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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人体呼出气体采样及代谢分析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人体呼出气体采样

及代谢分析装置，包括吸气通道、呼吸面罩、气体

分析通道、抽气泵，所述吸气通道的出口端连通

到呼吸面罩，所述呼吸面罩连通到气体分析通

道，所述抽气泵连接在气体分析通道上，所述气

体分析通道的出气口上连接有二氧化碳浓度传

感器和/或氧气浓度传感器，所述吸气通道内设

置有气体流量传感器。本实用新型通过相互独立

的吸气通道，呼吸面罩和气体分析通道解决了湿

度对流量和气体传感器测试精度的影响，设计简

单易于系统整合，适合在各种室内室外运动中动

态的测量，采集到的氧气/二氧化碳浓度可以根

据测试需要换成任何人体呼出气体浓度的测量

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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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人体呼出气体采样及代谢分析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吸气通道、呼吸面罩、气

体分析通道、抽气泵，所述吸气通道的出口端连通到呼吸面罩，所述呼吸面罩连通到气体分

析通道，所述抽气泵连接在气体分析通道上，所述气体分析通道的出气口上连接有二氧化

碳浓度传感器和/或氧气浓度传感器，所述吸气通道内设置有气体流量传感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体呼出气体采样及代谢分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呼

吸面罩与吸气通道的出口端设置有气体收集单向阀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体呼出气体采样及代谢分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呼

吸面罩上设有气体输出单向阀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体呼出气体采样及代谢分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呼

吸面罩与气体分析通道之间设置有呼出气体收集腔。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人体呼出气体采样及代谢分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呼

出气体收集腔上设置有防扩散单向阀。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体呼出气体采样及代谢分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气

体分析通道上设置有湿气过滤装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体呼出气体采样及代谢分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气

体分析通道的出气口上设有气体混合室，所述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和/或氧气浓度传感器

位于所述气体混合室内。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体呼出气体采样及代谢分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气

体分析通道的直径小于吸气通道的直径。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体呼出气体采样及代谢分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采

样及代谢分析装置还具有用于使用者携带的固定件。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人体呼出气体采样及代谢分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固定件上设置有心率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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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人体呼出气体采样及代谢分析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采集人体呼吸气体的装置，尤其涉及的是一种人体呼出气体

采样及代谢分析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呼吸是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气体交换的过程。分析相应的呼吸参数可以反应人体

的各种信息，例如通过流量反应人体呼吸频率，是否有呼吸暂停，通过呼出气体中氧气二氧

化碳浓度反应人体的能量代谢情况，通过各种标识性气体浓度反应相关疾病的医学诊断等

等。

[0003] 分析人体呼吸参数首先需要采集人体呼吸气体。目前国内外广泛采用的呼吸气体

采集技术主要基于气袋方法，将气体通过抽气泵收集后进行分析，简要检索如下：

[0004] 一种人提能量代谢检测装置及方法(CN104665835A)中通过脉冲电磁阀和抽气泵

对气体进行采集；

[0005] 人体呼吸气体现场采样装置(CN102944448A)中运用真空泵完成气体的采样；

[0006] 一种用于测量心肺功能的装置(CN205251523U)中基于底座和移动轨道的系统装

置进行数据测量。

[0007] 在采集呼出气体流量的过程中，由于呼出气体和环境气体的温度差，会造成待测

气体中湿度上升，影响测试精度。而在呼出气体通路上增加湿度过滤装置又会增加呼吸阻

力，影响测试的准确性，整个采集装置往往需要多种密闭接头阀门，成本高，且结构复杂庞

大，系统集成难度大，因此现有技术不适合运动过程中的现场动态、精准的测量，以及大规

模推广。

实用新型内容

[0008]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解决现有技术中呼出气体的湿度对测试结

果的影响，提供了一种人体呼出气体采样及代谢分析装置。

[0009]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本实用新型包括吸气通

道、呼吸面罩、气体分析通道、抽气泵，所述吸气通道的出口端连通到呼吸面罩，所述呼吸面

罩连通到气体分析通道，所述抽气泵连接在气体分析通道上，所述气体分析通道的出气口

上连接有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和/或氧气浓度传感器，所述吸气通道内设置有气体流量传

感器。

[0010] 所述呼吸面罩与吸气通道的出口端设置有气体收集单向阀门。防止呼吸面罩内的

气体混入到吸气通道内,从而消除呼出气体中的湿气对流量传感器的影响。

[0011] 所述呼吸面罩上设有气体输出单向阀门。确保使用者呼出的气体经呼吸面罩后单

向排放到外界。在吸气时气体输出单向阀门关闭，以防止外界空气经过吸气通道以外的路

径进入呼吸面罩。

[0012] 所述呼出气体收集腔上设置有防扩散单向阀。防止环境空气扩散影响腔内气体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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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0013] 所述呼吸面罩与气体分析通道之间设置有呼出气体收集腔。自呼吸面罩处采样分

析气体时，环境空气和呼出的气体可分别在呼吸的不同阶段进入到下一步的检测中。而自

呼出气体收集腔采样分析气体时，能够有效的隔绝吸气过程中进入呼吸面罩中的空气进入

下一步检测。

[0014] 所述气体分析通道上设置有湿气过滤装置。用于除去呼出气体中的湿气。

[0015] 所述气体分析通道的出气口上设有气体混合室，所述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和/或

氧气浓度传感器位于所述气体混合室内。可以在气体混合室内加入更多需要的传感器。

[0016] 所述气体分析通道的直径小于吸气通道的直径。吸气通道较宽，无湿气过滤装置，

以减小呼吸阻力，而气体分析通道较细，易于使用湿气过滤装置以消除呼吸湿气的影响。

[0017] 所述采样及代谢分析装置还具有用于使用者携带的固定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将整个采样及代谢分析装置背负在身上，或者携带在手腕上。

[0018] 所述固定件上设置有心率传感器。也可以增加心率传感器实现对心率的采样。

[0019] 本实用新型相比现有技术具有以下优点：本实用新型通过相互独立的吸气通道，

呼吸面罩和气体分析通道解决了湿度对流量和气体传感器测试精度的影响，设计简单易于

系统整合，适合在各种室内室外运动中动态的测量，采集到的氧气/二氧化碳浓度可以根据

测试需要换成任何人体呼出气体浓度的测量传感器。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实施例1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实施例2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实施例2佩戴在使用者身上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作详细说明，本实施例在以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为前

提下进行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不限

于下述的实施例。

[0024] 实施例1

[0025]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采样及代谢分析装置包括吸气通道1、呼吸面罩2、气体分

析通道3、抽气泵4，所述吸气通道1的出口端连通到呼吸面罩2，所述呼吸面罩2连通到气体

分析通道3，所述抽气泵4连接在气体分析通道3上，所述气体分析通道3的出气口上连接有

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5和氧气浓度传感器6，所述吸气通道1内设置有气体流量传感器7。

[0026] 本实施例的抽气泵4为微型抽气泵。

[0027] 所述呼吸面罩2与吸气通道1的出口端设置有气体收集单向阀门8。可以防止呼吸

面罩2 内的气体混入到吸气通道1内,从而消除呼出气体中的湿气对流量传感器7的影响。

[0028] 所述呼吸面罩2上设有气体输出单向阀门9。可以确保使用者呼出的气体经呼吸面

罩2  后单向排放到外界。在吸气时气体输出单向阀门9关闭，以防止外界空气经过吸气通道

1以外的路径进入呼吸面罩2。

[0029] 所述气体分析通道3上设置有湿气过滤装置10。用于除去呼出气体中湿气。湿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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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装置10为市售的常规防水透气膜。

[0030] 所述气体分析通道3的出气口上设有气体混合室11，所述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5和

氧气浓度传感器6位于所述气体混合室11内。可以在气体混合室11内加入更多需要的传感

器。

[0031] 所述气体分析通道3的直径小于吸气通道1的直径。吸气通道1较宽，无湿气过滤装

置，能够减小呼吸阻力，而气体分析通道3较细，易于使用湿气过滤装置以消除呼出气体中

湿气的影响。

[0032] 所述采样及代谢分析装置还具有用于使用者携带的固定件12。本实施例根据实际

需要，将整个采样及代谢分析装置背负在身上，其他实施例中，也可以将其携带在手腕上。

[0033] 所述固定件12上设置有心率传感器13。也可以增加心率传感器13实现对心率的采

样。

[0034] 测试过程说明：

[0035] 心率传感器13佩戴于手臂上。

[0036] 采样及代谢分析装置佩戴于胸前。

[0037] 吸气时环境空气首先进入吸气通道1内，并通过气体流量传感器7，然后通过气体

收集单向阀门8进入呼吸面罩2后被使用者吸入。在此过程中气体输出单向阀门9关闭，确保

所有吸入气体从气体收集单向阀门8进入呼吸面罩2。呼气时呼出的气体由气体输出单向阀

门9  输出。此时气体收集单向阀门8关闭，确保没有呼出气体泄漏至吸气通道1内。在呼吸的

同时微型抽气泵4实时将呼吸面罩2中的微量的气体采样并通过湿气过滤装置10后进入气

体混合室11，并由氧气浓度传感器6和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5读出浓度值，图1中箭头为气体

的流动方向，图1中各个传感器构成了传感器部15，图中呼吸面罩2和对应的单向阀门构成

了气体收集部14。

[0038] 所测得的心率，气体流速，氧气浓度，二氧化碳浓度值可供后续的分析使用。

[0039] 实施例2

[0040] 如图2和图3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呼吸面罩2与气体分析通道3之间设置有呼出

气体收集腔16。所述呼出气体收集腔16上设置有防扩散单向阀17。防止环境空气扩散影响

腔内气体浓度。在吸气过程中，由于气体输出单向阀门9和防扩散单向阀17关闭，呼出气体

收集腔16内的气体成分不发生变化。在呼气过程中呼出的气体由气体输出单向阀门9进入

呼出气体收集腔16。此时气体收集单向阀门8关闭，确保没有呼出气体泄漏至吸气通道1内。

[0041] 在呼吸面罩2和气体分析通道3之间加设呼出气体收集腔16，能够有效的隔绝在吸

气过程中进入呼吸面罩2中的空气进入下一步检测。

[0042] 其他实施方式和实施例1相同。

[0043]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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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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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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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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