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2350492.0

(22)申请日 2020.10.21

(73)专利权人 深圳谷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518000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

道可园社区布沙路217号富文工业园

二区C栋C101

(72)发明人 王永群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能闻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普通合伙) 44717

代理人 唐军香

(51)Int.Cl.

A62B 18/02(2006.01)

A62B 18/08(2006.01)

A62B 23/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新型护目防疫口罩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口罩技术领域，公开一种新

型护目防疫口罩，包括口罩本体、弹性系带、护目

镜、弹性头带、单向出气阀、导气管和净化器；口

罩本体两侧上固接有弹性系带，在口罩本体上方

一体成型连接设置有护目镜，在护目镜上连接设

置有弹性头带，在口罩本体的一侧上安装设置有

单向出气阀，另一侧上一体成型连接设置有导气

管，导气管上通过卡扣或焊接方式连接设置有净

化器。本实用新型口罩本体和护目镜通过弹性系

带、弹性头带戴在头上，固定稳定；超静风机启动

进行吸风，抽取外部空气进入净化器内部经过过

滤层，过滤效果更好，通过导气管进入口罩本体

内部供使用者呼吸换气，保证使用者呼吸更顺

畅，呼吸空气更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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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护目防疫口罩，其特征在于，包括口罩本体（1）、弹性系带（2）、护目镜（3）、

弹性头带（4）、单向出气阀（5）、导气管（6）和净化器（7）；口罩本体（1）两侧上固接有弹性系

带（2），在口罩本体（1）上方一体成型连接设置有护目镜（3），在护目镜（3）上连接设置有弹

性头带（4），在口罩本体（1）的一侧上安装设置有单向出气阀（5），另一侧上一体成型连接设

置有导气管（6），导气管（6）上通过卡扣或焊接方式连接设置有净化器（7），净化器（7）包括

外壳、超静风机（71）、过滤层（72）、电池（73）和USB充电口（74）。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护目防疫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上方设置有进气口，

外壳内部在进气口处安装有过滤层（72），外壳内部在过滤层（72）内侧通过安装有超静风机

（71），外壳内部下方设置有电池安装槽，电池安装槽内部安装有电池（73），外壳一侧底端安

装有与电池（73）相连接的USB充电口（74），外壳一侧上安装有电源开关（75）和指示灯（76），

超静风机（71）、电源开关（75）分别与电池（73）电性连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新型护目防疫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层（72）由外至内依次

设置有铜芯布、初级过滤层、阻菌层、熔喷布、超级过滤层、吸湿层和铜芯布。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新型护目防疫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初级过滤层为活性炭吸附

过滤层，超级过滤层为HEPA过滤层。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护目防疫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口罩本体（1）和护目镜（3）

的内侧上设置有PP超柔无纺布垫。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护目防疫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系带（2）和弹性头带

（4）上设置有吸汗棉。

7.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新型护目防疫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湿层为PP超柔无纺布。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3432659 U

2



一种新型护目防疫口罩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口罩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新型护目防疫口罩。

背景技术

[0002] 人的口鼻是空气中微生物进入人体的主要途径，病毒病菌进入人体后，致人罹患

疾病，为减少和避免这些有害微生物进入人体，人们采用了多种措施，佩戴口罩便是其中的

一种，口罩的形式有多种，从形状上看，有杯型的，平面四角形的等等，从制作的材料上看，

有纯棉纱布的，也有化纤的，混纺织的等等，近几年出现在市场上的，还有材料中植入活性

炭的等等。

[0003] 以上所述的口罩，对空气中微尘及微生物有一定的阻滤作用，亦存在着不少缺陷，

如：由于阻留效果达不到应有效果，空气中微尘仍会被吸入人体，以纯棉纱布为例，由于径

线与纬线形成的井字形孔隙很容易使空气中体积较小的物体进入人体，据实验，这种口罩

多达十六层以上时，才对PM10、PM2.5等微尘有阻滤作用，但如此之厚的口罩，对人的呼吸已

形成严重的阻碍，即太厚无法佩戴等，不能使用，再如附着有活性炭的化纤类口罩，对空气

中微尘有吸附阻留作用，但活性炭颗粒易脱落，及吸附在口罩上的活性炭易脱落，会在吸气

过程中进入人的呼吸道从而进入人体，给人造成危害。

[0004] 口罩分为医用口罩和普通口罩，目前市面上存在的口罩主要由口罩面体和拉紧带

组成，其中口罩面体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普通卫生纱布或无纺布，中层为超细聚丙烯

纤维熔喷材料层，  外层为无纺布或超薄聚丙烯熔喷材料层，具有防止病菌通过呼吸传染给

医护人员的功能；普通的口罩很难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目前市面上已经存在的类似设计，

其结构往往比较固定，无法根据实际工作场景进行调节，长时间佩戴会造成不适感；除此之

外，现有设计往往都是通过弹性系带挂在耳后实现固定的，此种固定方式较为不稳定，使用

过中可能会出现意外脱落的情况。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主要目的是提出一种新型护目防疫口罩，口罩本体和护目镜通过弹

性系带、弹性头带戴在头上，固定稳定；超静风机启动进行吸风，抽取外部空气进入净化器

内部经过过滤层，过滤效果更好，通过导气管进入口罩本体内部供使用者呼吸换气，保证使

用者呼吸更顺畅，呼吸空气更洁净。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新型护目防疫口罩，包括口罩本体、弹性

系带、护目镜、弹性头带、单向出气阀、导气管和净化器；口罩本体两侧上固接有弹性系带，

在口罩本体上方一体成型连接设置有护目镜，在护目镜上连接设置有弹性头带，在口罩本

体的一侧上安装设置有单向出气阀，另一侧上一体成型连接设置有导气管，导气管上通过

卡扣或焊接方式连接设置有净化器，净化器包括外壳、超静风机、过滤层、电池和USB充电

口。

[0007] 作为优选，所述外壳上方设置有进气口，外壳内部在进气口处安装有过滤层，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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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在过滤层内侧通过安装有超静风机，外壳内部下方设置有电池安装槽，电池安装槽内

部安装有电池，外壳一侧底端安装有与电池相连接的USB充电口，外壳一侧上安装有电源开

关和指示灯，超静风机、电源开关分别与电池电性连接。

[0008] 作为优选，所述过滤层由外至内依次设置有铜芯布、初级过滤层、阻菌层、熔喷布、

超级过滤层、吸湿层和铜芯布。

[0009] 作为优选，所述初级过滤层为活性炭吸附过滤层，超级过滤层为HEPA过滤层。

[0010] 作为优选，所述口罩本体和护目镜的内侧上设置有PP超柔无纺布垫。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弹性系带和弹性头带上设置有吸汗棉。

[0012] 作为优选，所述吸湿层为PP超柔无纺布。

[0013]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口罩本体通过弹性系带戴在脸部，同时将护目镜戴在眼部

上，通过弹性头带将护目镜戴在头上，此种固定方式更为稳定，有效解决了现有设计口罩的

固定方式不稳定，易发生脱落的问题；将净化器通过卡扣或焊接方式与导气管相互连接，通

过电源开关打开超静风机启动进行吸风，抽取外部空气进入净化器内部依次经过过滤层内

部的铜芯布、初级过滤层、阻菌层、熔喷布、超级过滤层、吸湿层和铜芯布，过滤效果更好，通

过导气管进入口罩本体内部供使用者呼吸换气，从而能够更好的起到过滤吸附的作用，保

证使用者可以呼吸更为洁净的空气，保证使用者呼吸更为顺畅；呼出气体从单向出气阀排

出。

附图说明

[001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

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示出的结构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新型护目防疫口罩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新型护目防疫口罩取下净化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新型护目防疫口罩中净化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8] 附图标号说明：

[0019] 标号 名称 标号 名称

1 口罩本体 2 弹性系带

3 护目镜 4 弹性头带

5 单向出气阀 6 导气管

7 净化器 71 超静风机

72 过滤层 73 电池

74 USB充电口 75 电源开关

76 指示灯    

[0020] 本实用新型目的的实现、功能特点及优点将结合实施例，参照附图做进一步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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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

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

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2] 需要说明，若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有涉及方向性指示（诸如上、下、左、右、前、

后……），则该方向性指示仅用于解释在某一特定姿态（如附图所示）下各部件之间的相对

位置关系、运动情况等，如果该特定姿态发生改变时，则该方向性指示也相应地随之改变。

[0023] 另外，若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有涉及“第一”、“第二”等的描述，则该“第一”、“第

二”等的描述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其相对重要性或者隐含指明所指

示的技术特征的数量。由此，限定有“第一”、“第二”的特征可以明示或者隐含地包括至少一

个该特征。另外，各个实施例之间的技术方案可以相互结合，但是必须是以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能够实现为基础，当技术方案的结合出现相互矛盾或无法实现时应当认为这种技术方

案的结合不存在，也不在本实用新型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0024] 如图1‑3所示，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新型护目防疫口罩，包括口罩本体1、弹性系带

2、护目镜3、弹性头带4、单向出气阀5、导气管6和净化器7；口罩本体1两侧上固接有弹性系

带2，在口罩本体1上方一体成型连接设置有护目镜3，在护目镜3上连接设置有弹性头带4，

在口罩本体1的一侧上安装设置有单向出气阀5，另一侧上一体成型连接设置有导气管6，导

气管6上通过卡扣或焊接方式连接设置有净化器7，净化器7包括外壳、超静风机71、过滤层

72、电池73和USB充电口74。

[0025] 具体的，所述外壳上方设置有进气口，外壳内部在进气口处安装有过滤层72，外壳

内部在过滤层72内侧通过安装有超静风机71，外壳内部下方设置有电池安装槽，电池安装

槽内部安装有电池73，外壳一侧底端安装有与电池73相连接的USB充电口74，外壳一侧上安

装有电源开关75和指示灯76，超静风机71、电源开关75分别与电池73电性连接。

[0026] 具体的，所述过滤层72由外至内依次设置有铜芯布、初级过滤层、阻菌层、熔喷布、

超级过滤层、吸湿层和铜芯布。

[0027] 具体的，所述初级过滤层为活性炭吸附过滤层，超级过滤层为HEPA过滤层。

[0028] 具体的，所述口罩本体1和护目镜3的内侧上设置有PP超柔无纺布垫。

[0029] 具体的，所述弹性系带2和弹性头带4上设置有吸汗棉。

[0030] 具体的，所述吸湿层为PP超柔无纺布。

[0031]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流程：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工作人员将口罩本体1

通过弹性系带2戴在脸部，同时将护目镜3戴在眼部上，通过弹性头带4将护目镜3戴在头上，

此种固定方式更为稳定，有效解决了现有设计口罩的固定方式不稳定，易发生脱落的问题；

将净化器7通过卡扣或焊接方式与导气管6相互连接，通过电源开关75打开超静风机71启动

进行吸风，抽取外部空气进入净化器7内部依次经过过滤层72内部的铜芯布、初级过滤层、

阻菌层、熔喷布、超级过滤层、吸湿层和铜芯布，过滤效果更好，通过导气管6进入口罩本体1

内部供使用者呼吸换气，从而能够更好的起到过滤吸附的作用，保证使用者可以呼吸更为

洁净的空气，保证使用者呼吸更为顺畅；呼出气体从单向出气阀5排出；口罩本体1和护目镜

3对使用者的口鼻眼部进行防疫保护；吸湿层用于保持最内层干燥；净化器方便清洗和更

换。

[0032]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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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在本实用新型的发明构思下，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变

换，或直接/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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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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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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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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