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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眼部防护功能的口罩，

包括口罩主体，所述口罩主体通过两个夹持机构

夹持在护目镜底部，且两个夹持机构均设置在护

目镜底端面上。通过皮筋挂接机构的设置，在佩

带本眼部防护口罩时，先将两个皮筋挂接机构根

据佩带者头部尺寸在护目镜两个镜腿上进行前

后滑动调节，然后将口罩主体上的两根皮筋分别

挂接到两个皮筋挂接机构上，然后再将护目镜带

到头上即可完成佩带，同时口罩主体也完成佩

带，使口罩主体上的两根皮筋不会与人体耳部挂

接，从而有效避免了口罩主体上的两根皮筋对人

体耳部带来的不适感，且通过两个皮筋挂接机构

的前后滑动调节，有效降低了口罩主体上的两根

皮筋发生断裂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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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眼部防护功能的口罩，其特征在于：包括口罩主体（1），所述口罩主体（1）通

过两个夹持机构（2）夹持在护目镜（3）底部，且两个夹持机构（2）均设置在护目镜（3）底端面

上；所述护目镜（3）两个镜腿上均滑动连接有一个皮筋挂接机构（4），且两个皮筋挂接机构

（4）分别与口罩主体（1）上两根皮筋相挂接；所述护目镜（3）上还滑动连接有擦镜机构（5）。

2.如权利要求1所述具有眼部防护功能的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夹持机构（2）还包括

固定板（201）、T型限位滑柱（202）和第一弹簧（203），所述夹持机构（2）左右两侧均滑动连接

有一根T型限位滑柱（202），且两根T型限位滑柱（202）后端面固定连接有固定在护目镜（3）

底端面的固定板（201），每根所述T型限位滑柱（202）外部均套接有位于夹持机构（2）前侧的

一个第一弹簧（203），所述夹持机构（2）前端面中心部位设有拉手，当所述夹持机构（2）与护

目镜（3）处于安装状态时，所述夹持机构（2）顶端面与护目镜（3）底端面相贴。

3.如权利要求1所述具有眼部防护功能的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护目镜（3）还包括滑

轨（301）、矩形限位槽（302）、条形滑槽（303）和限位板块（304），所述护目镜（3）上端面设有

滑轨（301），且滑轨（301）上端面开设有T型滑槽，所述滑轨（301）上端面滑动连接有擦镜机

构（5），所述护目镜（3）上两个镜腿相背面均呈均匀状开设有二十个矩形限位槽（302），且护

目镜（3）上两个镜腿上下两端面均开设有一个条形滑槽（303），所述护目镜（3）前端面下部

呈对称状设有两个限位板块（304），所述限位板块（304）底端面与夹持机构（2）上端面处于

同一水平面。

4.如权利要求1所述具有眼部防护功能的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皮筋挂接机构（4）还

包括C型滑块（401）、滑动拉杆（402）、滑动板（403）、第二弹簧（404）和矩形限位块（405），所

述皮筋挂接机构（4）一侧固定连接有矩形板，且矩形板一侧面通过一根滑动拉杆（402）固定

连接有滑动板（403），所述滑动拉杆（402）外部滑动连接有位于滑动板（403）外部的C型滑块

（401），且滑动板（403）一侧面设有矩形限位块（405），所述滑动拉杆（402）外部套接有第二

弹簧（404），所述皮筋挂接机构（4）上矩形板与滑动板（403）之间还设有与C型滑块（401）滑

动相连接的两根限位滑杆，所述矩形限位块（405）后侧棱角设置为圆角，所述皮筋挂接机构

（4）为弧形板结构，且皮筋挂接机构（4）另一侧面设有弧形限位板，所述皮筋挂接机构（4）上

弧形限位板另一侧面设有拉手。

5.如权利要求1所述具有眼部防护功能的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擦镜机构（5）还包括

支杆（501）、条形擦布（502）和T型滑块（503），所述擦镜机构（5）底端面左右两侧均固定连接

有一根支杆（501），且每根支杆（501）前端面均设有与护目镜（3）镜片后端面紧密相贴的条

形擦布（502），所述擦镜机构（5）底端面呈左右对称状设有两个T型滑块（503），所述擦镜机

构（5）为矩形杆结构，且擦镜机构（5）前端面左侧设有拉手，当所述擦镜机构（5）与护目镜

（3）处于安装状态时，T型滑块（503）与滑轨（301）上开设的T型滑槽滑动相连接，所述擦镜机

构（5）底端面与两根支杆（501）相背面之间均设有一个加强筋。

6.如权利要求4所述具有眼部防护功能的口罩，其特征在于：当所述皮筋挂接机构（4）

与护目镜（3）处于安装状态时，C型滑块（401）与上下两个条形滑槽（303）滑动相连接，且矩

形限位块（405）与其中一个矩形限位槽（302）相卡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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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眼部防护功能的口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防护口罩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特别涉及一种具有眼部防护功能的

口罩。

背景技术

[0002] 口罩是一种卫生用品，一般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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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纱布或纸等制成。

[0003] 口罩对进入肺部的空气有一定的过滤作用，在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时，在粉尘等污

染的环境中作业时，戴口罩具有非常好的作用。

[0004] 如申请号：CN201920350645.6具有眼部防护功能的口罩，包括可调节连接的透明

软塑料片和设有系带的口罩本体，口罩本体与透明软塑料片的内侧可调节相贴，透明软塑

料片左右两侧向内翻折形成用于防护人脸侧面的侧翼，侧翼为弧片，透明软塑料片向上延

伸至覆盖眼部，用于眼部防护。可折叠存储，收纳所需空间小，易于携带；个性化调节眼部防

护与口罩本体的距离，适配性更高，防护效果好；结构简单，生产便捷，易于大规模生产，适

合餐饮等公共行业需求。

[0005] 基于上述专利的检索，以及结合现有技术中的设备发现，眼部防护口罩，主要用于

防飞沫，隔绝污染及有毒有害物质，能够对人体眼部和口鼻进行防护。而现有的眼部防护口

罩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还存在以下不足，如：1、现有的眼部防护口罩中的口罩在佩带时，通

常是通过口罩上的两根皮筋挂接到人体的耳部，而现有的口罩上的两根皮筋虽然具有弹

性，但是在长时间的佩带下，口罩上的两根皮筋会给人们耳部带来不适感，且当体重较为肥

胖的人在佩带口罩时，由于这类人群头部尺寸较大，使得口罩上的两根皮筋极易发生断裂

的现象；2、现有的眼部防护口罩中的护目镜，在使用时镜面上很容易产生雾气，而在清理这

些雾气时，需要拿掉护目镜然后通过擦布进行清理，进而降低了眼部防护口罩使用时的便

捷性。

[0006] 于是，有鉴于此，针对现有的结构及缺失予以研究改良，提供一种具有眼部防护功

能的口罩，以期达到更具有更加实用价值性的目的。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眼部防护功能的口罩，以解决现有

的眼部防护口罩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还存在以下不足，如：1、现有的眼部防护口罩中的口

罩在佩带时，通常是通过口罩上的两根皮筋挂接到人体的耳部，而现有的口罩上的两根皮

筋虽然具有弹性，但是在长时间的佩带下，口罩上的两根皮筋会给人们耳部带来不适感，且

当体重较为肥胖的人在佩带口罩时，由于这类人群头部尺寸较大，使得口罩上的两根皮筋

极易发生断裂的现象；2、现有的眼部防护口罩中的护目镜，在使用时镜面上很容易产生雾

气，而在清理这些雾气时，需要拿掉护目镜然后通过擦布进行清理，进而降低了眼部防护口

罩使用时的便捷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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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本发明具有眼部防护功能的口罩的目的与功效，由以下具体技术手段所达成：

一种具有眼部防护功能的口罩，包括口罩主体，所述口罩主体通过两个夹持机构夹持

在护目镜底部，且两个夹持机构均设置在护目镜底端面上；所述护目镜两个镜腿上均滑动

连接有一个皮筋挂接机构，且两个皮筋挂接机构分别与口罩主体上两根皮筋相挂接；所述

护目镜上还滑动连接有擦镜机构。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夹持机构还包括固定板、T型限位滑柱和第一弹簧，所述夹持机构

左右两侧均滑动连接有一根T型限位滑柱，且两根T型限位滑柱后端面固定连接有固定在护

目镜底端面的固定板，每根所述T型限位滑柱外部均套接有位于夹持机构前侧的一个第一

弹簧，所述夹持机构前端面中心部位设有拉手，当所述夹持机构与护目镜处于安装状态时，

所述夹持机构顶端面与护目镜底端面相贴。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护目镜还包括滑轨、矩形限位槽、条形滑槽和限位板块，所述护目

镜上端面设有滑轨，且滑轨上端面开设有T型滑槽，所述滑轨上端面滑动连接有擦镜机构，

所述护目镜上两个镜腿相背面均呈均匀状开设有二十个矩形限位槽，且护目镜上两个镜腿

上下两端面均开设有一个条形滑槽，所述护目镜前端面下部呈对称状设有两个限位板块，

所述限位板块底端面与夹持机构上端面处于同一水平面。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皮筋挂接机构还包括C型滑块、滑动拉杆、滑动板、第二弹簧和矩形

限位块，所述皮筋挂接机构一侧固定连接有矩形板，且矩形板一侧面通过一根滑动拉杆固

定连接有滑动板，所述滑动拉杆外部滑动连接有位于滑动板外部的C型滑块，且滑动板一侧

面设有矩形限位块，所述滑动拉杆外部套接有第二弹簧，所述皮筋挂接机构上矩形板与滑

动板之间还设有与C型滑块滑动相连接的两根限位滑杆，所述矩形限位块后侧棱角设置为

圆角，所述皮筋挂接机构为弧形板结构，且皮筋挂接机构另一侧面设有弧形限位板，所述皮

筋挂接机构上弧形限位板另一侧面设有拉手。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擦镜机构还包括支杆、条形擦布和T型滑块，所述擦镜机构底端面

左右两侧均固定连接有一根支杆，且每根支杆前端面均设有与护目镜镜片后端面紧密相贴

的条形擦布，所述擦镜机构底端面呈左右对称状设有两个T型滑块，所述擦镜机构为矩形杆

结构，且擦镜机构前端面左侧设有拉手，当所述擦镜机构与护目镜处于安装状态时，T型滑

块与滑轨上开设的T型滑槽滑动相连接，所述擦镜机构底端面与两根支杆相背面之间均设

有一个加强筋。

[0013] 进一步的，当所述皮筋挂接机构与护目镜处于安装状态时，C型滑块与上下两个条

形滑槽滑动相连接，且矩形限位块与其中一个矩形限位槽相卡接。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通过皮筋挂接机构的设置，在佩带本眼部防护口罩时，先将两个皮筋挂接机构根据佩

带者头部尺寸在护目镜两个镜腿上进行前后滑动调节，然后将口罩主体上的两根皮筋分别

挂接到两个皮筋挂接机构上，然后再将护目镜带到头上即可完成佩带，同时口罩主体也完

成佩带，使口罩主体上的两根皮筋不会与人体耳部挂接，从而有效避免了口罩主体上的两

根皮筋对人体耳部带来的不适感，且通过两个皮筋挂接机构的前后滑动调节，有效降低了

口罩主体上的两根皮筋发生断裂的现象。

[0015] 通过擦镜机构的设置，当护目镜在使用时镜面上产生雾气时，通过擦镜机构上的

拉手，将擦镜机构在护目镜上进行左右滑动，使两个支杆分别带动两个条形擦布在护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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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面后端面上进行左右滑动，从而使护目镜镜面上产生的雾气得到有效的清理，且清理时

无需将护目镜拿掉即可，进而提高了本眼部防护口罩使用时的便捷性。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轴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的护目镜局部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的图2中A处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发明的图1中B处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的皮筋挂接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是本发明的皮筋挂接机构中去掉C型滑块后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是本发明的擦镜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部件名称与附图编号的对应关系为：

1、口罩主体；2、夹持机构；201、固定板；202、T型限位滑柱；203、第一弹簧；3、护目镜；

301、滑轨；302、矩形限位槽；303、条形滑槽；304、限位板块；4、皮筋挂接机构；401、C型滑块；

402、滑动拉杆；403、滑动板；404、第二弹簧；405、矩形限位块；5、擦镜机构；501、支杆；502、

条形擦布；503、T型滑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施例用于

说明本发明，但不能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5] 如附图1至附图7所示：

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眼部防护功能的口罩，包括口罩主体1，口罩主体1通过两个夹持

机构2夹持在护目镜3底部，且两个夹持机构2均设置在护目镜3底端面上，护目镜3还包括滑

轨301、矩形限位槽302、条形滑槽303和限位板块304，护目镜3上端面设有滑轨301，且滑轨

301上端面开设有T型滑槽，滑轨301上端面滑动连接有擦镜机构5，护目镜3上两个镜腿相背

面均呈均匀状开设有二十个矩形限位槽302，且护目镜3上两个镜腿上下两端面均开设有一

个条形滑槽303，护目镜3前端面下部呈对称状设有两个限位板块304，限位板块304底端面

与夹持机构2上端面处于同一水平面，使夹持机构2前后滑动时更加平稳；护目镜3两个镜腿

上均滑动连接有一个皮筋挂接机构4，皮筋挂接机构4还包括C型滑块401、滑动拉杆402、滑

动板403、第二弹簧404和矩形限位块405，皮筋挂接机构4一侧固定连接有矩形板，且矩形板

一侧面通过一根滑动拉杆402固定连接有滑动板403，滑动拉杆402外部滑动连接有位于滑

动板403外部的C型滑块401，且滑动板403一侧面设有矩形限位块405，滑动拉杆402外部套

接有第二弹簧404，皮筋挂接机构4上矩形板与滑动板403之间还设有与C型滑块401滑动相

连接的两根限位滑杆，矩形限位块405后侧棱角设置为圆角，皮筋挂接机构4为弧形板结构，

且皮筋挂接机构4另一侧面设有弧形限位板，使口罩主体1上皮筋能够得到有效的限位作

用，且通过皮筋挂接机构4的设置，使口罩主体1上皮筋不用再挂接到人体耳部，有效避免了

口罩主体1上的两根皮筋对人体耳部带来的不适感，皮筋挂接机构4上弧形限位板另一侧面

设有拉手；两个皮筋挂接机构4分别与口罩主体1上两根皮筋相挂接；护目镜3上还滑动连接

有擦镜机构5，擦镜机构5还包括支杆501、条形擦布502和T型滑块503，擦镜机构5底端面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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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两侧均固定连接有一根支杆501，且每根支杆501前端面均设有与护目镜3镜片后端面紧

密相贴的条形擦布502，通过两个条形擦布502的左右滑动，使护目镜3镜片后端面产生的雾

气得到有效的清理作用，擦镜机构5底端面呈左右对称状设有两个T型滑块503，擦镜机构5

为矩形杆结构，且擦镜机构5前端面左侧设有拉手，当擦镜机构5与护目镜3处于安装状态

时，T型滑块503与滑轨301上开设的T型滑槽滑动相连接，擦镜机构5底端面与两根支杆501

相背面之间均设有一个加强筋，使支杆501具有更好的支撑强度。

[0026] 其中，夹持机构2还包括固定板201、T型限位滑柱202和第一弹簧203，夹持机构2左

右两侧均滑动连接有一根T型限位滑柱202，且两根T型限位滑柱202后端面固定连接有固定

在护目镜3底端面的固定板201，每根T型限位滑柱202外部均套接有位于夹持机构2前侧的

一个第一弹簧203，夹持机构2前端面中心部位设有拉手，当夹持机构2与护目镜3处于安装

状态时，夹持机构2顶端面与护目镜3底端面相贴，通过夹持机构2的设置，便于对口罩主体1

的更换。

[0027] 其中，当皮筋挂接机构4与护目镜3处于安装状态时，C型滑块401与上下两个条形

滑槽303滑动相连接，且矩形限位块405与其中一个矩形限位槽302相卡接，使皮筋挂接机构

4能够得到限位作用。

[0028] 本实施例的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

本发明中，使用时，在佩带本眼部防护口罩时，先将两个皮筋挂接机构4根据佩带者头

部尺寸在护目镜3两个镜腿上进行前后滑动调节，皮筋挂接机构4向后滑动调节时，通过皮

筋挂接机构4上拉手直接将皮筋挂接机构4在护目镜3镜腿上向后拉动即可，皮筋挂接机构4

向前滑动调节时，通过手动向一侧拉动皮筋挂接机构4上拉手，使矩形限位块405与矩形限

位槽302分离，然后再将皮筋挂接机构4向前滑动，调节后松开皮筋挂接机构4即可，通过矩

形限位块405与矩形限位槽302的卡接，使皮筋挂接机构4得到限位作用，然后将口罩主体1

上的两根皮筋分别挂接到两个皮筋挂接机构4上，然后再将护目镜3带到头上即可完成佩

带，同时口罩主体1也完成佩带，使口罩主体1上的两根皮筋不会与人体耳部挂接，从而有效

避免了口罩主体1上的两根皮筋对人体耳部带来的不适感，且通过两个皮筋挂接机构4的前

后滑动调节，有效降低了口罩主体1上的两根皮筋发生断裂的现象；

当护目镜3在使用时镜面上产生雾气时，通过擦镜机构5上的拉手，将擦镜机构5在护目

镜3上进行左右滑动，使两个支杆501分别带动两个条形擦布502在护目镜3镜面后端面上进

行左右滑动，从而使护目镜3镜面上产生的雾气得到有效的清理，且清理时无需将护目镜3

拿掉即可，进而提高了本眼部防护口罩使用时的便捷性。

[0029] 本发明的实施例是为了示例和描述起见而给出的，而并不是无遗漏的或者将本发

明限于所公开的形式。很多修改和变化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选

择和描述实施例是为了更好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和实际应用，并且使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能够理解本发明从而设计适于特定用途的带有各种修改的各种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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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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