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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呼吸阀的口罩及其

使用方法，包括口罩体，所述口罩体的左右两侧

分别设置有左耳挂和右耳挂，该口罩体从内到外

由多层无纺布复合而成，且贴合边围绕在口罩体

的外围，所述无纺布的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密封

线条，且无纺布的内部顶端设置有鼻梁筋，所述

无纺布的右侧外表面安装有呼吸阀，所述呼吸阀

是由上盖和底座组成，该底座的中间安装有中心

固定膜片。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具有呼吸阀的口罩

及其使用方法，使呼气阀可以配合安装在口罩

中，让人们在雾霾天气外出使用口罩时更好的防

护，同时在呼吸阀上设置横截柱子使呼气阀的膜

片在呼气状态时可以迅速打开，从而增加排气

量，可以减轻佩戴者的憋气感，使用更加方便，具

有更好的使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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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呼吸阀的口罩，包括口罩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口罩体（1）的左右两侧分

别设置有左耳挂（8）和右耳挂（5），该口罩体（1）从内到外由多层无纺布（3）复合而成，且贴

合边（7）围绕在口罩体（1）的外围，所述无纺布（3）的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密封线条（6），且

无纺布（3）的内部顶端设置有鼻梁筋（2），所述无纺布（3）的右侧外表面安装有呼吸阀（4），

所述呼吸阀（4）是由上盖（11）和底座（9）组成，该底座（9）的中间安装有中心固定膜片（10），

所述底座（9）的周边配有与膜片适合高度的密封线，所述上盖（11）的外表面设置有横截柱

子（12），且横截柱子（12）的两端分别与上盖（11）和底座（9）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具有呼吸阀的口罩，其特征在于：  所述中心固定膜片

（10）的数量为三片。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具有呼吸阀的口罩，其特征在于：  所述无纺布（3）的外

表面上标注有标签，且标签靠近左耳挂（8）。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具有呼吸阀的口罩，其特征在于：  所述呼吸阀（4）由硅

橡胶制成，且横截柱子（12）的数量为两条。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具有呼吸阀的口罩，其特征在于：  所述呼吸阀（4）形状

是圆形，且呼吸阀（4）的上盖（11）外表面设有图标和字样标志。

6.一种具有呼吸阀口罩的使用方法，其基于权利要求  1-5  任一项所述的具有呼吸阀

的口罩，该口罩佩戴于脸部，其使用步骤如下：

S1：打开口罩，查看其正反面，具有呼吸阀（4）的一面属于正面，则处于人脸口鼻的外

部，则另一面属于反面，则与人脸部口鼻处相接；

S2：确定好正反面之后，再次查看鼻梁筋（2）位置，鼻梁筋（2）  所处的一端是上方，反之

为下方，鼻梁筋（2）所在的上方紧靠在鼻梁之上，下方则于下巴密切贴合；

S3：确定好S1  和S2  之后，把左耳挂（8）和右耳挂（5）分别挂在人的左右耳部即可完成

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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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呼吸阀的口罩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口罩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具有呼吸阀的口罩及其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口罩是安全防护的卫生用品之一，一般指佩戴在口鼻部位用于过滤进入口鼻的空

气，以达到阻挡有害的气体、气味、飞沫进出佩戴者口鼻的用具，主要是普通织物，动物毛，

无纺布或纸等制成，口罩可分为空气过滤式口罩和供气式口罩；现有的口罩在使用时存在

一定的弊端，在日常生活和劳动防护中，自吸过滤式呼吸器应用越来越广泛，  传统的呼吸

器用的呼气器装置，膜片卡开较慢较小，当人们在湿热或通风较差或劳动量较大的工作环

境时，使工作人员佩戴感到不舒适，  而且佩戴者体内的废气无法迅速的完全排除到口罩之

外，重复呼吸自身排除的二氧化碳对人们的身体健康有一点的损害，而且容易增加佩戴者

的憋气感，使用带来不便，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为此，我们提出一种具有呼吸阀的口罩及其

使用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呼吸阀的口罩及其使用方法，可以有效解决

背景技术中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具有呼吸阀的口罩及其使用方法，包括口罩体，所述口罩体的左右两侧分别设置

有左耳挂和右耳挂，该口罩体从内到外由多层无纺布复合而成，且贴合边围绕在口罩体的

外围，所述无纺布的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密封线条，且无纺布的内部顶端设置有鼻梁筋，所

述无纺布的右侧外表面安装有呼吸阀，所述呼吸阀是由上盖和底座组成，  该底座的中间安

装有中心固定膜片，所述底座的周边配有与膜片适合高度的密封线，所述上盖的外表面设

置有横截柱子，且横截柱子的两端分别与上盖和底座相连接。

[0005] 优选的，所述中心固定膜片的数量为三片。

[0006] 优选的，所述无纺布的外表面上标注有标签，且标签靠近左耳挂。优选的，所述呼

吸阀由硅橡胶制成，且横截柱子的数量为两条。优选的，所述呼吸阀形状是圆形，且呼吸阀

的上盖外表面设有图标和字样标志。

[0007]   一种具有呼吸阀口罩的使用方法，其基于权利要求  1-5 的一种具有呼吸阀的口

罩，该口罩佩戴于脸部，其使用步骤如下：

S1：打开口罩，查看其正反面，具有呼吸阀的一面属于正面，则处于人脸口鼻的外部，则

另一面属于反面，则与人脸部口鼻处相接；

S2：确定好正反面之后，再次查看鼻梁筋位置，鼻梁筋所处的一端是上方，反之为下方，

鼻梁筋所在的上方紧靠在鼻梁之上，下方则于下巴密切贴合；

S3：确定好  S1  和S2 之后，把左耳挂和右耳挂分别挂在人的左右耳部即可完成佩戴。

[000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该用于安全防护的具有呼吸阀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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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及其使用方法，该呼吸阀口罩和传统口罩相比具有更好排出气体和过滤功能，能够使佩

戴者感到舒适，并且当对佩戴者自身呼吸排除的废气无法完全排除口罩之外时，呼吸阀呼

气时排出气体的膜片可以迅速的打开，以迅速将体内废气排除在口罩之外，使佩戴者脸部

和口罩之间密合良好又能在口鼻处保留一定的空间，降低使用口罩时的闷热感，而吸气时

的负压让膜片会自动将阀门关闭，阻止空气中对人体有害的可见或不可见的物质进行过

滤，避免吸进外界环境的污染物，从而不会给人体带来不好的影响，使用时更加的方便，  使

用的效果相对于传统方式更好。

附图说明

[000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图  1 为本发明一种具有呼吸阀的口罩及其使用方法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  2 为本发明一种具有呼吸阀的口罩及其使用方法中呼吸阀的俯视图；

图  3 为本发明一种具有呼吸阀的口罩及其使用方法中呼吸阀的仰视图。

[0010] 图中标号分别为：1、口罩体；2、鼻梁筋；3、无纺布；4、呼吸阀；5、右耳挂；6、密封线

条；7、贴合边；8、左耳挂；9、底座；10、中心固定膜片；11、上盖；12、横截柱子。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12] 如图  1-3 所示，一种具有呼吸阀的口罩，包括口罩体  1，所述口

罩体  1 的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左耳挂  8  和右耳挂  5，该口罩体  1  从内到外由多层

无纺布  3  复合而成，且贴合边  7 围绕在口罩体  1 的外围，所述无纺布  3 的左右两侧分

别设置有密封线  6，且无纺布  3 的内部顶端设置有鼻梁筋  2，使其佩戴者在使用时脸部和

口罩之间有良好的密合又能在口鼻处保留一定的空间，让其感到舒适，所述无纺布  3 的右

侧外表面安装有呼吸阀  4，所述呼吸阀  4  是由上盖  11  和底座  9 组成，该底座  9 的中间

安装有中心固定膜片  10，所述底座  9 的周边配有与膜片适合高度的密封线，所述上盖  11 

的外表面设置有横截柱子  12。上盖  11  设置横截柱子  12  来辅助中心固定膜片  10 呼气

打开，使得呼气阀  4  的中心固定膜片  10  在呼气状态时可以迅速打开，从而增加了排气

量，而呼气阀  4 的呼吸器因呼气时排气量的增加，使的佩戴者自身排除的二氧化碳可以迅

速的排除到口罩之外，从而可以减轻呼吸器佩戴者的憋气感。并且因上盖  11  设置的横截

柱子  12  使得膜片能够迅速合上，从而起到过滤密封的良好效果，阻止空气中对人体有害

的可见或不可见的物质进行过滤，避免吸进外界环境的污染物，从而不会给人体带来不好

的影响，且横截柱子  12 的两端分别与上盖  11  和底座9  相连接。

[0013]   所述中心固定膜片  10 的数量为三片；所述无纺布  3 的外表面上标注有标签，

且标签靠近左耳挂  8；所述上所述呼吸阀  4  由硅橡胶制成，且横截柱子  12  的数量为两

条；所述呼吸阀  4  形状是圆形，且呼吸阀  4 的上盖  11  外表面设有图标和字样标志；一种

具有呼吸阀口罩的使用方法，其基于权利要求  1-5 的具有呼吸阀的口罩，该口罩佩戴于脸

部，其使用步骤如下：

S1：打开口罩，查看其正反面，具有呼吸阀  4 的一面属于正面，  则处于人脸口鼻的外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109691709 A

4



部，则另一面属于反面，则与人脸部口鼻处相接；

S2：确定好正反面之后，再次查看鼻梁筋  2  位置，鼻梁筋  2  所处的一端是上方，反之

为下方，鼻梁筋  2 所在的上方紧靠在鼻梁之上， 下方则于下巴密切贴合；

S3：确定好  S1  和S2 之后，把左耳挂  8  和右耳挂  5 分别挂在人的左右耳部即可完成

佩戴。

[0014]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为一种具有呼吸阀的口罩及其使用方法，  如图  1  所示，一

种具有呼吸阀的口罩及其使用方法整体结构示意图，  当人们在使用口罩时，使其戴在脸部

口鼻部位用于过滤进入口鼻的空气，以达到阻挡有害的气体、气味、飞沫进出佩戴者口鼻的

用具，避免吸进外界环境的污染物，呼吸阀口罩是为了人们的健康而设计的。

[0015] 如图  2-3  所示，该图是呼吸阀的口罩中呼吸阀的俯视图和俯视图，从图中可以看

出呼吸阀  4 由上盖  11、底座  9  和中心固定膜片  10 组成，当人们在湿热或通风较差或劳

动量较大的工作环境时，上盖  11  设置横截柱子12  来辅助中心固定膜片10 呼气时打开或

者吸气时负压使其闭合，佩戴者呼气时，呼吸阀  4  中心固定膜片  10  迅速打开，从而使呼

气阀的呼吸器因呼气时排气量的增加，迅速的使废气排出口罩之外，  避免使用者二次吸入

自身排出的废气，也可以减轻呼吸器佩戴者的憋  气感。吸气时，呼吸阀  4  中心固定膜片 

10  关闭，从而起到过滤密封的良好效果，以避免吸进外界环境的污染物，也让使用者感到

舒适不压抑。

[0016] 以上概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

[0017] 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

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

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

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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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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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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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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