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067119.X

(22)申请日 2016.01.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52157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4.27

(73)专利权人 刘延兵

地址 250000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花园路1

号济南齐鲁花园医院

(72)发明人 刘延兵　

(74)专利代理机构 济南千慧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企业) 37232

代理人 商福全

(51)Int.Cl.

A62B 7/10(2006.01)

A62B 23/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3777531 U,2014.08.20,

JP 特开2008-289600 A,2008.12.04,

CN 204275323 U,2015.04.22,

CN 102039012 A,2011.05.04,

US 5372130 A,1994.12.13,

US 2011/0006216 A1,2011.01.13,

审查员 王闪

 

(54)发明名称

一种穿戴式负氧离子三腔呼吸仪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穿戴式负氧离子三腔呼

吸仪，包括呼吸腔和分别设于呼吸腔两侧的进气

装置和与外界相通的出气腔，进气装置内部与呼

吸腔内部通过进气单向阀相连通，出气腔的内部

与呼吸腔内部通过出气单向阀相连通，在出气腔

的两侧分别设有佩戴机构，在进气装置上设有负

氧离子发射头伸入净化腔内的负氧离子空气净

化发生装置，负氧离子空气净化发生装置通过导

线与电池相连，在净化腔的一侧设有与外界相连

通的进风口。本发明采用上述方案，结构设计合

理，进气装置提供进气专用通道，只进不出，出气

腔提供出气通道只出不进，呼吸阻力小，呼吸顺

畅，废气不滞留；净化腔内产生大量负氧离子对

空气进行净化、杀菌，净化空气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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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穿戴式负氧离子三腔呼吸仪，其特征在于：包括呼吸腔、分别设于呼吸腔两侧的

进气装置和出气腔，所述出气腔与外界相通，进气装置内部与呼吸腔内部通过进气单向阀

相连通，出气腔的内部与呼吸腔内部通过出气单向阀相连通，在出气腔的两侧分别设有佩

戴机构，在进气装置上设有负氧离子发射头伸入净化腔内的负氧离子空气净化发生装置，

负氧离子空气净化发生装置通过导线与电池相连，在净化腔的一侧设有与外界相连通的进

风口；在进风口处设有风机，在净化腔的外侧壁上设有若干个与进风口相连通的引风槽,在

净化腔内与所述进风口相对的一侧设有可拆卸的电极贴，所述进气单向阀包括一端与净化

腔相连通的进气通道，进气通道的另一端伸入呼吸腔内部与第一固定套筒卡接，在第一固

定套筒的外端设有单向进气阀片，所述单向进气阀片在人们吸气的时候打开，在呼气的时

候关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穿戴式负氧离子三腔呼吸仪，其特征在于：在进风口的外

侧设有过滤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穿戴式负氧离子三腔呼吸仪，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层为

过滤网和/或活性炭滤芯。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穿戴式负氧离子三腔呼吸仪，其特征在于：在过滤层外侧

设有透气外罩。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穿戴式负氧离子三腔呼吸仪，其特征在于：在出气腔的外

侧壁上设有USB充电接口、开关按钮、显示屏和指示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穿戴式负氧离子三腔呼吸仪，其特征在于：出气单向阀包

括一端与出气腔相连通的出气通道，出气通道的另一端伸入呼吸腔内部与第二固定套筒卡

接，在出气腔内与出气通道相连的部位设有单向出气阀片。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穿戴式负氧离子三腔呼吸仪，其特征在于：负氧离子空气

净化发生装置包括伸入净化腔内的负氧离子发射头和与负氧离子发射头相连的高压包。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穿戴式负氧离子三腔呼吸仪，其特征在于：所述负氧离子

发射头包括微米量级的纤维束，纤维束中的每根纤维的相同侧的端部均与导电固定装置固

连，且与导电固定装置电连接，导电固定装置通过导线与高压包相连。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穿戴式负氧离子三腔呼吸仪，其特征在于：进气装置和出

气腔通过子母贴可拆卸的设于呼吸腔上。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穿戴式负氧离子三腔呼吸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设

于出气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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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穿戴式负氧离子三腔呼吸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穿戴式负氧离子三腔呼吸仪。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空气污染的程度愈渐加深，呼吸系统的疾病也越来越多，严重

危害人体健康，目前口罩已然成为人们出行必备品，但是现有的口罩净化空气效果不佳，在

这么严重的空气污染下，远远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而且吸气阻力大，呼出的废气排出

不畅。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穿戴式负氧离子三腔呼吸仪，它结

构设计合理，净化空气效果好，使人们能够呼吸到富含负氧离子的洁净新鲜空气，可以杀菌

抗病毒、提高身体免疫力，保健效果好，呼吸阻力小，呼吸顺畅，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

题。

[0004]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穿戴式负氧离子三腔呼吸仪，包括呼吸腔和分别设于呼吸腔两侧的进气装置

和与外界相通的出气腔，进气装置内部与呼吸腔内部通过进气单向阀相连通，出气腔的内

部与呼吸腔内部通过出气单向阀相连通，在出气腔的两侧分别设有佩戴机构，在进气装置

上设有负氧离子发射头伸入净化腔内的负氧离子空气净化发生装置，负氧离子空气净化发

生装置通过导线与电池相连，在净化腔的一侧设有与外界相连通的进风口。

[0006] 在进风口的外侧设有过滤层。

[0007] 所述过滤层为过滤网和/或活性炭滤芯。

[0008] 在过滤层外侧设有透气外罩。

[0009] 在净化腔内与进风口相对的一侧设有可拆卸的电极贴。

[0010] 在净化腔与进风口相对的一侧设有一后盖。

[0011] 所述电极贴卡设于后盖内侧。

[0012] 在进风口处设有风机。

[0013] 在净化腔的外侧壁上设有若干个与进风口相连通的引风槽。

[0014] 在出气腔的外侧壁上设有USB充电接口、开关孔钮、显示屏和指示灯。

[0015] 所述进气单向阀包括一端与净化腔相连通的进气通道，进气通道的另一端伸入呼

吸腔内部与第一固定套筒卡接，在第一固定套筒的外端设有单向进气阀片，出气单向阀包

括一端与出气腔相连通的出气通道，出气通道的另一端伸入呼吸腔内部与第二固定套筒卡

接，在出气腔内与出气通道相连的部位设有单向出气阀片。

[0016] 负氧离子空气净化发生装置包括伸入净化腔内的负氧离子发射头和与负氧离子

发射头相连的高压包。

[0017] 所述负氧离子发射头包括微米量级的纤维束，纤维束中的每根纤维的相同侧的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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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均与导电固定装置固连，且与导电固定装置电连接，导电固定装置通过导线与高压包相

连。

[0018] 进气装置和出气腔通过子母贴可拆卸的设于呼吸腔上。

[0019] 所述电池设于出气腔内。

[0020] 本发明采用上述方案，结构设计合理，进气装置提供进气专用通道，只进不出，出

气腔提供出气通道只出不进，呼吸阻力小，呼吸顺畅，废气不滞留；净化腔内产生大量负氧

离子对空气进行净化、杀菌，净化空气效果好，净化杀菌后的空气经进气单向阀进入呼吸

腔，在呼吸腔与人脸之间产生类似大自然氧吧的效果，使人们能够呼吸到富含负氧离子的

洁净新鲜空气，可以杀菌抗病毒、提高身体免疫力，保健效果好；呼出的废气经出气单向阀

进入出气腔，从而排入外界，废气不滞留；本发明可以是套头式，也可以是穿戴式，可灵活变

换佩戴方式；设置的风机主动送风，将洁净空气源源不断主动送入呼吸腔，进一步降低吸气

阻力，特别适用于肺活量不足的人们。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呼吸腔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的进气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图3的左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图3去除透气外罩后的左视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为图3去除后盖后的右视结构示意图。

[0027] 图7为本发明的出气腔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8为图7的左视结构示意图。

[0029] 图9为图7的左视剖视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0为图7的右视结构示意图。

[0031] 图11为第一固定套筒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2为第二固定套筒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中，1、呼吸腔，2、出气腔，3、负氧离子发射头，4、净化腔，5、电池，6、进风口，7、过

滤网,8、活性炭滤芯，9、透气外罩，10、电极贴，11、后盖，12、风机，13、引风槽，14、USB充电接

口，15、开关按钮，16、显示屏，17、指示灯，18、进气通道，19、第一固定套筒，20、单向进气阀

片，21、出气通道，22、第二固定套筒，23、单向出气阀片，24、高压包。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为能清楚说明本方案的技术特点，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并结合其附图，对本发

明进行详细阐述。

[0035] 如图1-12所示，一种穿戴式负氧离子三腔呼吸仪，包括呼吸腔1和分别设于呼吸腔

1两侧的进气装置和与外界相通的出气腔2，进气装置内部与呼吸腔1内部通过进气单向阀

相连通，出气腔2的内部与呼吸腔1内部通过出气单向阀相连通，在出气腔2的两侧分别设有

佩戴机构，在进气装置上设有负氧离子发射头3伸入净化腔4内的负氧离子空气净化发生装

置，负氧离子空气净化发生装置通过导线与电池5相连，在净化腔4的一侧设有与外界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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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进风口6。

[0036] 在进风口6的外侧设有过滤层。过滤层对空气进行初次过滤，以进一步提高吸入的

空气质量。

[0037] 所述过滤层为过滤网7和/或活性炭滤芯8。过滤网7可以事先在中草药液中进行浸

泡，这样在使用时，过滤网7会散发出药物的味道达到治疗、养神、愉悦身心等效果。比如，若

事先将过滤网7浸泡到芬多精的液体中，过滤网7使用时会散发出芬多精，而芬多精具有抗

菌效果,能净化空气、降低污染,使呼吸顺畅,精神旺盛,达到清醒效果。

[0038] 在过滤层外侧设有透气外罩9。

[0039] 在净化腔4内与进风口6相对的一侧设有可拆卸的电极贴10。电极贴10表面的导电

胶类似鼻腔内分泌物，吸附、粘附灰尘效果非常好，可进一步净化空气。

[0040] 在净化腔4与进风口6相对的一侧设有一后盖11。后盖11打开后可方便更换和清理

净化腔内部部件。

[0041] 所述电极贴10卡设于后盖11内侧。打开后盖11方便更换电极贴10，电极贴10是损

耗品，为了保证其粘附性，需要定期更换。

[0042] 在进风口6处设有风机12，风机12将洁净空气源源不断主动送入呼吸腔1，进一步

降低吸气阻力，特别适用于肺活量不足的人们。另一方面，由于风机12不断抽送新鲜空气，

会在呼吸腔1内产生负压差，使外界空气难以从呼吸腔1周围的缝隙中吸入，防止外界未经

过滤的空气进入呼吸腔1。

[0043] 在净化腔4的外侧壁上设有若干个与进风口6相连通的引风槽13。引风槽13的设置

是为了将空气汇聚到进风口6处然后送入净化腔4内。

[0044] 在出气腔2的外侧壁上设有USB充电接口14、开关按钮15、显示屏16和指示灯17。通

过USB充电接口14向电池5充电，显示屏16可用来显示空气质量或其他想展现的信息，指示

灯17用来显示电池5电量和工作状态。

[0045] 所述进气单向阀包括一端与净化腔4相连通的进气通道18，进气通道18的另一端

伸入呼吸腔1内部与第一固定套筒19卡接，在第一固定套筒19的外端设有单向进气阀片20，

出气单向阀包括一端与出气腔2相连通的出气通道21，出气通道21的另一端伸入呼吸腔1内

部与第二固定套筒22卡接，在出气腔2内与出气通道21相连的部位设有单向出气阀片23。

[0046] 负氧离子空气净化发生装置包括伸入净化腔4内的负氧离子发射头3和与负氧离

子发射头3相连的高压包24。

[0047] 所述负氧离子发射头3包括微米量级的纤维束，纤维束中的每根纤维的相同侧的

端部均与导电固定装置固连，且与导电固定装置电连接，导电固定装置通过导线与高压包

相连。采用上述结构的负氧离子发射头3，可以大大提高负氧离子产率和降低臭氧的浓度。

[0048] 进气装置和出气腔2通过子母贴可拆卸的设于呼吸腔1上。进气装置和出气腔2与

呼吸腔1采用可拆卸的方式，方便了后期对呼吸腔1的更换、清洗，除了上述的子母贴连接方

式还可采用拉链等其他常用连接方式。

[0049] 所述电池5设于出气腔2内，当然也可设于其他合适位置。

[0050] 按下开关按钮15，负氧离子空气净化发生装置工作，空气经过滤层过滤后进入净

化腔4，产生的负氧离子对空气进行净化、杀菌，杀菌、净化后的新鲜空气经进气通道18、单

向进气阀片20进入呼吸腔1，单向进气阀片20在人们吸气的时候打开，在呼气的时候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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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呼吸腔1与人脸之间产生类似大自然氧吧的效果，使人们能够呼吸到富含负氧离子的洁

净新鲜空气，可以杀菌抗病毒、提高身体免疫力，保健效果好。在人们呼气时，单向出气阀片

23打开，产生的废气经出气通道21、单向出气阀片23进入出气腔2，从而排入外界，废气不滞

留，风机12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开启。

[005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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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2] 本发明未详述之处，均为本技术领域技术人员的公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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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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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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