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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尤其为

一种具有云平台呼吸机数据管理预警系统的呼

吸机，包括呼吸机本体，所述呼吸机本体上设有

出气管，所述出气管远离呼吸机本体的一端连接

有呼吸面罩，所述呼吸面罩包括壳体和固定机

构，所述壳体上固定安装有连接管，所述连接管

贯穿壳体，所述连接管内套设有过滤机构，所述

过滤机构包括过滤筒、固定板和推板，所述过滤

筒贯穿固定板并和固定板固定连接在一起。本实

用新型在佩戴呼吸面罩的时候能够紧贴着病患

面部，严密性较好，能够时刻准确了解到病患的

实际呼吸状态，并且加装了过滤机构，可以防止

使用该呼吸机的不同的病患出现交叉感染的情

况，因此安全性、卫生性都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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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云平台呼吸机数据管理预警系统的呼吸机，包括呼吸机本体(1)，其特征在

于：所述呼吸机本体(1)上设有出气管(2)，所述出气管(2)远离呼吸机本体(1)的一端连接

有呼吸面罩(3)，所述呼吸面罩(3)包括壳体(301)和固定机构(303)，所述壳体(301)上固定

安装有连接管(302)，所述连接管(302)贯穿壳体(301)，所述连接管(302)内套设有过滤机

构(304)，所述过滤机构(304)包括过滤筒(30401)、固定板(30402)和推板(30403)，所述过

滤筒(30401)贯穿固定板(30402)并和固定板(30402)固定连接在一起，所述过滤筒(30401)

贯穿推板(30403)并和推板(30403)滑动连接在一起，所述固定板(30402)和推板(30403)之

间固定安装有同一个弹簧(30405)，所述弹簧(30405)滑动套设在过滤筒(30401)上，所述连

接管(302)的内壁上开设有两个对称分布的矩形槽(30201)和两个卡槽(30202)，且两个矩

形槽(30201)分别和对应的卡槽(30202)相互连通，所述过滤筒(30401)的两侧均固定安装

有卡块(30404)，两个卡块(30404)分别和对应的卡槽(30202)的内壁抵触在一起，且出气管

(2)固定套设在连接管(302)上，所述固定机构(303)包括固定框(30301)，所述固定框

(30301)上固定安装有两个第一头带(30302)和两个第二头带(30303)，两个第一头带

(30302)和两个第二头带(30303)呈矩形排列，且位于同一侧的第二头带(30303)分别位于

对应的第一头带(30302)上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云平台呼吸机数据管理预警系统的呼吸机，其特征

在于：所述过滤筒(30401)上开设有三个呈线性排列的环形凸起，所述出气管(2)的内壁上

设有三个呈线性排列的环状凹槽，三个环状凸起分别卡进对应的环形凹槽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云平台呼吸机数据管理预警系统的呼吸机，其特征

在于：所述固定框(30301)的内壁上开设有定位环形槽，所述壳体(301)上固定套设有环形

定位条，所述环形定位条和定位环形槽的内壁抵触在一起。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云平台呼吸机数据管理预警系统的呼吸机，其特征

在于：所述两个第一头带(30302)和两个第二头带(30303)分别固定安装有魔术贴的毛面和

刺面，两个第一头带(30302)和两个第二头带(30303)的材质均为弹性织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云平台呼吸机数据管理预警系统的呼吸机，其特征

在于：所述过滤筒(30401)包括圆管，所述圆管内设有两层纱网，两层纱网之间设有过滤网，

两个过滤网之间设有活性炭吸附颗粒。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云平台呼吸机数据管理预警系统的呼吸机，其特征

在于：所述壳体(301)和连接管(302)的材质均为聚乙烯，所述固定框(30301)的材质为硅

胶，且壳体(301)和连接管(302)一体成型。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云平台呼吸机数据管理预警系统的呼吸机，其特征

在于，所述推板(30403)和固定板(30402)相互靠近的一侧分别固定安装有第一密封管和第

二密封管，所述第二密封管和第一密封管的内壁滑动连接在一起，所述连接管(302)的内壁

上固定安装有密封圈，所述过滤筒(30401)贯穿密封圈并和密封圈的内壁滑动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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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云平台呼吸机数据管理预警系统的呼吸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具有云平台呼吸机数据管理预

警系统的呼吸机。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代临床医学中，呼吸机作为一项能人工替代自主通气功能的有效手段，已普

遍用于各种原因所致的呼吸衰竭、大手术期间的麻醉呼吸管理、呼吸支持治疗和急救复苏

中，在现代医学领域内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呼吸机是一种能够起到预防和治疗呼吸衰竭，

减少并发症，挽救及延长病人生命的至关重要的医疗设备，呼吸机的选购原则呼吸机是呼

吸支持的有用工具，是当今危重症患者常用的治疗手段，呼吸支持好坏直接涉及危重患者

的抢救水平。

[0003] 经检索，授权公告号为CN105031786B公开了一种基于云平台的呼吸机整合方法，

包括步骤：呼吸机运行时产生运行数据；云平台从呼吸机获取运行数据，并对运行数据进行

分析处理，以得到处理数据；由医用客户端从云平台获取处理数据，以供医生根据处理数据

对呼吸机重新设置新的配置参数；云平台从医用客户端接收新的配置参数，并将新的配置

参数发送给呼吸机，以供呼吸机根据新的配置参数自动进行参数设置，呼吸机根据新的配

置参数进行运行。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适用于所述方法的云平台和一种适用于所述方法的呼

吸机。通过本发明可以更加准确地掌握呼吸机的运行数据，并对所述运行数据进行处理，为

医生及时调整呼吸机的配置参数提供了依据。

[0004] 但是，现有的呼吸机所使用的呼吸面罩只通过两根弹性绷带固定在病患的口鼻

处，呼吸面罩的严密性较差，因此无法准确的了解到病患的实际呼吸状态，并且病患所呼出

的气体可能带有病毒，很容易通过吸附在呼吸面罩和呼吸机之间的连接管道上，并且呼吸

机和连接管道均非一次性用品，在下一个病患使用该呼吸机的时候，容易造成交叉感染的

情况，这也是病毒传染的途径，为此，提出一种具有云平台呼吸机数据管理预警系统的呼吸

机。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而提出的一种具有云平台

呼吸机数据管理预警系统的呼吸机。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具有云平台呼吸机数

据管理预警系统的呼吸机，包括呼吸机本体，所述呼吸机本体上设有出气管，所述出气管远

离呼吸机本体的一端连接有呼吸面罩，所述呼吸面罩包括壳体和固定机构，所述壳体上固

定安装有连接管，所述连接管贯穿壳体，所述连接管内套设有过滤机构，所述过滤机构包括

过滤筒、固定板和推板，所述过滤筒贯穿固定板并和固定板固定连接在一起，所述过滤筒贯

穿推板并和推板滑动连接在一起，所述固定板和推板之间固定安装有同一个弹簧，所述弹

簧滑动套设在过滤筒上，所述连接管的内壁上开设有两个对称分布的矩形槽和两个卡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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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两个矩形槽分别和对应的卡槽相互连通，所述过滤筒的两侧均固定安装有卡块，两个卡

块分别和对应的卡槽的内壁抵触在一起，且出气管固定套设在连接管上，所述固定机构包

括固定框，所述固定框上固定安装有两个第一头带和两个第二头带，两个第一头带和两个

第二头带呈矩形排列，且位于同一侧的第二头带分别位于对应的第一头带上方。

[0007] 优选的，所述过滤筒上开设有三个呈线性排列的环形凸起，所述出气管的内壁上

设有三个呈线性排列的环状凹槽，三个环状凸起分别卡进对应的环形凹槽内。

[0008] 优选的，所述固定框的内壁上开设有定位环形槽，所述壳体上固定套设有环形定

位条，所述环形定位条和定位环形槽的内壁抵触在一起。

[0009] 优选的，所述两个第一头带和两个第二头带分别固定安装有魔术贴的毛面和刺

面，两个第一头带和两个第二头带的材质均为弹性织带。

[0010] 优选的，所述过滤筒包括圆管，所述圆管内设有两层纱网，两层纱网之间设有过滤

网，两个过滤网之间设有活性炭吸附颗粒。

[0011] 优选的，所述壳体和连接管的材质均为聚乙烯，所述固定框的材质为硅胶，且壳体

和连接管一体成型。

[0012] 优选的，所述推板和固定板相互靠近的一侧分别固定安装有第一密封管和第二密

封管，所述第二密封管和第一密封管的内壁滑动连接在一起，所述连接管的内壁上固定安

装有密封圈，所述过滤筒贯穿密封圈并和密封圈的内壁滑动连接在一起。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在使用呼吸机本体的时候，可以将出

气管连接在呼吸面罩上的连接管上，之后将呼吸面罩上的固定框抵触在病患的口鼻处，之

后将两个第一头带分别通过魔术贴和对应的第二头带，由于固定框的材质是柔软的硅胶，

所以固定框能够紧贴在面部上，从而保证呼吸面罩的严密性，在使用一段时间的呼吸面罩

之后，人们可以通过更换内部的过滤机构来提高病患的使用体验，在更换过滤机构的时候，

通过往连接管的方向按压固定板，之后过滤筒将带动两个卡块不再抵住对应的卡槽的内壁

上，然后便可以转动过滤筒，使得两个卡块分别和对应的矩形槽，之后往外拉出过滤筒即

可，而当更换新的过滤机构的时候，则需要使过滤筒上的两个卡块分别对准对应的矩形槽，

之后往里按压过滤筒，最终两个卡块分别和对应的卡槽平齐，然后转动过滤筒，使得两个卡

块分别卡进对应的卡槽内，并且在弹簧的推动下，固定板始终提供给过滤筒一个远离连接

管的力，使得过滤筒带动两个卡块分别紧紧地抵住对应的卡槽的内壁，从而达到一个固定

的效果，因此过滤机构不仅可以保证病患在佩戴呼吸面罩的时候始终有一个较好的呼吸体

验，同时也可以防止病患呼气时所带出的细菌吸附在出气管上，防止下一个病患使用该呼

吸机本体的时候造成交叉感染的情况。

[0014] 本实用新型在佩戴呼吸面罩的时候能够紧贴着病患面部，严密性较好，能够时刻

准确了解到病患的实际呼吸状态，并且加装了过滤机构，可以防止使用该呼吸机的不同的

病患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因此安全性、卫生性都较高。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呼吸面罩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固定机构结构示意图；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15690708 U

4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壳体、连接管和过滤机构的俯视局部剖视图；

[0019]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连接管的正视剖视机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呼吸机本体；2、出气管；3、呼吸面罩；301、壳体；  302、连接管；30201、矩形

槽；30202、卡槽；303、固定机构；30301、固定框；30302、第一头带；30303、第二头带；304、过

滤机构；30401、过滤筒；30402、固定板；30403、推板；30404、卡块；30405、弹簧。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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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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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2] 请参照图1‑5，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具有云平台呼吸机数据管理预

警系统的呼吸机，包括呼吸机本体1，呼吸机本体  1上设有出气管2，出气管2远离呼吸机本

体1的一端连接有呼吸面罩3，呼吸面罩3包括壳体301和固定机构303，壳体301上固定安装

有连接管302，连接管302贯穿壳体301，连接管302内套设有过滤机构304，过滤机构304包括

过滤筒30401、固定板30402和推板  30403，过滤筒30401贯穿固定板30402并和固定板30402

固定连接在一起，过滤筒30401贯穿推板30403并和推板30403滑动连接在一起，固定板

30402和推板30403之间固定安装有同一个弹簧30405，弹簧30405滑动套设在过滤筒30401

上，连接管302的内壁上开设有两个对称分布的矩形槽30201和两个卡槽30202，且两个矩形

槽30201  分别和对应的卡槽30202相互连通，过滤筒30401的两侧均固定安装有卡块30404，

两个卡块30404分别和对应的卡槽30202的内壁抵触在一起，且出气管2固定套设在连接管

302上，固定机构303包括固定框30301，固定框30301上固定安装有两个第一头带30302和两

个第二头带30303，两个第一头带30302和两个第二头带30303呈矩形排列，且位于同一侧的

第二头带30303分别位于对应的第一头带  30302上方。

[0023] 优选的，过滤筒30401上开设有三个呈线性排列的环形凸起，出气管2的内壁上设

有三个呈线性排列的环状凹槽，三个环状凸起分别卡进对应的环形凹槽内，环状凹槽和环

状凸起可以加强出气管2和过滤筒30401之间的连接强度。

[0024] 优选的，固定框30301的内壁上开设有定位环形槽，壳体301上固定套设有环形定

位条，环形定位条和定位环形槽的内壁抵触在一起。

[0025] 优选的，两个第一头带30302和两个第二头带30303分别固定安装有魔术贴的毛面

和刺面，两个第一头带30302和两个第二头带30303的材质均为弹性织带，弹性织带可以适

用于不同头围的病患，适用性较广。

[0026] 优选的，过滤筒30401包括圆管，圆管内设有两层纱网，两层纱网之间设有过滤网，

两个过滤网之间设有活性炭吸附颗粒，通过加装纱网可以吸附呼出气体中的水分，而活性

炭吸附颗粒可以吸附掉呼出气体中的异味和大部分细菌。

[0027] 优选的，壳体301和连接管302的材质均为聚乙烯，固定框30301 的材质为硅胶，且

壳体301和连接管302一体成型，硅胶材质柔软，可以在病患佩戴的时候有一个较好的使用

体验。

[0028] 推板30403和固定板30402相互靠近的一侧分别固定安装有第一密封管和第二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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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管，第二密封管和第一密封管的内壁滑动连接在一起，连接管302的内壁上固定安装有密

封圈，过滤筒30401贯穿密封圈并和密封圈的内壁滑动连接在一起，通过加装第一密封管、

第二密封管和密封圈，大大的提高了过滤机构304和连接管302支架的密封性。

[0029] 具体的，本实用新型在佩戴呼吸面罩3的时候能够紧贴着病患面部，严密性较好，

能够时刻准确了解到病患的实际呼吸状态，并且加装了过滤机构304，可以防止使用该呼吸

机本体1的不同的病患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因此安全性、卫生性都较高。

[0030] 工作原理：在使用呼吸机本体1的时候，可以将出气管2连接在呼吸面罩3上的连接

管302上，之后将呼吸面罩3上的固定框30301  抵触在病患的口鼻处，之后将两个第一头带

30302分别通过魔术贴和对应的第二头带30303，由于固定框30301的材质是柔软的硅胶，所

以固定框30301能够紧贴在面部上，从而保证呼吸面罩3的严密性，在使用一段时间的呼吸

面罩3之后，人们可以通过更换内部的过滤机构304来提高病患的使用体验，在更换过滤机

构304的时候，通过往连接管302的方向按压固定板30402，之后过滤筒30401将带动两个卡

块30404不再抵住对应的卡槽30202的内壁上，然后便可以转动过滤筒30401，使得两个卡块

30404分别和对应的矩形槽30201，之后往外拉出过滤筒30401即可，而当更换新的过滤机构

304的时候，则需要使过滤筒30401上的两个卡块30404分别对准对应的矩形槽  30201，之后

往里按压过滤筒30401，最终两个卡块30404分别和对应的卡槽30202平齐，然后转动过滤筒

30401，使得两个卡块30404  分别卡进对应的卡槽30202内，并且在弹簧30405的推动下，固

定板  30402始终提供给过滤筒30401一个远离连接管302的力，使得过滤筒30401带动两个

卡块30404分别紧紧地抵住对应的卡槽30202的内壁，从而达到一个固定的效果，因此过滤

机构304不仅可以保证病患在佩戴呼吸面罩3的时候始终有一个较好的呼吸体验，同时也可

以防止病患呼气时所带出的细菌吸附在出气管2上，防止下一个病患使用该呼吸机本体1的

时候造成交叉感染的情况。

[0031]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实用

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之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5690708 U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215690708 U

7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8

CN 215690708 U

8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9

CN 215690708 U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