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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Micro Nebulizer System 
压电式雾化器

EN ISO 13485

让 呼
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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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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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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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bu 系列压电式雾化器主要适用于呼吸道疾病，如感冒、发热、咳嗽、

咽喉肿痛、鼻炎、慢性咽炎、扁桃体炎、哮喘、痉挛性支气管炎、肺气

肿、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粘稠物阻塞症、囊性肺纤维化症、及

需要湿化气道、稀释痰液的患者

十大特点

机身重 136g ，轻巧易于携带

一只手即可轻松把握

人性化设计，有 Nebuhome(成人)

和 Nebubabe(小孩)两种选择

成人小孩不同系列

1. 当无药液时，自动停止工作，

  安全可靠

人性化设计

喷头采用特殊材质，通过生物相

容性测试，抗各种酸碱性药液

专利保护 专利保护

抗腐蚀性，不易损坏

2. LED 照明，方便夜间使用



1.采用全新密封式构造，倾斜

  时，也可有效操作

2.使用 5 号电池或直接交流电，

  室内室外都可随身携带使用

多角度多空间操作

雾化颗粒可达 2 μm，药物

深入肺部细支气管

超细雾化颗粒

夜间操作，也不会影响他人，

安心使用

静音设计

副鼻腔

范围

5-10um

粒子直径

喷雾粒子直径与到达范围

鼻腔 10-15um

上呼吸道 10-30um

气管 5-15um

2-5um

细支气管

支气管

0.3-2um

专利保护 专利保护

专利保护

药罐斜面设计，无残留液，

药液完全形成喷雾，药效

更好发挥

药效发挥完全

2. LED 照明，方便夜间使用



喷头与主机分离式设计，

拆装便捷，可酒精消毒

易组装，易清洗消毒

多功能 PU 包装袋，

柔韧性强，抗冲击

包装人性美观

操作简便

用拇指按住盖子背部，
轻轻往上推，把透明盖
子取下

用拇指和食指掰开药
罐瓶盖，翻转180O

2

将药液倒入药罐，至
需要的量为止

盖上药罐瓶盖，套上
透明盖子

把咬嘴安装在喷头上，
旋紧固定，即可使用

把婴儿专用雾化喷嘴
安装在喷头上，旋紧
固定，即可使用

把吸入面罩安装在喷
头上，旋紧固定，即
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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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使用后，请倒入清水，喷雾1~2分钟进行清洗 ；然后把
药液瓶放入清水中，轻轻清洗；最后用新的医用纱布除
去水份，充分干燥。

产品规格  Product Specifications 附件 Accessories

电源 直流 4 X 1.5 V 

消耗电力 1.5W

振荡频率 100K Hz  

雾化效率 >0.4mL/min

水杯容量 8ml

雾化粒径平均值 4μm (MMAD), 3μm (SMD) 

重量 约 136 克（不含电池）

品号 型号 名称 规格

Part Number Model Number Product Name Specifications

160000101 GUN-200 Nebuhome 压电式雾化器 吸入面罩、咬嘴（大）、咬嘴（小）、便携袋、PU 包、使用说明书

160000201 GUN-200b Nebubabe 压电式雾化器 吸入面罩、咬嘴（大）、咬嘴（小）、便携袋、PU 包、使用说明书

160000121 GUN-200ba Nebubabe 压电式雾化器（插电式） 吸入面罩、咬嘴（大）、咬嘴（小）、便携袋、PU 包、雾化器插头，使用说明书

类型 传统吸入式雾化器 GENTEC 超微雾化器

Type Traditional  Nebulizer GENTEC Super-Micro Nebulizer System

工作原理
超声波：电晶体将电能转化成动能，利用高   
                频振荡产生水分子，由风扇吹出

通过微电压制动产生无压力低流速的雾化微分子喷雾

能    耗
气动式：35~70W
超声波：18~25W

●     1.5W，只需配备 4 个 5 号碱性电池
●     配备自动停机安全装置，节能省电

便 携 性 比较笨重，不易携带 外形轻巧，便于携带

音    量 有噪音 超静音

可 靠 性 高频振荡易造成电晶体损坏 专利型微制动器，可靠耐用

药    效 药物残留，需稀释 药物挥发完全，无需稀释

感    染
气动式：使用医院循环空气，易产生交叉感染
超声波：药杯不易清洗，易产生交叉感染

无需气源，药杯可清洗，不会产生交叉感染

适用人群 >5 岁 >2 岁（如使用专用的婴儿喷嘴，>1 岁亦可使用）

人 性 化 需另外配置照明 LED 照明，夜间使用更方便

雾化颗粒
气动式：SMD 7~10μm (60%~70%) 
超声波：SMD 4~7μm (60%~80%)

SMD 2 ~ 5μm (90%~100%)
药效深入，直达支气管

使用角度
气动式：单一方向
超声波：仰角0~180°

任意角度

吸入面罩（非PVC） 

咬嘴（大） 咬嘴（小） 药罐组

订购指南 Ordering Information

传统式雾化器与GENTEC超微雾化器之对比 

婴儿专用雾化喷嘴
（喷嘴型）

婴儿专用雾化喷嘴
（奶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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