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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空气呼吸器面罩技术领域，具体

来说是一种空气呼吸器面罩平视显示装置，包括

面罩，其特征在于包括一显示装置，所述显示装

置中部设有固定夹，显示装置左右两侧设有电池

仓和限位支架，限位支架和固定架将显示装置安

装于面罩内前方下部，显示装置顶部设有显示

屏，显示装置内部还设有视频采集单元、光学模

组、成像模块、气体检测模块、传感器单元、无线

蓝牙模块、射频模块、无线WIFI模块、4G模块和供

电管理电路；可以通过信号采集装置对周边环境

的气体压力、有毒有害气体和温度进行检测，同

时通过蓝牙或WIFI将信息转化为电信号传输到

显示装置，区别于传统空气呼吸器面罩需要在各

个位置查看对应参数，更加方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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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空气呼吸器面罩平视显示装置，包括面罩，其特征在于包括

一显示装置，所述显示装置中部设有固定夹，显示装置左右两侧设有电池仓和限位支

架，限位支架和固定架将显示装置安装于面罩内前方下部，显示装置顶部设有显示屏，显示

装置内部还设有视频采集单元、光学模组、成像模块、气体检测模块、传感器单元、无线蓝牙

模块、射频模块、无线WIFI模块、4G模块和供电管理电路；

一信号采集装置，所述信号采集装置内部包括视频采集单元、光电模组、气体检测模

块、传感器单元、无线蓝牙模块、无线WIFI模块和供电管理电路，信号采集装置通过WIFI或

蓝牙与显示装置进行数据传输，信号采集装置一侧设有固定安装座，固定安装座与面罩外

部一侧固定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呼吸器面罩平视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气体供

应装置，气体供应装置内部设有气瓶，气瓶上设有两根高压管，一根高压管连接报警哨，一

根高压管连接气管。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呼吸器面罩平视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面罩前

部设有供气阀，供气阀通过气管连接高压管。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空气呼吸器面罩平视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气体供

应装置底部设有压力变送器，气体供应装置背部设有背架。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呼吸器面罩平视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信号采集

装置顶部设有电源按键和模式键，信号采集装置前端设有摄像头视窗。

6.一种空气呼吸面罩平视显示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方法步骤如下

A.长按信号采集装置电源按键开机，开机后自动激活显示装置；

B.显示装置初始显示为监控模式，监控模式时同时对气压、剩余呼吸时间、相对高度、

环境温度、电池电量、毒气和心率进行监控，当其中任意一项超过设定值即触发报警；

C.长按信号采集装置的模式键，在监控模式、红外热成像模式、毒气检测模式和搜救模

式之间切换；

C-1 .红外热成像模式时对环境温度、电池电量和信号强弱进行监测，当环境温度超过

限定的值即触发报警；

C-2.毒气检测模式时对环境中有毒有害气体的浓度、电池电量和信号强弱进行检测，

当环境中有毒有害气体的浓度超过限定的值即触发报警；

C-3.搜救模式分为主动搜救和被动搜救，主动搜救时显示队友的方向、距离信号强弱、

高度和优先级，被动搜救时会显示队友发出的求救信号；

D.将监控模式、红外热成像模式、毒气检测模式和搜救模式下的信息通过无线方式传

输到后台指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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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空气呼吸器面罩平视显示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气呼吸器面罩技术领域，具体来说是一种空气呼吸器面罩平视显示

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科技进步，救援人员配备空气呼吸器的功能也越来越多，电子报警器及

压力显示、呼救器、通讯、气体检测仪、心率手环、红外热像仪等等。救援人员在抢险救援时

需随时观察随身装备的气压值、电池电量、气体浓度、环境温度、人员定位等信息，而这些信

息又分别在不同功能单元上显示，分散了佩戴人员的注意力，特别是在穿重型防化服时，根

本无法观察自身携带装备使用状态和所处环境的情况，严重影响救援人员自身的生命安

全。

[0003] 基于此，期望获得一种将上述各种信息参数可以集中在面罩内显示装置，该装置

安装于面罩的内部，不需要转头或低头，也无需手动任何操作即可对所配戴的空气呼吸器

进行储气压力、电池电量、环境温度、毒气种类与浓度、自身心率及所处方位、预警及报警信

号等实时监测显示，所有的监控信息都可以在面罩内显示一目了然，解放双手，使救援人员

能全身心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同时显示装置所显示的信息还可通过4G网络传到现场救援指

挥中心，指挥中心也可以时刻了解和掌握灾害环境状况，救援人员的生命体征及呼吸器的

使用情况，及时发出撤离或呼救指令，提升救援效率，保证救援人员自身的安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通过外部信息采集装置采集信

息后，传输到内部显示装置的空气呼吸器面罩平视显示装置。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设计一种空气呼吸器面罩平视显示装置，包括面罩，其特征在

于包括一显示装置，所述显示装置中部设有固定夹，显示装置左右两侧设有电池仓和限位

支架，限位支架和固定架将显示装置安装于面罩内前方下部，显示装置顶部设有显示屏，显

示装置内部还设有视频采集单元、光学模组、成像模块、气体检测模块、传感器单元、无线蓝

牙模块、射频模块、无线WIFI模块、4G模块和供电管理电路；一信号采集装置，所述信号采集

装置内部包括视频采集单元、光电模组、气体检测模块、传感器单元、无线蓝牙模块、无线

WIFI模块和供电管理电路，信号采集装置通过WIFI或蓝牙与显示装置进行数据传输，信号

采集装置一侧设有固定安装座，固定安装座与面罩外部一侧固定连接。

[0006] 还包括气体供应装置，气体供应装置内部设有气瓶，气瓶上设有两根高压管，一根

高压管连接报警哨，一根高压管连接气管。

[0007] 面罩前部设有供气阀，供气阀通过气管连接高压管。

[0008] 气体供应装置底部设有压力变送器，气体供应装置背部设有背架。

[0009] 信号采集装置顶部设有电源按键和模式键，信号采集装置前端设有摄像头视窗。

[0010] 空气呼吸器面罩平视显示装置的使用方法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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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长按信号采集装置电源按键开机，开机后自动激活显示装置；

B.显示装置初始显示为监控模式，监控模式时同时对气压、剩余呼吸时间、相对高度、

环境温度、电池电量、毒气和心率进行监控，当其中任意一项超过设定值即触发报警；

C.长按信号采集装置的模式键，在监控模式、红外热成像模式、毒气检测模式和搜救模

式之间切换；

C-1.红外热成像模式时对环境温度、电池电量和信号强弱进行监测，当环境温度超过

限定的值即触发报警；

C-2.毒气检测模式时对环境中有毒有害气体的浓度、电池电量和信号强弱进行检测，

当环境中有毒有害气体的浓度超过限定的值即触发报警；

C-3.搜救模式分为主动搜救和被动搜救，主动搜救时显示队友的方向、距离信号强弱、

高度和优先级，被动搜救时会显示队友发出的求救信号；

D.将监控模式、红外热成像模式、毒气检测模式和搜救模式下的信息通过无线方式传

输到后台指挥平台。

[0011] 本发明同现有技术相比，其优点在于：

1.可以通过信号采集装置对周边环境的气体压力、有毒有害气体和温度进行检测，同

时通过蓝牙或WIFI将信息转化为电信号传输到显示装置，区别于传统空气呼吸器面罩需要

在各个位置查看对应参数，更加方便安全；

2.具有队友搜救功能和报警功能，能够将队友的具体位置显示在显示装置的显示屏

上；

3.可以通过网络将所有在显示装置上显示的信息传输到后场指挥中心，实现远程监

控、发送撤离指令、数据存储等功能。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工作原理流程图；

图2是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信号采集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显示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中：1.电源按键   2.模式键   3.摄像头视窗   4.电源指示灯   5.毒气传感器   6.气

管   8.爆闪灯   9.固定安装座   10.电池仓盖板   10.呼救报警键   11.显示屏   12.管线

传感器   13.电池仓   14.限位支架   15.固定架   16.面罩   17.供气阀   18.气瓶   19.背

架   20.高压管   21.报警哨   22.压力变送器   23.显示装置   24.信号采集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这种装置的结构和原理对本专业的人来说

是非常清楚的。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

发明。

[0014] 实施例一：参见图1，工作原理如下：

信号采集装置通过螺丝紧固与面罩面框结合在一起；显示装置通过支架与卡扣安装于

面罩内前方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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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红外热成像显示：系统启动后，外部设备开始工作，显示装置中的光学模块采集红

外线光谱，将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经过WIFI信号传输给面罩内显示装置，最终在显示屏上

呈现图像（红外热成像），图像可实时捕捉图像中最高的温度值，以及时发现潜在的危险火

源。

[0016] 毒气检测与报警：显示装置中的气体检测模块将有毒、有害气体转换为电信号经

过蓝牙信号传输给面罩内HUD，如有毒有害气体超标，会有报警信息提示最终在显示屏上呈

现；当有毒气超过设定值时图标会闪烁，同时显示毒气气体的浓度。

[0017] 气瓶压力值显示及报警：将气瓶的压力值以蓝牙的方式传送到面罩内显示装置，

以数字的方式实时显示，单位是：Mpa。其中气瓶压值的监控范围在0-30Mpa,  也可根据消防

员的呼吸量智能转换为剩余使用分钟数，效果更直观。压力值划分为高、低、报警三个阶段：

气压值高时在屏幕上压力值显示为绿灯（压力值在10~30Mpa）；气压值低时在屏幕上压力值

显示为黄色（压力值在6~10Mpa）；报警时在屏幕上压力值显示为闪烁的红色并产生振动，用

来提配消防员气压不足及时撤离现场（压力值在1~6Mpa）。

[0018] 队友搜救功能：显示装置中的射频模块主要功能是用来测量距离，目的是用来寻

找队友。此模块需2台（包含）以上设备使用。当一台设备发出求救报警信号时，报警信号通

过射频模块输出，当另一台设备接收到射频模块的信号时，就将此求救报警信号接收并转

换为电信号经过蓝牙传输给面罩内显示装置，屏幕会自动跳转为求救界面，界面上会显示

出你与求救队友相对距离与方位，求救人员的位置信息会以高亮的红色图标闪烁提示，根

据方位搜救队友，同时也可显示有几个人正在搜救，如果拒绝搜救也可取消，即可恢复正常

的监控界面。

[0019] 消防面罩信号采集装置集成多种传感器，将温度、大气压值、光敏信号转换为电信

号经过蓝牙信号传输给面罩内显示装置，最终在显示屏上呈现为温度值、高度值，自动亮动

调节功能。其中温度可设定报警上、下限值；高度值可以显示消防员所在楼层的高度；光敏

传感器可根据周围环境的明暗不同进行自动亮度凋节，防止产生视觉疲劳。

[0020] 同时可接收心率手环的蓝牙信号显示在显示装置的显示屏上，当心率异常时图标

会闪烁提示。

[0021] 以上所有的显示信息、监控数据都可以通过无线的方式传输到后场指挥中心，实

现远程监控、发送撤离指令、数据存储等功能。

[0022] 实施例二，参见图3

信号采集装置外部结构如下：顶部设有电源按键和模式键，电源按键用于开关电源，模

式键用于切换模式，装置前部设有摄像头视窗，用于观测前方事物，摄像头视窗下部设有电

源指示灯，电源指示灯用于提示电源是否开启，电源指示灯下部设有毒气传感器，用于检测

有毒有害气体，装置前部的下方设有爆闪灯，用于警报警示作用，装置底部设有电池仓盖，

打开电池仓盖可以放入电池，装置的侧面设有呼救报警键，用于一键报警。

[0023] 实施例三：参见图2-图4，具体工作步骤如下：

1.长按信号采集装置“电源按键”3秒开机，电源指示灯点亮，开机后自动激活显示装

置, 等待系统运行10秒后进入显示桌面。

[0024] 2.开机后默认的显示界为监控模式，可同进监控空呼的压力值、剩余呼吸时间、相

对高度、环境温度、电池电量、心率、毒气、跌倒报警。当其中有一项监控内容超过设定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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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触发报警，报警时图像会放大提示，同时屏幕点以1次/秒的闪烁频率提示报警点，直到报

警解除。

[0025] 3.长按限号采集装置“模式键”1秒以上，可在监控模式、红外热成像模式、毒气检

测模式、搜救模式之间切换。

[0026] 3-1红外热成像模式：

长按信号采集装置“模式键”1秒以上切换红外热成像模式，在此状态下可以实时监控

环境现场的温度（显高最高温度值）、电池电量、信号强度信息，短按“电源键”可开启视频录

像，再次短按“电源键”可取消。当检测到环境温度值超过上限会立即报警，屏幕点以1次/秒

的闪烁频率提示报警点。

[0027] 3-2毒气检测模式：

长按信号采集装置“模式键”1秒以上切换毒气检测模式，在此状态下可实时监控环境

现场的有毒有害气体浓度、电池电量、信号强度。当气体浓度超过上限值时会触发报警，屏

幕点以1次/秒的闪烁频率提示报警点。（毒气传感器可根据需要更换）

3-3搜救模式：

此模式分为主要搜救和被动搜救。主动搜救可以查找、搜寻被困的队友。如不在搜救模

式下，当收到队员的求救信息时屏幕跳出“SOS”求救信息，可显示被困人员的编号、报警事

项、如果同意搜救可短按“SOS键”，如不同意可短按：“电源键”。在搜救模式下可显示：队友

的方向、距离、信号强度、报警事项、高度值、搜救人员、优先级。

[0028] 4.后场监控指挥平台：

所述的监控模式、红外热成像模式、毒气检测模式、搜救模式功能信息都可以无线（4G）

方式传送以后场指挥平台，对消防员的气瓶压力、剩余使用时间、环境温度、相对高度、气体

浓度、心率、电池电量、战斗时间、人员定位、  作模式、SOS报警、跌倒报警实时监控。也可对

前线人员下答个人、小组、全体撤离指令，对人员的监控数据可进行存储与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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