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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模拟高原氧浓度的低氧发生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能够模拟高原氧浓度的低

氧发生系统和控制方法，能够根据模拟高原氧浓

度。包括：通过管路依次相连的压缩空气模块、中

空纤维膜组件和低氧气体缓冲罐；在中空纤维膜

组件和低氧气体缓冲罐之间的管路上设置氧气

浓度控制模块；氧气浓度控制模块包括：控制单

元、氧气浓度分析仪、与中空纤维膜组件相连的

气体分流接头A、与低氧气体缓冲罐相连的气体

分流接头B，并联设置在两个气体分流接头之间

的三个以上支路，其中一个支路上设置电动流量

调节阀，剩余每个支路上设置一个电磁阀；当给

定低氧空气氧浓度时，控制单元控制电动流量调

节阀的开度和两个以上电磁阀的开闭，使氧气分

析仪所检测的氧气浓度值与给定的氧浓度值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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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够模拟高原氧浓度的低氧发生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通过管路依次相连的压缩

空气模块(1)、中空纤维膜组件(3)和低氧气体缓冲罐(6)；在所述中空纤维膜组件(3)和低

氧气体缓冲罐(6)之间的管路上设置氧气浓度控制模块(4)；

所述压缩空气模块(1)用于向所述中空纤维膜组件(3)提供压缩空气；

所述中空纤维膜组件(3)用于分离压缩空气中的氧气，分离出的低氧空气经过氧气浓

度控制模块(4)后输入到低氧气体缓冲罐(6)中供后级用户终端使用；

所述氧气浓度控制模块(4)包括：控制单元、氧气浓度分析仪(5)、通过管路与所述中空

纤维膜组件(3)相连的气体分流接头A(4-1)、通过管路与所述低氧气体缓冲罐(6)相连的气

体分流接头B(4-2)，以及并联设置在两个气体分流接头之间的三个以上支路，其中一个支

路上设置有电动流量调节阀，剩余每个支路上设置一个电磁阀；氧气浓度分析仪(5)设置在

所述气体分流接头B(4-2)与所述低氧气体缓冲罐(6)之间的管路上；

在两个气体分流接头之间还并联有一个设置有手动节流阀(4-6)的支路；所述手动节

流阀的固定开度使所述氧气分析仪(5)所检测的氧气浓度值与曲线方程中最小海拔高度对

应含氧浓度值一致；

所述电动流量调节阀和电磁阀均受控于控制单元，所述氧气浓度分析仪(5)用于实时

监测经氧气浓度控制模块(4)调控后的氧气浓度并将检测到的氧气浓度值反馈给所述控制

单元；

当给定所需的低氧空气的氧浓度时，所述控制单元控制电动流量调节阀的开度和两个

以上所述电磁阀的开闭，使所述氧气分析仪(5)所检测的氧气浓度值与给定的氧浓度值一

致；

两个以上所述电磁阀中至少有一个电磁阀的流通直径与其余电磁阀的流通直径不同；

令所述电磁阀的个数为N个，将设定范围内海拔高度对应含氧浓度划分为N+2个区间；N

+2个区间从含氧浓度值从低到高依次排序；

当输入的高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在第一个区间时，电动流量调节阀和N个电磁阀均不

开启，调节手动节流阀(4-6)的开度，使中空纤维膜组件(3)分离出来的气体含氧量与输入

的高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一致，然后将该开度作为手动节流阀(4-6)的固定开度；

当输入的高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在第二个区间时，手动节流阀(4-6)保持固定开度，N

个电磁阀均不开启，控制单元调整电动流量调节阀(4-2)的开度，使氧气浓度分析仪(5)所

检测的氧气浓度值与输入的高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一致；

当输入的高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在第2+i个区间时，i为大于等于1的整数，手动节流阀

(4-6)保持固定开度，单片机控制器控制i个电磁阀开启，同时调整电动流量调节阀(4-2)的

开度，使氧气浓度分析仪(5)所检测的氧气浓度值与输入的高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一致；

当输入的高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在第N+2个区间时，手动节流阀(4-6)保持固定开度，

单片机控制器控制所有电磁阀开启，同时调整电动流量调节阀(4-2)的开度，使氧气浓度分

析仪(5)所检测的氧气浓度值与输入的高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一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够模拟高原氧浓度的低氧发生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

元中预设有设定范围内海拔高度对应含氧浓度的曲线方程，当给定高度值时，所述控制单

元依据所述曲线方程将高度值转化为对应的氧浓度值，然后控制电动流量调节阀的开度和

两个以上所述电磁阀的开闭，使所述氧气分析仪(5)所检测的氧气浓度值与给定的高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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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含氧浓度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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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模拟高原氧浓度的低氧发生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低氧发生系统，具体涉及一种能够模拟高原氧浓度的低氧发生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研究证明低氧环境会导致体重下降，而运动锻炼则可通过增加能量消耗达

到减体重、改善血脂代谢、提高心肺功能等作用，提高运动员运动成绩，另外低氧运动的减

肥效果是优于常氧的。

[0003] 现有公开专利CN102491277A：控制提供了一种氧浓度控制技术，主要是在中空纤

维膜前设置电控阀，根据中空纤维膜后的氧分压检测器传输的信息进行调整电控阀的开度

从而调整膜内的压力，来达到控制膜后氧分压的目的。该技术不足之处是氧浓调节速度慢；

系统会因为呼吸者呼吸气量及频率的变化，导致膜内压力变化较大，供气浓度波动较大。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能够模拟高原氧浓度的低氧发生系统，能够根据海拔

高度智能调节氧浓度，快速、准确的到达设定海拔高度对应的氧浓度，且氧浓度可连续调

控。

[0005] 所述的能够模拟高原氧浓度的低氧发生系统包括：通过管路依次相连的压缩空气

模块、中空纤维膜组件和低氧气体缓冲罐；在所述中空纤维膜组件和低氧气体缓冲罐之间

的管路上设置氧气浓度控制模块；

[0006] 所述压缩空气模块用于向所述中空纤维膜组件提供压缩空气；

[0007] 所述中空纤维膜组件用于分离压缩空气中的氧气，分离出的低氧空气经过氧气浓

度控制模块后输入到低氧气体缓冲罐中供后级用户终端使用；

[0008] 所述氧气浓度控制模块包括：控制单元、氧气浓度分析仪、通过管路与所述中空纤

维膜组件相连的气体分流接头A、通过管路与所述低氧气体缓冲罐相连的气体分流接头B，

以及并联设置在两个气体分流接头之间的三个以上支路，其中一个支路上设置有电动流量

调节阀，剩余每个支路上设置一个电磁阀；氧气浓度分析仪设置在所述气体分流接头B与所

述低氧气体缓冲罐之间的管路上；

[0009] 所述电动流量调节阀和电磁阀均受控于控制单元，所述氧气浓度分析仪用于实时

监测经氧气浓度控制模块调控后的氧气浓度并将检测到的氧气浓度值反馈给所述控制单

元；

[0010] 当给定所需的低氧空气的氧浓度时，所述控制单元控制电动流量调节阀的开度和

两个以上所述电磁阀的开闭，使所述氧气分析仪所检测的氧气浓度值与给定的氧浓度值一

致。

[0011] 所述控制单元中预设有设定范围内海拔高度对应含氧浓度的曲线方程，当给定高

度值时，所述控制单元依据所述曲线方程将高度值转化为对应的氧浓度值，然后控制电动

说　明　书 1/4 页

4

CN 109012047 B

4



流量调节阀的开度和两个以上所述电磁阀的开闭，使所述氧气分析仪所检测的氧气浓度值

与给定的高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值一致。

[0012] 在两个气体分流接头之间还并联有一个设置有手动节流阀的支路；所述手动节流

阀的固定开度使所述氧气分析仪所检测的氧气浓度值与曲线方程中最小海拔高度对应含

氧浓度值一致。

[0013] 两个以上所述电磁阀中至少有一个电磁阀的流通直径与其余电磁阀的流通直径

不同。

[0014] 此外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能够模拟高原氧浓度的低氧发生系统的控制方法，所述电

磁阀的个数为N个，将设定范围内海拔高度对应含氧浓度划分为N+2个区间；N+2个区间从含

氧浓度值从低到高依次排序；

[0015] 当输入的高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在第一个区间时，电动流量调节阀和N个电磁阀

均不开启，调节手动节流阀的开度，使中空纤维膜组件分离出来的气体含氧量与输入的高

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一致，然后将该开度作为手动节流阀的固定开度；

[0016] 当输入的高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在第二个区间时，手动节流阀保持固定开度，N个

电磁阀均不开启，控制单元调整电动流量调节阀的开度，使氧气浓度分析仪所检测的氧气

浓度值与输入的高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一致；

[0017] 当输入的高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在第2+i个区间时，i为大于等于1的整数，手动节

流阀保持固定开度，单片机控制器控制i个电磁阀开启，同时调整电动流量调节阀的开度，

使氧气浓度分析仪所检测的氧气浓度值与输入的高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一致；

[0018] 当输入的高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在第N+2个区间时，手动节流阀保持固定开度，单

片机控制器控制所有电磁阀开启，同时调整电动流量调节阀的开度，使氧气浓度分析仪所

检测的氧气浓度值与输入的高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一致。

[0019] 有益效果：

[0020] (1)采用该低氧发生系统能够根据模拟高原氧浓度，即能够依据给定的海拔高度

来智能调节氧浓度，且在设定的高度范围内可连续自由设定，采用该低氧发生系统可以模

拟1000m～5500m高度氧气含量(约10.6％～18.8％)。

[0021] (2)该低氧发生系统采用分段调控+精准调节技术，确保氧浓度可连续调控，且能

够快速、准确的到达设定海拔高度对应的氧浓度。采用电磁阀快速关断能使氧气浓度能够

快速达到设定海拔高度对应的氧浓度附近；电动调节阀调节范围较小，可以较精准的控制

氧气浓度，氧含量波动≤0.1％；由此通过电动调节阀与电磁阀配合控制能快速的输出海拔

高度1000m～5500m中任意高度对应的低氧空气。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的低氧发生系统的示意图；

[0023] 图2为氧气浓度控制模块的示意图。

[0024] 其中：1-压缩空气模块，2-管路，3-中空纤维膜组件，4-氧气浓度控制模块，4-1-气

体分流接头A，4-2-电动流量调节阀，4-3-电磁阀A，4-4-电磁阀B，4-5-电磁阀C，4-6-手动节

流阀，5-氧气浓度分析仪，6-低氧气体缓冲罐，7-富氧气体缓冲罐，8-单片机控制器，9-触摸

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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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并举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

[0026]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能够模拟高原氧浓度的低氧发生系统，通采用分段调控+精准

调节技术，从而能够模拟海拔高度1000m～5500m范围内对应的低氧环境(对应氧浓度

10.6％～18.8％)，且能够快速、准确的到达设定海拔高度的氧含量。

[0027] 如图1所示，该低氧发生系统包括：压缩空气模块1、中空纤维膜组件3、氧气浓度控

制模块4和低氧气体缓冲罐6。其中压缩空气模块1用于提供洁净压缩空气，所提供的压缩空

气的气体压力范围为：0.2Mpa～0.7Mpa；压缩空气模块1通过管路2与中空纤维膜组件3相

连，使得压缩空气经过管路2流向中空纤维膜组件3，中空纤维膜组件3具有分离压缩空气中

氧气的功能，分离出来的富氧空气(含氧量：21％～35％)，流入到富氧气体缓冲罐7中供后

级用户终端使用；分离出来含氧量低的空气即低氧空气(含氧量：10.6％～18.8％)则流经

氧气浓度控制模块4后进入到低氧气体缓冲罐6中供后级用户终端使用。在氧气浓度控制模

块4与低氧气体缓冲罐6之间的管路上设置有氧气浓度分析仪5，氧气浓度分析仪5用于实时

监测经氧气浓度控制模块4调控后的氧气浓度。

[0028] 氧气浓度控制模块4主要完成低氧空气中氧浓度的快速调节和精确控制功能，如

图2所示，氧气浓度控制模块4包括：单片机控制器8、气体分流接头A4-1和气体分流接头B4-

2，以及并联设置在两个气体分流接头之间的五个支路，五个支路上分别设置手动节流阀4-

6、电动流量调节阀4-2、电磁阀A4-3、电磁阀B4-4和电磁阀C4-5。其中中空纤维膜组件3通过

管路与气体分流接头A4-1相连，气体分流接头B4-2通过管路与低氧气体缓冲罐6相连；电磁

阀A4-3的流通直径为1±0.5mm,电磁阀B4-4的流通直径为1.6±0.5mm,电磁阀C4-5的流通

直径为1.6±0.5mm，电动调节阀4-2的最大流通直径为1.6±0.5mm。

[0029] 电动流量调节阀4-2、电磁阀A4-3、电磁阀B4-4和电磁阀C4-5均受控于单片机控制

器8，在单片机控制器8中预设有不同海拔高度对应含氧浓度的曲线方程。氧气浓度分析仪5

与单片机控制器8相连，用于将检测到的氧气浓度值反馈给单片机控制器8。

[0030] 采用该低氧发生系统模拟高原不同海拔氧气浓度快速实现过程为：

[0031] 根据空气在中空纤维膜内不同的流速和压力下可分离出不同浓度的低氧空气的

特性，在中空纤维膜组件3后面设置氧气浓度控制模块4以及氧气浓度分析仪5，并在单片机

控制器8中预设好不同海拔高度对应含氧浓度的曲线方程。当用户在触摸屏9中输入任意高

度后，单片机控制器8依据其内部预设的不同海拔高度对应含氧浓度的曲线方程将输入的

高度数值转化为对应的氧浓度数值，然后根据依据预设的控制方案开启电磁阀，并控制电

动流量调节阀4-2的开度来完成压力和流量控制，从而达到出口气体氧浓度的控制。该控制

方案是指依据电动流量调节阀4-2和各电磁阀的流通直径所设定的电磁阀的开关状态和电

动流量调节阀4-2的开度。

[0032] 本实施例中所设定的控制方案为：

[0033] 当输入的高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C≤10％时，电动流量调节阀和三个电磁阀均不

开启，手动调节手动节流阀4-6的开度，使中空纤维膜组件3分离出来的气体含氧量在10％

左右(通过氧气浓度分析仪5检测)，然后将该开度作为手动节流阀4-6的固定开度。

[0034] 当输入的高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10％＜C≤13.5％时，手动节流阀4-6保持固定

开度，三个电磁阀均不开启，单片机控制器8通过PID调节技术调整电动流量调节阀4-2的开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09012047 B

6



度，从而使氧气浓度分析仪5所检测的氧气浓度值与输入的高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一致，

PID调节阀门开度的依据是输入的高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与氧气分析仪5检测的实际氧气

浓度对比差值。

[0035] 当输入的高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13.5％＜C≤16％时，手动节流阀4-6保持固定

开度，单片机控制器8控制电磁阀A4-3开启，同时单片机控制器8通过PID调节技术调整电动

流量调节阀4-2的开度，从而使氧气浓度分析仪5所检测的氧气浓度值与输入的高度值对应

的含氧浓度一致，PID调节阀门开度的依据是输入的高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与氧气分析仪5

检测的实际氧气浓度对比差值。

[0036] 当输入的高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16％＜C≤17.5％时，手动节流阀4-6保持固定

开度，单片机控制器8控制电磁阀4-3和电磁阀4-4开启，同时单片机控制器8通过PID调节技

术调整电动流量调节阀4-2的开度，从而使氧气浓度分析仪5所检测的氧气浓度值与输入的

高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一致，PID调节阀门开度的依据是输入的高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与

氧气分析仪5检测的实际氧气浓度对比差值。

[0037] 当输入的高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C>17.5％时，手动节流阀4-6保持固定开度，单

片机控制器8控制电磁阀A4-3、电磁阀B4-4和电磁阀C4-5均开启，同时单片机控制器8通过

PID调节技术调整电动流量调节阀4-2的开度，从而使氧气浓度分析仪5所检测的氧气浓度

值与输入的高度值对应的含氧浓度一致，PID调节阀门开度的依据是输入的高度值对应的

含氧浓度与氧气分析仪5检测的实际氧气浓度对比差值。

[0038] 上述控制方法即采用三个电磁阀进行分段控制，利用电动调节阀在分段浓度内进

行精确调节。

[0039] 综上，以上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在

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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