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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充气拉丝氧舱，包括床板

机构，所述床板机构的下方设有底座机构，所述

床板机构通过铰链连接有一号框体，所述床板机

构和一号框体之间夹持有密封垫，所述密封垫固

定连接在一号框体上，所述一号框体上设有二号

框体，所述一号框体和二号框体之间夹持有充气

拉丝布，所述充气拉丝布上连接有充气机构，所

述床板机构包括床板框、床板、床垫和密封贴膜，

所述床板框内侧固定连接有床板，所述床板上侧

面板上设有床垫，所述床板框上侧面板上设有密

封贴膜，本发明的舱体内部体积大小可调，使用

灵活，减少了氧气的浪费，降低了舱体内充气的

耗时，增加了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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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充气拉丝氧舱，其特征在于：包括床板机构（1），所述床板机构（1）的下方设有底

座机构（2），所述床板机构（1）通过铰链（4）连接有一号框体（5），所述床板机构（1）和一号框

体（5）之间夹持有密封垫（3），所述密封垫（3）固定连接在一号框体（5）上，所述一号框体（5）

上设有二号框体（6），所述一号框体（5）和二号框体（6）之间夹持有充气拉丝布（7），所述充

气拉丝布（7）上连接有充气机构（8），所述床板机构（1）包括床板框（11）、床板（12）、床垫

（13）和密封贴膜（14），所述床板框（11）内侧固定连接有床板（12），所述床板（12）上侧面板

上设有床垫（13），所述床板框（11）上侧面板上设有密封贴膜（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充气拉丝氧舱，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机构（2）包括底座

板（21）、一号架体（22）、过滤器（23）、制氧机（24）、控制板（25）、一号气管（26）、气瓶（27）、二

号架体（28）、支脚（29）和调压阀（210），所述底座板（21）固定焊接在床板（12）的下侧面板

上，且所述底座板（21）远离床板（12）的一侧面上固定连接有一号架体（22），所述一号架体

（22）的上侧面板上固定连接有若干过滤器（23），所述过滤器（23）通过管道与制氧机（24）的

进气口连接，所述制氧机（24）的出气口通过一号气管（26）与气瓶（27）的进口端连接，所述

制氧机（24）固定连接在一号架体（22）的上侧面板上，所述气瓶（27）架设在二号架体（28）

内，所述二号架体（28）固定连接在底座板（21）远离床板（12）的一侧面上，所述气瓶（27）的

出口端连接有调压阀（210），所述调压阀（210）通过管道与氧舱内部的空间连通，所述一号

架体（22）的上侧面板上固定连接有控制板（25）。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充气拉丝氧舱，其特征在于：所述一号框体（5）包括一号

框架（51）、嵌槽（52）和内衬（53），所述一号框架（51）的一侧上设有若干嵌槽（52），所述一号

框架（51）的内侧上设有内衬（53），所述二号框体（6）包括二号框架（61）和连接板（62），所述

二号框架（61）的外侧边上设有若干连接板（62），所述连接板（62）与嵌槽（52）的数量相同，

且所述嵌槽（52）和连接板（62）之间互相契合，所述二号框架（61）嵌合在一号框架（51）的内

侧，且所述二号框架（61）的一侧面与内衬（53）贴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充气拉丝氧舱，其特征在于：所述充气拉丝布（7）包括中

间面料（71）、一号侧面料（72）、二号侧面料（73）和三号侧面料（74），所述中间面料（71）的相

对两侧边上均密封连接有一号侧面料（72），所述一号侧面料（72）远离中间面料（71）的一侧

边上均密封连接有二号侧面料（73），所述二号侧面料（73）远离一号侧面料（72）的一侧边上

均密封连接有三号侧面料（74）。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充气拉丝氧舱，其特征在于：所述充气机构（8）包括气泵

（81）、二号气管（82）、转接头（83）、气阀（84）、一号连管（85）、一号连接头（86）、二号连管

（87）、二号连接头（88）、三号连管（89）、三号连接头（810）、四号连管（811）和四号连接头

（812），所述气泵（81）的出口端通过二号气管（82）连接有转接头（83），所述转接头（83）远离

二号气管（82）的一端上通过四个气阀（84）分别连接有一号连管（85）、二号连管（87）、三号

连管（89）和四号连管（811），所述一号连管（85）通过两个一号连接头（86）分别与两个三号

侧面料（74）连通，所述二号连管（87）通过两个二号连接头（88）分别与两个二号侧面料（73）

连通，所述三号连管（89）通过两个三号连接头（810）分别与两个一号侧面料（72）连通，所述

四号连管（811）通过四号连接头（812）与中间面料（71）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充气拉丝氧舱，其特征在于：所述铰链（4）的两端分别固

定连接在一号框架（51）和床板框（1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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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充气拉丝氧舱，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垫（3）密封固定在

一号框架（51）靠近床板框（11）的一侧面板上，且所述密封垫（3）与密封贴膜（14）之间互相

契合。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充气拉丝氧舱，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板（21）的下侧面板

四拐角处均垂直固定连接有支脚（29）。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974580 A

3



一种充气拉丝氧舱

[0001] 技术领域：

本发明属于氧舱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充气拉丝氧舱。

[0002] 背景技术：

现有技术中，氧舱的舱体部分大多是具备骨架将密封的布料或者结构撑起，形成舱体

的形状，以此使得使用者在进入时可以避免舱体压迫在使用者身上的情况，而充气拉丝面

料就是指该布料是由双层面料组成的，两层面料之间用高强度丝线连接，内外两层面料之

间采用高强度丝线连接，对面料按照设定形状胶合成型后，双层面料之间可以充气并具有

承压密封功能，现有技术中也有将充气拉丝面料应用在氧舱上的设计，但其设计大多比较

简陋，充气拉丝面料大多都是充气完后保持形状不动，使得氧舱内部空间固定，当使用者的

体型普遍偏小时，例如设置在儿童医院内使用时，重复的开启关闭舱体非常容易造成氧气

浪费，进而导致电力等资源的浪费，并且内部空间过大时，其压力调整过程也会边长，降低

使用效率，所以本发明提供一种充气拉丝氧舱来解决上述问题。

[0003] 发明内容：

本发明的目的就在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提供一种充气拉丝氧舱，解决了现有的缺

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技术方案：

一种充气拉丝氧舱，包括床板机构，所述床板机构的下方设有底座机构，所述床板机构

通过铰链连接有一号框体，所述床板机构和一号框体之间夹持有密封垫，所述密封垫固定

连接在一号框体上，所述一号框体上设有二号框体，所述一号框体和二号框体之间夹持有

充气拉丝布，所述充气拉丝布上连接有充气机构，所述床板机构包括床板框、床板、床垫和

密封贴膜，所述床板框内侧固定连接有床板，所述床板上侧面板上设有床垫，所述床板框上

侧面板上设有密封贴膜。

[0005] 作为优选，所述底座机构包括底座板、一号架体、过滤器、制氧机、控制板、一号气

管、气瓶、二号架体、支脚和调压阀，所述底座板固定焊接在床板的下侧面板上，且所述底座

板远离床板的一侧面上固定连接有一号架体，所述一号架体的上侧面板上固定连接有若干

过滤器，所述过滤器通过管道与制氧机的进气口连接，所述制氧机的出气口通过一号气管

与气瓶的进口端连接，所述制氧机固定连接在一号架体的上侧面板上，所述气瓶架设在二

号架体内，所述二号架体固定连接在底座板远离床板的一侧面上，所述气瓶的出口端连接

有调压阀，所述调压阀通过管道与氧舱内部的空间连通，所述一号架体的上侧面板上固定

连接有控制板。

[0006] 作为优选，所述一号框体包括一号框架、嵌槽和内衬，所述一号框架的一侧上设有

若干嵌槽，所述一号框架的内侧上设有内衬，所述二号框体包括二号框架和连接板，所述二

号框架的外侧边上设有若干连接板，所述连接板与嵌槽的数量相同，且所述嵌槽和连接板

之间互相契合，所述二号框架嵌合在一号框架的内侧，且所述二号框架的一侧面与内衬贴

合。

[0007] 作为优选，所述充气拉丝布包括中间面料、一号侧面料、二号侧面料和三号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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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所述中间面料的相对两侧边上均密封连接有一号侧面料，所述一号侧面料远离中间面

料的一侧边上均密封连接有二号侧面料，所述二号侧面料远离一号侧面料的一侧边上均密

封连接有三号侧面料。

[0008] 作为优选，所述充气机构包括气泵、二号气管、转接头、气阀、一号连管、一号连接

头、二号连管、二号连接头、三号连管、三号连接头、四号连管和四号连接头，所述气泵的出

口端通过二号气管连接有转接头，所述转接头远离二号气管的一端上通过四个气阀分别连

接有一号连管、二号连管、三号连管和四号连管，所述一号连管通过两个一号连接头分别与

两个三号侧面料连通，所述二号连管通过两个二号连接头分别与两个二号侧面料连通，所

述三号连管通过两个三号连接头分别与两个一号侧面料连通，所述四号连管通过四号连接

头与中间面料连通。

[0009] 作为优选，所述铰链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在一号框架和床板框上。

[0010] 作为优选，所述密封垫密封固定在一号框架靠近床板框的一侧面板上，且所述密

封垫与密封贴膜之间互相契合。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底座板的下侧面板四拐角处均垂直固定连接有支脚。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本发明设计的充气拉丝布由多节独立的面料组成，各个面料之间不互通，所以本发明

可以选择性地对舱体的内部体积大小进行调整，在调整时，以中间面料为中间，其两侧的面

料对应连接在一个连管上，每个连管由单独的气阀进行控制，该设计使得使用者可以对本

发明设计的充气拉丝布的部分面料进行充气，从而达到调节舱体内部体积的目的，本发明

设计的一号框体、二号框体和充气拉丝布组成仓体盖，当使用者躺在床板机构上时，将仓体

盖合上即可进行高压氧疗，本发明设计的底座机构用以制造氧气和供给氧气，本发明的舱

体内部体积大小可调，使用灵活，减少了氧气的浪费，降低了舱体内充气的耗时，增加了使

用效率。

[0013] 附图说明：

为了易于说明，本发明由下述的具体实施及附图作以详细描述。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的床板机构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的一号框体的外观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的一号框体底部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的二号框体结构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的充气拉丝布结构示意图。

[0015] 图中：1、床板机构；11、床板框；12、床板；13、床垫；14、密封贴膜；2、底座机构；21、

底座板；22、一号架体；23、过滤器；24、制氧机；25、控制板；26、一号气管；27、气瓶；28、二号

架体；29、支脚；210、调压阀；3、密封垫；4、铰链；5、一号框体；51、一号框架；52、嵌槽；53、内

衬；6、二号框体；61、二号框架；62、连接板；7、充气拉丝布；71、中间面料；72、一号侧面料；

73、二号侧面料；74、三号侧面料；8、充气机构；81、气泵；82、二号气管；83、转接头；84、气阀；

85、一号连管；86、一号连接头；87、二号连管；88、二号连接头；89、三号连管；810、三号连接

头；811、四号连管；812、四号连接头。

[0016] 具体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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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6所示，本具体实施方式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充气拉丝氧舱，包括床板机构

1，所述床板机构1的下方设有底座机构2，所述床板机构1通过铰链4连接有一号框体5，所述

床板机构1和一号框体5之间夹持有密封垫3，所述密封垫3固定连接在一号框体5上，所述一

号框体5上设有二号框体6，所述一号框体5和二号框体6之间夹持有充气拉丝布7，所述充气

拉丝布7上连接有充气机构8，所述床板机构1包括床板框11、床板12、床垫13和密封贴膜14，

所述床板框11内侧固定连接有床板12，所述床板12上侧面板上设有床垫13，所述床板框11

上侧面板上设有密封贴膜14。

[0017] 其中，所述底座机构2包括底座板21、一号架体22、过滤器23、制氧机24、控制板25、

一号气管26、气瓶27、二号架体28、支脚29和调压阀210，所述底座板21固定焊接在床板12的

下侧面板上，且所述底座板21远离床板12的一侧面上固定连接有一号架体22，所述一号架

体22的上侧面板上固定连接有若干过滤器23，所述过滤器23通过管道与制氧机24的进气口

连接，所述制氧机24的出气口通过一号气管26与气瓶27的进口端连接，所述制氧机24固定

连接在一号架体22的上侧面板上，所述气瓶27架设在二号架体28内，所述二号架体28固定

连接在底座板21远离床板12的一侧面上，所述气瓶27的出口端连接有调压阀210，所述调压

阀210通过管道与氧舱内部的空间连通，所述一号架体22的上侧面板上固定连接有控制板

25。

[0018] 其中，所述一号框体5包括一号框架51、嵌槽52和内衬53，所述一号框架51的一侧

上设有若干嵌槽52，所述一号框架51的内侧上设有内衬53，所述二号框体6包括二号框架61

和连接板62，所述二号框架61的外侧边上设有若干连接板62，所述连接板62与嵌槽52的数

量相同，且所述嵌槽52和连接板62之间互相契合，所述二号框架61嵌合在一号框架51的内

侧，且所述二号框架61的一侧面与内衬53贴合。

[0019] 其中，所述充气拉丝布7包括中间面料71、一号侧面料72、二号侧面料73和三号侧

面料74，所述中间面料71的相对两侧边上均密封连接有一号侧面料72，所述一号侧面料72

远离中间面料71的一侧边上均密封连接有二号侧面料73，所述二号侧面料73远离一号侧面

料72的一侧边上均密封连接有三号侧面料74。

[0020] 其中，所述充气机构8包括气泵81、二号气管82、转接头83、气阀84、一号连管85、一

号连接头86、二号连管87、二号连接头88、三号连管89、三号连接头810、四号连管811和四号

连接头812，所述气泵81的出口端通过二号气管82连接有转接头83，所述转接头83远离二号

气管82的一端上通过四个气阀84分别连接有一号连管85、二号连管87、三号连管89和四号

连管811，所述一号连管85通过两个一号连接头86分别与两个三号侧面料74连通，所述二号

连管87通过两个二号连接头88分别与两个二号侧面料73连通，所述三号连管89通过两个三

号连接头810分别与两个一号侧面料72连通，所述四号连管811通过四号连接头812与中间

面料71连通。

[0021] 其中，所述铰链4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在一号框架51和床板框11上，以便于连接。

[0022] 其中，所述密封垫3密封固定在一号框架51靠近床板框11的一侧面板上，且所述密

封垫3与密封贴膜14之间互相契合，以便于密封。

[0023] 其中，所述底座板21的下侧面板四拐角处均垂直固定连接有支脚29，以便于放置。

[0024] 具体的：一种充气拉丝氧舱，使用时，本发明设计的充气拉丝布由多节独立的面料

组成，各个面料之间不互通，所以本发明可以选择性地对舱体的内部体积大小进行调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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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时，以中间面料7为中间，其两侧的面料对应连接在一个连管上，每个连管由单独的气

阀进行控制，该设计使得使用者可以对本发明设计的充气拉丝布7的部分面料进行充气，从

而达到调节舱体内部体积的目的，本发明设计的一号框体5、二号框体6和充气拉丝布7组成

仓体盖，当使用者躺在床板机构1上时，将仓体盖合上即可进行高压氧疗，本发明设计的底

座机构2用以制造氧气和供给氧气，本发明的舱体内部体积大小可调，使用灵活，减少了氧

气的浪费，降低了舱体内充气的耗时，增加了使用效率。

[0025]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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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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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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