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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肺部功能恢复练习的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医用康复器械领域，为用于肺部

功能恢复练习的装置，包括两个呼气嘴、三通管、

控制阀、应变部、阻流管、检测部及控制单元，一

个呼气嘴、控制阀及应变部各自连接在三通管端

口，另一个呼气嘴与阻流管连接，控制阀及阻流

管的出口分别连接至检测部中的文丘里管，应变

部包括设应变片的弹性膜上，文丘里管的入口设

起旋螺旋叶片，出口设除旋直叶片，管腔截面最

小处设敏感元件检测呼气物理参数，控制中心根

据应变片变化设定并控制控制阀动作，对获取的

参数信号进行分析处理。使用该装置作恢复训练

能全面了解恢复训练进程，为进一步恢复训练提

供数据参考，方便设定合理、科学的恢复训练方

案，提升肺部功能恢复锻炼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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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肺部功能恢复练习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两个呼气嘴、呈T型的三通管、

控制阀、应变部、阻流管、检测部及控制单元，所述控制阀为电磁控制阀，所述阻流管的管腔

中段为缩腔结构；其中一个呼气嘴、控制阀及应变部各自连接在所述三通管端口，控制阀的

出气口通过软管连接至所述检测部中设置的文丘里管入口端；另一个呼气嘴与所述阻流管

的进气端连接，阻流管的出气端通过软管连接所述检测部中设置的文丘里管入口端；

所述应变部包括与所述三通管连接的连接座，所述连接座设有轴向的通腔，在通腔的

中部设有应变组件，所述应变组件包括弹性膜及固定在弹性膜上的应变片，应变片连接有

外引线路；

所述文丘里管的入口处设置起旋螺旋叶片，出口处设置除旋直叶片；所述文丘里管的

管腔截面最小处设有敏感元件，所述敏感元件连接放大器；

所述控制阀、应变部及放大器连接至所述控制单元；所述控制单元能够根据所述应变

片的变化具体设定并控制所述控制阀的启闭状态，能够对获取的传送信号进行分析处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肺部功能恢复练习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呼气嘴的管

腔内以可拆卸方式设有过滤网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于肺部功能恢复练习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呼气嘴

的外壁上，靠近自由端口的位置设环状凹槽。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于肺部功能恢复练习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控制阀包括呈T状的三通腔部及连接在三通腔部一个端口处的控制部；所述三通

腔部上与连接所述控制部的端口同轴的一侧端口连接所述三通管；

所述控制部包括套管、与套管同轴设置的导杆、套装在导杆上的处于伸展状态的弹簧，

以及永磁体和电磁部；

所述套管的一端连接三通管，另一端连接端座，端座内侧面嵌装固定有所述电磁部，所

述电磁部连接控制单元；所述套管连接三通管的一端的管腔内设有径向延伸的环状凸缘，

环状凸缘的外端面上设有密封环一；

所述导杆的一端穿入所述套管内，并安装上柱状座台，所述柱状座台的自由端面上嵌

装固定所述永磁体；所述弹簧置于柱状座台与环状凸缘之间；

所述导杆的另一端置于所述套管外，并设有径向向外延伸的环状凸缘，环状凸缘上固

定设有用于封堵相匹配设置的三通腔部管腔的密封塞。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肺部功能恢复练习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应变部的连

接座与三通管通过螺纹连接，应变组件中用于设置弹性膜的环形座与连接座的内腔之间亦

为螺纹连接，且环形座的外端设置用于安装拆卸之用的棱孔，棱孔的内径大于其内端设置

的通孔孔径；连接座的端口设有塞帽。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肺部功能恢复练习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阻流管的管

腔中段为阻流腔，所述阻流腔的腔径小于两端的管腔内径。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肺部功能恢复练习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阻流管的管

腔中段为阻流腔，所述阻流腔的腔径为其前端的管腔内径的1/4。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肺部功能恢复练习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阻流管包括前端管、塞柱体及后端管，前端管与后端管相连接，塞柱体置于前端管

与后端管的连接管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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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前端管的管腔中部有锥形腔，所述锥形腔的大口端朝向气流流动的下游方向，于

锥形腔的下游侧沿轴向依次设通气沉孔和螺纹沉孔，其中通气沉孔的孔径大于锥形腔的大

径，小于螺纹沉孔的内径；

所述后端管的一端连接在所述螺纹沉孔内，另一端与软管匹配连通至检测部中的文丘

里管入口端；

所述塞柱体的一端设为与所述锥形腔匹配的锥形体，锥形体的轴向延伸长度不小于锥

形腔的轴向延伸长度；所述塞柱体的另一端连接在所述后端管端面上设置的沉孔中；

所述塞柱体上，于锥形体下游侧的外壁上环绕分布设有径向槽，于另一端的端面上设

有端孔，端孔与所述径向槽连通。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肺部功能恢复练习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自所述呼气嘴后端至检测部末端被封装在机壳内，且设有热源使机壳内保持恒温；

所述检测部的排气出口端连接有冷凝部，所述冷凝部的出气腔道为锥形腔道，且小口

端在外侧；

所述冷凝部包括下壳体和上壳体，所述下壳体的内腔为弧形凹槽，且弧形凹槽的最低

处设置排液口；

所述上壳体的壁体对应所述下壳体弧形凹槽的部分设有冷介质腔，所述冷介质腔的内

底向下凸出呈弧面状，且内底弧面的最低位置不高于冷凝部的入口端中心轴线及冷凝部出

气腔道中心轴线的高度；

所述冷介质腔的上侧设有介质循环入口，侧壁上设有介质循环出口；所述介质循环入

口及介质循环出口连接至冷介质源的出口管及进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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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肺部功能恢复练习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用辅助器械领域，具体涉及呼吸领域相关的康复器械，特别适用于

呼吸科使用，为一种用于肺部功能恢复练习的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肺功能即呼吸功能，也就是肺吸收氧气，排出二氧化碳的功能。它包括通气功能和

换气功能两部分。在呼吸科领域，几乎所有的呼吸系统疾病均可对肺脏造成不同程度的损

害，严重者可造成肺功能下降。轻微的肺功能下降，临床症状并不明显。严重患者会有呼吸

困难、不能平卧、活动困难等现象。为了更好的改善(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患者的病情，延

缓疾病的发展进程，除按常规积极治疗外，还需要加强肺功能的康复训练。

[0003] 患者在恢复肺功能时，主要是对呼吸肌进行锻炼，目前临床上传统的增强呼吸肌

力量、恢复呼吸肌疲劳和改善呼吸肌功能的方法主要是控制性呼吸、深呼吸、皱唇呼吸、定

时最大步行距离实验以及踏车实验等。其中，腹式呼吸法(即膈肌运动锻炼)：患者平卧位或

坐位或立位，两手分放胸、腹部，吸气时用鼻吸入，腹壁尽量突出，膈肌收缩，呼气时腹部内

收，用口呼出，要求呼吸频率7-9次/分，每日早、中、晚各练1次，5-10分/次。呼吸过程中吸气

是主动的，呼气是被动的(呼气时间延长并缩唇)。通过深而慢的腹式呼吸锻炼可降低呼吸

频率，从而降低呼吸肌对氧及能量的消耗。

[0004] 鉴于目前缺少专用的肺部康复训练装置的问题，本专利设计了一种能够用于肺部

功能恢复练习的装置，以更患者作肺部功能恢复训练时能够取得好的成效，早日帮助患者

恢复肺部机能。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目前缺少专用的肺部功能康复训练装置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能够用于

肺部功能恢复练习的装置，来帮助患者进行肺部康复训练，其具有安全、有效地协助患者尽

早恢复正常的肺部呼吸机能的优点。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用于肺部功能恢复练习的装

置，包括两个呼气嘴、呈T型的三通管、控制阀、应变部、阻流管、检测部及控制单元，所述控

制阀为电磁控制阀，所述阻流管的管腔中段为缩腔结构；其中一个呼气嘴、控制阀及应变部

各自连接在所述三通管端口，控制阀的出气口通过软管连接至所述检测部中设置的文丘里

管入口端；另一个呼气嘴与所述阻流管的进气端连接，阻流管的出气端通过软管连接所述

检测部中设置的文丘里管入口端；

[0007] 所述应变部包括与所述三通管连接的连接座，所述连接座设有轴向的通腔，在通

腔的中部设有应变组件，所述应变组件包括弹性膜及固定在弹性膜上的应变片，应变片连

接有外引线路。

[0008] 所述文丘里管的入口处设置起旋螺旋叶片，出口处设置除旋直叶片。所述文丘里

管的管腔截面最小处设有敏感元件，所述敏感元件连接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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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控制阀、应变部及放大器连接至所述控制单元。所述控制单元能够根据所述

应变片的变化具体设定并控制所述控制阀的启闭状态，能够对获取的传送信号进行分析处

理。分析处理后至少要求能测算处最能表示呼吸能力的呼出气体的实时压力及呼气流量等

参数值或波形图。

[0010] 优选地，所述呼气嘴的管腔内以可拆卸方式设有过滤网部，过滤网对呼出气体中

的杂质进行过滤，并使气流均匀进入三通管或阻流管的管腔内。

[0011] 进一步，可在呼气嘴的外壁上，靠近自由端口的位置设环状凹槽，使用时唇部嵌入

环状凹槽内，以便于缩唇。

[0012] 优选地，所述控制阀包括呈T状的三通腔部及连接在三通腔部一个端口处的控制

部。所述三通腔部上与连接所述控制部的端口同轴的一侧端口连接所述三通管。所述控制

部包括套管、与套管同轴设置的导杆、套装在导杆上的处于伸展状态的弹簧，以及永磁体和

电磁部。

[0013] 所述套管的一端连接三通管，另一端连接端座，端座内侧面嵌装固定有所述电磁

部，所述电磁部连接控制单元。所述套管连接三通管的一端的管腔内设有径向延伸的环状

凸缘，环状凸缘的外端面上设有密封环一。所述导杆的一端穿入所述套管内，并安装上柱状

座台，所述柱状座台的自由端面上嵌装固定所述永磁体。所述弹簧置于柱状座台与环状凸

缘之间。所述导杆的另一端置于所述套管外，并设有径向向外延伸的环状凸缘，环状凸缘上

固定设有用于封堵相匹配设置的三通腔部管腔的密封塞。

[0014] 优选地，所述连接座与三通管通过螺纹连接，应变组件中用于设置弹性膜的环形

座与连接座的内腔之间亦为螺纹连接，且环形座的外端设置用于安装拆卸之用的棱孔，棱

孔的内径大于其内端设置的通孔孔径；连接座的端口设有塞帽。

[0015] 优选地，所述阻流管的管腔中段为阻流腔，所述阻流腔的腔径小于两端的管腔内

径。一般使前者为后者的1/3至1/6，优选为1/4。

[0016] 优选地，所述阻流管包括前端管、塞柱体及后端管，前端管与后端管相连接，塞柱

体置于前端管与后端管的连接管腔中。所述前端管的管腔中部有锥形腔，所述锥形腔的大

口端朝向气流流动的下游方向，于锥形腔的下游侧沿轴向依次设通气沉孔和螺纹沉孔，其

中通气沉孔的孔径大于锥形腔的大径，小于螺纹沉孔的内径。

[0017] 所述后端管的一端连接在所述螺纹沉孔内，另一端与软管匹配连通至检测部中的

文丘里管入口端。

[0018] 所述塞柱体的一端设为与所述锥形腔匹配的锥形体，锥形体的轴向延伸长度不小

于锥形腔的轴向延伸长度。所述塞柱体的另一端连接在所述后端管端面上设置的沉孔中。

[0019] 所述塞柱体上，于锥形体下游侧的外壁上环绕分布设有径向槽，于另一端的端面

上设有端孔，端孔与所述径向槽连通。

[0020] 上述设计的阻流管结构，通过调整前端管与后端管螺纹连接部分的长度，能够对

锥形体与锥形腔匹配关系进行调整，进而调节二者之间形成缝隙(构成缩腔结构)的大小，

而调整阻流管的阻流能力，以能够适应更多的患者使用。

[0021] 优选地，自所述呼气嘴后端至检测部末端被封装在机壳内，且设有热源使机壳内

保持恒温；所述检测部的排气出口端连接有冷凝部，所述冷凝部的出气腔道为锥形腔道，且

小口端在外侧；所述冷凝部包括下壳体和上壳体，所述下壳体的内腔为弧形凹槽，且弧形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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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的最低处设置排液口；所述上壳体的壁体对应所述下壳体弧形凹槽的部分设有冷介质

腔，所述冷介质腔的内底向下凸出呈弧面状，且内底弧面的最低位置不高于冷凝部的入口

端中心轴线及冷凝部出气腔道中心轴线的高度；所述冷介质腔的上侧设有介质循环入口，

侧壁上设有介质循环出口；所述介质循环入口及介质循环出口连接至冷介质源的出口管及

进口管。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专门设计了一种用于肺部功能恢复练习的装置，弥

补了现有辅助康复设备的不足。使用该装置进行肺部功能的恢复训练，能够全面了解恢复

训练进程，为进一步恢复训练提供数据参考，方便设定合理、科学的恢复训练方案，提升肺

部功能恢复锻炼的成效，帮助患者早日恢复肺部机能。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呼气嘴、三通管、控制阀及应变部之间的优化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图2所示方案中控制阀的结构示意图，f3.1为开启状态，f3.2为闭合状态；

[0026] 图4为检测部中文丘里管部分的组装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1为应变部的装配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2为应变部的分体结构示意图；

[0029] 图6为阻流管的第一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7.1为阻流管的第二实施方式的装配结构示意图；

[0031] 图7.2为阻流管的第二实施方式的分体结构示意图；

[0032] 图7.2.1为塞柱体的端面结构示意图；

[0033] 图7.2.2为图7.2中A-A向的剖面示意图；

[0034] 图7.2.3为图7.2中B-B向的剖面示意图；

[0035] 图8.1为冷凝部的主视示意图；

[0036] 图8.2为冷凝部的主视剖面示意图。

[0037] 1呼气嘴，11过滤网部，12弧状凹环，2三通管，3控制阀，

[0038] 31三通腔部

[0039] 32控制部，321套管，3211环状凸缘，3212密封环一，322导杆，3221密封塞，323弹

簧，324永磁体，3241隔层板，325电磁部，3251端座，3252密封环二

[0040] 4应变部，41筒座，42应变组件，421弹性膜，422应变片，423棱孔，43塞帽

[0041] 5阻流管，5.1阻流腔，5.2阻流部，51前端管，511锥形腔，512通气沉孔，513螺纹沉

孔，52塞柱体，521锥形体，522径向槽，523端孔，53后端管

[0042] 6检测部，61文丘里管，62紧固环，63起旋螺旋叶片，64除旋直叶片，65敏感元件，66

放大器

[0043] 71下壳体，711排液口，72上壳体，721冷介质腔，7211介质循环入口，7212介质循环

出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说明书附图所绘示的结构、比例、大小等，均仅用以配合说明书所揭示的内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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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熟悉此技术的人士了解与阅读，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可实施的限定条件，故不具技术上

的实质意义，任何结构的修饰、比例关系的改变或大小的调整，在不影响本发明所能产生的

功效及所能达成的目的下，均应仍落在本发明所揭示的技术内容所能涵盖的范围内。同时，

本说明书中所引用的如“上”、“下”、“前”、“后”、“中间”等用语，亦仅为便于叙述的明了，而

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可实施的范围，其相对关系的改变或调整，在无实质变更技术内容下，当

亦视为本发明可实施的范畴。

[0045] 如图1所示的一种用于肺部功能恢复练习的装置，包括两个呼气嘴1、呈T型的三通

管2、控制阀3、应变部4、阻流管5、检测部6及控制单元，所述控制阀3为电磁控制阀，所述阻

流管5的管腔中段为缩腔结构。其中一个呼气嘴1、控制阀3及应变部4各自连接在所述三通

管2端口，控制阀3的出气口通过软管连接至所述检测部6中设置的文丘里管入口端。另一个

呼气嘴1与所述阻流管5的进气端连接，阻流管5的出气端通过软管连接所述检测部6中设置

的文丘里管入口端。

[0046] 如图5.1、图5.2所示，所述应变部4包括与所述三通管2连接的连接座41，所述连接

座41设有轴向的通腔，在通腔中部设有应变组件42，所述应变组件42包括弹性膜421及固定

在弹性膜421上的应变片422，应变片422连接有外引线路。弹性膜421将连接座41的通腔封

堵住，在压力作用下弹性膜421受拉伸而变形，应变片422会产生同步变形。连接座41与三通

管2可通过螺纹连接，应变组件42中用于设置弹性膜421的环形座与连接座41的内腔之间亦

为螺纹连接，而且环形座的外端设置棱孔423用于安装拆卸之用，棱孔423的内径大于其内

端设置的通孔孔径，以防止在安装拆卸作业时，工具对弹性膜造成损坏。在连接座的端口可

设置塞帽43，对弹性膜421进行保护。

[0047] 所述控制阀3、应变部4及放大器5连接至所述控制单元(含有微处理单元对应变部

传送的信号及放大器传入的信号进行分析处理)。所述控制单元能够根据所述应变片422的

变化具体设定并控制所述号控制阀3的启闭。所述控制单元能够根据敏感元件检测到的气

流状态，设定并控制控制阀3开启后，再次闭合的时间，一般是在呼气后期，当敏感元件检测

不到有流过的气流时，方控制已经开启的控制阀闭合。换言之，当内压对应变片造成的形变

量达到控制单元设定的使控制阀开启的范围内后，控制单元则驱使控制阀开启，即便在(每

次)呼气末期形成的内压不再在控制单元设定的使控制阀开启的范围内了，控制阀也不会

自动闭合，即此时控制阀仍然得电，处于导通状态。所述控制单元能够接收所述放大器传送

的信号进行处理，测算呼出气体的实时压力及呼气流量。

[0048] 呼出的气体进入三通管后，在三通管的管腔内形成一定内压，使弹性膜产生变形，

进而使应变片变形，改变其阻值，形成内压的大小受呼气能力及阻流管缩腔结构的直径大

小影响。内压不同，应变片的变形量(阻值)不同，应变片通过线路连接至控制单元，在控制

单元会根据应变片的阻值大小的变化控制控制阀的启闭。所以应变片阻值的实时值是与呼

气压力的实时值对应的，由此经控制单元处理后能够得到呼气压力的实时值，甚至呼气压

力变化状态的波形图。在控制阀没有导通前，应变片的实时变化状态能够反映呼气初始状

态的生理参数信息。

[0049] 使用设置阻流管的通气管路时，依靠的是缩腔结构。一般该通气管路用于前期训

练。在三通管内腔形成的内压，对应变片造成的变形量，所对应的使控制阀动作的阻值范

围，要大于借助阻流管形成的吹气压力，能够对应变片造成的最大阻值。当然，在训练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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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是不能够设定应变片变形对应的阻值小于借助阻流管形成的吹气压力，能够对应变

片造成的最大阻值，以便获取到更多的参数值，对呼气训练的进程有更准确、全面的了解。

[0050] 将应变片阻值的极限区间(假设为0.1a至1a)分割为多个区段，具体可为0.1a—

0.35a、0.35a—0.65a、0.65a—0.8a、0.8a—0.95a等，末端值属于下一区间范围。如阻流管

形成的内压，使应变片发生形变所对应的阻值极限为0.4a，则可设定应变片发生形变所对

应的阻值小于0.4a时，控制阀是不能够被开启的。(如果阻流管本身的阻流作用具有一定调

整区间，则在不同状态下，所对应的上限阻值会有多个，所以一般将设定的使应变片阻值对

应的能够启动控制阀的范围，参照阻流管能够形成的内压的最大状态)。

[0051] 总之，应变片发生形变，其阻值变化至何种范围内时，方使控制阀启动，具体是通

过控制单元灵活调节的，需要因人、因时而异。这样的设计不仅能够知道训练过程中呼气压

力状态值，而且能因人、因时设定该装置，保证训练安全、有效地进行。

[0052] 如图4所示，所述文丘里管61的入口处通过紧固环62固定设置起旋螺旋叶片63，出

口处通过紧固环62固定设置除旋直叶片64。所述文丘里管61的管腔截面最小处设有敏感元

件65，所述敏感元件65连接放大器66。所述的敏感元件65位于文丘里管61的最小截面处，测

量(气体)压力分布或流速分布的变化频率。采用敏感元件65测量方法有多种，例如可采用

应变片或热敏电阻作为敏感元件。采用热敏电阻时应加薄玻璃罩以防振和防污染。起旋螺

旋叶片63能使进入管道中均匀流动的气体整个旋转而产生旋涡，而获得气流的振动频率和

流速等参数，经控制总成处理运算后，测算出总流量。

[0053] 所述控制单元能够根据所述应变片的变化具体设定并控制所述控制阀的启闭状

态，能够对从应变部及检测部处获取的传送信号进行分析处理。分析处理后至少要求能测

算处最能表示呼吸能力的呼出气体的实时压力及呼气流量等参数值或波形图。对信号进行

分析处理的软件部分不属于本专利的要求范围，本专利的核心在于如何设计可靠、实用的

硬件结构，来获取呼气过程中伴随呼气行为存在的生理信息参数。

[0054] 信号由放大器传入控制总成进行降噪处理后，进入信号处理与分析模块，进行各

种参数的分析运算。控制单元可以将实时监测的气流振动频率，通过显示装置以波形的形

式显示出来，从而直观显示出呼气的状态变化，观察训练效果，可以对传入的信号进行处

理，得到呼气压力变化值及呼气量变化值及总值。

[0055] 可以根据训练的进度，调整应变部对应控制控制阀开启的阻值区间，或者改变阻

流管的腔道直径，改变前期训练时的内压值。因为呼出气体时，通气管道内存在一定的内

压，所以可以使在呼气相时增加口腔和气道压力，防止小气道过早陷闭，减少肺泡内的过多

残气。所以能够通过恢复训练，减少呼吸频率，增加潮气量，从而改善肺泡的有效通气量，有

利于氧气的摄入和二氧化碳的排出。

[0056] 如图2所示，所述呼气嘴1的管腔内以可拆卸方式设有过滤网部11，过滤网对呼出

气体中的杂质进行过滤，并使气流均匀进入三通管2或阻流管5的管腔内。优选地，可在呼气

嘴1的外壁上，靠近自由端口的位置设环状凹槽12，使用时唇部嵌入环状凹槽12内，以便于

缩唇。

[0057] 如图2至图3所示，所述控制阀3包括呈T状的三通腔部31及连接在三通腔部31一个

端口处的控制部32。所述三通腔部31上与连接所述控制部32的端口同轴的一侧端口连接所

述三通管2。这样的导通腔结构，在通气状态下，通气腔体内没有障碍物，能够防止因导通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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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障碍物造成的局部阻流，能够更好地将呼气压力传送至应变部。具体地，

[0058] 所述控制部32包括套管321、与套管321同轴设置的导杆322、套装在导杆322上的

处于伸展状态的弹簧323，以及永磁体324和电磁部325。

[0059] 所述套管321的一端连接三通管2，另一端的端口设置端座3251，端座3251与套管

321的相对面之间设置密封环二。所示端座3251内侧面嵌装固定有所述电磁部325，所述电

磁部325连接控制单元。所述套管321连接三通管2的一端的管腔内设有径向延伸的环状凸

缘3211，环状凸缘3211的外端面上设有密封环一3212。所述导杆322的一端穿入所述套管

321内，并安装上柱状座台，所述柱状座台的自由端面上嵌装固定所述永磁体324。所述弹簧

323置于柱状座台与环状凸缘3211之间。所述电磁部325与永磁体324相对面的磁极根据弹

性膜421变形量(本质上是应变片变形量)的大小变化。具体而言。在开始气压压力较小，弹

性膜变形较小时，电磁部325与永磁体324相斥，而使控制阀3闭合；随着气压的增大，弹性膜

变形量增加，电磁部325的电流方向反转，使电磁部325与永磁体324相吸，而使控制阀3开

启。所述导杆322的另一端置于所述套管321外，并设有径向向外延伸的环状凸缘，环状凸缘

的上固定设有用于封堵相匹配设置的三通腔部31管腔的密封塞3221。

[0060] 如图3的f3.1所示，在电磁部325通电后且呼气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后，会与永磁体

324相吸，固定密封塞3221的环状凸缘与所述环状凸缘3211外端面上设置的密封环一3212

接触形成密封结构，密封环一3212还具有缓冲作用。此时控制阀3处于导通状态。为实现安

装，导杆322与柱状座台设为了分体结构，所以易在永磁部324的下端设置隔层板3241。反

之，如图3的f3.2所示，刚开始电磁部325通电后电磁部325与永磁体324相排斥，压缩弹簧

323且使导杆322向内侧移动，最终密封塞3221将套管321连接三通管2的一端侧的管腔内端

口密封住，此时控制阀3处于闭合状态。弹簧323具有缓冲击作用。

[0061] 如图6所示，所述阻流管5的管腔中段为阻流腔5.1，所述阻流腔5.1的腔径小于两

端的管腔内径。一般使前者为后者的1/3至1/6，优选为1/4。

[0062] 如图7.1至7.2.3所示，所述阻流管5包括前端管51、塞柱体52及后端管53构成的阻

流部5.2，其中前端管51与后端管53相连接，塞柱体52置于前端管51与后端管53的连接管腔

中。

[0063] 所述前端管51的管腔中部有锥形腔511，所述锥形腔511的大口端朝向气流流动的

下游方向，于锥形腔511的下游侧沿轴向依次设通气沉孔512和螺纹沉孔513，其中通气沉孔

512的孔径大于锥形腔511的大径，小于螺纹沉孔513的内径。所述后端管53的一端连接在所

述螺纹沉孔513内，另一端与软管匹配连通至检测部中的文丘里管入口端。

[0064] 所述塞柱体52的一端设为与所述锥形腔511匹配的锥形体521，锥形体521的轴向

延伸长度不小于锥形腔511的轴向延伸长度。所述塞柱体52的另一端连接在所述后端管53

端面上设置的沉孔中。所述塞柱体52上，于锥形体521下游侧的外壁上环绕分布设有径向槽

522，于另一端的端面上设有端孔523，端孔523与所述径向槽522连通。

[0065] 上述设计的阻流管结构，通过调整前端管51与后端管53螺纹连接部分的长度，能

够对锥形体521与锥形腔511匹配关系进行调整，进而调节二者之间形成缝隙(构成缩腔结

构)的大小，而调整阻流管的阻流能力，以能够适应更多的患者使用。在具体设计尺寸参数

时，最好使前端管51与后端管53相对移动一丝时，缩腔结构的导通截面当量使与(前端管51

与后端管53之间的)轴向相对移动量成比例的，优选成线性关系。

说　明　书 6/7 页

9

CN 107551483 B

9



[0066] 本发明所涉及的方案弥补了现有辅助康复设备的不足。使用该装置进行肺部功能

的恢复训练，能够全面了解恢复训练进程，为进一步恢复训练提供数据参考，方便设定合

理、科学的恢复训练方案，提升肺部功能恢复锻炼的成效，帮助患者早日恢复肺部机能。

[0067] 如图8.1至图8.2所示，为了有效处理呼出气体中的水汽，在所述检测部的排气出

口连接有冷凝部，冷凝部的入口端对接在检测部文丘里管的后方(与检测部的壳体通过法

兰连接)，冷凝部的出气腔道为锥形腔道，且小口端在外侧。所述冷凝部包括下壳体71和上

壳体72。所述下壳体71的内腔为弧形凹槽，且弧形凹槽的最低处设置排液口。所述上壳体72

的壁体对应所述下壳体71弧形凹槽的部分设有冷介质腔721，所述冷介质腔721的内底向下

凸出呈弧面状，且内底弧面的最低位置不高于(优选低于)冷凝部的入口端中心轴线及冷凝

部出气腔道中心轴线的高度。所述冷介质腔721的上侧设有介质循环入口7211，对应冷凝部

出气腔道的一侧侧壁上设有介质循环出口7212。介质循环入口7211及介质循环出口7212连

接至冷介质源的出口管及进口管。为了保证呼出气体不会在呼气嘴至检测部的过程中，凝

结出过量的水珠而凝落在管道中，自呼气嘴后端至检测部末端被封装在机壳内，且通过设

置热源使机壳内保持恒温，具体的恒温温度需要根据使用环境的空气温度调整，一般宜在

30摄氏度以上。也可在通气管道外部设置加热带或者通气管道的管壁(包括控制阀的外壁)

为空腔形式，在空腔内通入有循环的热介质。

[0068] 如果自呼气嘴后端至检测部末端部分没有被封装在恒温的机壳内，为了避免通气

管道内凝结过多的水汽，一般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应通入热风对管道进行处理，而且同时可

对通气管道进行杀菌处理。即便设置了恒温的机壳，也应该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作杀菌处

理。

[0069] 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中，对呼气中含有的水汽为优选处理方式，其也可以在呼气

嘴的后端预先进行处理，然后再使干燥气流进入控制阀及阻流管的前置处理方式，前置处

理方式的结构可以参照图示的冷凝部结构，而且冷凝部的出气腔道可为锥形腔道或螺旋腔

道，以保证气流通过冷凝部时的单向性。

[0070] 上述实施方式仅例示性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及其功效，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本发

明还有许多方面可以在不违背总体思想的前提下进行改进，对于熟悉此技术的人士皆可在

不违背本发明的精神及范畴下，可对上述实施例进行修饰或改变。因此，举凡所属技术领域

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发明所揭示的精神与技术思想下所完成的一切等效修饰或

改变，仍应由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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