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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柔性衬垫。所述柔性衬垫可

拆卸地设置于呼吸界面接口装置的罩壳上，所述

罩壳的一端周缘横向向内延伸形成密封衬垫，所

述密封衬垫围绕形成开口，所述柔性衬垫为立体

构型并与所述密封衬垫的立体轮廓相吻合，以形

成双层衬垫结构。所述柔性衬垫能够使得呼吸用

罩壳结构的佩戴效果较好。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呼

吸用罩壳结构及呼吸界面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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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柔性衬垫，其特征在于，所述柔性衬垫可拆卸地设置于呼吸界面接口装置的罩

壳上，所述罩壳的一端周缘横向向内延伸形成密封衬垫，所述密封衬垫围绕形成开口，所述

柔性衬垫为立体构型并与所述密封衬垫的立体轮廓相吻合，以形成双层衬垫结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衬垫，其特征在于，所述柔性衬垫的材料为弹性织物、或者

PU海绵、或者弹性织物和海绵的复合材料、或者弹性织物和PU膜的复合材料、或者为层叠设

置的黏胶层、PU海绵层与弹性织物。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柔性衬垫，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织物为可热定型弹性织物，

其包括以下成分：尼龙、莱卡纱线、吸湿纤维以及热熔纱。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柔性衬垫，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织物为弹性三明治布，所述

柔性衬垫的厚度为0.4-5毫米。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衬垫，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衬垫上形成有结合区域，所述

密封衬垫为硅胶衬垫，所述柔性衬垫用于至少部分覆盖所述结合区域。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柔性衬垫，其特征在于，所述柔性衬垫上形成有与皮肤直接接触

的皮肤接触区域，所述皮肤接触区域与所述结合区域至少部分重叠。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柔性衬垫，其特征在于，所述柔性衬垫的表面涂覆有黏胶层，

所述柔性衬垫通过所述黏胶层可拆卸地贴附于所述结合区域上，所述黏胶层为凝胶层或者

不干胶层。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衬垫，其特征在于，所述柔性衬垫包括环状主体与形成于

所述环状主体周缘的环状周缘，所述柔性衬垫的环状周缘可拆卸地连接于所述罩壳上并围

绕所述密封衬垫，所述环状主体与所述密封衬垫相互分离。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柔性衬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罩壳上形成有凹槽，所述柔性衬

垫的环状周缘设置有弹性件，所述弹性件可拆卸地卡设在所述凹槽内。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柔性衬垫，其特征在于，所述柔性衬垫还包括硬质卡环，所述

硬质卡环围绕所述皮肤接触区域的外侧边缘向外凸设，所述硬质卡环上凸设有圈状框架，

所述罩壳上凹设有环状凹槽，所述环状凹槽包绕于所述结合区域的外侧并与所述结合区域

间隔设置，所述硬质卡环套合并贴设于所述罩壳的侧壁表面，所述圈状框架可拆卸地卡设

于所述环状凹槽内以将所述柔性衬垫安装于所述罩壳上。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衬垫，其特征在于，所述柔性衬垫对应鼻梁部位的相对

两侧均加厚设置。

12.一种呼吸用罩壳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密封衬垫以及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衬

垫，所述密封衬垫一体形成于罩壳上，所述罩壳的一端周缘横向向内延伸形成所述密封衬

垫，所述密封衬垫围绕形成开口，所述柔性衬垫可拆卸地设置于所述罩壳上并至少部分覆

盖所述密封衬垫。

13.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呼吸用罩壳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衬垫为硅胶衬垫，所

述密封衬垫上形成有结合区域，所述柔性衬垫至少部分覆盖所述结合区域，所述柔性衬垫

上形成有与皮肤直接接触的皮肤接触区域。

14.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呼吸用罩壳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柔性衬垫部分贴合并连接

于所述密封衬垫上。

15.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呼吸用罩壳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结合区域上形成有鼻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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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区，所述柔性衬垫包括相互连接的贴附部与分离部，所述贴附部可拆卸地连接于所述鼻

梁接触区，所述分离部与所述结合区域相互分离，所述皮肤接触区域形成于所述贴附部与

所述分离部上。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呼吸用罩壳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柔性衬垫仅覆盖所述鼻

梁接触区。

17.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呼吸用罩壳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罩壳上形成有凹槽，所

述柔性衬垫的环状周缘设置有弹性件，所述弹性件可拆卸地卡设在所述凹槽内。

18.一种呼吸界面接口，其特征在于，包括如权利要求12-17中任一项所述的呼吸用罩

壳结构。

19.如权利要求18所述的呼吸界面接口，其特征在于，所述呼吸界面接口为面罩、鼻罩

或者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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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衬垫、呼吸用罩壳结构及呼吸界面接口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柔性衬垫、呼吸用罩壳结构及呼吸界面接口。

背景技术

[0002] 在针对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等睡眠呼吸类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一般采用正压通气

疗法，即通过呼吸设备将正压气体输送至患者呼吸气道内。这种呼吸设备通常包括正压通

气装置即持续正压通气装置(CPAP，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或双水平正

压通气装置(Bi-PAP，bilevel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空气输送管以及面罩。面罩一

般包括与空气输送管连接的接头、弯管、壳体、柔性罩壳、绑带以及支架。接头、弯管、壳体以

及柔性罩壳依次连接，支架固定于壳体上，绑带两端卡扣于支架上。使用时，面罩被绑带固

定在患者鼻部或口鼻部区域上，在绑带及鼻罩内外压差的作用下柔性罩壳与结合区域的皮

肤之间贴合形成气密，使正压气体输送至患者呼吸气道内。在使用过程中，面罩和皮肤接触

的舒适度、稳定度、密封效果是三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将直接影响患者使用体验和治疗效

果。

[0003] 常用的面罩或鼻罩接触皮肤的柔性罩壳是采用硅胶材料成型而成，硅胶材料与皮

肤直接接触存在以下的问题：硅胶是疏水疏油且透气性差的材料，几乎没有吸油脂、吸湿排

汗的功能，长时间佩戴面罩或鼻罩时，佩戴者脸部皮肤代谢出来的汗液、油脂无法有效排

出，在压力载荷下长时间接触面罩或鼻罩的脸部皮肤将容易出现严重红印、甚至局部皮肤

溃伤等，从而使得其佩戴体验效果不好，影响治疗效果及患者接受正压通气治疗的顺应性。

发明内容

[0004] 基于此，有必要提供一种佩戴效果较好的柔性衬垫、呼吸用罩壳结构及呼吸界面

接口。

[0005] 一种柔性衬垫，可拆卸地设置于呼吸界面接口装置的罩壳上，所述罩壳的一端周

缘横向向内延伸形成密封衬垫，所述密封衬垫围绕形成开口，所述柔性衬垫为立体构型并

与所述密封衬垫的立体轮廓相吻合，以形成双层衬垫结构。

[0006] 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柔性衬垫的材料为弹性织物、或者PU海绵、或者弹性

织物和海绵的复合材料、或者弹性织物和PU膜的复合材料、或者为层叠设置的黏胶层、PU海

绵层与弹性织物。

[0007] 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弹性织物为可热定型弹性织物，其包括以下成分：尼

龙、莱卡纱线、吸湿纤维以及热熔纱。

[0008] 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弹性织物为弹性三明治布，所述柔性衬垫的厚度为

0.4-5毫米。

[0009] 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密封衬垫上形成有结合区域，所述密封衬垫为硅胶

衬垫，所述柔性衬垫用于至少部分覆盖所述结合区域。

[0010] 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柔性衬垫上形成有与皮肤直接接触的皮肤接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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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所述皮肤接触区域与所述结合区域至少部分重叠。

[0011] 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柔性衬垫的表面涂覆有黏胶层，所述柔性衬垫通过

所述黏胶层可拆卸地贴附于所述结合区域上，所述黏胶层为凝胶层或者不干胶层。

[0012] 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柔性衬垫包括环状主体与形成于所述环状主体周缘

的环状周缘，所述柔性衬垫的环状周缘可拆卸地连接于所述罩壳上并围绕所述密封衬垫，

所述环状主体与所述密封衬垫相互分离。

[0013] 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罩壳上形成有凹槽，所述柔性衬垫的环状周缘设置

有弹性件，所述弹性件可拆卸地卡设在所述凹槽内。

[0014] 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柔性衬垫还包括硬质卡环，所述硬质卡环围绕所述

皮肤接触区域的外侧边缘向外凸设，所述硬质卡环上凸设有圈状框架，所述罩壳上凹设有

环状凹槽，所述环状凹槽包绕于所述结合区域的外侧并与所述结合区域间隔设置，所述硬

质卡环套合并贴设于所述罩壳的侧壁表面，所述圈状框架可拆卸地卡设于所述环状凹槽内

以将所述柔性衬垫安装于所述罩壳上。

[0015] 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柔性衬垫对应鼻梁部位的相对两侧均加厚设置。

[0016] 一种呼吸用罩壳结构，包括密封衬垫以及如上所述的柔性衬垫，所述密封衬垫一

体形成于罩壳上，所述罩壳的一端周缘横向向内延伸形成所述密封衬垫，所述密封衬垫围

绕形成开口，所述柔性衬垫可拆卸地设置于所述罩壳上并至少部分覆盖所述密封衬垫。

[0017] 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密封衬垫为硅胶衬垫，所述密封衬垫上形成有结合

区域，所述柔性衬垫至少部分覆盖所述结合区域，所述柔性衬垫上形成有与皮肤直接接触

的皮肤接触区域。

[0018] 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柔性衬垫部分贴合并连接于所述密封衬垫上。

[0019] 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结合区域上形成有鼻梁接触区，所述柔性衬垫包括

相互连接的贴附部与分离部，所述贴附部可拆卸地连接于所述鼻梁接触区，所述分离部与

所述结合区域相互分离，所述皮肤接触区域形成于所述贴附部与所述分离部上。

[0020] 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柔性衬垫仅覆盖所述鼻梁接触区。

[0021] 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罩壳上形成有凹槽，所述柔性衬垫的环状周缘设置

有弹性件，所述弹性件可拆卸地卡设在所述凹槽内。

[0022] 一种呼吸界面接口，包括如上任一项所述的呼吸用罩壳结构。

[0023] 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呼吸界面接口为面罩、鼻罩或者口罩。

[0024] 由于所述柔性衬垫为立体构型并与所述密封衬垫的立体轮廓相吻合，以形成双层

衬垫结构，所述柔性衬垫位于罩壳和佩戴者脸部皮肤之间，可压缩形变，分散载荷，避免局

部应力集中(尤其是鼻梁部)，从而明显提高佩戴的舒适性，使得呼吸用罩壳结构的佩戴效

果较好。

[0025] 另外，由弹性织物或者PU海绵制成，而这两种材料为多孔或网状结构的材料，具有

较佳的缓冲特性具有吸湿排汗、亲肤、缓冲的功能，从而使得所述呼吸用罩壳结构与皮肤接

触时，柔性衬垫与佩戴者皮肤直接接触，利用所述柔性衬垫的亲水、吸油、透湿排汗特性，能

够降低红印及皮肤损伤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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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一实施例的鼻罩的立体示意图。

[0027] 图2为图1所示鼻罩的立体分解示意图。

[0028] 图3为图1所示鼻罩的局部切开的立体示意图。

[0029] 图4为图3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30] 图5为一实施例的柔性衬垫的立体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面将参照相关附图对本发明进行更全面的描述。附图中

给出了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于本文

所描述的实施方式。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方式的目的是使对本发明的公开内容理解的更

加透彻全面。

[0032] 需要说明的是，当元件被称为“固定于”另一个元件，它可以直接在另一个元件上

或者也可以存在居中的元件。当一个元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元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

到另一个元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元件。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垂直的”、“水平的”、“左”、

“右”以及类似的表述只是为了说明的目的，并不表示是唯一的实施方式。

[0033]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体的实施方式的目

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及/或”包括一个或多个相关的所列项目的

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34] 请参阅图1至图4，一种鼻罩100，包括弯管组件11、支架12、壳体13、罩壳102与柔性

衬垫103。所述支架固定于所述壳体13上，所述弯管组件11穿设于所述支架2中并固定连接

于所述壳体13上。所述罩壳102连接于所述壳体13背离所述支架12的一侧，其中所述罩壳

102和壳体13共同构成一个收容佩戴者鼻部的腔体30，所述罩壳102在远离所述壳体13的一

侧形成有一开口101。其中，所述罩壳102的一侧形成有密封衬垫，所述罩壳102固定于所述

壳体13上，所述柔性衬垫103设置于所述罩壳102远离所述壳体13的一侧，即设置于所述密

封衬垫上。所述密封衬垫与所述柔性衬垫103共同构成呼吸用罩壳结构10。

[0035] 例如，所述密封衬垫与所述柔性衬垫103可拆卸地连接于一起，在另一实施方式

中，所述密封衬垫一体形成于所述罩壳102上，所述密封衬垫与所述柔性衬垫103固定地连

接一起。所述罩壳102由硅胶制成，其邵氏硬度约40度。所述罩壳10围绕开口101的边缘设置

所述密封衬垫，所述密封衬垫沿所述罩壳102的周缘横向向内延伸，其上形成有结合区域

1011，所述结合区域1011从所述开口101的周缘延伸至所述罩壳102的最大轮廓线处，佩戴

时所述结合区域1011将与佩戴者脸部皮肤直接或间接接触。

[0036] 例如，所述柔性衬垫20为立体构型，中间设置有一个开口，用以匹配罩壳10上的开

口101，其轮廓与所述密封衬垫上的结合区域1011的立体轮廓、尺寸相匹配，二者叠加或复

合在一起形成所述呼吸用罩壳结构10。例如，所述柔性衬垫20设置于所述罩壳102上，并至

少部分覆盖所述结合区域1011以于所述柔性衬垫20上形成与皮肤直接接触的皮肤接触区

域201，所述柔性衬垫20的材料为弹性织物(针织经编或纬编弹性织物，不散边)或者PU

(polyurethane，聚氨酯)海绵(压缩率＞60％，拉伸率>30％、拉伸回复率>95％，抗撕裂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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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0037] 佩戴此所述鼻罩100时，佩戴者的鼻子收容于所述腔体30内，所述柔性衬垫20的皮

肤接触区域201直接与佩戴者脸部皮肤接触。由于所述柔性衬垫20为立体构型，其由弹性织

物或者PU海绵制成，而这两种材料为多孔或网状结构的材料，具有较佳的缓冲特性，且具有

吸湿排汗、亲肤、缓冲的功能，从而使得所述呼吸用罩壳结构10与皮肤接触时，柔性衬垫20

与佩戴者皮肤直接接触，利用所述柔性衬垫的亲水、吸油、透湿排汗特性，能够降低红印及

皮肤损伤的风险。而且所述柔性衬垫20位于所述罩壳102和佩戴者脸部皮肤之间，可压缩形

变，分散载荷，避免局部应力集中(尤其是鼻梁部)，从而明显提高佩戴的舒适性，使得所述

呼吸用罩壳结构10的佩戴效果较好。

[0038] 例如，所述结合区域1011部分横向延伸形成悬置结构，以部分遮挡所述腔体30内

的气流流向，由于罩壳102的厚度方向的可压缩率低，材料的缓冲效果较差，不能有效地分

散施加在佩戴者脸部皮肤的载荷，而所述柔性衬垫20贴附于所述悬置结构上，其延伸方向

与所述罩壳102的厚度方向垂直，因此可以利用所述悬置结构上的柔性衬垫，提高所述结合

区域1011上的柔性衬垫20沿所述罩壳102内的气流方向上的变形度，提高缓冲效果。

[0039] 为了提高所述柔性衬垫20的缓冲效果，所述弹性织物为可热定型弹性织物，其包

括以下成分：尼龙、莱卡纱线含量、吸湿纤维以及热熔纱。具体地，所述弹性织物为弹性三明

治布，所述柔性衬垫20的厚度为0.4-5毫米，较佳的范围是0.4～0.2mm。通过将所述柔性衬

垫20设置为上述成分，从而能够提高其缓冲以及吸湿的效果。

[0040] 例如，所述罩壳102为硅胶罩壳，所述柔性衬垫20可拆卸地贴附于所述密封衬垫的

至少部分结合区域1011上。例如，所述柔性衬垫20朝向所述罩壳102的表面涂覆有黏胶层，

所述柔性衬垫20通过所述黏胶层可拆卸地贴附于所述结合区域1011上，所述黏胶层为凝胶

层或者不干胶层。通过使所述柔性衬垫20设置为与所述罩壳102不同的成分，形成双层的复

合密封衬垫结构，从而发挥所述罩壳102的支撑作用，同时能利用所述柔性衬垫20改善所述

呼吸用罩壳结构10与皮肤的接触柔性。通过设置所述黏胶层，方便所述柔性衬垫20的更换。

[0041] 例如，在一实施例中，所述结合区域1011上形成有鼻梁接触区1013，所述柔性衬垫

20包括相互连接的贴附部21与分离部23，所述贴附部21朝向罩壳的表面涂覆有粘胶层，所

述贴附部21贴附于所述鼻梁接触区1013，所述分离部23与所述结合区域1011相互分离，所

述皮肤接触区域201形成于所述贴附部21与所述分离部23上。

[0042] 在另一实施例中，所述柔性密封衬垫20包括相互连接的贴附部21与分离部23，所

述贴附部21位于远离其开口的一侧的边缘，通过贴附部21与结合区域上的上沿接触贴附，

分离部23与所述结合区域1011相分离，所述皮肤接触区域201形成于所述贴附部21与所述

分离部23上。

[0043] 例如，所述贴附部21上设置有框架(图未示)，所述框架将所述贴附部21与所述鼻

梁接触区1013固定于一起。例如，在另一实施例中，所述框架将所述贴附部21与所述鼻梁接

触区1013可拆卸地连接于一起。通过设置所述分离部23，从而使得所述柔性衬垫20能够较

为方便地与所述罩壳102连接与分离。例如，在另一实施例中，所述结合区域1011上形成有

鼻梁接触区1013，所述柔性衬垫20仅覆盖所述鼻梁接触区1013，在此种情况下，所述柔性衬

垫20的用材较少，而且能够方便所述呼吸用罩壳结构10的制造。佩戴呼吸面罩时鼻梁部所

受的应力比较集中，通过此结构可缓解、分散鼻梁部接触区域的压应力，提升佩戴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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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例如，本发明提供一种鼻罩，所述鼻罩包括所述呼吸用罩壳结构10。例如，上述呼

吸用罩壳结构10还可应用于面罩中，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面罩，所述面罩包括如上任一项所

述呼吸用罩壳结构10。所述面罩的制作方法具体如下：将平面织物立体成型成预制织物部

件；硅胶喷涂在预制织物部件内表面，覆盖织物纱线间隙，形成不透气织物硅胶复合衬垫；

以及将织物硅胶复合衬垫放置于注塑模具中，二次注塑形成面罩主体，得到一体式的复合

密封衬垫。还可以采用如下的工艺方法：(1)通过模腔发泡制造立体的由聚氨酯海绵制成的

柔性衬垫；(2)将该聚氨酯柔性衬垫放置于液体硅胶注射模具中，二次成型形成面罩主体，

得到一体式的复合密封衬垫。

[0045] 例如，本发明提供一种柔性衬垫20，所述柔性衬垫用于面罩或者鼻罩上，所述面罩

或者鼻罩包括罩壳102，所述罩壳102的一侧形成有结合区域1011，所述柔性衬垫20用于设

置于所述罩壳102上，并至少部分覆盖所述结合区域1011以于所述柔性衬垫20上形成与皮

肤直接接触的皮肤接触区域201，所述柔性衬垫20为立体构型，其材料为弹性织物或者PU海

绵。例如，在一实施例中，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柔性衬垫20的制作方法，所述的柔性衬垫20的

制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于织物单面涂覆液体硅胶或凝胶；使所述织物立体硫化成型；以

及按预设沿轮廓裁切所述织物，以制成所述柔性衬垫。通过上述制作方法的设置，从而使得

所述柔性衬垫20可以较为方便地安装于所述罩壳102上，或者较为方便地从所述罩壳102上

拆卸下来。

[0046] 请参阅图5，一实施例的所述柔性衬垫103包括环状主体1031与形成于所述环状主

体周缘的环状周缘1033，所述柔性衬垫的环状周缘可拆卸地连接于所述罩壳上并围绕所述

密封衬垫，所述环状主体与所述密封衬垫相互分离。所述罩壳上形成有凹槽，所述柔性衬垫

的环状周缘设置有弹性件1035，所述弹性件可拆卸地卡设在所述凹槽内。

[0047] 例如，本发明提供一种柔性衬垫，所述柔性衬垫用于可拆卸地设置于罩壳的密封

衬垫上，所述柔性衬垫为立体构型并与所述密封衬垫的立体轮廓相吻合，以形成双层衬垫

结构，其材料为弹性织物或者PU海绵。在一实施方式中，所述结合区域上凹设有夹持槽，所

述柔性衬垫上凸设有插设部，所述插设部可拆卸地插设于所述夹持槽内。

[0048] 例如，本发明提供一种柔性衬垫。所述柔性衬垫可拆卸地设置于呼吸界面接口装

置的罩壳上，所述罩壳的一端周缘横向向内延伸形成密封衬垫，所述密封衬垫围绕形成开

口，所述柔性衬垫为立体构型并与所述密封衬垫的立体轮廓相吻合，以形成双层衬垫结构。

所述柔性衬垫的材料为弹性织物、或者PU海绵、或者弹性织物和海绵的复合材料、或者弹性

织物和PU膜的复合材料、或者为层叠设置的黏胶层、PU海绵层与弹性织物。所述弹性织物为

可热定型弹性织物，其包括以下成分：尼龙、莱卡纱线、吸湿纤维以及热熔纱。所述弹性织物

为弹性三明治布，所述柔性衬垫的厚度为0.4-5毫米。所述密封衬垫上形成有结合区域，所

述密封衬垫为硅胶衬垫，所述柔性衬垫用于至少部分覆盖所述结合区域。所述柔性衬垫上

形成有与皮肤直接接触的皮肤接触区域，所述皮肤接触区域与所述结合区域至少部分重

叠。所述柔性衬垫的表面涂覆有黏胶层，所述柔性衬垫通过所述黏胶层可拆卸地贴附于所

述结合区域上，所述黏胶层为凝胶层或者不干胶层。

[0049] 例如，所述柔性衬垫包括环状主体与形成于所述环状主体周缘的环状周缘，所述

柔性衬垫的环状周缘可拆卸地连接于所述罩壳上并围绕所述密封衬垫，所述环状主体与所

述密封衬垫相互分离。所述罩壳上形成有凹槽，所述柔性衬垫的环状周缘设置有弹性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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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弹性件可拆卸地卡设在所述凹槽内。所述柔性衬垫还包括硬质卡环，所述硬质卡环围绕

所述皮肤接触区域的外侧边缘向外凸设，所述硬质卡环上凸设有圈状框架，所述罩壳上凹

设有环状凹槽，所述环状凹槽包绕于所述结合区域的外侧并与所述结合区域间隔设置，所

述硬质卡环套合并贴设于所述罩壳的侧壁表面，所述圈状框架可拆卸地卡设于所述环状凹

槽内以将所述柔性衬垫安装于所述罩壳上。所述柔性衬垫对应鼻梁部位的相对两侧均加厚

设置。

[0050] 例如，本发明提供一种呼吸用罩壳结构，包括密封衬垫以及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

性衬垫，所述密封衬垫一体形成于罩壳上，所述罩壳的一端周缘横向向内延伸形成所述密

封衬垫，所述密封衬垫围绕形成开口，所述柔性衬垫可拆卸地设置于所述罩壳上并至少部

分覆盖所述密封衬垫。所述密封衬垫为硅胶衬垫，所述密封衬垫上形成有结合区域，所述柔

性衬垫至少部分覆盖所述结合区域，所述柔性衬垫上形成有与皮肤直接接触的皮肤接触区

域。所述柔性衬垫部分贴合并连接于所述密封衬垫上。所述结合区域上形成有鼻梁接触区，

所述柔性衬垫包括相互连接的贴附部与分离部，所述贴附部可拆卸地连接于所述鼻梁接触

区，所述分离部与所述结合区域相互分离，所述皮肤接触区域形成于所述贴附部与所述分

离部上。所述柔性衬垫仅覆盖所述鼻梁接触区。

[0051] 例如，所述罩壳上形成有凹槽，所述柔性衬垫的环状周缘设置有弹性件，所述弹性

件可拆卸地卡设在所述凹槽内。例如，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呼吸界面接口，包括如上任一项所

述的呼吸用罩壳结构。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呼吸界面接口为面罩、鼻罩或者口罩。

[0052] 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洁，未对上述实

施例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

在矛盾，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0053] 以上所述实施方式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

并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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