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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麦克风采集呼吸音触发供氧的氧

气吸入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用吸氧设备，特别是一种

利用麦克风采集呼吸音触发供氧的氧气吸入器。

通过采集患者呼吸音控制供氧和暂停供氧。人体

的整个呼吸过程有吸气和和呼气期，人体只有在

吸气的时候才需要氧气，呼气期不需要氧气。而

人体在吸气和呼气时都会产生声音，呼气的音频

信号会远大小吸气的音频信号，本实用新型利用

呼与吸音频信号的变化来控制氧气的输入和暂

停供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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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麦克风采集呼吸音触发供氧的氧气吸入器，它包括连接人体鼻腔或呼吸面

罩的吸氧管（1）及氧气输入管（3），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呼吸采集控制装置（2），该装置内置

供氧管（4）并以此管分别连通吸氧管（1）及氧气输入管（3）；

所述的吸氧管（1）管身上附着有另一采集管路（5），采集管路（5）前端内置有1号麦克风

（11），1号麦克风（11）通过导线依次连接呼吸采集控制装置（2）内的音频处理电路（6）、单片

机（7）以及供氧管（4）管路上的电磁阀（8）。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麦克风采集呼吸音触发供氧的氧气吸入器，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音频处理电路（6）由两组音频处理芯片（13）分别连接A/D转换接口（14）构成。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麦克风采集呼吸音触发供氧的氧气吸入器，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氧气输入管（3）上设有减压阀（9）和流量/湿化控制装置（10）。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麦克风采集呼吸音触发供氧的氧气吸入器，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音频处理电路（6）上另接有2号麦克风（12）,2号麦克风（12）位于呼吸采集控制装

置（2）或采集管路（5）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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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麦克风采集呼吸音触发供氧的氧气吸入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用吸氧设备，特别是一种利用麦克风采集呼吸音触发供氧的氧

气吸入器。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浮标式氧气吸入器在大小医院被广泛使用，几乎所有的病房吸氧装置均为浮

标式氧气吸入器。此类装置工作方式为连续供氧：即当医护人员打开流量开关之后，出氧口

就会一直供应氧气，此时不管患者是否佩戴氧气管，或者患者临时离开，氧气吸入器始终一

直供氧。

[0003] 缺点：人体呼气的时候也连续供氧，甚至患者暂时离开时也连续供氧，这样会造成

氧气的严重浪费。

[0004] 传统浮标式氧气吸入器在临床中已经广泛使用了几十年，结构简单，使用简单，且

不需要电源，让人们在固定思维里已经完全接收，所以几十年来均没有在功能上有创新的

突破。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利用麦克风采集呼吸音触发供氧的氧气吸入器。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通过如下途径实现的：一种利用麦克风采集呼吸音触发供氧

的氧气吸入器，它包括连接人体鼻腔或呼吸面罩的吸氧管及氧气输入管，还包括呼吸采集

控制装置，该装置内置供氧管并以此管分别连通吸氧管及氧气输入管；

[0007] 所述的吸氧管管身上附着有另一采集管路，采集管路前端内置有1号麦克风，1号

麦克风通过导线依次连接呼吸采集控制装置内的音频处理电路、单片机以及供氧管管路上

的电磁阀。

[0008] 作为本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的音频处理电路由两组音频处理芯片分别连接A/

D转换接口构成。

[0009] 作为本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的氧气输入管上设有减压阀和流量/湿化控制装

置。

[0010] 作为本方案的进一步优化，音频处理电路上另接有2号麦克风,2号麦克风位于呼

吸采集控制装置或采集管路内。

[0011] 本实用新型一种利用患者呼吸音触发供氧的氧气吸入器,与现有的氧气吸入器对

比，从结构上来说，利用患者呼吸触发供氧的氧气吸入器与传统的氧气吸入器多了电气控

制部分；从分类上来说，传统的氧气吸入器为无源产品，利用患者呼吸触发供氧的氧气吸入

器是有源产品。利用患者呼吸触发供氧的氧气吸入器的开发设计理念是节能、高效，即需要

氧气的时候输出氧气，不需要氧气的时候停止供氧。这样设计的结果有几大好处：

[0012] 一、节能：节约66.7%以上的氧气

[0013] 人体呼吸时存在吸气和呼气两个时期，一般人体的吸呼比为1：2（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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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60601‑2‑12  Medical  electrical  equipment—Part  2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the  safety  of  lung  ventilators—Critical  care  ventilators和国家标准

GB9706.28‑2006《医用电气设备第2部分:呼吸机安全专用要求治疗呼吸机》推荐模拟人体

的吸呼比也均为1:2）。如果按照吸呼比为1：2时，理论上利用患者呼吸触发供氧的氧气吸入

器可以节省66.7%的氧气。这是一个很大氧气节省。而现实中，很多患者在吸氧一段时间自

行摘下吸氧管，比如暂时的离开，伤势较轻的部分患者吸氧到后段就不想再吸氧。这些情

况，传统的吸氧器均会一直供氧，这就是氧气的浪费，这些氧气都可以通过患者呼吸触发供

氧的氧气吸入器进行节能。包括这些不确定浪费氧气情况，触发式吸氧仪节约氧气绝对可

以＞66.7%。

[0014] 二、经济效益分析

[0015] 现在的医院供氧主要有两种方式，瓶装/罐装液态氧和中心分子筛制氧系统。

[0016] 1.减少液态氧的购买。

[0017] 按照节能分析，至少节省66.7%的用氧量，即节省66.7%购买氧气的费用。

[0018] 2.减少中心分子筛制氧系统的安装投入和延长制氧系统寿命

[0019] 分子筛中心制氧系统是现代节能的制氧系统，本身也是替代液态氧的一个产品，

原理是利用分子筛将空气中的氧气和氮气分离从而得到氧气。优点：这种方式理论上不会

担心氧气供气的中断，毕竟氧气来于空气，释放于空气。缺点：当时此类系统的体积庞大，占

地大安装位置要求特殊，噪声大，投入大。需氧量越大，需要安装的供氧系统就要求越大。

[0020] 如一个中型制氧系统可以供应300个床位，当医院要发展的时候，要600个床位的

时候就必须加装一套系统，发展成900个床位时就要三套制氧系统。此时不单是加装制氧系

统的问题，还必须涉及到安装场地的问题。一套设备少则100‑200多万，多则400‑500万，这

是一笔很大的投入。再者，制氧系统每年的维护费约10W左右，此处还不包括人员的投入。

[0021] 另外很多老城区的医院，床位要求增长速度比郊区都快，而老城区的建筑面积却

是发展困难，甚至不能扩展，这样的医院想多装几套制氧系统就不可能实现。

[0022] 这时如果能够使用利用患者呼吸触发供氧的氧气吸入器的话，就可以很好地解决

场地、资金投入、高额维修费的问题。使用触发式吸氧仪不需要另外的安装场地和高额的设

备购买。另外使用利用患者呼吸触发供氧的氧气吸入器还能减少氧气的供应，这样就能延

长分子筛制氧机的寿命。

附图说明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4] 图1为本实用新型外形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实用新型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为本实用新型音频处理电路6电路方框示意图；

[0027] 图4为本实用新型使用中呼气与吸气音频变化图;

[0028] 图中，吸氧管1、呼吸采集控制装置2、氧气输入管3、供氧管4、采集管路5、音频处理

电路6、单片机7、电磁阀8、减压阀9、流量/湿化控制装置10、1号麦克风11、2号麦克风12、音

频处理芯片13、A/D转换接口14。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14209090 U

4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本实用新型一种利用患者呼吸音触发供氧的氧气吸入器,通过采集患者呼吸音控

制供氧和暂停供氧。人体的整个呼吸过程有吸气和和呼气期，人体只有在吸气的时候才需

要氧气，呼气期不需要氧气。而人体在吸气和呼气时都会产生声音，呼气的音频信号会远大

小吸气的音频信号，本实用新型利用呼与吸音频信号的变化来控制氧气的输入和暂停供

氧。

[0030] 如图1、2所示，一种利用麦克风采集呼吸音触发供氧的氧气吸入器，它包括连接人

体鼻腔或呼吸面罩的吸氧管1及氧气输入管3，还包括呼吸采集控制装置2，该装置内置供氧

管4并以此管分别连通吸氧管1及氧气输入管3；

[0031] 如图3所示，所述的吸氧管1管身上附着有另一采集管路5，采集管路5前端内置有1

号麦克风11，1号麦克风11通过导线依次连接呼吸采集控制装置2内的音频处理电路6连接，

呼吸采集控制装置2内，音频处理电路6上另接有2号麦克风12，  2号麦克风12位于呼吸采集

控制装置2或采集管路5内,2号麦克风12的作用是与吸氧管内的麦克风形成麦克风阵列，用

于消除吸氧管内麦克风的噪声。音频处理电路6依次连接单片机7以及供氧管4管路上的电

磁阀8。

[0032] 所述的音频处理电路6由两组音频处理芯片13分别连接A/D转换接口14构成。

[0033] 1号麦克风、2号麦克风的音频信号分别转到音频处理芯片LM386，进行音频信号的

放大，然后分别接入单片机(STM32)的A/D转换接口，对1号麦克风与2号麦克风的音频信号

进行模拟/数字信转换。对转入的2号麦克风进行自适应滤波,然后用1号麦克风的值减去2

号麦克风的值，这样就能得到特征明显的呼吸音频信号。

[0034] 所述的氧气输入管3上设有减压阀9和流量/湿化控制装置10。

[0035] 本实用新型一种利用麦克风采集呼吸音触发供氧的氧气吸入器，它包括连接人体

鼻腔或呼吸面罩的吸氧管1及氧气输入管3，还包括呼吸采集控制装置2，该装置内置供氧管

4并以此管分别连通吸氧管1及氧气输入管3；呼吸采集控制装置主要由麦克风、音频处理电

路、单片机及电磁阀组成。

[0036] 所述的吸氧管1管身上附着有另一采集管路5，采集管路5前端内置有1号麦克风

11，1号麦克风11通过导线依次连接呼吸采集控制装置2内的音频处理电路6、单片机7以及

供氧管4管路上的电磁阀8。

[0037] 所述的氧气输入管3上设有减压阀9和流量/湿化控制装置10。

[0038] 吸氧管用于供氧，采集管路用于呼吸采集。且两条管路一大一小，两条管路紧紧贴

在一起合成一个整体，大的吸氧管与传统的吸氧管结构一致，作用一致。而小的管路为呼吸

采集管路，采集管路主要用于连接呼吸采集电路的传感器接口。双通道吸氧管的连接口为

类似“8”字形接口，与管道一样，一条用于的连接供氧的接口，一条用于的连接至采集接口。

为了避免两个接口接错，接口的可以利用形状不同或尺寸大小不同来做限制。

[0039] a）麦克风(采用MEMS麦克风)

[0040] 1号麦克风置于采集管路内，靠近吸氧管鼻腔的位置，通过导线连接到采集控制部

分，在采集控制部分，我们也内置了一个2号麦克风，此麦克风的作用是与吸氧管内的麦克

风形成麦克风阵列，用于消除吸氧管内麦克风的噪声。这两个麦克风都连接到音频处理电

路，再连接单片机（stm32）对音频信号的处理。处理后再控制电磁阀的开与关，这样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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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吸气时供氧的输入与呼气时不需要供氧关闭。

[0041] b）电磁阀

[0042] 电磁阀采用两位两通常开型电磁阀，型号0520C，该电磁阀特点是不通电时，电磁

阀两端相通，电压≥0.5V时两端关闭。

[0043] c）单片机

[0044] 单片机采用STM32单片机。用于采集麦克风输入的音频信号，并通过运算，最终控

制电磁阀的开关。

[0045] 工作原理：

[0046] 人体呼吸音频曲线大概如下图，根据下图我们可以看到呼气音频远大于吸气音

频。图4中，Tout是呼气的开始。Tin是吸气的开始，也是呼气的结束，当吸气时，吸气音频在

R1与R2之间。我们可以通过对呼气音频与吸气频的变化来判断此时患者是在呼气或是吸

气。

[0047] 在未接通电源或供电掉电时，此时电磁阀由于没有通电，一直处于两端相通状态，

此时氧气吸入器处于连续供氧状态。此状态亦适用于氧气吸入器处理低电压而无法维持氧

气吸入器正常工作的情况，单片机在判断电压不足时优先切断电磁阀的电源。

[0048] 当氧气吸入器电源接通时，电磁阀接通电源，此时电磁阀处于关闭状态，氧气无法

通过电磁阀而未供氧。当呼吸患者未佩戴好管路时，此时吸氧管路的微型麦克风可能采集

到有音频信号，但我们会通过与主机上的的麦克风采集的音频信号进行对比，可能采集到

的信号会在R1与R2之前，并记录此时的时间为开始，我们等待下一个大于R1、R2的音频信

号，如果时间大于5秒（或其它一个更好时间），此时单片机会给控制部分发送一无呼吸的触

发信号，接通电磁阀电源，此时电磁阀关闭，切断氧气通路，氧气不可通过电磁阀，不供氧。

[0049] 当人体佩戴好吸氧管时，人体的呼气音频与吸气音频的变化会直接被吸氧管的微

型麦克风采集到。我们设定一个实时音频动态值为R。当人体呼气时，微型麦克风采集到音

频信号远大R1与R2，单片机会向控制部分发送一个呼气触发信号，接通电磁阀电源，并记录

此时时间Tout，此时电磁阀关闭，切断氧气通路，氧气不可通过电磁阀，不供氧。当我们采集

到音频信号突然变小，即R  小于R1与R2，并且时间小于1秒或一个我们根据病人的呼吸频率

的动态时间值，单片机会向控制部分发送一个吸气触发信号，切断电磁阀电源，并记录此时

时间Tin，此时电磁阀两端相通，氧气可以顺利通过电磁阀，并向通向吸氧管流向人体，开始

供氧。

[0050] 以下是吸氧管脱落可能的情况，此时单片机会给控制部分发送一个错误提示的触

发信号，触发声音或光闪烁的信号：

[0051] 1：当音频信号采集到大于R1与R2，但Tout值大于5秒却还没有采集到明显变小的R

值时，此时我们判断呼吸管路脱落；

[0052] 2：当音频信号采集到小于R1与R2的值，但Tin值大于5秒却还没有采集到明显变大

的R值时，此时我们判断呼吸管路脱落。

[0053]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

于此，任何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所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不经过创造性劳

动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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