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0691283.X

(22)申请日 2020.04.29

(73)专利权人 重庆万州三峡外科医院有限公司

地址 404130 重庆市万州区天龙路98号

(72)发明人 许觉先　吴碧胜　

(74)专利代理机构 重庆博凯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50212

代理人 肖云杰

(51)Int.Cl.

A62B 7/12(2006.01)

A62B 7/10(2006.01)

A62B 18/02(2006.01)

A62B 18/08(2006.01)

A62B 17/00(2006.01)

A62B 23/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隔离服呼吸支持设备机箱主体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隔离服呼吸支持设备

机箱主体结构，包括主盒体，主盒体内具有新风

流通空间，新风流通空间按气体流动方向依次区

分设为过滤单元安装区、动力风扇安装区和出风

区，过滤单元安装区的一面为敞口以便安装滤芯

和新风的流入；过滤单元安装区沿敞口向内具有

一段逐渐缩径的滤芯安装段以便实现对应滤芯

的嵌入式安装，所述敞口配设有盖板，盖板上开

设有若干透气孔以便新风能从所述敞口流入，盖

板的内侧面设有凸起部以用于压紧滤芯，过滤单

元安装区的底部具有与动力风扇安装区连通的

过气口。本实用新型将过滤单元安装区设置为由

敞口处向内渐缩的形式，滤芯安装段可与滤芯外

侧楔紧，盖板的凸起部可进一步压紧滤芯，有效

保证密封过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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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隔离服呼吸支持设备机箱主体结构，包括主盒体，所述主盒体内具有电池安装空间

和新风流通空间，所述新风流通空间按气体流动方向依次区分设为过滤单元安装区、动力

风扇安装区和出风区，过滤单元安装区的一面为敞口以便安装滤芯和新风的流入，所述出

风区设有出风口，所述动力风扇安装区用于安装动力风扇以提供可使新风从所述敞口流入

并从所述出风口送出的驱动力；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单元安装区沿敞口向内具有一段逐

渐缩径的滤芯安装段以便实现对应滤芯的嵌入式安装，所述敞口配设有盖板，盖板上开设

有若干透气孔以便新风能从所述敞口流入，盖板的内侧面设有凸起部以用于压紧滤芯，所

述过滤单元安装区的底部具有与所述动力风扇安装区连通的过气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隔离服呼吸支持设备机箱主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盒体为

长边水平的长方形盒体，所述电池安装空间沿长边方向横设于长方形盒体的下部，所述新

风流通空间沿长边方向横设于长方形盒体的上部，所述出风口开设于长方形盒体的上表

面，所述电池安装空间配设有对应的电池盖以便装卸电池，所述电池盖设于长方形盒体的

任一端面，所述过滤单元安装区的敞口开设于长方形盒体的侧面；

过滤单元安装区和动力风扇安装区之间设有隔板以便形成所述逐渐缩径的滤芯安装

段，所述过滤单元安装区沿敞口向内形成为小端向内的四棱锥台形的空腔结构，所述过气

口开设于所述隔板上并位于隔板远离所述敞口的一边。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隔离服呼吸支持设备机箱主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隔板朝向

动力风扇安装区的一面上设有第一导流斜面以用于将从过气口进入动力风扇安装区的空

气导向动力风扇安装区内安装的动力风扇。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隔离服呼吸支持设备机箱主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盖板的凸

起部为一圈凸沿且所述凸沿靠近所述敞口的边沿设置以便优化压紧滤芯时的着力点。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隔离服呼吸支持设备机箱主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盖板在所

述一圈凸沿的外侧还具有一圈搭接边，所述搭接边与所述敞口的外边缘相搭接且两者的搭

接面之间夹设有密封环。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隔离服呼吸支持设备机箱主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环嵌

设在所述敞口的外边缘上开设的一圈环槽内。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隔离服呼吸支持设备机箱主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长方形盒

体的两侧面为沿其长边方向的弧形面以便更贴合人体的腰部弧度，内侧的弧形面和外侧的

弧形面等距设置，所述敞口开设于外侧的弧形面，所述敞口的外边缘为平面。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隔离服呼吸支持设备机箱主体结构，其特征在于：搭接边的内侧

面上两边对称设有两个凸起的弹性卡腿，两弹性卡腿的自由端相互背离延伸，过滤单元安

装区的内侧壁上开设有对应于所述两弹性卡腿的两卡槽，两弹性卡腿经弹性变形后对应卡

接在所述两卡槽内以实现盖板与主盒体的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隔离服呼吸支持设备机箱主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敞口所在

的长方形盒体的侧面上设有凹陷部，该凹陷部朝向所述敞口延伸且延伸至与敞口的外边缘

相交以便从该凹陷部抠启所述盖板。

10.根据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隔离服呼吸支持设备机箱主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出风区内设有第二导流斜面以用于将经动力风扇安装区进入出风区的空气导向所述出

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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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服呼吸支持设备机箱主体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呼吸保护装置中的过滤元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隔离服呼吸

支持设备机箱主体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隔离防护服用的呼吸支持装置，如中国专利CN2770703Y中涉及的，一般都

要使用滤芯，用于将外部空气过滤，过滤后的空气再送入隔离服内供着装人员呼吸，保证着

装人员的呼吸健康和舒适性。但滤芯的过滤效果——包括滤芯本身的过滤性以及滤芯与呼

吸支持装置的滤芯安装仓的匹配性，都影响着对送入隔离服内的空气的过滤效果，而过滤

后空气的过滤效果，是评价一台呼吸支持装置的关键。

[0003] 申请人一直致力于隔离防护服呼吸支持设备方面的研究，也有如CN210205641U、

CN210205638U的研究成果，实际制作前述呼吸支持设备后，经使用和检测过滤后空气的过

滤效果，进一步意识到呼吸支持设备主盒体中新风流通空间的过滤单元安装区形貌以及该

安装区与滤芯的密封匹配性的重要性，其不是简单的将过滤材质堆放到主盒体的过滤单元

安装区这么简单，那样将达不到理想的过滤效果，也就严重限制了呼吸支持设备的使用效

果；所以，申请人对CN210205641U、CN210205638U专利中涉及的呼吸支持设备的主盒体的新

风流通空间、过滤单元安装区进行了改进优化，使之具有更好的适应性，结合对应的滤芯使

用可以达到更优的密封过滤效果。另外，呼吸支持设备主盒体中新风流通空间的通气效率

也应要得到保证以保障使用舒适性和安全性。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上述不足，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隔离服呼吸

支持设备机箱主体结构，避免不能有效对接安装滤芯并保证密封过滤性的问题，取得适应

性好，结合对应的滤芯使用可以达到更优的密封过滤效果的优点。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隔离服呼吸支持设备机箱主体结构，包括主盒体，所述主盒体内具有电池安装空

间和新风流通空间，所述新风流通空间按气体流动方向依次区分设为过滤单元安装区、动

力风扇安装区和出风区，过滤单元安装区的一面为敞口以便安装滤芯和新风的流入，所述

出风区设有出风口，所述动力风扇安装区用于安装动力风扇以提供可使新风从所述敞口流

入并从所述出风口送出的驱动力；所述过滤单元安装区沿敞口向内具有一段逐渐缩径的滤

芯安装段以便实现对应滤芯的嵌入式安装，所述敞口配设有盖板，盖板上开设有若干透气

孔以便新风能从所述敞口流入，盖板的内侧面设有凸起部以用于压紧滤芯，所述过滤单元

安装区的底部具有与所述动力风扇安装区连通的过气口。

[0007] 进一步完善上述技术方案，所述主盒体为长边水平的长方形盒体，所述电池安装

空间沿长边方向横设于长方形盒体的下部，所述新风流通空间沿长边方向横设于长方形盒

体的上部，所述出风口开设于长方形盒体的上表面，所述电池安装空间配设有对应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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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以便装卸电池，所述电池盖设于长方形盒体的任一端面，所述过滤单元安装区的敞口开

设于长方形盒体的侧面；过滤单元安装区和动力风扇安装区之间设有隔板以便形成所述逐

渐缩径的滤芯安装段，所述过滤单元安装区沿敞口向内形成为小端向内的四棱锥台形的空

腔结构，所述过气口开设于所述隔板上并位于隔板远离所述敞口的一边。

[0008] 进一步地，所述隔板朝向动力风扇安装区的一面上设有第一导流斜面以用于将从

过气口进入动力风扇安装区的空气导向动力风扇安装区内安装的动力风扇。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盖板的凸起部为一圈凸沿且所述凸沿靠近所述敞口的边沿设置以

便优化压紧滤芯时的着力点。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盖板在所述一圈凸沿的外侧还具有一圈搭接边，所述搭接边与所

述敞口的外边缘相搭接且两者的搭接面之间夹设有密封环。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密封环嵌设在所述敞口的外边缘上开设的一圈环槽内。

[0012] 进一步地，所述长方形盒体的两侧面为沿其长边方向的弧形面以便更贴合人体的

腰部弧度，内侧的弧形面和外侧的弧形面等距设置，所述敞口开设于外侧的弧形面，所述敞

口的外边缘为平面。

[0013] 进一步地，搭接边的内侧面上两边对称设有两个凸起的弹性卡腿，两弹性卡腿的

自由端相互背离延伸，过滤单元安装区的内侧壁上开设有对应于所述两弹性卡腿的两卡

槽，两弹性卡腿经弹性变形后对应卡接在所述两卡槽内以实现盖板与主盒体的连接。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敞口所在的长方形盒体的侧面上设有凹陷部，该凹陷部朝向所述

敞口延伸且延伸至与敞口的外边缘相交以便从该凹陷部抠启所述盖板。

[0015] 进一步地，所述出风区内设有第二导流斜面以用于将经动力风扇安装区进入出风

区的空气导向所述出风口。

[0016] 相比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7] 1、本实用新型的隔离服呼吸支持设备机箱主体结构，将过滤单元安装区设置为由

敞口处向内渐缩的形式，即具有一段逐渐缩径的滤芯安装段，在装入对应的滤芯后，可呈嵌

入式的安装效果，滤芯安装段可以与滤芯外侧楔紧以防止空气从滤芯与过滤单元安装区之

间的缝隙处漏过，从而保证密封过滤效果。

[0018] 2、本实用新型的隔离服呼吸支持设备机箱主体结构，增设了盖板，盖板上的透气

孔保证空气的流畅，盖板内侧面的凸起部可以向所述逐渐缩径的滤芯安装段上压紧滤芯，

进一步保障楔紧防透气的效果。

[0019] 3、本实用新型的隔离服呼吸支持设备机箱主体结构在使用时，滤芯可以具有与逐

渐缩径的滤芯安装段相对应的锥度，也可以没有，都能被楔紧，具体不限，提高了主盒体的

适应性，结合对应的滤芯使用就可以达到更优的密封过滤性。

[0020] 4、本实用新型的隔离服呼吸支持设备机箱主体结构，通过第一、第二导流斜面的

设置，提升通气效率，保证使用舒适性。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具体实施例的隔离服呼吸支持设备机箱主体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图1基础上隐去盖板的示意图；

[0023] 图3为具体实施例中的盖板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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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4为图2基础上剖视内部结构的示意图；

[0025] 图5为图4中A-A剖视图；

[0026] 图6为图5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27] 图7为具体实施例的隔离服呼吸支持设备机箱主体结构的使用效果图；

[0028] 图8为具体实施例的隔离服呼吸支持设备机箱主体结构另一角度的使用效果图；

[0029] 图9为具体实施例的隔离服呼吸支持设备机箱主体结构一种外形可变形结构的示

意图；

[0030] 其中，主盒体5，电池安装空间51，新风流通空间52，过滤单元安装区521，动力风扇

安装区522，出风区523，动力风扇53，出风口54，电池盖56，滤芯6，

[0031] 滤芯安装段5211，外边缘5212，环槽5213，卡槽5214，凹陷部5215，隔板57，过气口

571，第一导流斜面572，第二导流斜面58，提把59，盖板1，透气孔11，凸起部12，搭接边13，弹

性卡腿14，密封环2，弧形面3。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33] 参见图1-6，具体实施例的隔离服呼吸支持设备机箱主体结构，可以基于

CN210205641U、CN210205638U中的任一种来改进，本实施例以CN210205638U中的主盒体5作

为基础来介绍进一步改进的结构。本实施例的隔离服呼吸支持设备机箱主体结构，包括主

盒体5，所述主盒体5内具有电池安装空间51和新风流通空间52，所述新风流通空间52按气

体流动方向依次区分设为过滤单元安装区521、动力风扇安装区522和出风区523，过滤单元

安装区521的一面为敞口以便安装滤芯和新风的流入，所述出风区523设有出风口54，所述

动力风扇安装区522用于安装动力风扇以提供可使新风从所述敞口流入并从所述出风口54

送出的驱动力；所述过滤单元安装区521沿敞口向内具有一段逐渐缩径的滤芯安装段5211

以便实现对应滤芯的嵌入式安装，所述敞口配设有盖板1，盖板1上开设有若干透气孔11以

便新风能从所述敞口流入，盖板1的内侧面设有朝向过滤单元安装区521内的凸起部12以用

于向所述逐渐缩径的滤芯安装段5211压紧滤芯，所述过滤单元安装区521的底部具有与所

述动力风扇安装区522连通的过气口571。

[0034] 请参见图7、图8，为了便于理解效果，在主盒体5内对应安装上了动力风扇53、电

池、滤芯6等，实施例的隔离服呼吸支持设备机箱主体结构，将过滤单元安装区521设置为由

敞口处向内渐缩的形式，即具有一段逐渐缩径的滤芯安装段5211，在装入对应的滤芯6后，

可呈嵌入式的安装效果，滤芯安装段5211可以与滤芯6外侧楔紧以防止空气从滤芯6与过滤

单元安装区521之间的缝隙（间隙）处漏过，从而保证密封过滤效果；过滤单元安装区521的

底部设置过气口571连通动力风扇安装区522，过气口571可以在过滤单元安装区521的底

面，也可以在过滤单元安装区521的侧壁底端，具体不限，都可以达到通气使用效果；盖板1

上的透气孔11保证空气的流畅，盖板1内侧面的凸起部12可以向所述逐渐缩径的滤芯安装

段5211上压紧滤芯6，进一步保障楔紧防透气的效果。实施时，滤芯6可以具有与逐渐缩径的

滤芯安装段5211相对应的锥度，也可以没有，都能被楔紧，具体不限，这样，提高了主盒体5

的适应性，结合对应的滤芯6使用就可以达到更优的密封过滤性。

[0035] 请参见图4-6，其中，所述主盒体5为长边水平的长方形盒体，所述电池安装空间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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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长边方向横设于长方形盒体的下部，所述新风流通空间52沿长边方向横设于长方形盒体

的上部，所述出风口54开设于长方形盒体的上表面，所述电池安装空间51配设有对应的电

池盖56以便装卸电池，所述电池盖56设于长方形盒体的任一端面，所述过滤单元安装区521

的敞口开设于长方形盒体的侧面；过滤单元安装区521和动力风扇安装区522之间设有隔板

57以便形成所述逐渐缩径的滤芯安装段5211，所述过滤单元安装区521沿敞口向内形成为

小端向内的四棱锥台形的空腔结构，所述过气口571开设于所述隔板57上并位于隔板57远

离所述敞口的一边。长方形盒体的上表面还增设了提把59。

[0036] 这样，针对人机功效好的长方形盒体结构形式的主盒体5，通过在过滤单元安装区

521和动力风扇安装区522之间加设隔板57，并使过滤单元安装区521沿敞口向内呈四棱锥

台形的空腔结构，就构建了便于制造的“逐渐缩径的滤芯安装段5211”，兼顾使用效果和制

造成本。

[0037] 其中，所述隔板57朝向动力风扇安装区522的一面上设有第一导流斜面572以用于

将从过气口571进入动力风扇安装区522的空气导向动力风扇安装区522内安装的动力风扇

53。

[0038] 这样，由于过气口571的位置改变，可能影响通气效率，通过第一导流斜面572的设

置，提升通气效率，保证使用的舒适性、安全性。

[0039] 其中，所述盖板1的凸起部12为一圈闭环的凸沿且所述凸沿靠近所述敞口的边沿

设置以便优化压紧滤芯6时的着力点。

[0040] 这样，凸沿压紧滤芯6的位置位于楔紧位置附近，力臂短，避免将滤芯6压变形，保

持滤芯6本来的形态，从而保证过滤效果不受影响。

[0041] 其中，所述盖板1在所述一圈凸沿的外侧还具有一圈搭接边13，所述搭接边13与所

述敞口的外边缘5212（可以是所述敞口所在的长方形盒体的侧面）相搭接且两者的搭接面

之间夹设有密封环2。

[0042] 这样，进一步保障密封过滤效果。

[0043] 请参见图6，其中，所述密封环2嵌设在所述敞口的外边缘5212上开设的一圈环槽

5213内。

[0044] 这样，提高使用寿命，盖板1因滤芯6的更换需要经常开启、扣合，密封环2设在主盒

体5上，更稳定耐用。

[0045] 其中，搭接边13的内侧面上两边呈中心对称设有两个凸起的弹性卡腿14，两弹性

卡腿14的自由端相互背离延伸，过滤单元安装区521的内侧壁上开设有对应于所述两弹性

卡腿14的两卡槽5214，两弹性卡腿14经弹性变形后对应卡接在所述两卡槽5214内以实现盖

板1与主盒体5的扣合连接。所述敞口所在的长方形盒体的侧面上设有凹陷部5215，该凹陷

部5215朝向所述敞口延伸且延伸至与敞口的外边缘5212相交以便从该凹陷部5215抠启所

述盖板1。

[0046] 这样，使用简单可靠，可简单实现盖板1的开启和扣合，也能保证使用时的密封性。

[0047] 其中，所述出风区523内设有第二导流斜面58以用于将经动力风扇安装区522进入

出风区523的空气导向所述出风口54。

[0048] 这样，通过第二导流斜面58的设置，进一步提升通气效率，保证使用舒适性。

[0049] 请参见图9，实施时，进一步地，所述长方形盒体的两侧面可为沿其长边方向的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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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面3以便更贴合人体的腰部弧度，内侧的弧形面3和外侧的弧形面3等距设置，所述敞口开

设于外侧的弧形面3，所述敞口的外边缘5212为平面。

[0050] 这样，通过弧形面3提高人机功效，敞口的外边缘5212为平面可避免增大制造难

度，也可以更好地保证密封效果。

[0051]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

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

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宗旨和范

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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