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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鼻湿化高流量氧疗（HFNC）

 吸氧浓度（21%~100%）

 温度（31~37 ℃）

 高流量（8~80 L/min）

                      ---出自 2019年《成人经鼻高流量湿化氧疗专家共识（中国）》

          经鼻湿化高流量氧疗（HFNC）定义



呼气末正压（PEEP）效应
通过输送高流速气体的方式，可以维持一定水平的PEEP，维持肺泡开放，有利于呼气末肺泡复张和气血
交换；

生理死腔冲刷效应
为患者提供恒定的、可调节的高流速空氧混合气体，冲刷患者呼气末残留在鼻腔、口腔及咽部的解剖
无效腔的气体，可明显减少患者下一次吸气时吸入的CO2的含量；

维持黏液纤毛清除系统功能
主要关注于提供相对精确的恒温和恒湿的高流量氧疗，因而能够更符合人体生理情况下呼吸道的气体温
度及湿度，降低医用干冷气体对上下呼吸道黏液纤毛系统功能和黏膜的影响；

提供满足患者吸气流速需求、恒温恒湿的高流量气体，患者无需用力吸气和对气体进行加温加湿，不仅降
低吸气阻力，而且避免患者对吸入气体进行温化湿化所需的代谢消耗，减少患者的呼吸做功。

降低患者上气道阻力和呼吸吸功

  作用机制

关于经鼻湿化高流量氧疗（HFNC）



临床应用

辅助内镜操作拔管后的序贯治疗 轻中度急性
 呼吸衰竭

姑息治疗肺纤维化心源性肺水肿心胸外科术后

关于经鼻湿化高流量氧疗（HFNC）

呼吸窘迫综合征



儿  科

  ICU 老年科

 神经内/外科

 急诊科  心内科

   心胸外科 呼吸科

适用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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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湿化治疗仪（以下简称O2FLO）是内部集合空氧混合器的湿化器，为自主呼吸的

患者（成人或儿童）提供2~60升/分钟，氧浓度为21%~95%的加温加湿空氧混合气体的装

置。医用和家庭均可使用。

关于O2FLO



1. 温度控制：本机加热温度设定范围31～37℃，配有高灵敏度的温度探头，实时监控患者端的吸气温度，

并设有多种温度保护措施，用以保证患者的安全。

2. 氧浓度控制：可连接氧气源，并实时显示氧浓度值，可通过外置的氧气阀门控制调节氧浓度，同时可

设置氧浓度上下限，保证患者用氧安全。

3. 流量控制：内置高灵敏度流量传感器，可设置监控气体流量。

4. 模式控制：成人模式和儿童模式设置，可自动识别管路，最大限度地避免误用。

5. 采用LCD显示屏和旋钮控制，操作简单，人机交互界面友好。

6. 具备提示音功能，当发生问题或设定的时间结束时，皆会以提示音告知，指示灯

红灯闪烁，并在显示屏中显示提示信息。

关于O2FLO

产品特点



电源 100-240V~, 50/60Hz

功率 300VA

模式 成人模式、儿童模式

氧浓度范围 21%~95% , ±5%
成人模式 温度范围 31~37℃

湿气输出 >33mg/L @ 37℃ ;  >12mg/L @ 31~36℃

流量范围 10~60LPM
儿童模式 温度范围 31~34℃

湿气输出 >12mg/L 
流量范围 2~25LPM

加湿罐容量 90~160ml
噪音 ≤50 dB(A)
尺寸 243mm x 220mm x 170mm
重量 ~2.8kg
预期使用寿命 5 年

关于O2FLO

性能参数



产品连接图

连接3pin回路:



产品连接图

连接6pin 回路 (温度探头内置):



高流量吸氧管

成人
S: 10~50LPM
M: 10~60LPM
L: 10~60LPM

婴儿
S: 2~8 LPM
M,L,XL: 2~10 LPM

关于O2FLO - 配件



加热呼吸管路

基础型

内置型：内置温度探测器在出气端和病人端 

关于O2FLO - 配件



VHC60 自动加水湿化罐

关于O2FLO - 配件



手推车

防尘包

关于O2FLO - 配件



 vs  

关于O2FLO

产品对比



参数 AIRVO 2（费雪派克） O2FLO （英仕医疗）

模式 成人，儿童 成人，儿童

流量
10-25 LPM (Step: 1LPM)
25-60 LPM (Step: 5LPM)
2-25 LPM (Step: 1LPM) （儿童）

 2-25 LPM (Step: 1LPM)
10-60 LPM (Step: 1LPM)

最大氧流量 60LPM 60LPM

氧浓度 21%~95% , ±5% 21%~95% , ±5%

温度设置 31℃ ,34℃ ,37 ℃ 31-37℃

 温湿度 >33mg/L @37℃ ;  >10mg/L @ 31℃,34℃ >33mg/L @37℃ ;  >12mg/L @ 31℃~36℃

电压
100-115V 2.2A   50-60HZ
220-240V 1.8A    50-60HZ 100-240V  50/60HZ

噪音 ≤50dB ≤50dB

尺寸 295mm x 170mm x 175 mm 243mm x 214mm x 220mm 

重量 2.2Kg (Main Unit) 3.0kg

参数对比

关于O2FLO



AIRVO 2 O2FLO

使用前准备 装置接口处每次使用前均需要进行消毒（90℃加热干
燥为90分钟）

使用前无需消毒，更好的设备使用效率。设备有专门设
计的气道，气体不返回设备，配合一次性使用耗材，使
用设备前无需进行气道消毒处理。安全卫生，同时能减
少医护人员的时间和工作。

呼吸管路 专用的呼吸管路，单一选择。 提供2种管路规格，满足不同的临床和价格hu'xi要求。

水量不足报警 报警时，湿化罐处于干烧状态，并可能已由于缺水过
热而破坏。

最低水位报警设置。利用红外线技术检测最低水位。报
警时，保证湿化罐中水量，保证设备正常运行，防干烧。
使用更安全！

SD 卡 无 实时治疗数据存储记录，规避医疗风险

电源 100-115V  2.2A  220-240V  1.8A
交流电源直接供电

100-240V  300VA (使用开关电源供电）
更安全，更容易符合 EMC（电磁兼容）要求

用户界面 显示界面在设备后方，易被管路挡住 显示界面在设备前方，符合操作视角，更人性化。

优势

关于O2FLO



ü  更换病人时，无需对机器进行消毒，节省时间，人力(使用Airvo2，每个病人之间需要90分钟对机

器气道进行消毒)；

ü  多种耗材可供选择；

ü  含专利的自动加水湿化罐，可自动探测湿化罐内水位线，如低于最水位线，机器会自动报警，减

少干烧的机会，更加安全可靠；

ü  可配SD 卡，记录病人使用信息，机器报警记录；

ü  简洁的操作界面，容易操作使用；

ü  显示屏在机器右侧，不会被回路遮挡(F&P有此问题);

ü  低端的回路可用在麻醉科“THRIVE” Transnasal humidified rapid-insufflation ventilatory exchange ;

ü  无侵犯任专利;

ü  性价比高，F&P主机医院价格为5万，耗材一套医院价值为600-800, 平均在700左右。

优势



谢谢聆听！



DISCLAIMER

By reading this document, you agree to maintain absolute confidentiality regarding any information herein.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has not been independently verified. No representation or warranty (whether express or implied) is made as to  
the fairness, accuracy, completeness or correctness of, and no reliance should be placed on, such information or opinions contained herein. The  
information and opinions contained in this document are provided as at the date of this document and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circumstances prevailing at the time and have not been, and will not be, updated to reflect  
developments which may occur after the date of this document. It is not the intention to provide, and you may not rely on these materials as  
providing, a complete or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ompany's and the Group's financial or trading position or prospects. None of Vincent  
Medical Holdings Limited (the “Company”) and any member of the Company and its subsidiaries, nor any of their respective affiliates, directors,  
officers, employees, advisers or representatives shall have any liability whatsoever (for negligence or misrepresentation or in tort or under  contract 
or otherwise) for any loss howsoever arising from any use of information presented at this document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document.

This document does not constitute or form part of, and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as, any offer for sale or subscription of, or solicitation or invitation  
of any offer to buy or subscribe for any shares or securities in any jurisdiction, or an inducement to enter into any investment activity, nor shall it  or 
any part of it form the basis of or be relied on in connection with any contract or commitment whatsoever.

No part of this document may be reproduced, redistributed or passed 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any other person (whether within or outside  your 
organization/company/firm) in any manner or published, in whole or in part, for any purpose other than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the  Company. 
No part of this document or any copy thereof may be distributed, reproduced, taken or transmitt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to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the PRC or Japan by any means whatsoever. Any failure to comply with the restrictions may constitute a violation of the  relevant securities 
la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