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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医用空气加压舱的自动平移

门，含有舱门 1、门框 3 及舱门平移、舱

门锁紧及地面盖板系统,舱门通过吊耳固

定在安装于滑行板 10 上的滑动轮上，滑

行板固定在舱体 28 上，舱体上设有主令

开关 5 和锁紧开关 6；舱门平移系统包括

主令开关和主汽缸 20，主令开关与主汽缸

间设有开、关门气路 8、7，滑行板上设有

开、关门限位装置 11、19；舱门锁紧系统

中的锁紧开关 6 通过手动锁紧气路 4 与二

个锁紧汽缸连接，锁紧气动机械阀通过自

动锁紧气路 15 与二个锁紧汽缸连接；地

面盖板系统中的盖板气动机械阀 18 通过

盖板气路 22 与二个盖板汽缸 26、27 连

接，盖板汽缸的活塞与地面盖板固定。该

门可自动平移开关、手动/自动锁紧，开

启时，门框与地面间能自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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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医用空气加压舱的自动平移门，含有舱门（1）、门框（3），其特征

是：还含有舱门平移系统、舱门锁紧系统及地面盖板系统,舱门（1）上端通过

吊耳Ⅰ（13）、吊耳Ⅱ（17）分别固定在滑动轮Ⅰ（12）及滑动轮Ⅱ（16）上，滑

动轮Ⅰ（12）及滑动轮Ⅱ（16）安装于带有滑行轨道的滑行板（10）上，滑行板

（10）固定在门框（3）上方的舱体（28）上，舱门（1）覆盖在门框（3）的前

框上，在门框（3）外侧的舱体（28）上，分别设有主令开关（5）和锁紧开关

（6）；所述的舱门平移系统包括主令开关（5）和主汽缸（20），主汽缸

（20）固定在门框（3）外侧的舱体（28）上，主汽缸（20）上的汽缸拉杆

（21）固定在舱门（1）一侧的上部，主令开关（5）与主汽缸（20）之间设有

开门气路（8）及关门气路（7），在滑行板（10）的左右二端分别设有关门限

位装置（11）和开门限位装置（19）；所述的舱门锁紧系统包括锁紧开关

（6），锁紧气动机械阀（14）和二个分别固定在门框上下对角外侧舱体上的锁

紧汽缸Ⅰ（9）及锁紧汽缸Ⅱ（24），锁紧开关（6）通过手动锁紧气路（4）与锁

紧汽缸Ⅰ（9）及锁紧汽缸Ⅱ（24）连接，锁紧气动机械阀（14）安装在滑行板

（10）上的关门限位装置（11）的内侧，通过自动锁紧气路（15）与锁紧汽缸Ⅰ

（9）及锁紧汽缸Ⅱ（24）连接，锁紧气动机械阀（14）内设有延时开关；所述

的地面盖板系统，含有安装在滑行板（10）上的开门限位装置（19）内侧的盖

板气动机械阀（18）、地面盖板（25）及固定在地面以下的二个盖板汽缸

（26、27），盖板气动机械阀（18）通过盖板气路（22）与固定在地面以下的

二个盖板汽缸（26、27）相连接，二个盖板汽缸（26、27）的活塞分别与地面

盖板（25）的两端相固定。 

2.按照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医用空气加压舱的自动平移门，其特征是在门框

（3）外围设有密封胶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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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医用空气加压舱的自动平移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医用空气加压舱的舱门，属于高压氧舱结构技术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医用空气加压舱是以压缩空气为加压介质的高压氧治疗设备，临床适

用于缺血、缺氧性疾病的抢救和治疗。对于各种严重的颅脑外伤、脊髓外伤和

有害气体中毒等危重病人，抢救治疗时间尤其珍贵，分秒必争。而目前国内氧

舱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舱门全靠操作人员手动开关，一扇舱门的重量一般在

200 至 300 公斤，手动开关时人员明显感觉比较吃力，在锁紧和开锁时尤其需

要全力压紧，费时费力；而且门框与地面有高度差，不方便担架车和病床的出

入，因而医院一般都采取进舱前更换担架或病床的措施，此举不仅耽误了抢救

时间，更有可能在搬抬病人的过程中给危重病人造成二次伤害。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解决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改

进的医用空气加压舱的舱门，该舱门不仅可实现自动平移开关、手动/自动锁紧

双功能，而且还可以实现舱门开启时，门框与地面之间的自动连接，便于工作

人员及担架车、病床等的出入，使用方便。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5]    一种医用空气加压舱的自动平移门，含有舱门、门框，其结构特点

是：还含有舱门平移系统、舱门锁紧系统及地面盖板系统,舱门上端通过吊耳Ⅰ、

吊耳Ⅱ分别固定在滑动轮Ⅰ及滑动轮Ⅱ上，滑动轮Ⅰ及滑动轮Ⅱ安装于带有滑行轨道

的滑行板上，滑行板固定在门框上方的舱体上，舱门覆盖在门框的前框上，在

门框外侧的舱体上分别设有主令开关和锁紧开关；所述的舱门平移系统包括主

令开关和主汽缸，主汽缸固定在门框外侧的舱体上，主汽缸上的汽缸拉杆固定

在舱门一侧的上部，主令开关与主汽缸之间设有开门气路及关门气路，在滑行

板的左右二端分别设有关门限位装置和开门限位装置；所述的舱门锁紧系统包

括锁紧开关，锁紧气动机械阀和二个分别固定在门框上下对角外侧舱体上的锁

紧汽缸，锁紧开关通过手动锁紧气路与二个锁紧汽缸（锁紧汽缸Ⅰ及锁紧汽缸

Ⅱ）连接，锁紧气动机械阀安装在滑行板上的关门限位装置的内侧，它通过自

动锁紧气路与二个锁紧汽缸（锁紧汽缸Ⅰ及锁紧汽缸Ⅱ）连接，锁紧气动机械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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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设有延时开关；所述的地面盖板系统，含有安装在滑行板上的开门限位装置

内侧的盖板气动机械阀、地面盖板及固定在地面以下的二个盖板汽缸，盖板气

动机械阀通过盖板气路与固定在地面以下的二个盖板汽缸相连接，二个盖板汽

缸的活塞分别与地面盖板的两端相固定。 

[0006]    本实用新型在门框外围设有密封胶条，用以舱门闭紧时保证舱内良好

的气密性。 

[0007]    本实用新型的手动控制装置为主令开关和锁紧开关。当舱门关闭时，

先将主令开关由零位拨到关门位置，主令开关通过关门气路将信号传输给主汽

缸，使主汽缸上的汽缸拉杆推动舱门沿滑行板的轨道平移滑动，舱门缓缓关

闭；同步的，舱门上端的吊耳Ⅱ离开开门限位装置时，位于开门限位装置内侧

的盖板气动机械阀启动，通过盖板气路将信号传输给位于地面以下的二个盖板

汽缸，两个盖板汽缸同时作用，使地面盖板迅速收缩于地面以下，舱门继续缓

慢关闭。当舱门上端的吊耳Ⅰ到达关门限位装置时，舱门完全关闭，此时，如果

手动按下锁紧开关，锁紧开关通过手动锁紧气路将信号传输给锁紧汽缸Ⅰ及锁紧

汽缸Ⅱ，两个锁紧汽缸同时作用于舱门上下对角，将舱门锁住；如果没有手动

按下锁紧开关，由于吊耳Ⅰ到达关门限位装置时触动锁紧气动机械阀，锁紧气动

机械阀内的延时开关自动开始计时，30 秒后启动锁紧气动机械阀，锁紧气动机

械阀通过自动锁紧气路将信号传输给锁紧汽缸Ⅰ及锁紧汽缸Ⅱ，将舱门锁住。 

[0008]    当舱门开启时，先将锁紧开关拔出，锁紧开关通过手动锁紧气路将信

号传输给锁紧汽缸Ⅰ及锁紧汽缸Ⅱ，以此控制锁紧汽缸Ⅰ及锁紧汽缸Ⅱ进行解锁；

然后将主令开关由零位拨到开门位置，主令开关通过开门气路将信号传输给主

汽缸，主汽缸上的汽缸拉杆拉动舱门沿滑行板的轨道平移滑动，当舱门上端的

吊耳Ⅱ到达开门限位装置时，舱门完全打开；同时，吊耳Ⅱ触动位于开门限位装

置内侧的盖板气动机械阀，盖板气动机械阀通过盖板气路将信号传输给位于地

面以下的二个盖板汽缸，两个盖板汽缸同时作用，使地面盖板迅速弹出，填平

门框与地面之间的缝隙，实现门框与地面的自动连接。 

[0009]    本实用新型操作简单，舱门可实现自动平移开关、手动/自动锁紧双功

能，省时省力；地面盖板随舱门的开关而自动开启闭合，闭合时门框与地面没

有高度差，门框与地面通过地面盖板连在一起，更加方便担架车和病床的出

入，为抢救治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附图说明 

[0010]    图 1 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的例子，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细的说

明，然而所述的实施例不应以限制的方式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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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本实用新型的医用空气加压舱的自动平移门包

括：舱门 1、门框 3、舱门平移系统、舱门锁紧系统及地面盖板系统，舱门 1 上

端通过吊耳Ⅰ13 和吊耳Ⅱ17 分别与滑动轮Ⅰ12、滑动轮Ⅱ16 固定，滑动轮Ⅰ12、滑

动轮Ⅱ16 安装在带有滑行轨道的滑行板 10 上，舱门开启和闭合过程中，滑动轮

Ⅰ12、滑动轮Ⅱ16 在滑行板 10 上沿着固定的轨道做平移滑行运动；滑行板 10 固

定在门框 3 上方的舱体 28 上，舱门 1 覆盖在门框 3 前框上，在门框 3 外侧的舱

体 28 上分别设有主令开关 5 和锁紧开关 6，主令开关 5 是控制舱门 1 开启和闭

合的装置，锁紧开关 6 是在舱门 1 完全闭合时手动控制锁紧的装置。所述的舱

门平移系统包括主令开关 5 和为舱门 1 平移滑动提供动力的主汽缸 20，主汽缸

20 固定在门框 3 外侧的舱体 28 上，主汽缸 20 上的汽缸拉杆 21 固定在舱门 1 一

侧的上部，在主令开关 5 与主汽缸 20 之间设有开门气路 8 和关门气路 7，主令

开关 5 通过开门气路 8 和关门气路 7 将信号传输给主汽缸 20，以此控制舱门 1

的开启和闭合；滑行板 10 左右二端分别设有关门限位装置 11 和开门限位装置

19，当吊耳Ⅱ17 到达开门限位装置 19 时，舱门 1 完全打开；当吊耳Ⅰ13 到达关

门限位装置 11 时，舱门 1 完全闭合。所述的舱门锁紧系统包括锁紧开关 6，锁

紧气动机械阀 14 和二个分别固定在门框上下对角外侧舱体上的锁紧汽缸Ⅰ9 及锁

紧汽缸Ⅱ24。锁紧开关 6 通过手动锁紧气路 4 与锁紧汽缸Ⅰ9 及锁紧汽缸Ⅱ24 连

接，当舱门 1 完全关闭时，按下锁紧开关 6，锁紧汽缸Ⅰ9 及锁紧汽缸Ⅱ24 分别对

舱门 1 的上下对角作用，将舱门 1 锁住；锁紧气动机械阀 14 安装在滑行板 10

上的关门限位装置 11 的内侧，它通过自动锁紧气路 15 与锁紧汽缸Ⅰ9 及锁紧汽

缸Ⅱ24 连接，锁紧气动机械阀 14 内含有延时开关，延时开关设定时间为 30

秒，在舱门 1 完全关闭 30 秒后，如果没有手动锁紧的话，锁紧气动机械阀 14

自动开启，将舱门 1 锁住。所述的地面盖板系统，包括安装在滑行板 10 上的开

门限位装置 19 内侧的盖板气动机械阀 18、地面盖板 25 及固定在地面以下的二

个盖板汽缸 26、27，盖板气动机械阀 18 通过盖板气路 22 与固定在地面以下的

二个盖板汽缸 26、27 相连接，二个盖板汽缸 26、27 的活塞分别与地面盖板 25

的两端相固定。 

[0013]    本实用新型在门框 3 外围设有密封胶条 2，用以舱门 1 闭紧时保证舱内

良好的气密性。  

[0014]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过程中，当舱门 1 关闭时，先将主令开关 5 由零位 A

拨到关门位置 A2，主令开关 5 通过关门气路 7 将信号传输给主汽缸 20，主汽

缸 20 的 B2 气室进气，汽缸拉杆 21 推动舱门 1 沿滑行板 10 的轨道平移滑动，

舱门 1 缓缓关闭；同步的，舱门 1 上端的吊耳Ⅱ17 离开开门限位装置 19 时，位

于开门限位装置 19 内侧的盖板气动机械阀 18 启动，通过盖板气路 22 将信号传

输给位于地面 23 以下的盖板汽缸 26、27，两个盖板汽缸同时作用，使地面盖

板 25 迅速收缩于地面 23 以下，舱门 1 继续缓慢关闭。当舱门 1 上端的吊耳Ⅰ13



 5

到达关门限位装置 11 时，舱门 1 完全关闭，此时，如果手动按下锁紧开关 6，

锁紧开关 6 通过手动锁紧气路 4 将信号传输给锁紧汽缸Ⅰ9 及锁紧汽缸Ⅱ24，两个

锁紧汽缸同时作用于舱门 1 的上下对角，将舱门 1 锁住；如果没有手动按下锁

紧开关 6，由于吊耳Ⅰ13 到达关门限位装置 11 时触动锁紧气动机械阀 14，使锁

紧气动机械阀 14 内的延时开关自动开始计时，30 秒后启动锁紧气动机械阀

14，锁紧气动机械阀 14 通过自动锁紧气路 15 将信号传输给锁紧汽缸Ⅰ9 及锁紧

汽缸Ⅱ24，将舱门 1 锁住。 

[0015]    当舱门 1 开启时，先将锁紧开关 6 拔出，锁紧开关 6 通过手动锁紧气路

4 将信号传输给锁紧汽缸Ⅰ9 及锁紧汽缸Ⅱ24，以此控制锁紧汽缸Ⅰ9 及锁紧汽缸

Ⅱ24 进行解锁；然后将主令开关 5 由零位 A 拨到开门 A1 位置，主令开关 5 通过

开门气路 8 将信号传输给主汽缸 20，主汽缸 20 的 B1 气室进气，汽缸拉杆 21

拉动舱门 1 沿滑行板 10 的轨道平移滑动，当舱门 1 上端的吊耳Ⅱ17 到达开门限

位装置 19 时，舱门 1 完全打开；同时，吊耳Ⅱ17 触动位于开门限位装置 19 内

侧的盖板气动机械阀 18，盖板气动机械阀 18 通过盖板气路 22 将信号传输给位

于地面 23 以下的盖板汽缸 26、27，两个盖板汽缸同时作用，使地面盖板 25 迅

速弹出，填平门框 3 与地面 23 的缝隙，实现自动连接。 

[0016]    所述的主令开关、锁紧开关、锁紧气动机械阀、盖板气动机械阀、关

门限位装置和开门限位装置及主汽缸、锁紧汽缸、盖板汽缸等各种汽缸等部

件，皆为市场上直接购得的部件，如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采用的主令开关即

为市场上销售的手动转阀（型号：HV-200B），锁紧开关即为市场上销售的二

位三通手拉阀（型号：3R210-08），锁紧气动机械阀即为市场上销售的电磁换

向阀（型号：4V310-10），盖板气动机械阀即为市场上销售的电磁换向阀（型

号：4V310-30），这些部件均为三德利气动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其结构皆为

本领域内的普通专业技术人员所公知，这里不再重述。所采用的关门限位装置

即市场上销售的树脂胶块，开门限位装置即市场上销售的树脂胶块，主汽缸、

锁紧汽缸、盖板汽缸即市场上销售的普通汽缸，它们的结构皆为本领域内的普

通专业技术人员所公知，这里也不再重述。 

[0017]    所述的开门气路、关门气路、手动锁紧气路、盖板气路可采用任何可

用来传导气体的管子。 

[0018]    所述的固定在舱体上的各个部件，可采用现在技术中的任何方式固

定，这些都是本领域内的普通技术人员很易做到的，不再重述。 

[0019]    本实用新型操作简单，舱门实现自动平移开关、手动/自动锁紧双功

能，省时省力；地面盖板随舱门的开关而自动开启闭合，闭合时门框与地面没

有高度差，门框与地面通过地面盖板连在一起，更加方便担架车和病床的出

入，为抢救治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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