测正压通气单元管路中的压力，当压力过大时泄压阀303打开，控制正压通气单元的管路

压力在安全范围内；比例电磁阀304用来调节输出至湿化水盒401的气体压力和流量；湿化

水盒401将正压通气单元输出的空气充分湿化后输出至鼻氧接口601；制氧装置501将高压

空气制成浓度在93％±3％的高浓度氧气；压力传感器502用来检测制氧单元管路中的压力

值，当压力过大时泄压阀503打开，控制制氧单元的管路压力在安全范围内；电磁阀504用来

实现高浓度氧气与鼻氧接口601的接通与断开；鼻氧接口601与患者连接，患者吸气时电磁

阀602关闭，鼻氧接口601将高压空气和脉冲氧气输送给患者；患者呼气时电磁阀602打开，

鼻氧接口601与排气口603接通，将呼出气体排出管道；排气口603：与大气连通，用于患者呼

出气体的排出。

[0026] 本发明呼吸支持设备的工作原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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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常压下的空气经空气压缩单元2中的过滤器201过滤其中的水分和灰尘颗粒等杂

质后进入空压模组202，空压模组202将干净空气压缩为高压气体后经降噪片203后进入高

压空气缓冲模组204；高压空气缓冲模组204将高压空气分为2路，1路进入到正压通气单元

3，1路进入到制氧单元5；进入正压通气单元3中的高压空气经稳流件301稳流后，通过比例

电磁阀304进入湿化水盒401，主控单元1通过调节比例电磁阀304的开合程度，控制输送到

湿化水盒401的气体流量，进而控制进入鼻氧管路6中的压力和流量，实现正压通气功能；进

入制氧单元4中的高压空气经制氧装置501后制成浓度在93％±3％的高浓度氧气，通过电

磁阀504与鼻氧接口601连接，患者吸气时电磁阀504打开，高浓度氧气进入鼻氧管路6；患者

呼气时电磁阀504关闭，高浓度氧气与鼻氧管路6断开，主控单元1通过控制电磁阀504的打

开和关闭实现脉冲送氧功能；

[0028] 鼻氧管路6中的鼻氧接口601与患者连接，患者吸气时电磁阀504打开，电磁阀602

关闭，鼻氧接口601将高压空气或脉冲氧气输送到患者体内；患者呼气时电磁阀504关闭，电

磁阀602打开，鼻氧接口601与与排气口603接通，患者呼出气体排出管道。

[0029] 同时，正压通气单元3的压力传感器302和泄压阀303实现对正压通气单元3管路内

压力的检测与控制。压力传感器302实时检测正压通气单元3管路内的压力值，当压力值超

过安全值时将实时压力上报到主控单元1，由主控单元1发出告警信息。此时泄压阀303打

开，主动调节正压通气单元3管路内的压力，保证正压通气单元3管路内的压力在正常范围。

更进一步，制氧单元4的压力传感器402和泄压阀403实现对制氧单元4管路内压力的检测与

控制。压力传感器402实时检测制氧单元4管路内的压力值，当压力值超过安全值时将实时

压力上报到主控单元1，由主控单元1发出告警信息。此时泄压阀403打开，主动调节制氧单

元4管路内的压力，保证制氧单元4管路内的压力在正常范围。

[0030] 上面对本专利的较佳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专利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

式，在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专利宗旨的前提下

做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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