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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

系统，属于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包括通过置于净

化箱内的风机将可移动罩体集气口下方患者呼

出的带毒气体吸拢，气体经单向通风连接软管进

入净化箱进气口中，所述单向通风软管为内含有

单向阀的可以弯曲定型的波纹管，在净化箱内还

通过内部紫外线消毒，由风机将箱内气体送至位

于净化箱排气口内侧的滤芯，净化箱还设置有消

毒液瓶，瓶内的酒精消毒液经消毒液管不断向滤

芯导入，滤芯多层纤细网格布满酒精对气体再次

消毒，由净化箱排气口排出；可移动罩体位置由

所述位置随动的转轴支撑，可以根据患者头部位

置进行调节，所述集气孔与所述单向通风软管的

进气口密封连接，降低医护及密切接触人员感染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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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可移动罩体、单向

通风连接软管、卡扣式或紧固式安装支架、净化箱，所述单向通风软管为内含有单向阀的可

以弯曲定型的波纹管，所述净化箱具有进气口和排气口，所述净化箱内具有风机和滤芯，所

述滤芯安装在所述净化箱的排气口内侧，所述可移动罩体的中间位置具有集气孔，所述集

气孔与所述单向通风软管的进气口连接，所述单向通风连接软管外壁与卡扣式或紧固式安

装支架机械连接，所述卡扣式或紧固式安装支架用于与病房墙壁或落地支架或天棚支架或

与病床相固定，使所述可移动罩体位置由所述单向通风连接软管支撑，所述单向通风软管

的出气口与所述净化箱的进气口连接，所述净化箱上安装有消毒液瓶和消毒液滴管，所述

消毒液滴管连接所述消毒液瓶和所述滤芯，将消毒液滴至所述滤芯，所述风机运转时，可移

动罩体工作空间搜集到的气体通过所述集气孔和所述单向通风连接软管进入所述净化箱，

使所述气体在净化箱内消毒，在通过所述滤芯消毒净化排出。

2.一种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可移动罩体、单向

通风连接软管、位置随动的转轴、卡扣式或紧固式安装支架、净化箱，所述单向通风软管为

内含有单向阀的可以弯曲定型的波纹管，所述净化箱具有进气口和排气口，所述净化箱内

具有风机和滤芯，所述滤芯安装在所述净化箱的排气口内侧，所述可移动罩体的中间位置

具有集气孔，所述集气孔与所述单向通风软管的进气口连接，所述单向通风连接软管外壁

与卡扣式或紧固式安装支架机械连接，所述卡扣式或紧固式安装支架用于与病房墙壁或落

地支架或天棚支架或与病床相固定，所述可移动罩体通过所述位置随动的转轴与所述卡扣

式或紧固式安装支架连接，使所述可移动罩体位置由所述位置随动的转轴支撑，所述单向

通风软管的出气口与所述净化箱的进气口连接，所述净化箱上安装有消毒液瓶和消毒液滴

管，所述消毒液滴管连接所述消毒液瓶和所述滤芯，将消毒液滴至所述滤芯，所述风机运转

时，可移动罩体工作空间搜集到的气体通过所述集气孔和所述单向通风连接软管进入所述

净化箱，使所述气体在净化箱内消毒，在通过所述滤芯消毒净化排出。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滤芯为可更换式滤芯。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净化箱内安装有电离式臭氧发生器，用于使所述臭氧发生器产生适量的的O3气体对净

化箱内气体进行氧化消毒后排放。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净化箱上安装有高温加热器，用于使所述高温加热器对净化箱内气体进行加热消毒后

排放。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净化箱上安装有紫外线发生器，用于使所述紫外线发生器产生的紫外线对净化箱内气

体进行紫外线消毒后排放。

7.根据权利要求1至6中任一项所述的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系统，其特

征在于，一套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系统的一个净化箱配置有多个可移动罩

体、单向通风连接软管及卡扣式或紧固式安装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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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医疗器械技术领域，涉及一种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医疗护理器械中，一般护理床不具备传染病防护罩，当大量传染别人就诊时，

病人呼出的气体中含有病毒，即便是传染病人佩戴口罩，也不能确保病毒不会散发到病房

中，致使传染给医护人员造成感染，特别是像SARS、2019-COV新型冠状病毒等具有高传染性

的病毒，这些病毒随着空气蔓延在病房乃至医疗机构走廊及院区，对他人造成较大感染风

险，特别是对医护人员感染风险更大。而专用护理病房床位较少，对于大量传染别人显得应

接不暇，而且现有负压病房防护要求建筑结构复杂且造价较高，仅对于重型病例或危重病

例使用，普通病房中的轻型病例和普通病例患者基本上没有配置传染病防护罩，也很容易

造成病人交叉感染。按照高传染性呼吸科传染病感染人数来说，建设10万个以上的负压病

房显然不现实，因此，对于普通病房或者病床上配置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

系统就显得迫在眉睫，而且要求这样的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结构应该简单化、生产工

艺简单化、生产周期要短、同时成本要低，以快速满足大量传染病人就诊护理需求，提高医

院防护和救治能力、大幅度降低医护人员感染率。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高传染性呼吸科传染病在室内传染率高的难题，以克服上述提及的部分问

题，特别是降低医护人员的感染，发明人构思了本技术方案。

[0004] 依据本发明的发明思路技术方案，一方面提供了一种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

消毒通风系统，其特殊之处在于包括可移动罩体、单向通风连接软管、卡扣式或紧固式安装

支架、净化箱，所述单向通风软管为内含有单向阀的可以弯曲定型的波纹管，所述净化箱具

有进气口和排气口，所述净化箱内具有风机和滤芯，所述滤芯安装在所述净化箱的排气口

内侧，所述可移动罩体的中间位置具有集气孔，所述集气孔与所述单向通风软管的进气口

连接，所述单向通风连接软管外壁与卡扣式或紧固式安装支架机械连接，所述卡扣式或紧

固式安装支架用于与病房墙壁或落地支架或天棚支架或与病床相固定，使所述可移动罩体

位置由所述单向通风连接软管支撑，所述单向通风软管的出气口与所述净化箱的进气口连

接，所述净化箱上安装有消毒液瓶和消毒液滴管，所述消毒液滴管连接所述消毒液瓶和所

述滤芯，将消毒液滴至所述滤芯，所述风机运转时，可移动罩体工作空间搜集到的气体通过

所述集气孔和所述单向通风连接软管进入所述净化箱，使所述气体在净化箱内消毒，在通

过所述滤芯消毒净化排出。

[0005] 另一方面，还提供了一种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系统，其特殊之处

在于包括可移动罩体、单向通风连接软管、位置随动的转轴、卡扣式或紧固式安装支架、净

化箱，所述单向通风软管为内含有单向阀的可以弯曲定型的波纹管，所述净化箱具有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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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和排气口，所述净化箱内具有风机和滤芯，所述滤芯安装在所述净化箱的排气口内侧，所

述可移动罩体的中间位置具有集气孔，所述集气孔与所述单向通风软管的进气口连接，所

述单向通风连接软管外壁与卡扣式或紧固式安装支架机械连接，所述卡扣式或紧固式安装

支架用于与病房墙壁或落地支架或天棚支架或与病床相固定，所述可移动罩体通过所述位

置随动的转轴与所述卡扣式或紧固式安装支架连接，使所述可移动罩体位置由所述位置随

动的转轴支撑，所述单向通风软管的出气口与所述净化箱的进气口连接，所述净化箱上安

装有消毒液瓶和消毒液滴管，所述消毒液滴管连接所述消毒液瓶和所述滤芯，将消毒液滴

至所述滤芯，所述风机运转时，可移动罩体工作空间搜集到的气体通过所述集气孔和所述

单向通风连接软管进入所述净化箱，使所述气体在净化箱内消毒，在通过所述滤芯消毒净

化排出。

[0006] 进一步的，提供了一种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系统，其特殊之处在

于，所述滤芯为可更换式滤芯。

[0007] 进一步的，提供了一种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系统，其特殊之处在

于，所述净化箱内安装有电离式臭氧发生器，用于使所述臭氧发生器产生适量的的O3气体

对净化箱内气体进行氧化消毒后排放。

[0008] 进一步的，提供了一种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系统，其特殊之处在

于，所述净化箱上安装有高温加热器，用于使所述高温加热器对净化箱内气体进行加热消

毒后排放。

[0009] 进一步的，提供了一种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系统，其特殊之处在

于，所述净化箱上安装有紫外线发生器，用于使所述紫外线发生器产生的紫外线对净化箱

内气体进行紫外线消毒后排放。

[0010] 进一步的，提供了一种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系统，其特殊之处在

于，一套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系统的一个净化箱配置有多个可移动罩体、

单向通风连接软管及卡扣式或紧固式安装支架。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结构简单、成本低、能够快速大量生产、及时得到应用，可在

很短时间内生产出较大数量的本护理罩通风系统、即使需求数百万套这样的护理罩和消毒

通风系统对于制造业发达的地区来说也不是较难的事情，对于普通病房或者病床上防护和

救治能力、大幅度降低医护人员感染率起到重要作用，如快速量产使用该传染病防护型医

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系统，可迅速降低医护人员感染风险、降低患者交叉感染风险、降低患

者将自己呼出的病毒又吸回去比率、提高愈后效果、居家隔离患者降低围护人员和家人感

染风险，产生极大社会医疗价值，对世界传染病治疗和防护起到重要作用，加速传染病解

除、尽早实现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系统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是图1所示实施例单向阀打开时的空气净化流程示意图，

[0014] 图3是图1所示实施例单向阀关闭后的污染气体被隔离情况示意图，

[0015] 图4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含有O3发生器的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系

统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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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图5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含有高温加热器的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

系统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含有紫外线发生器的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

风系统结构示意图，

[0018] 图7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含有紫外线发生器的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

风系统的含有多个进气口的净化箱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实施例1

[0020] 本发明实施方式提供了一种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系统，如图1、图

2及图3所示。

[0021] 图1是基本结构示意图，包括可移动罩体101、单向通风连接软管102、卡扣式或紧

固式安装支架103、净化箱104，单向通风软管为内含有单向阀105的可调节位置的随动软

管，也就是单向通风连接软管102为可以弯曲定型的波纹管，单向阀具有单向气流流通作

用，依靠阀板弹簧106的弹力，允许阀板向上打开而向下关闭，允许其流单向流入净化箱而

不允许反流。

[0022] 净化箱具有进气口107和排气口108，净化箱内具设有风机109，风机出口段设有滤

芯120，滤芯120安装在净化箱的排气口的内侧，用于过滤箱内污染气体、吸附污染气体中的

气溶胶及微粒。

[0023] 可移动罩体的中间位置开有集气孔，使用时，将可移动罩体对准病床上住院病人

的口鼻上方，根据需要可移动罩体的位置可调，可以便于护理病人、便于施治、检测，不使用

时抬高位置便于腾出床位上方空间，即使在病人戴口罩亦可呼出部分含病毒气体，甚至呼

出病毒载量较高的气体，集气孔与单向通风软管的进气口密封连接，单向通风连接软管外

壁与卡扣式或紧固式安装支架121机械连接，卡扣式或紧固式安装支架用于与病房墙壁122

或落地支架或天棚支架或与病床相固定，与可移动罩体连接的单向通风连接软管具有可弯

曲可支撑功能，使可移动罩体位置由单向通风连接软管支撑并可以随时适当调节以适应于

患者头部口鼻位置，软管长度和弯曲度都是可以灵活调节的，单向通风软管的出气口与净

化箱的进气口密封连接，使用时，打开风机开关使风机运转，可移动罩体工作空间搜集到的

气体通过集气孔和单向通风连接软管进入净化箱，风机将净化箱内的气体吸入后经过滤芯

120过滤排出净化箱出口108。本实施例还设置了消毒液瓶124，瓶内可以选择常规75％酒精

或其他消毒剂，在支架和液滴调节装置121的固定与调控下，将液滴控制在速度适宜的情况

下经过消毒液管125引流至滤芯120，滤芯120可以选择为多层细密无纺布叠置而成，滤芯中

的多层网格结构属于可浸润性材料制造，这会使其能够依据网格纤维表面的液体表面张力

作用及时吸引补给过来的消毒剂液流或液滴，在箱内气体在经过滤芯时，滤芯中多层网格

结构上附着的消毒剂对气体消毒并过滤排出净化箱。由此带来的好处是，消毒剂随风机吹

散由滴管自动补给、网格结构附着并对直接对流经的气体进行消杀、风机吹散消毒剂有利

于给空气进一步继续消毒，加强了消杀效果。净化箱还具有扶手130和脚轮如132，以便于移

动。

[0024] 图1中显示了紧固式安装支架103病房墙壁122通过螺钉129固定连接的示意图，当

说　明　书 3/6 页

5

CN 111457492 A

5



然也可以设计为卡扣式机构与墙壁连接，这样更便于拆卸和移动，也可以将紧固式安装支

架103与护理床围栏相连接，作为安装常识的连接方式可以有多种选择多种，这里不一一阐

述。

[0025] 图2是图1所示实施例单向阀打开时的空气净化流程示意图，

[0026] 图3是图1所示实施例单向阀关闭后的污染气体被隔离情况示意图，

[0027] 实施例2

[0028] 本发明实施方式另一方面还提供了一种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系

统，如图4所示，包括可移动罩体101、单向通风连接软管102、位置随动的转轴123、卡扣式或

紧固式安装支架103、净化箱104，单向通风软管为内含有单向阀105的可调节位置的随动软

管，即单向通风连接软管102为可以弯曲定型的波纹管，单向阀具有单向气流流通作用，依

靠阀板弹簧106的弹力，允许阀板向上打开而向下关闭，允许其流单向流入净化箱而不允许

反流。净化箱具有进气口107和排气口108，净化箱内具有风机109和滤芯120，滤芯120安装

在净化箱的排气口的内侧，用于过滤箱内污染气体、吸附污染气体中的气溶胶及微粒。可移

动罩体的中间位置具有集气孔，可移动罩体对准病床上住院病人的口鼻上方，可移动罩体

的位置可调，可以便于护理病人、便于施治、检测，不使用时抬高位置便于腾出床位上方空

间，集气孔与单向通风软管的进气口密封连接，单向通风连接软管外壁与卡扣式或紧固式

安装支架103通过连杆和位置随动的转轴123相连接，卡扣式或紧固式安装支架用于与病房

墙壁122或落地支架或天棚支架或与病床相固定，转轴123有一定紧度、可以起到随动和固

定作用，使可移动罩体位置由位置随动的转轴123支撑并可以适当调节以适应于患者头部

口鼻位置，单向通风软管的出气口与净化箱的进气口107密封连接，使用时，打开风机开关

使风机运转，可移动罩体工作空间搜集到的气体通过集气孔和单向通风连接软管进入净化

箱，这些污染的气体中可能含有高浓度的病毒和致病菌，再流经电离式臭氧发生器，电源插

头131接通电源时，该臭氧发生器产生一定量的O3可以进行灭毒杀菌，风机将再净化箱内经

O3消杀后的气体吸入后送流于滤芯。

[0029] 在本实施例中还设置了消毒液瓶124，瓶内可以选择常规75％酒精或其他消毒剂，

在支架和液滴调节装置121的固定与调控下，将液滴控制在速度适宜的情况下经过消毒液

管125引流至滤芯120，这样经过O3消毒后的箱内气体在经过滤芯时，滤芯中的消毒剂再对

气体二次消毒并过滤排出净化箱。当然，O3不可以高浓度地排放到室内空气中，应该控制其

O3产生量在合理的范围，适量的O3对空气起到消杀作用，但超量排放到室内的O3将会有害

于人体，因此，O3发生器净化空气时，O3产气量应该被限制和随时控制或定时自动控制开

停，使其既满足消毒作用又不至于过量，反应O3产量的臭氧发生器工作占空比应该与房间

大小相匹配。

[0030]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可移动罩体可以吸拢该床位上患者排出的大部载毒呼气，而本

实施例对于这些含毒气体进行了5次有效处置，分别是：

[0031] ①单向阀隔离作用，防止反流，这样对于其他人员包括密切接触的医护人员都起

到重要的防护作用；

[0032] ②风机将污染气体引流至臭氧发生器，O3对其进行一次消毒；

[0033] ③滤芯中施加了消毒剂，这些消毒剂分布在滤芯中纤细而密布的多层网格上，消

毒剂中的酒精分子阵列对于流经的气体再次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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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④滤芯本身有机械阻隔和过滤作用，气体中的飞沫、气溶胶等颗粒被吸附防止排

出；

[0035] ⑤滤芯上的酒精消毒剂易于挥发，在风机的气流作用下能够高效挥发于排出的气

体中，对室内空气再次起到消毒作用，然后酒精能够被消毒剂瓶继续补充，当室内消毒剂-

酒精浓度高时，可以通过安装在支架121上的液滴调节装置进行调节或者关闭，停止消毒剂

的补给，这都给空气净化消毒起到了便于调控的作用，风机加速了酒精消毒剂的挥发发散、

消毒剂瓶通过消毒液管又对挥发场所--滤芯上的酒精起到补给作用，这些都是增强了消毒

效果；当然本发明技术方案中，按照污染气体流程来看，从可移动罩体集气孔→单向通风连

接软管→净化箱入口→净化箱→净化箱出口，这些环节都是密封的，不允许内部气体在流

程中间泄露出来，只允许经过净化箱消杀后从净化箱出口流出，确保被净化。

[0036] 易于理解的是，上述阐述的两种实施例里边，净化箱出口内的滤芯较容易设计为

易于更换的形式，医护人员应当在穿有医疗防护服装备情况下对其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更

换，换下来的旧滤芯按照污染医疗垃圾合法无害化处理。

[0037] 实施例3

[0038]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系统，如图5所示，净化

箱上安装有高温加热器134，可以选择电加热器，加热器134中加热器芯135产生的热量可以

将流经其内的气体加热到较高温度，如70℃，用于使高温加热器对净化箱内气体进行加热

消毒后排放，由于呼吸系统传染病高发于气温较低的冬春季节，设置有电加热器还有利于

补给室内热量，提高肺的换气功能，缓解病理损害、提高免疫力。对于加热器来说，一般不建

议采用燃气加热器，虽然燃气加热器的火焰对于流经其间的空气消杀作用更好，但燃气会

有较多的有害气体排放，燃烧过程也将消耗室内氧气，附图5中除了电加热器芯135，其余部

分与实施例2基本一致，不再赘述。

[0039] 实施例4

[0040]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系统，如图6所示，净化

箱上安装有紫外线发生器136，紫外光管137发出紫外线，可以对净化箱内气体进行消毒。

[0041] 上述几个实施例中，经过对患者呼出的污染气体的多方面净化处理，对于患者同

房间或密切接触的医护人员来说，净化箱排出的气体比未经净化箱处理而直接呼在室内的

病毒载量会降低、病毒活力会下降，相比患者仅仅戴口罩来说，进一步对患者呼出的病毒量

进行了有效的针对性消杀，对于多发的流行性呼吸传染病有较好的辅助防护作用，将会大

幅度提高患者治愈率、降低病死率、特别是对减少传染病交叉感染、减少医护感染起到非常

重要的实质性作用，尤其是对于轻型患者、普通型患者均有较好的防护作用。

[0042] 通过上述描述可知，从集气口→单向阀→连接管→O3/电加热/紫外线→消毒剂→

滤芯→排出的流程中，多方位的净化处理过程使空气得到有效净化消毒，显然本发明技术

结构较为简单、成本较低、系统结构设置灵活、便于批量及时供货，缓解多发呼吸道传染病

的高传染性危机、提高救治效果。

[0043] 实施例5

[0044] 易于理解的是，上述实施例所描述的任一种传染病防护型医疗护理罩及消毒通风

的结构形式可以使灵活设置的，如一个病床单独设置一套这样的系统，便于移动转移护理

病人；也可以采取净化箱集中式设置方式，一个净化箱配置有两个或多个“可移动罩体、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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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通风连接软管及卡扣式或紧固式安装支架”的形式，形成集中净化式传染病防护型医疗

护理罩及消毒通风系统，如适应于两个床位的两套可移动的医疗护理罩配一个净化箱，或

者整个病房适应于多个床位的多套可移动的医疗护理罩仅配一个净化箱，可以节约成本、

减小空间占用、降低风机噪音、便于维护管理等，还可以将净化箱安装于医护专控的隔壁房

间，避免患者私自动用净化箱，可选择将净化后的气体排出室外或排至医院专用尾气无毒

化处理密封通道。如图7所示的实施例5，该净化箱具有四个进气口107，每个进气口内配有

阀门(如附图中阀门140)，当某一进气口需要连接护理罩时，该进气口与单向通风连接软管

连接后，进气口内的阀门打开，当然，对于机械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可以灵活选用多种阀

门结构形式，如卡扣式自动空气阀、电磁阀等，这些属于公知技术，在本说明书及其附图中

未予详细展示，这并不影响本申请技术方案的总体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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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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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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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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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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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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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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