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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应急防护教学领域，公开了一种

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系统及方法，

系统包括心肺复苏模型、位于心肺复苏模型胸腔

位置的信息采集装置、与信息采集装置耦接的

CPU，CPU内存储有阈值数据、与CPU及信息采集装

置耦接的计时单元、与CPU及信息采集装置耦接

的计数单元，以及与CPU耦接的显示单元。本发明

提供的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系统

及方法，不仅能够直观地显示心肺按压特征信息

及人工呼吸特征信息，实现模拟显示心肺复苏的

状态和进程直观化、可视化，同时能够对练习人

员的错误操作进行有效识别及统计，帮助练习人

员准确地掌握心肺复苏的技能，提高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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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心肺复苏模型（10），为心肺复苏模拟训练的实施对象；

信息采集装置（1），位于所述心肺复苏模型（10）胸腔位置，以采集心肺按压参数信息及

人工呼吸参数信息；

CPU（2），中央处理器，与所述信息采集装置（1）耦接，所述CPU（2）内存储有阈值数据，

CPU（2）以接收信息采集装置（1）采集的参数信息，并执行计算，以期生成心肺按压特征信息

及人工呼吸特征信息，并与阈值数据进行比对；

计时单元（3），与所述CPU（2）及信息采集装置（1）耦接，响应于信息采集装置（1），对信

息采集装置（1）的连续触发时间计时；

计数单元（4），与所述CPU（2）及信息采集装置（1）耦接，响应于信息采集装置（1），对信

息采集装置（1）的连续触发次数计数；

显示单元（5），与所述CPU（2）耦接，以显示心肺按压特征信息及人工呼吸特征信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心

肺复苏模型（10）胸腔内位于胸骨交叉点往头部方向二横指距离位置设有按压泵（101）与心

肺复苏模型（10）的前胸或后背连接，所述按压泵（101）垂直于心肺复苏模型（10）的模型面，

且按压泵（101）非受力状态下的高度与于所述按压泵（101）位置心肺复苏模型（10）前胸和

后背之间的距离相等，所述按压泵（101）与所述心肺复苏模型（10）胸腔隔离设置，所述心肺

复苏模型（10）正面开设有与按压泵（101）连通的通气孔（102）。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信

息采集装置（1）包括固定于按压泵（101）的压力传感器（11）及位于心肺复苏模型（10）胸腔

内的距离传感器（12），所述距离传感器（12）包括信号发射器（121）及信号接收器（122），所

述信号发射器（121）及信号接收器（122）分别固定于心肺复苏模型（10）的前胸及后背位置，

且两者的连线平行于所述按压泵（101）。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距

离传感器（12）位于所述按压泵（101）轴心位置。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信

息采集装置（1）包括位于所述心肺复苏模型（10）正面外表面的光敏传感器（14），所述光敏

传感器（14）位于按压泵（101）位置处，所述光敏传感器（14）耦接于所述CPU（2）。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心

肺复苏模型（10）口腔内设有伸入所述心肺复苏模型（10）气道（104）内的舌部（103），当所述

心肺复苏模型（10）处于平躺非受力状态下时，所述舌部（103）堵塞所述气道（104），当所述

心肺复苏模型（10）平躺状态下使枕骨最远点与舌部（103）中心点的连线垂直于水平面时，

所述气道（104）畅通。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信

息采集装置（1）包括位于所述心肺复苏模型（10）胸腔内的气压传感器（13）。

8.使用权利要求7所述的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系统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

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摆正体位，使心肺复苏模型（10）仰卧并处于坚固平面上；

S2：胸外按压，上半身前倾，双臂伸直，双手掌根位置重叠按住按压泵（101）位置，并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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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向下以100-120次/分钟的速度按压数次，按压深度为5-6cm，每次按压动作的间隙使胸廓

充分回弹；

S3：人工呼吸，包括：

S31：一手手掌压住心肺复苏模型（10）额头部位，另一只手两指轻托下额，仰头举颏，使

枕骨最远点与舌部（103）中心点的连线垂直于水平面；

S32：保持仰头举颏状态，采用压住额头部位的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紧心肺复苏模型（10）

的鼻翼，并从心肺复苏模型（10）口部向内吹气数次，每次吹气动作的间隙松开鼻翼，吹气时

捏紧鼻翼；

S4：重复S2和S3，S2和S3中按压和吹气按次数比例为30：2反复进行。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方法，其特征在于，在S2按

压过程中，所述距离传感器（12）时刻采集心肺复苏模型（10）前胸及后背之间的距离信息，

并反馈至CPU（2），同时所述压力传感器（11）在被触发时反馈信号至CPU（2），所述光敏传感

器（14）反馈阻值信号至CPU（2）。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方法，其特征在于，在S3

中，所述气压传感器（13）时刻采集心肺复苏模型（10）胸腔内气压信息，并反馈至CP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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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应急防护教学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

练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心肺复苏术是心脏骤停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急救术，心肺复苏术实施的正确与否直

接影像到病人的心肺复苏成功率以及复苏后的生活质量。

[0003] 目前关于心肺复苏术的研究主要是临床试验以及动物实验，而在对学生的教学过

程和向群众普及推广的时候，主要是通过采用图文展示和物理模型进行演示，但是，如果仅

采用图文展示和物理模型演示，不能够直观、即时地表现出所实施例的心肺复苏术是否有

效。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申请公布号为CN108550310A公开了一种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

心肺复苏模拟训练方法和系统，其方法包括按压心肺复苏模型，并采集心肺按压参数信息；

根据所述心肺按压参数信息的变化趋势生成复苏特征信息；根据所述复苏特征信息生成对

应的心肺影像动画，并进行投影显示，完成模拟心肺复苏。本发明可以直观的观察心肺复苏

术实施的效果，实现模拟显示心肺复苏的状态和进程直观化、可视化，便于练习人员快速、

准确地掌握心肺复苏的技能，提高学习效率。

[0005] 但是，但是上述发明专利公开的技术方案不能实现误操作识别功能，即在练习人

员操作有误时，无法进行有效识别并直观显示。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第一目的在于提供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系统，其能够对练

习人员的错误操作进行有效识别及统计，提高学习效果。

[0007] 本发明提供的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系统包括：

心肺复苏模型，为心肺复苏模拟训练的实施对象；

信息采集装置，位于所述心肺复苏模型胸腔位置，以采集心肺按压参数信息及人工呼

吸参数信息；

CPU，中央处理器，与所述信息采集装置耦接，所述CPU内存储有阈值数据，CPU以接收信

息采集装置采集的参数信息，并执行计算，以期生成心肺按压特征信息及人工呼吸特征信

息，并将心肺按压特征信息及人工呼吸特征信息与阈值数据进行比对；

计时单元，与所述CPU及信息采集装置耦接，响应于信息采集装置，对信息采集装置的

连续触发时间计时；

计数单元，与所述CPU及信息采集装置耦接，响应于信息采集装置，对信息采集装置的

连续触发次数计数；

显示单元，与所述CPU耦接，以显示心肺按压特征信息及人工呼吸特征信息。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信息采集装置采集心肺按压参数信息及人工呼吸参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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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并反馈至CPU，CPU以接收信息采集装置采集的参数信息，并执行计算，以生成心肺按压特

征信息及人工呼吸特征信息，CPU在执行计算后，同时将心肺按压特征信息及人工呼吸特征

信息与预先存储的阈值数据进行比对，最后通过显示单元予以显示生成的心肺按压特征信

息、人工呼吸特征信息，并将落于阈值数据范围外的心肺按压特征信息及人工呼吸特征信

息进行标记。因此，不仅能够直观地显示心肺按压特征信息及人工呼吸特征信息，实现模拟

显示心肺复苏的状态和进程直观化、可视化，同时能够将心肺按压特征信息及人工呼吸特

征信息与预先存储的阈值数据进行比对，从而对练习人员的错误操作进行有效识别及统

计，帮助练习人员准确地掌握心肺复苏的技能，提高学习效率。

[000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心肺复苏模型胸腔内位于胸骨交叉点往头部方向二横指

距离位置设有按压泵与心肺复苏模型的前胸或后背连接，所述按压泵垂直于心肺复苏模型

的模型面，且按压泵非受力状态下的高度与于所述按压泵位置处心肺复苏模型前胸和后背

之间的距离相等，所述按压泵与所述心肺复苏模型胸腔隔离设置，所述心肺复苏模型正面

开设有与按压泵连通的通气孔。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按压泵的收缩距离即为按压深度,通气孔为按压泵按压

过程中的进出气口，通气孔设置于心肺复苏模型的正面能够使通气孔进出气更加顺畅，避

免通气孔的堵塞。按压泵与心肺复苏模型胸腔隔离设置，因此，在人工呼吸训练时能够避免

气体从通气孔通出，从而影响人工呼吸训练效果。

[001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信息采集装置包括固定于按压泵的压力传感器及位于心

肺复苏模型胸腔内的距离传感器，所述距离传感器包括信号发射器及信号接收器，所述信

号发射器及信号接收器分别固定于心肺复苏模型的前胸及后背位置，且两者的连线平行于

所述按压泵。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压力传感器获取受压信息，以便于统计按压次数，另外，

由于按压泵的收缩距离即为按压深度，因此方便通过距离传感器获取按压深度信息。

[001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距离传感器位于所述按压泵轴心位置。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获取的按压深度信息更加精准。

[001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信息采集装置包括位于所述心肺复苏模型正面外表面的

光敏传感器，所述光敏传感器位于按压泵位置处，所述光敏传感器位于按压泵位置处，所述

光敏传感器耦接于所述CPU。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执行按压动作时，需要双手重叠放于按压点，同时，在

按压的过程中，双手不能离开按压点，一面出现按压位置的便宜，因此，按压点设置光敏传

感器，当双手与按压点接触时，遮挡光敏传感器以使光敏传感器不受光照，从而通过光敏传

感器阻值的变化判断双手是否离开按压位置。

[001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心肺复苏模型口腔内设有伸入所述心肺复苏模型气道内

的舌部，当所述心肺复苏模型处于平躺非受力状态下时，所述舌部堵塞所述气道，当所述心

肺复苏模型平躺状态下使枕骨最远点与舌部中心点的连线垂直于水平面时，所述气道畅

通。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便于通过气道的阻断是否执行举颌操作。

[001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信息采集装置包括位于所述心肺复苏模型胸腔内的气压

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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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气压传感器以检测胸腔内的气压，从而判断气道是否通

畅。

[0021] 本发明的第二目的在于提供使用上述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系统的

心肺复苏模拟训练方法，其为采用上述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系统，实现了心

肺复苏状态和进程直观化、可视化，同时能够对练习人员的错误操作进行有效识别及统计，

提高学习效果。

[0022] 本发明提供的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摆正体位，使心肺复苏模型仰卧并处于坚固平面上；

S2：胸外按压，上半身前倾，双臂伸直，双手掌根位置重叠按住按压泵位置，并垂直向下

以100-120次/分钟的速度按压数次，按压深度为5-6cm，每次按压动作的间隙使胸廓充分回

弹；

S3：人工呼吸，包括：

S31：一手手掌压住心肺复苏模型额头部位，另一只手两指轻托下额，仰头举颏，使枕骨

最远点与舌部中心点的连线垂直于水平面；

S32：保持仰头举颏状态，采用压住额头部位的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紧心肺复苏模型的鼻

翼，并从心肺复苏模型口部向内吹气数次，每次吹气动作的间隙松开鼻翼，吹气时捏紧鼻

翼；

S4：重复S2和S3，S2和S3中按压和吹气按次数比例为30：2反复进行。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执行心肺复苏练习时，信息采集装置采集心肺按压参

数信息及人工呼吸参数信息并反馈至CPU，CPU以接收信息采集装置采集的参数信息，并执

行计算，以生成心肺按压特征信息及人工呼吸特征信息，CPU在执行计算后，同时将心肺按

压特征信息及人工呼吸特征信息与预先存储的阈值数据进行比对，最后通过显示单元予以

显示生成的心肺按压特征信息、人工呼吸特征信息，并将落于阈值数据范围外的心肺按压

特征信息及人工呼吸特征信息进行标记。因此，不仅能够直观地显示心肺按压特征信息及

人工呼吸特征信息，实现模拟显示心肺复苏的状态和进程直观化、可视化，同时能够将心肺

按压特征信息及人工呼吸特征信息与预先存储的阈值数据进行比对，从而对练习人员的错

误操作进行有效识别及统计，帮助练习人员准确地掌握心肺复苏的技能，提高学习效率。

[002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S2按压过程中，所述距离传感器时刻采集心肺复苏模型前

胸及后背之间的距离信息，并反馈至CPU，同时所述压力传感器在被触发时反馈信号至CPU，

所述光敏传感器反馈阻值信号至CPU。

[002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以获取心肺按压特征信息，即按压触发频率信息、有效按

压幅度信息、有效按压连续触发时长信息等。

[002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S3中，所述气压传感器时刻采集心肺复苏模型胸腔内气压

信息，并反馈至CPU。

[002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以获取人工呼吸特征信息，即实时气压信息、呼吸连续触

发次数等。

[0028] 综上所述，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系

统及方法有益技术效果为：

通过信息采集装置采集心肺按压参数信息及人工呼吸参数信息并反馈至CPU，CPU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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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信息采集装置采集的参数信息，并执行计算，以生成心肺按压特征信息及人工呼吸特征

信息，CPU在执行计算后，同时将心肺按压特征信息及人工呼吸特征信息与预先存储的阈值

数据进行比对，最后通过显示单元予以显示生成的心肺按压特征信息、人工呼吸特征信息，

并将落于阈值数据范围外的心肺按压特征信息及人工呼吸特征信息进行标记。因此，不仅

能够直观地显示心肺按压特征信息及人工呼吸特征信息，实现模拟显示心肺复苏的状态和

进程直观化、可视化，同时能够将心肺按压特征信息及人工呼吸特征信息与预先存储的阈

值数据进行比对，从而对练习人员的错误操作进行有效识别及统计，帮助练习人员准确地

掌握心肺复苏的技能，提高学习效率。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系统中心肺复苏模型隐藏

头部后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图1所示的心肺复苏模型的部分剖视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提供的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系统的功能模块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提供的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系统中心肺复苏模型处于平躺

非受力状态下时的气道状态图；

图5为本发明提供的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系统中心肺复苏模型平躺状态

下枕骨最远点与舌部中心点的连线垂直于水平面时的气道状态图。

[0030] 图中：10、心肺复苏模型；1、信息采集装置；2、CPU；3、计时单元；4、计数单元；5、显

示单元；101、按压泵；102、通气孔；103、舌部；104、气道；11、压力传感器；12、距离传感器；

121、信号发射器；122、信号接收器；13、气压传感器；14、光敏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2] 本发明披露了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系统，如图1至图3所示，包括作

为心肺复苏模拟训练实施对象的心肺复苏模型10、位于心肺复苏模型10胸腔位置的信息采

集装置1以及与信息采集装置1耦接的CPU2，信息采集装置1用于采集心肺按压参数信息及

人工呼吸参数信息，CPU2用于接收信息采集装置1采集的参数信息，并执行计算，以生成心

肺按压特征信息及人工呼吸特征信息，其中，心肺按压特征信息包括按胸廓起伏波形图、按

压频率、按压次数及按压周期，人工呼吸特征信息包括呼吸波形图及吹气次数。

[0033] 如图1和图2所示，心肺复苏模型10胸腔内位于胸骨交叉点往头部方向二横指距离

位置设有按压泵101与心肺复苏模型10的前胸或后背连接，在本发明此实施方式中，按压泵

101与心肺复苏模型10的前胸连接，因此可防止心肺复苏模型10前胸按压点的位置与按压

泵101之间位置发生偏差，另外，按压泵101的最大形变量不小于6cm。另外，如图1和图2所

示，按压泵101垂直于心肺复苏模型10的模型面，且按压泵101非受力状态下的高度与于按

压泵101位置处心肺复苏模型10前胸和后背之间的距离相等，因此，按压泵101的收缩距离

即为按压深度。如图1和图2所示，心肺复苏模型10正面开设有与按压泵101连通的通气孔

102，通气孔102为按压泵按压过程中的进出气口，通气孔102设置于心肺复苏模型10的正面

能够使通气孔102进出气更加顺畅，避免通气孔102的堵塞。按压泵101与心肺复苏模型10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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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隔离设置，因此，在人工呼吸训练时能够避免气体从通气孔102通出，从而影响人工呼吸

训练效果。

[0034] 如图3所示，信息采集装置1包括固定于按压泵101的压力传感器11及位于心肺复

苏模型10胸腔内的距离传感器12。压力传感器11位于按压泵101与心肺复苏模型10前胸连

接位置，压力传感器11反馈受压信号至CPU2。距离传感器12包括信号发射器121及信号接收

器122，信号发射器121及信号接收器122分别固定于心肺复苏模型10的前胸及后背位置，且

两者的连线位于按压泵101轴心位置，距离传感器12反馈信号发射器121与信号接收器122

之间的实时距离信息至CPU2。

[0035] 如图3所示，本发明披露的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系统还包括与CPU2

及压力传感器11耦接的计数单元4、与CPU2及压力传感器11耦接的计时单元3，以及CPU2耦

接的显示单元5。压力传感器11向CPU2反馈受压信时触发计数单元4，计数单元4对压力传感

器11的连续触发次数进行计数，继而统计操作者的连续按压次数，计数单元4生成按压连续

触发次数信息；计时单元3对压力传感器11的连续触发时间进行累计计时，计时单元3生成

按压连续触发时长信息。计数单元4及计时单元3分别将按压连续触发次数信息及按压连续

触发时长信息反馈至CPU2。CPU2接收按压连续触发次数信息及按压连续触发时长信息后进

行按压连续触发次数信息/按压连续触发时长信息的运算，生成按压触发频率信息，同时，

CPU2将生成的按压触发频率信息及接收的按压连续触发时长信息通过显示单元5输出显

示，按压触发频率信息即为按压频率，按压连续触发时长信息即为按压周期。另外，如图3所

示，CPU2接收距离传感器12发送的实时距离信息后以时间为X轴，实时距离为Y轴，生成距离

散点图，然后将距离散点图转换成距离曲线图通过显示单元5输出，距离曲线图即为胸部的

起伏状态曲线图。

[0036] 如图1和图3所示，信息采集装置1还包括位于心肺复苏模型10正面外表面的光敏

传感器14，光敏传感器14位于按压泵101位置处，在本发明此实施方式中，光明传感器14为

光敏电阻，光敏传感器14同时与CPU2及计时单元3耦接，光敏传感器14在阻值变化时被触

发，并将触发时的阻值信息发送至CPU2，CPU2接收光敏传感器14发送的阻值信息后以时间

为X轴，阻值信息为Y轴，生成阻值散点图，并通过显示单元输出。观察阻值散点图，若存在阻

值瞬间发生变化的节点，则说明操作者按压过程中，在该节点手离开了心肺复苏模型10，即

出现不规范操作。

[0037] 如图4和图5所示，心肺复苏模型10口腔内设有伸入心肺复苏模型10气道104内的

舌部103，如图4所示，当心肺复苏模型10处于平躺非受力状态下时，舌部103堵塞气道104，

如图5所示，当心肺复苏模型10平躺状态下使枕骨最远点与舌部103中心点的连线垂直于水

平面时，气道104畅通，由此方便进行人工呼吸有效性的检测，由于当心肺复苏模型10处于

平躺非受力状态下时，舌部103堵塞气道104，因此，气体无法进入胸腔，只有在心肺复苏模

型10平躺状态下使枕骨最远点与舌部103中心点的连线垂直于水平面时，气道104畅通，气

体才能从气道进入胸腔。

[0038] 如图2和图3所示，配合上述结构，信息采集装置1包括固定于心肺复苏模型10的胸

腔内的气压传感器13，气压传感器13以检测胸腔内的气压，从而判断气道104是否通畅，气

压传感器13与CPU2及计时单元3耦接，气压传感器13以将检测到实时气压信息反馈至CPU2，

CPU2接收气压传感器13发送的实时气压信息后以时间为X轴，实时气压信息为Y轴，生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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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散点图，然后将气压散点图转换成气压曲线图通过显示单元5输出，气压曲线即为呼吸曲

线图。另外，CPU2对生成的连续呼吸曲线图中波峰数进行统计生成呼吸连续触发次数，并通

过显示单元5输出。除此之外，CPU2执行按压连续触发次数信息/续呼吸曲线图中波峰数的

计算，并通过显示单元5输出比值，该比值即为心肺复审按压通气比。

[0039] CPU2内存储有阈值数据，阈值信息包括有效按压触发频率信息、有效按压幅度信

息、有效按压连续触发时长信息及有效心肺复审按压通气比，其中，有效按压触发频率信息

为100-120次/min，有效按压幅度信息为5-6cm，有效按压连续触发时长信息为110-130s，有

效心肺复审按压通气比为30：2。CPU将上述生成的心肺按压特征信息及人工呼吸特征信息

（即按压触发频率信息、有效按压幅度信息、有效按压连续触发时长信息及有效心肺复审按

压通气比）与对应的阈值数据进行比对，在落于阈值数据范围外时，CPU将对应的心肺按压

特征信息及人工呼吸特征信息进行标记，从而对练习人员的错误操作进行有效识别及统

计，提高学习效率。

[0040]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的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系统不仅能够直观地

显示心肺按压特征信息及人工呼吸特征信息（即按压触发频率信息、有效按压幅度信息、有

效按压连续触发时长信息及有效心肺复审按压通气比），实现模拟显示心肺复苏的状态和

进程直观化、可视化，同时能够对练习人员的错误操作进行有效识别及统计，帮助练习人员

准确地掌握心肺复苏的技能，提高学习效率。

[0041] 本发明还公开了使用上述基于逃生课程的心肺复苏模拟训练系统的心肺复苏模

拟训练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摆正体位，使心肺复苏模型10仰卧并处于坚固平面上；

S2：胸外按压，上半身前倾，双臂伸直，双手掌根位置重叠按住按压泵101位置，并垂直

向下以100-120次/分钟的速度按压数次，按压深度为5-6cm，每次按压动作的间隙使胸廓充

分回弹，在此过程中距离传感器12时刻采集心肺复苏模型10前胸及后背之间的距离信息，

并反馈至CPU2，同时压力传感器11在被触发时反馈信号至CPU2，光敏传感器14反馈阻值信

号至CPU2；

S3：人工呼吸，包括：

S31：一手手掌压住心肺复苏模型10额头部位，另一只手两指轻托下额，仰头举颏，使枕

骨最远点与舌部103中心点的连线垂直于水平面；

S32：保持仰头举颏状态，采用压住额头部位的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紧心肺复苏模型10的

鼻翼，并从心肺复苏模型10口部向内吹气数次，每次吹气动作的间隙松开鼻翼，吹气时捏紧

鼻翼；

在上述过程中，气压传感器13时刻采集心肺复苏模型10胸腔内气压信息，并反馈至

CPU2；

S4：重复S2和S3，S2和S3中按压和吹气按次数比例为30：2反复进行。

[0042]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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