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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传染性疾患传染源的负压

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化隔离平台，包括一承载

体；一弹性密封机构，可拆卸的安装于承载体的

上部，并与该承载体之间形成一封闭空间；一负

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机构，设于承载体的下部，

包括：一风机，通过进气道与封闭空间相连通，并

使该封闭空间形成负压环境；及一高效颗粒空气

过滤膜组件，设于进气道的出口处，对风机抽入

的气体进行过滤；及一平面紫外灯，进行紫外消

毒。本发明通过这种设计确保防疫运输、临床诊

治、生物安全、生化反恐过程中操作区间的负压，

确保感染患者呼出的病原体、飞沫、气溶胶、体表

散发物等污染空气限制在密封罩以内并得到及

时清除，降低医护人员救护和卫生人员防疫过程

中感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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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传染性疾患传染源的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化隔离平台，其特征在于，包括：

一承载体，用于承载患者；

一弹性密封机构，可拆卸的安装于所述承载体的上部，并与该承载体之间形成一封闭

空间；

一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化机构，设于所述承载体的下部，包括：

一风机，通过进气道与所述封闭空间相连通，并使该封闭空间形成负压环境；及

一高效颗粒空气过滤膜组件，设于所述进气道的出口处，对风机抽入的气体进行过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传染性疾患传染源的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化隔离平

台，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道的入口通入所述封闭空间，并在入口设置进气网口。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传染性疾患传染源的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化隔离平

台，其特征在于，所述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化机构内设有紫外消毒灯，所述紫外消毒灯

设于所述进气道内，位于所述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膜组件的上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传染性疾患传染源的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化隔离平

台，其特征在于，所述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膜组件包括上层能够对空气中5μm以上颗粒高

效过滤的粗过滤膜和下层能够对10nm到10μm颗粒起关键微纳过滤的高效颗粒空气过滤膜，

通过支持结构安装在边框结构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传染性疾患传染源的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化隔离平

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密封机构包括弹性支杆、透明的弹性密封罩及吻合件，所述弹性

支杆安装在所述承载体上部，所述弹性密封罩设于所述弹性支杆上，并通过所述吻合件与

所述承载体密封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传染性疾患传染源的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化隔离平

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支杆包括弹性支杆主体、弹性支杆插管及弹性支杆接口管，所述

弹性支杆插管安装于所述承载体上，所述弹性支杆主体一端与所述弹性支杆插管连接，另

一端通过所述弹性支杆接口管相连接；

所述弹性密封罩包括弹性透明密封罩主体，其材料包括但不限于高分子塑料；

所述吻合件包括连接于所述弹性透明密封罩主体的上密封条及连合在承载体上的下

密封条，所述上密封条与下密封条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软性磁吸或拉链。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传染性疾患传染源的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化隔离平

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密封罩上设有可密封的物料传递口，以及多个弹性手臂套，所述

弹性手臂套为袋状结构，进出口与弹性密封罩密封连接，内端深入封闭空间。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传染性疾患传染源的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化隔离平

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手臂套包括弹性手臂套主体以及弹性手臂套磁吸件，所述弹性手

臂套主体其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合成橡胶和天然橡胶，所述弹性手臂套磁吸件可自动闭合的

设于所述弹性手臂套主体中部。

9.根据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一种传染性疾患传染源的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

化隔离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承载体为可移动的病床或轮椅。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传染性疾患传染源的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化隔离

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病床包括床体、床腿及万向轮，并设置治疗管道及监护和治疗设备

电缆线的出入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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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轮椅为可折叠或不可折叠，可折叠的轮椅能够展开形成病床，包括座椅、车轮、脚

踏及可折叠的床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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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性疾患传染源的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化隔离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生物医疗器械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传染性疾患传染源的负压高效颗粒

空气过滤净化隔离平台。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各种传染病肆虐全球，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安全，如SARS(W .D .Li , 

Z.L.Shi,M.Yu,et  al.,Science,2005,310,676-679)、非洲埃博拉(M.Bermejo,J.D.  Rodrí

guez-Teijeiro,G.Illera,et  al.,Science,2006,314,1564)、中东呼吸综合征(A.  Zumla,

D .S .Hui ,S .Perlman ,Lancet ,2015 ,386 ,995-1007)、美国流感(A .M .Presanis , 

D.D.Angelis,A.Hagy,et  al.,Plos  Med .,2009,6,e1000207)和新冠肺炎(Q.Li,X.  Guan,

P.Xu,et  al.,New  Eng.J.Med.,2020,DOI:10.1056/NEJMoa2001316)等疫情传染性强、发病

快、致死率高。

[0003] 针对新发传染病防控，可以建设隔离病房。如实用新型专利CN207350579U  公开了

一种可以组装式智能隔离病房来满足传染病防控的需求，该发明设计多层空气平流层，平

流层空气抽入过滤消毒单元，包括初过滤网、高压静电装置、高效过滤网、臭氧分解网和紫

外灯。这些平流层病房或隔离病房能够满足传染病防控的部分需求，降低医护感染和患者

交叉感染，但因超大体积污染空气过滤处理，存在过滤效率低，成本昂贵，无法移动等问题；

特别，因缺少高效颗粒空气过滤膜(因没高效颗粒空气过滤，high  eff iciency 

particulate  air，HEPA)，对尺寸在10～400nm之间的病毒颗粒很难过滤清除。另外因建设

周期长无法满足包括但不限于传染病、生化反恐以及野战生化防护的应急需求。

[0004] 专利CN1704036A公开了一种负压消毒病床，在病床的下方开设有排风口，排风口

与排风管道相连，排风管道出口与臭氧、二氧化氯二元消毒机的入口相连，二元消毒机的出

口与抽风机相连，病房内形成负压，废气通过二元消毒机消毒后在负压作用下排出；新风通

过病房顶部墙壁上的各个送风口送入病房；病房内还设置有气溶胶喷雾消毒装置，向病房

室内喷射雾化消毒液体。实用新型专利  CN208640145U和CN208942673U公开了一种隔离病

床，其包括床体、隔离舱和风机；隔离舱包括主体框架和消杀系统，风机使床体与主体框架

之间形成负压，主体框架上设有至少一处回风口；该隔离病床能够对患者排出的带有病菌

的气体进行及时的吸收和消毒杀菌，对传染源进行充分彻底的隔离。以上隔离床能够对微

生物细菌(包括部分病毒)进行有效杀灭清除，但同样因缺少高效颗粒空气过滤膜(HEPA)，

对尺寸在10～400nm之间的病毒颗粒很难过滤清除；并且，在医护、诊断、治疗和防疫时必须

打开刚性操作窗口，造成空气对流涡流，隔离床内污染空气直接扩散污染病房内整体空气；

再者，以上隔离床缺少医护人员进行医护、诊断、治疗和防疫的柔性操作窗口，难以适应各

种医护、诊断、治疗和防疫操作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提供一种传染性疾患传染源的负压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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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空气过滤净化隔离平台，以降低医护人员救护和卫生人员防疫过程中感染风险。

[0006]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7] 一种传染性疾患传染源的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化隔离平台，包括：

[0008] 一承载体，用于承载患者；

[0009] 一弹性密封机构，可拆卸的安装于所述承载体的上部，并与该承载体之间形成一

封闭空间；

[0010] 一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化机构，设于所述承载体的下部，包括：

[0011] 一风机，通过进气道与所述封闭空间相连通，并使该封闭空间形成负压环境；及

[0012] 一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膜组件，设于所述进气道的出口处，对风机抽入的气体

进行过滤。

[0013] 本发明设置高效颗粒空气过滤膜组件和风机，对承载体上部弹性密封机构与承载

体之间形成的封闭空间进行抽气，使封闭空间形成负压环境，同时空气过滤膜组件对风机

抽入的气体进行有效高效颗粒空气过滤，过滤后的干净气体外排。通过这种设计确保防疫

运输、临床诊治、生物安全、生化反恐过程中操作区间的负压，确保感染患者呼出的病毒颗

粒、细菌颗粒、飞沫、气溶胶、体表散发物等污染空气限制在密封罩内并得到及时清除，降低

医护人员救护和卫生人员防疫过程中感染风险。

[0014] 进一步地，所述进气道的入口通入所述封闭空间，并在入口设置进气网口。

[0015] 进一步地，所述负压过滤净化机构内设有紫外消毒灯，所述紫外消毒灯设于所述

进气道内，位于所述高效颗粒空气过滤膜组件的上方。

[0016] 进一步地，所述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膜组件包括上层能够对空气中5μm以上颗

粒高效过滤的粗过滤膜和下层能够对10nm到10μm空气中颗粒关键微纳过滤的高效颗粒空

气过滤膜，通过支持结构安装在边框结构中。粗过滤膜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疏水性的无纺布，

高效颗粒空气过滤膜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玻璃纤维；粗过滤膜或精细过滤膜“WW”形支持结构

安装在边框结构中。

[0017] 进一步地，所述弹性密封机构包括弹性支杆、透明的弹性密封罩及吻合件，所述弹

性支杆安装在所述承载体上部，所述弹性密封罩罩设于所述弹性支杆上，并通过所述吻合

件与所述承载体密封连接。

[0018] 进一步地，所述弹性支杆包括弹性支杆主体、弹性支杆插管及弹性支杆接口管，所

述弹性支杆插管安装于所述承载体上，所述弹性支杆主体一端与所述弹性支杆插管连接，

另一端通过所述弹性支杆接口管相连接；

[0019] 所述弹性密封罩包括弹性透明密封罩主体，其材料包括但不限于高分子塑料；

[0020] 所述吻合件包括连接于所述弹性透明密封罩主体的上密封条及连合在承载体上

的下密封条，所述上密封条与下密封条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软性磁吸或拉链。

[0021] 进一步地，所述弹性密封罩上设有可密封的物料传递口，以及多个弹性手臂套，所

述弹性手臂套为袋状结构，进出口与弹性密封罩密封连接，内端深入封闭空间。

[0022] 进一步地，所述弹性手臂套包括弹性手臂套主体以及弹性手臂套磁吸件，所述弹

性手臂套主体其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合成橡胶和天然橡胶，所述弹性手臂套磁吸件可自动闭

合的设于所述弹性手臂套主体中部。

[0023] 进一步地，所述承载体为可移动的病床或轮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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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进一步地，所述病床包括床体、床腿及万向轮，并设置治疗管道及监护和治疗设备

电缆线的出入孔；所述轮椅为可折叠或不可折叠，可折叠的轮椅能够展开形成病床，包括座

椅、车轮、脚踏及可折叠的床腿。

[0025] 本发明设计了一种传染性疾病患者的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化隔离平台，其防

护原理如下：在病床下方安装高效微粒空气过滤净化膜组件和风机，风机进口气道向上直

通手术病床形成进气口，病床上方设一透明弹性密封罩，密封罩与床体非融合密封(如磁体

吸附或拉链铰链)，在密封罩不同部位安装多对有弹性的手臂密封套以及进出口窗。使用时

开启风机，风机工作将密封罩内的严重的小体积污染空气抽吸通过高效微粒空气过滤膜组

件，通过颗粒扩散、碰撞、阻挡、嵌入和静电吸附等模式有效过滤清除污染空气中的直径

10nm至100um的各种颗粒，包括病毒、病菌、花粉和虫螨等；从而使患者呼出废气和已污染空

气得到净化后排放到各种小环境，包括但不限于手术室、病房、病理解剖室、救护车、机舱、

车厢、生化反恐小环境；又由于密封罩内的负压，密封罩内的污染空气不会直接从平台上方

与医护防疫与生化反恐人员接触，有效降低了医护防疫与生化反恐人员的感染病原微生物

的风险。

[0026]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7] 1、与现有普通病房或手术室相比，净化效率得到几十到几千倍提升，防疫医护人

员现场治疗的感染风险降低20倍到几千倍。以30平米100立方的病房为例。假定患者因剧烈

咳嗽在十分钟内喷射10000万飞沫及病毒颗粒进入病房，并假定人员接触5000个病毒颗粒

能够感染疾患。如果不经过任何处理，病房中每立方米空气有100万个污染颗粒。即使医护

人员佩戴N95口罩(颗粒截留率95％)，在10  分钟内医护人员仍能吸入10000个污染的病毒

颗粒进入呼吸道(每分钟吸入20L 空气)，导致100％的防疫医护人员感染。而很多防疫治疗

护理的操作超过10分钟，因此在感染严重的ICU病房医护防疫人员很难避免感染。

[0028] 但如果采用本发明技术装置，医护防疫人员的感染机会会大大降低。在使用本发

明装置，因负压作用患者的飞沫、眼鼻分泌物、气溶胶、大小便散发物等被风机抽吸通过高

效颗粒空气过滤膜组件得以净化，假定颗粒阻截率达到HEPA  E11  (H11)标准(US  DOE-STD-

3020HEPA  Filters  Used  by  DOE  Contractors,2005  Edition)，即95％阻截率，10000万病

毒颗粒污染的小空间空气(14)经过过滤净化后排放到病房的量为500万颗粒病毒，同样条

件下病房每立方空气会有5万颗粒病毒。佩戴N95口罩医护人员在10分钟内吸入呼吸道的污

染颗粒数为500个。与上述普通ICU病房的10000个颗粒相比，经过本发明处理的病房空气其

感染风险降低了20倍。如果采用HEPA  E12(H12)标准，即截留率达到99.5％，其感染风险将

进一步降低了200倍；如果再考虑紫外灯的微生物95％的杀灭作用，其感染风险将进一步降

低到2000倍，这些是本发明很大的优点之一。

[0029] 2、与现有平流层病房和隔离病房相比，净化效率得到数倍到几十倍提升，医护防

疫人员感染风险得到几十倍的降低。如果不考虑医护防疫人员治疗操作带来的空气扰动、

对流和涡流等情况，平流层病房可有效净化患者排除的各种飞沫、散发物和气溶胶等，确保

几乎100％医护人员安全。但在医护人员诊断治疗情况下，存在医护防疫人员及患者身体带

来的涡流、走动与操作带来的扰动与对流。假定这些干扰因素导致10％平流层破坏，并且空

调每半小时更新一次100立方病房空气；推算在每10分钟内医护防疫人员平均会将500～

1000个污染颗粒吸入呼吸道，即与本发明HEPA  E11(H11)标准相比稍差一点。但明显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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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A  E12(H12)的标准，更无法企及同时开启紫外消毒的超低风险。

[0030] 3、与现有的各种隔离床(如CN1704036A公开的一种负压消毒病床、  CN208640145U

和CN208942673U公开的一种隔离病床)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显著优点。

[0031] 第一、本发明具有针对病毒和细菌的高效过滤清除效能。现有的隔离床采用空气

过滤滤芯，能够有效过滤微米级及以上的颗粒，但对缺少关键的能够有效过滤  10nm～5.0m

颗粒的高效颗粒空气过滤膜(HEPA)；而病毒颗粒一般在10nm到  400nm之间，一般细菌直径

在0.8～5微米；因此这类隔离床较好防控细菌性传染病，但在防控病毒性传染病是存在很

大不足。

[0032] 第二、本发明有效避免了医护、诊断、治疗和防疫操作带来的各种污染空气对流涡

流等产生的二次污染和感染。以上隔离床在医护、诊断、治疗和防疫时必须打开刚性操作窗

口，造成空气对流涡流，隔离床内污染空气直接扩散污染病房内整体空气，造成二次感染。

但本发明采用一系列软性设计，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

[0033] 第三、因采用软性和透明设计，本发明非常有利于医护、诊断、治疗和防疫的各种

人工操作。现有隔离床设计采用刚性结构，缺少医护人员进行医护、诊断、治疗和防疫的柔

性操作窗口；而医护、诊断治疗和防疫需采用各种人工操作措施，操控范围从头到脚。显然

这些刚性设计难以适应各种医护、诊断、治疗与防疫操作的需求。相反，本发明采用软性和

透明设计，能够满足各种医护、诊断、治疗与防疫操作的需求。

[0034] 4、大幅度降低防护服表面污染密度，有效避免了医护防疫人员二次污染感染的风

险。呼吸道传染不仅发生在病房、手术室、解剖室、飞机和高铁等第一现场，也可发生在因防

护服表面污染带来的潜在二次感染风险，包括外套衣服、鞋子和手套等。显然，空气中飞沫

和气溶胶等密度越大，防护服表面的污染密度就越严重，包括医护防疫人员等二次感染的

风险越高。

[0035] 5、与平流层病房和隔离病房的造价相比，本发明的建造成本很低，运行成本更低。

平流层病房的整体建造一般需要平流层病房、负压更衣室和负压工作通道等，一般在60-80

平米一套。仅一套平流层病房的装修费用在100万￥左右；同时在使用时一般需要20～30Kw

动力空调，无菌消毒的护理维护。隔离病房的造价也在  10-20万之间，因大开间功率消耗在

10～20Kw。而本发明成本在3万￥左右，电力消耗小于200瓦；其建设费用较平流层和隔离病

房成本分别降低33和5倍左右，其使用费用较平流层病房降低200倍和50倍左右。

[0036] 6、与平流层病房的建造周期相比，本发明的建设时间大幅度缩短。平流层病房整

体建造一般需要有专业团队设计平流层病房、负压更衣室、负压工作通道、物品传递口、空

气过滤、空气流通等；设计施工周期在半年到1年，甚至更长，无法短期内满足新发传染病、

生化反恐和生化武器袭击的紧急防控救护需求。而本发明的显著优点之一为即装即用式，

也可在现有病床或轮椅基础上的改进，易装配、易使用、易拆卸。如果单位库房有备货，整套

系统可在半小时之内即可搭建完成。显然，与平流层病房建设相比，本发明的建设周期极

短，特别适合于但不限于传染病防疫控制、医院传染病救治、武警生化反恐、以及部队防生

化与防核子战攻击。

[0037] 7、本发明具有可移动性和广泛的兼容性。显然，平流层病房不可移动。而本发明涉

及的病床式和座椅式过滤净化隔离平台具有可移动性(见图一、图二、图三和图四)，可以用

于但不限于感染病患者防疫运输、病房、手术室、病理解剖室、感染动物实验室、野战医院、

说　明　书 4/7 页

7

CN 111449855 A

7



生化防护、核辐射防护；不仅能够用于呼吸系统疫情防控，也可用于其他疫情情况下的各种

内外科急症治疗。因此，本发明“一种传染性疾患传染源的负压过滤净化隔离平台”具有广

泛的可应用性、软性的应变性和优良的兼容性。

附图说明

[003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化隔离平台的原理设计示意图；

[0039]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2的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化隔离平台的原理设计示意图；

[004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3的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化隔离平台的原理设计示意图；

[0041]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4的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化隔离平台的原理设计示意图

(折叠)；

[0042]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4的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化隔离平台的原理设计示意图

(展开)；

[0043]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空气过滤膜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44] 图7为图6中过滤膜的结构示意图；

[0045] 图8、图9分别为图6与图7中A处、B处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46] 图10为本发明实施例风机的结构示意图；

[0047] 图11为本发明实施例弹性密封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48] 图12为本发明实施例弹性手臂套的结构示意图(展开)；

[0049] 图13为本发明实施例弹性手臂套的结构示意图(闭合)。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51] 实施例1

[0052] 如图1，一种蚊帐式传染性疾病患者的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化隔离平台，其包

括：病床平台9，患者治疗时躺在病床上，病床平台9为可移动式，设有用于支撑床体的床腿

16以及可移动的万向轮17，并设有各种治疗管道的出入孔20，各种监护和治疗设备电缆线

的出入孔21。

[0053] 病床平台9上部设有弹性支杆10，包括但不限于弹性可折叠的塑料杆，弹性支杆10

外设置弹性密封罩11，包括但不限于弹性气密性全透明的高分子膜，弹性密封罩11与病床

平台9之间形成一封闭空间。病床平台9下部设有一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化机构，包括

通过进气道7与封闭空间相连通的风机2以及高效颗粒空气过滤膜组件1，在进气道7入口设

置进气网口8，风机2使该封闭空间形成负压环境，如图10，为风机2的结构示意图，为风机主

体2.1，包括电机和叶轮，风机风道2.2、风机封盖2.3出口4。空气过滤膜组件1设于进气道7

的出口处，对风机2抽入的气体进行过滤。

[0054] 高效颗粒空气过滤膜组件1在密封罩11内污染空气14净化中起关键作用，其组成

包括但不限于玻璃纤维膜和无纺布制成，高效颗粒空气过滤膜组件1与风机2  由外壳3支

撑，净化后的空气5由送风口4排出。此外，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化机构内设有紫外消毒

灯6，可以由锂电池18供电，紫外消毒灯6设于进气道7  内，位于高效颗粒空气过滤膜组件1

的上方，开启时杀灭吸附在过滤膜表面的病原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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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如图6-9，高效颗粒空气过滤膜组件1包括上层的粗过滤膜1.1和下层的精细过滤

膜1.2，粗过滤膜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疏水性的无纺布，精细过滤膜材料包括但不相遇玻璃纤

维，粗过滤膜或精细过滤膜通过“WW”形支持结构1.3安装在边框结构1.4中。

[0056] 弹性密封机构包括弹性支杆、透明的弹性密封罩及吻合件15，弹性支杆安装在病

床平台9上部，弹性密封罩罩设于弹性支杆上，并通过吻合件与病床平台9  密封连接。如图

11，弹性支杆包括弹性支杆主体10.1、弹性支杆插管10.2及弹性支杆接口管10.3，弹性支杆

插管10.2安装于病床平台9上，弹性支杆主体10.1一端与弹性支杆插管10.2连接，另一端通

过弹性支杆接口管10.3相连接；弹性密封罩包括弹性透明密封罩主体11.1，其材料包括但

不限于高分子塑料；吻合件包括连接于弹性透明密封罩主体11.1的上密封条11.2及连合在

病床平台9上的下密封条  11.3，上密封条与下密封条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软性磁吸或拉链。

[0057] 弹性密封罩上设有可密封的物料传递口13，以及多个弹性手臂套12，如图12、  13，

弹性手臂套12为袋形结构，进出口12.3与弹性密封罩11密封连接，内端深入封闭空间。弹性

手臂套包括弹性手臂套主体12.1以及弹性手臂套磁吸件12.2，弹性手臂套主体其材料包括

但不限于合成橡胶和天然橡胶，弹性手臂套磁吸件可自动闭合的设于弹性手臂套主体中

部。

[0058] 其防护原理如下：在手术病床下方安装高效颗粒空气过滤膜组件和风机，风机进

口气道向上直通手术病床形成进气口，病床上方设一透明弹性密封罩，密封罩与床体非融

合密封(如磁体吸附或拉链铰链)，在密封罩不同部位安装多对有弹性的手臂密封套以及进

出口窗。使用时开启风机，风机工作将密封罩内的严重污染空气抽吸通过高效颗粒空气过

滤膜组件，箭头19示意密封罩内外的静压力，通过颗粒扩散、碰撞、阻挡、嵌入和静电吸附等

模式过滤膜有效清除污染空气中的直径10nm  至100um的各种颗粒，包括病毒、病菌、花粉和

虫螨等；从而使患者呼出气体和已污染空气得到净化后排放到各种小环境，包括但不限于

手术室、病房、病理解剖室、救护车、机舱、车厢、生化反恐小环境；又由于密封罩内的负压，

密封罩内的污染空气不会直接从平台上方与医护防疫与生化反恐人员接触，有效降低了医

护防疫与生化反恐人员的感染病原微生物的风险。

[0059] 实施例2

[0060] 如图2，为一种帐篷式传染性疾病患者的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化隔离平台，与

对比文件1相比，其除了密封罩11为帐篷式外，其余均相同。

[0061] 实施例3

[0062] 如图3，一种轮椅式传染性疾病患者的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化隔离平台，与实

施例1-2相比，其具有长途运输的便捷，适合于症状不重但行动不便的需要隔离的传染病患

者，在图3中，各序号表示如下：

[0063] 1是高效颗粒空气过滤膜，在密封罩10内污染空气14净化中起关键作用，其组成包

括但不限于玻璃纤维膜和无纺布制成；

[0064] 2是风机，在密封罩11内形成负压，用于密封罩11内污染空气14抽吸并通过过滤膜

1；

[0065] 3是过滤膜1与风机2支撑外壳；

[0066] 4是风机2送风口，净化后的空气5由送风口4排出；

[0067] 5是净化后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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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6是紫外消毒灯，开启时杀灭吸附在过滤膜1表面的病原微生物；

[0069] 7是进气道，污染空气14通过进气道达到过滤膜1；

[0070] 8是进气网口，密封罩11内的污染空气14通过进气网口进入进气道7；

[0071] 9是轮椅，患者运输时躺坐在上面；

[0072] 10是弹性支杆，包括但不限于弹性可折叠的塑料杆；

[0073] 11是弹性密封罩，包括但不限于弹性气密性透明高分子膜；

[0074] 12是弹性手臂套，包括但不限于弹性气密封透明高分子膜；

[0075] 13是可密封的物料传递口，水食品等经由物料传递口13进出；

[0076] 14是被患者污染的空气，包括但不限于患者携带的病原微生物微细颗粒；

[0077] 15是吻合件，包括但不限于磁吸封条或拉链铰链对；

[0078] 16是车轮，用于支撑座椅和移动；

[0079] 17是脚踏；

[0080] 18箭头示意密封罩内外的静压力；

[0081] 19各种管道的出入孔；

[0082] 20各种电缆线的出入孔；

[0083] 21锂电池；

[0084] 22万向轮。

[0085] 实施例4

[0086] 如图4、5，一种轮椅床式传染性疾病患者的负压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净化隔离平台，

与实施例3相比，该轮椅可展开为床体，症状较重很难坐立的传染病患者，在图4、5中，22是

床腿，23是万向轮，其余同实施例3。

[0087] 上述的对实施例的描述是为便于该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理解和使用发明。

熟悉本领域技术的人员显然可以容易地对这些实施例做出各种修改，并把在此说明的一般

原理应用到其他实施例中而不必经过创造性的劳动。因此，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例，本领

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发明的揭示，不脱离本发明范畴所做出的改进和修改都应该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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