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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智能控制的多功能医用制氧机，主要由

主要由控制模块、多参数监测模块、氧气分离装

置、氧浓度监测模块、流量控制模块、气路控制模

块、压力传感器、人机交互界面及吸氧输出接口

组成。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基于生理参数

反馈控制，实现氧气治疗与雾化治疗的多种智能

化工作模式，节省制氧过程消耗，提高雾化药物

的利用效率。此外，在治疗过程中实时监测多项

生理参数，保证了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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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控制的多功能医用制氧机，主要由控制模块（1）、多参数监测模块

（2）、氧气分离装置、氧浓度监测模块、流量控制模块（4）、气路控制模块（5）、压力传感

器（6）、人机交互界面（7）及吸氧输出接口（8）组成，其特征在于：控制模块（1）与多参数监测

模块（2）、继电器（11）、氧浓度监测模块、流量控制模块（4）、气路控制模块（5）、压力传感器

（6）及人机交互界面（7）联通；气路控制模块（5）设置在空气压缩泵（9）下游的输气通路中，

氧气分离装置的下游还设有储气罐（13），储气罐（13）的进气口与氧气分离装置的输出口连

通，储气罐（13）的出气口与下游输气通路连通；输气通路中还设有压力传感器（6），压力传

感器（6）电路与控制模块（1）联通，压力传感器（6）的测压口与空气压缩泵（9）下游的输气管

路或储气罐（13）内部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控制的多功能医用制氧机，其特征还在于：呼吸监测

模块包括温差式呼吸监测模块、声学呼吸监测模块、压差式呼吸监测模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控制的多功能医用制氧机，其特征还在于：

控制模块（1）与空气压缩泵（9）之间还设有继电器（11），继电器（11）的控制端接口与控

制模块（1）连通，继电器（11）的负载端接口与空气压缩泵（9）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控制的多功能医用制氧机，其特征还在于：气路控制

模块（5）采用多位多通电磁阀、并将吸氧治疗和雾化治疗设置成两个不同输气通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控制的多功能医用制氧机，其特征还在于：

气路控制模块（5）采用三位三通电磁阀时，电磁阀设置在空气压缩泵（9）与氧气分离提

取模块之间位置，其中一通连接空气压缩泵（9），二通连接氧气分离提取模块，三通连接雾

化用输气通路；一位时电磁阀处于常闭状态，所有气路阻断；二位时切入氧气吸入治疗输气

通路，空气压缩泵（9）与氧气分离提取模块之间连通、雾化用输气通路阻断；三位时切入雾

化用输气通路，空气压缩泵（9）与雾化用输气通路连通，空气压缩泵（9）与氧气分离提取模

块之间气路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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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控制的多功能医用制氧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智能控制的多功能医用制氧机，属于家庭氧气治疗或雾化治疗时

使用的医疗器械。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医用制氧机成为很多家庭热购产品。医学研究证

明，合理吸氧能改善微循环状况，氧气治疗或保健能改善人体的生理内环境，促进代谢过程

的良性循环，缓解缺氧症状、促进康复。但氧气属于药物，列入《中国药典》管理，有着严格的

吸入剂量规定。由于长期以来吸氧有益无害的错误观念影响，很多使用制氧机患者不同程

度存在盲目吸氧、过度用氧现象，这种吸氧方式存在氧中毒风险。氧中毒和吸氧时间及氧浓

度密切相关，时间越长、氧浓度越高越容易发生氧中毒。因此，在家庭吸氧中实现血氧目标

值控制性吸氧，达到趋利避害、安全合理氧疗是当前家庭吸氧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现有的

医用制氧机均没有智能化控制和动态监测反馈功能，不管患者血氧值变化固定流量输出；

同时，不管患者处于吸气还是呼气状态，持续制氧输出，浪费50%制氧量，存在能耗高、氧气

分离装置维护成本高等缺点，因此提出一种制氧机的智能控制技术方案是很有意义的。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智能控制的多功能医用制氧机，主要由控制模块、多参数监测

模块、氧气分离装置、氧浓度监测模块、流量控制模块、气路控制模块、压力传感器、人机交

互界面及吸氧输出接口组成。

[0004] 控制模块是基于核心处理器开发的集成电路，包含核心处理器、信号处理模块、存

储模块等模块。其中核心处理器可以采用中央处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  / 

Processor，CPU）、微控制单元（Microcontroller  Unit，MCU）或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中的任意一种。控制模块由电源模块供电，与多参

数监测模块、继电器、氧浓度监测模块、流量控制模块、气路控制模块、压力传感器及人机交

互界面联通，协同工作。例如采用集成电路或导线联通。

[0005] 所述的多参数监测模块主要由医学传感器和信号处理部件构成，多参数监测模块

至少应包括血氧监测模块和呼吸监测模块，动态监测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值、脉率、呼吸频

率。可选地，多参数监测模块监测模块中还集成包括体温监测模块、心率监测模块、血压监

测模块，实现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呼吸频率、体温、心率、血压多种生理参数动态监测。

[0006] 可选地，血氧监测模块主要由血氧传感器和信号处理模块构成，对患者血氧饱和

度值与脉率动态监测。

[0007] 可选地，所述的呼吸监测模块是指能够有效识别患者呼气和吸气动作变化的感应

装置。呼吸监测模块的工作原理和技术实施方式不限，呼吸监测模块包括温差式呼吸监测

模块、声学呼吸监测模块、压差式呼吸监测模块，其工作原理分别是：

[0008] （1）比如，温差式呼吸监测模块：由于人体呼气或者吸气时，口鼻外周的温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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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差异，呼气时口鼻外周温度较高，吸气时口鼻外周温度较低。根据呼吸时口鼻外周的温

差特征，温差式呼吸监测模块具体实施方式是：采用响应时间较高的温度传感器，要求响应

时间≤10ms、测量精度≤0.1℃；温度传感器与控制模块联通工作，温度传感器放置于患者

的的口鼻外周，控制模块就能够有效监测到患者呼气或者吸气时的温度变化，根据温度的

差异特征判断患者呼气和吸气的动作交替。

[0009] （2）比如，声学呼吸监测模块：由于人体呼气或者吸气时，呼气和吸气的表现声学

特征明显不同。因此，将声学传感器与控制模块联通工作，声学传感器贴附在颈部、鼻腔、胸

腔等部位时，控制模块均能够有效获取呼气和吸气的不同声学特征，根据声学传感器获取

的人体呼气和吸气的不同声学特征，经过信号放大处理，就能够判断患者呼气和吸气的动

作交替。

[0010] （3）比如，压差式呼吸监测模块：当人体呼气或者吸气时，胸腔或腹腔等部位会根

据呼吸节奏有规律地膨胀或收缩。根据呼吸动作时胸腔或腹腔等形变的这一特征，将压力

传感器或拉力传感器与控制模块联通工作，压力传感器或拉力传感器检测部置入束缚带

内，束缚带固定在胸腔或腹腔等外周，控制模块动态监测胸腔或腹腔等外周的压力/张力变

化，能有效判断患者呼气和吸气的动作交替。吸气时胸腔或腹腔等外周的压力/张力增大，

而呼气时外周的压力/张力减少，以此判断患者呼气和吸气的动作交替。更为直接有效的实

施方法还有，比如，根据患者呼气和吸气时的口鼻腔外周呈现的不同气压特征，呼气时口鼻

腔外周呈正压状态，吸气时口鼻腔外周呈负压状态，因此将微压力传感器放置在患者口鼻

腔外周，动态监测口鼻腔外周的压力变化，就能够判断患者呼气和吸气的动作交替。控制模

块监测到口鼻腔外周呈现负压状态时，判定患者处于吸气状态，监测到口鼻腔外周呈现正

压状态时，判定患者处于呼气状态。

[0011] 可选地，体温监测模块主要由体温传感器和信号处理模块构成，用于对患者体温

的连续监测。

[0012] 可选地，心率监测模块由心电电极和信号处理模块构成，用于患者心率的连续监

测。

[0013] 可选地，血压监测模块由压力传感器、微型气泵和信号处理模块组成，用于患者血

压的连续监测。

[0014] 所述的氧气分离装置是以空气压缩泵为动力，将空气中的氧气进行分离提取的装

置，氧气分离装置主要由空气压缩泵、氧气分离提取模块、储气罐构成。根据氧气分离提取

模块工作原理和氧气分离材料的不同，氧气分离提取模块包括且不限于分子筛氧气分离提

取模块、膜法富氧模块。分子筛氧气分离提取模块的工作原理是，空气由压缩机加压后，经

过空气预处理装置除去油、尘埃等固体杂质及水，并冷却至常温；经过处理后的压缩空气由

进气阀进入装有分子筛的吸附塔，空气中的氮气、二氧化碳等被吸附，流出的气体即为纯度

较高的氧气。膜法富氧模块是利用空气中各组分透过膜时的渗透速率不同，在压力差驱动

下，使空气中氧气优先通过膜而得到富氧空气。比如，采用以聚砜为膜材料、硅橡胶为涂层

的中空纤维富氧复合膜富氧器。

[0015] 所述的氧浓度监测模块由氧浓度传感器和信号处理模块组成，氧浓度监测模块设

置在输气通路的任意位置，用于动态监测输出氧气的浓度。通常是，比如，氧浓度传感器采

用流通式，监测范围0～100%LEL，检测误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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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所述的流量控制模块用于输出气体流量的调节和控制，输出气体流量的控制具体

方式包括开启流量、调节输出流量大小以及关闭流量。流量控制模块根据调节方式不同，分

为包括手动流量控制装置与电动流量控制装置；手动流量控制装置采用手动调整阀芯位

移，改变输气通路的节流面积，实现气体输出流量的手动控制方案，常用的手动流量控制装

置有针阀、比例阀等。电动流量控制装置采用电机驱动阀芯位移、改变输气通路的节流面

积，实现气体输出流量的电动控制方案。流量控制模块根据控制模块给出的指令执行氧气

输出阀门开启、流量调整、氧气输出阀门关闭等动作。

[0017] 所述的气路控制模块是一种能够电动控制气流输出状态的装置，气路控制模块设

置在输气通路中；可选地，气路控制模块设置在空气压缩泵下游的输气通路中。气路控制模

块通常采用电磁阀为主体制备，通过电磁阀的开启和闭合控制输气管路的通断；气路控制

模块还可以采用夹闭输气管路软管的方式实现输气管路的通断，具体方式是在软质输气管

路的外周设置截止阀，由电机驱动截止阀位移，控制输气管路软管的夹闭或放开，输气管路

被夹闭时，气体输出中止；输气管路被放开时，气体正常输出。

[0018] 所述的人机交互界面用于功能控制及状态提示，主要由功能键和显示屏组成。比

如，人机交互界面的功能键包括工作模式选择键、开始/停止键、开关机键等；功能键采用通

用的触点开关、触摸频制备均可。显示屏提示读出工作模式、工作状态、氧气浓度、气体压

力、吸氧时长等状态信息，也能够提示读出血氧饱和度、体温、血压、呼吸频率等生理参数监

测信息；显示屏采用常规液晶产品。

[0019] 本发明除了具备现有制氧机提供的固定流量输出的吸氧治疗模式，至少还应具有

三种智能化控制的氧气治疗模式中的其中一种，这三种氧气治疗模式是：

[0020] （1）目标血氧伺服模式：目标血氧值是指氧气治疗中期望达到并稳定保持的血氧

值，也就是本次氧气治疗预期达成的治疗目标。在氧气治疗中，不同的患者需要设定不同的

目标血氧值，医学上常用的目标血氧设定值举例：比如，麻醉复苏患者的目标血氧值设定为

96%，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的目标血氧值设定为92%，伴高碳酸血症风险者的目标血氧

值设定为90%，新生儿患者的目标血氧值设定为93%，常规吸氧患者的目标血氧值设定为

96%。

[0021] 采用目标血氧伺服模式进行氧气治疗时，在人机交互界面设定本次氧气治疗的目

标血氧值，氧气输出流量基于设定的目标血氧值和患者动态血氧值两个参数关联控制。当

患者的动态血氧值偏离目标血氧值时，控制模块指令流量控制模块调整氧气输出流量，调

节的具体手段是增大或减少氧气输出流量，直到患者血氧值稳定在目标血氧控制范围内。

[0022] 可选地，目标血氧控制范围按照“目标血氧值±1%或±2%”写入控制模块程序中。

比如常规吸氧患者的目标血氧值设定为96%，那么目标血氧控制范围的下限值是94%，上限

值是98%，也就是目标血氧控制范围在94%～98%。在氧气治疗过程中，当患者的血氧值降低

至目标血氧控制范围的下限值时，控制模块指令流量控制模块阶梯性增大氧气输出流量，

直到患者血氧值稳定在目标血氧控制范围内。反之，如果患者血氧值高于目标血氧控制范

围的上限值时，控制模块指令流量控制模块阶梯性降低氧气输出流量，直到流量调节范围

下限；氧气输出流量降低至流量调节范围下限后，患者血氧值仍高于目标血氧控制范围，人

机交互界面给出停止吸氧的建议性信息，提示患者停止吸氧，保证了氧气治疗的安全性与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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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2）呼吸同步模式：采用呼吸同步模式进行氧气治疗时，呼吸监测模块主动识别患

者呼吸动作并计算呼吸频率，控制模块指令气路控制模块与呼吸频率实时响应，根据呼吸

动作同步控制氧气输出。当监测到患者吸气动作时，控制模块指令气路控制模块开放输气

通路，氧气按照设定流量值输出；当监测到患者呼气动作时，气路控制模块闭合输气通路，

阻断氧气无效输出。采用呼吸同步模式进行氧气治疗，使氧气输出与患者呼吸动作保持同

步，在氧气治疗期间可节省50%左右的氧气制备消耗，提高氧气利用率。

[0024] （3）目标血氧伺服+呼吸同步模式：该模式结合了以上（1）、（2）两种氧气输出控制

模式的技术特征。采用目标血氧伺服+呼吸同步模式进行氧气治疗时，既要基于目标血氧值

和患者动态血氧值对氧气输出流量进行调节，又要使氧气的输出与患者的呼吸动作同步。

具体而言，采用目标血氧伺服+呼吸同步模式工作时，氧气输出基于目标血氧值和患者动态

血氧值两个参数关联控制，控制模块指令流量控制模块根据患者血氧值变化自动介入氧气

输出流量调节，调节的具体手段是增大或减少氧气输出流量，使患者血氧值稳定保持在目

标血氧控制范围内；同时，呼吸监测模块主动识别患者呼吸动作并计算呼吸频率，控制模块

指令气路控制模块与呼吸频率实时响应，根据呼吸动作同步控制氧气输出，使氧气输出与

患者的呼吸动作保持同步，患者吸气时气路控制模块开放输气通路，氧气正常输出；患者呼

气时气路控制模块闭合输气通路，氧气输出中断，节省制氧过程消耗。

[0025] 在呼吸同步模式或目标血氧伺服+呼吸同步模式这两种模式进行氧气治疗时，气

路控制模块跟随患者呼吸动作反复闭合或开放输气通路。当气路控制模块闭合氧气输气管

路时，空气压缩泵仍然持续工作，源源不断输出压缩空气，而氧气分离提取模块产生的氧气

无法正常输出，引起空气压缩泵和氧气分离提取模块负载增加。如果长时间保持这种工作

状态，将影响空气压缩泵和氧气分离提取模块的使用寿命，也增加制氧消耗。因此，可选地，

本发明的氧气分离装置的下游还设有储气罐，储气罐的进气口与氧气分离装置的输出口连

通，储气罐的出气口与下游输气通路连通。在呼吸同步模式或目标血氧伺服+呼吸同步模式

这两种模式进行氧气治疗时，患者吸气时氧气正常输出，患者呼气时气路控制模块闭合氧

气输气管路，将氧气分离装置产生的氧气暂存在储气罐内，可以提高制氧能力和氧气的输

出效率；比如，制氧量2L/min升的医用制氧机能够达到4L/min的氧气输出能力，制氧量3L/

min的医用制氧机能够达到6L/min以上的氧气输出能力，成倍提高了医用制氧机的性价比。

以中国市场医用制氧机的销售价格为例，目前京东商城采集的价格数据显示，中国某品牌

制氧量2L/min升的医用制氧机价格1800元，制氧量3L/min的医用制氧机价格3200元，制氧

量5L/min的医用制氧机4280元，消费者在购买本发明技术方案产品时，可节省大量的成本。

[0026] 可选地，储气罐的形状不限，通常采用不锈钢、铜等无毒材料机床加工制成的耐压

容器，也可以用无毒高分子材料模具注塑成型。比如，储气罐为圆柱体，有效容积不低于

100ml，耐压值不低于100KPa。

[0027] 可选地，输气通路中还设有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电路与控制模块联通，压力传

感器的测压口与空气压缩泵下游的输气管路或储气罐内部连通；压力传感器用于监测输气

管路或储气罐内的动态压力。可选的压力传感器，比如，压力传感器量程不低于100KPa ,测

量精度不低于1Kpa。

[0028] 可选地，控制模块与空气压缩泵之间还设有继电器，继电器用于空气压缩泵的工

作状态控制，继电器的控制端接口与控制模块连通，继电器的负载端接口与空气压缩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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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控制模块通过控制继电器的导通或断开控制空气压缩泵的工作状态，继电器断开电路

时，空气压缩泵暂停工作，继电器恢复导通电路时，空气压缩泵随即恢复工作。可选的继电

器，比如可以采用直流控交流继电器，控制电压为DC3 .0V～DC24V，负载电压AC110～

AC220V。

[0029] 在呼吸同步模式或目标血氧伺服+呼吸同步模式这两种模式进行氧气治疗时，压

力传感器动态监测输气通路或储气罐中的气压，当输气通路或储气罐内的气压大于控制模

块中设定的气压限值时，控制模块指令继电器断开电路，空气压缩泵暂停工作；当输气通路

或储气罐内的气压低于控制模块中设定的气压限值时，控制模块指令继电器道通电路，空

气压缩泵随即恢复工作。控制模块中的气压限值在80KPa～200KPa之间设定，比如气压限值

在设定120KPa。这种根据输气通路或储气罐内气压变化，伺服控制空气压缩泵工作的技术

特征，有效克服了输气通路闭合时空气压缩泵和氧气分离提取模块负载过大的隐患，同时

节省电器能耗。

[0030] 在医用制氧机的氧气输出口连接雾化器，实现雾化治疗也是现有制氧机的常用功

能。本发明除了具备现有医用制氧机常规的持续雾化输出模式，还设有呼吸同步响应雾化

模式。当采用呼吸同步响应雾化模式工作时，呼吸监测模块主动识别患者呼吸动作交替，控

制模块根据患者呼气或吸气动作，指令气路控制模块动态控制气体进入雾化杯的状态；当

监测到患者吸气动作时，气路控制模块开放输气通路管路，气体进入雾化杯中，药液在气体

射流作用下被雾化输出；当监测到患者呼气动作时，气路控制模块关闭输气通路，阻断气体

进入雾化杯中，药液中止雾化输出，如是反复。呼吸同步响应雾化模式使药液雾化输出与患

者呼气或吸气动作保持同步，避免药液在患者呼气动作时被无效雾化释放，使雾化药液的

利用率提高一倍。

[0031] 可选地，呼吸同步响应雾化模式采用的射流气体是氧气分离装置输出的氧气，或

者是空气压缩泵直接输出的压缩空气。

[0032] 由于吸氧治疗和雾化治疗对于输出气体的要求不尽相同，吸氧治疗要求输出气体

的在当前流量值时氧气浓度不低于93%，但没有输出压力的要求；而雾化治疗时没有氧气浓

度的要求，但要求输出气体压力不能低于30KPa，而且输出压力越高（但不应超过150KPa），

雾化效率越高，所以雾化治疗时输出气体的优选方案是，从空气压缩泵直接输出压力不低

于40KPa的压缩空气，输出到雾化杯中。因此，可选地，气路控制模块采用多位多通电磁阀、

并将吸氧治疗和雾化治疗设置成两个不同输气通路时，还能实现吸氧治疗和雾化治疗不同

输气通路的转化和通断控制，比如，采用二位三通或三位三通电磁阀。具体地说，比如，气路

控制模块采用三位三通电磁阀时，电磁阀设置在空气压缩泵与氧气分离提取模块之间位

置，其中一通连接空气压缩泵，二通连接氧气分离提取模块，三通连接雾化用输气通路。一

位时电磁阀处于常闭状态，所有气路阻断；二位时切入氧气吸入治疗输气通路，空气压缩泵

与氧气分离提取模块之间连通、雾化用输气通路阻断，气路输出高浓度氧气供氧气治疗使

用；三位时切入雾化用输气通路，空气压缩泵与雾化用输气通路连通，空气压缩泵与氧气分

离提取模块之间气路阻断，气路输出压缩空气供雾化治疗使用。气路控制模块采用多位多

口电磁阀的有益效果是，根据氧气治疗和雾化治疗不通气体要求，选择性输出不通气体，减

少雾化治疗时氧气分离提取模块的损耗，延长其使用寿命。

[0033] 在呼吸同步响应雾化模式工作时，压力传感器动态监测输气通路或储气罐内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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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压，当输气通路或储气罐内的气压大于核心控制模块中设定的气压限值时，空气压缩泵

暂停工作；当输气通路或储气罐内气压低于核心控制模块中设定的气压限值时，空气压缩

泵立刻恢复工作。核心控制模块中的气压限值在100KPa～200KPa之间设定。这种根据输气

通路或储气罐内气压变化，伺服控制空气压缩泵工作的技术特征，有效克服了输气管路闭

合时空气压缩泵和氧气分离提取模块负载过大的隐患，同时节省制氧消耗。

[0034] 在吸氧治疗时，为了提高吸入氧气的湿度，增加舒适性，在吸氧输出接口还设有氧

气湿化装置。氧气湿化装置一般采用医用高分子材料制备的湿化瓶、氧气滤芯组成，吸氧时

在湿化瓶内添加适量纯净水、灭菌水或无菌水即可。

[003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包括：提供了一种智能控制的多功能医用制氧机，基于生理参

数反馈控制，实现氧气治疗与雾化治疗的多种智能化工作模式，满足不同的临床需求，节省

制氧过程消耗，提高雾化药物的利用效率，具有很好的社会意义。此外，在氧气治疗或雾化

治疗过程中实时监测多项生理参数，包括血氧饱和度、脉率、呼吸频率、体温、心率及血压

等，保证了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附图说明

[0036]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举例。

[0037] 图2是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框图。

[0038] 图中所示：控制模块（1）、多参数监测模块（2）、氧气分离提取模块（3）、流量控制模

块（4）、气路控制模块（5）、压力传感器（6）、人机交互界面（7）、吸氧输出接口（8）、空气压缩

泵（9）、电源模块（10）、继电器（11）、氧气湿化装置（12）、储气罐（13）。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具体地说明本发明。

[0040] 实施例1：本发明的制备举例，制氧量5L/min。

[0041] 根据图1的所示的产品主体结构和图2所示的工作原理图，本实施例的主要部件具

体参数为：

[0042] 1、控制模块（1）：基于ST/意法、型号STM32F107VCT6微控制器MCU设计集成电路，采

用传统贴片方式生产；目标血氧值控制范围94%～98%、空气压缩泵（9）工作的气压限值

150KPa等控制程序写入控制模块（1）。

[0043] 2、多参数监测模块（2）：采用血氧监测模块、呼吸监测模块、体温监测模块和血压

监测模块集成，各模块均现有采用成熟的技术方案后即可。血氧监测模块的血氧饱和度监

测范围：70%～100%、计量误差±2%，脉率监测范围：25bpm～250bpm，计量误差±3bpm；呼吸

监测模块采用采用微压力传感器设置在吸氧面罩内，监测口鼻外周压差方式监测呼吸动

作，量程0～100kPa，测量精度±0.3%Fs；体温监测模块采用热敏电阻式，量程30℃～42℃，

测量精度±0.2℃；血压监测模块采用BP6228型号，压力测量范围：20mmHg～280mmHg，测量

误差±3mmHg。

[0044] 3、氧气分离装置：采用MLT05-M型分子筛制氧机集成模组，制氧量5L/min，氧气浓

度93%±3%，输出氧气压力40KPa～60KPa,电源/功率：AC220V/280W。

[0045] 4、流量控制模块（4）：采用电子流量阀和流量传感器组合，电子流量阀最大输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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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min，流量传感器量程1L/min～5L/min，计量误差±2.5%。

[0046] 5、气路控制模块（5）：采用德国MNH334701型号的三位三通电磁阀。电磁阀设置在

氧气分离装置的空气压缩泵（9）与氧气分离提取模块（3）之间位置，其中一通连接空气压缩

泵（9），二通连接氧气分离提取模块（3），三通连接雾化用输气通路。一位时电磁阀处于常闭

状态，所有气路阻断；二位时切入氧气吸入治疗输气通路，空气压缩泵（9）与氧气分离提取

模块（3）之间连通、雾化用输气通路阻断，气路输出高浓度氧气供氧气治疗使用；三位时切

入雾化用输气通路，空气压缩泵（9）与雾化用输气通路连通，空气压缩泵（9）与氧气分离提

取模块（3）之间气路阻断，气路输出压缩空气供雾化治疗使用。

[0047] 6、压力传感器（6）采用XGZP201SB1型压力传感器，量程200KPa，测量误差±1KPa。

[0048] 7、电源模块（10）采用TP-LINK公司生产的T090060-2A整装电源模块，输入电压

AC220V  50HZ，整流后输出电压DC5.0V。

[0049] 8、继电器(11)采用CDG1-1A型固态继电器，断态时间小于10ms，控制电压为

DC3.0V，负载电压AC220V。继电器(11)的控制端采用导线与控制模块联通工作，负载端接口

采用导线与空气压缩泵（9）电源接口连通。

[0050] 9、储气罐（13）采用不锈钢板材成形为圆柱体，焊接内径8mm氧气输入接口和氧气

输出接口。

[0051] 10、人机交互界面（7）的液晶屏采用5.3寸液晶屏，按钮采用欧姆龙公司B3F  型轻

触开关按钮，尺寸12*12*7.3。

[0052] 11、吸氧输出接口（8）在外壳注塑成型，氧气湿化装置（12）注塑成型，容积300ml,

最大耐压值200KPa。

[0053] 12、制备产品的整装工序：

[0054] 1）将控制模块（1）、多参数监测模块（2）、氧气分离装置分别固定安装在主机外壳

内仓的对应部位，用减震橡胶垫将氧气分离装置上下夹紧，以便减少氧气分离装置工作时

的震动和噪音。

[0055] 2）根据图1所示，氧气分离提取模块（3）下游的压力传感器（6）、气路控制模块（5）、

储气罐（13）、流量控制模块（4）分别采用PU气管连通。

[0056] 3）将流量控制模块（4）与吸氧输出接口（8）采用PU气管连通。

[0057] 4）安装主机外壳的盖板，用4个自攻螺丝固定，制备完成，测试整机性能。

[0058] 实施例2：应用本产品进行的氧气治疗和雾化治疗

[0059] 1、一般情况：使用者为伴高碳酸血症风险患者，将目标血氧值设定为90%，目标血

氧范围是88%～92%，吸氧时长2小时、氧气流量2L/min。吸氧2小时后行雾化治疗，雾化药液

配置：氨溴索0.2g溶解于庆大霉素5ml。

[0060] 2、在人机交互界面（7）将目标血氧值设定为90%，将设有微压力传感器的吸氧面罩

固定在口鼻外周，设定吸氧时长2小时，设定氧气流量2L/min，将血氧传感器固定在患者食

指，开始吸氧。呼吸监测模块开始实时监测患者呼吸动作，血氧监测模块动态监测血氧饱和

度，气路控制模块（5）根据呼吸频率变化实时响应，患者吸气时氧气正常输送到患者呼吸

道，呼气时停止氧气输送。

[0061] 3、吸氧20分钟后，患者血氧值稳定保持92%以上，控制模块（1）给出降低氧气输出

流量的指令，流量控制模块（4）梯度降低氧气输出量，每次降低梯度为0.25L/min；当降低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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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输出流量后，患者血氧饱和度仍稳定保持在92%时，每间隔5分钟继续降低一个流量梯度，

直到流量调节范围的最小值0.5L/min。期间，如果患者血氧值下降至88%时，控制模块（1）给

出增加氧气输出流量的指令，流量控制模块（4）梯度增大氧气输出量，每次增加梯度为

0.25L/min，直到流量调节范围的最大值5L。吸氧时长2小时后，控制模块（1）自动关闭氧气

输出，人机交互界面（7）提示本次氧气治疗结束。

[0062] 吸氧治疗结束后，在人机交互界面（7）切换到雾化治疗，选择呼吸同步响应雾化模

式。将医用雾化器气源接头与吸氧输出接口（8）连通，将配置好的雾化药液注入雾化杯中，

将雾化面罩妥善固定在患者口鼻外周；雾化面罩内设有微压力传感器，动态监测患者呼吸

频率。在呼雾化过程中，呼吸监测模块主动识别患者呼气吸气动作，气路控制模块（5）根据

患者呼吸频率实时响应；当患者吸气动作时，药液被雾化输出，喷射进入患者吸入呼吸道；

当患者呼气动作时，气路控制模块（5）将输出通路闭合，阻断氧气进入雾化杯中，药液中止

雾化，如此反复。

[0063] 期间，如果输出氧气浓度低于93%，人机交互界面（7）发出提示信息。

[0064] 在治疗期间，将多参数监测模块的心率传感器、体温传感器及血压传感器的串口

接头分别与本发明连接，能够动态监测心率、体温及血压参数。

[0065] 上述附图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

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

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宗旨和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

利要求范围当中，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构成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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