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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新型分体式结构多

用途口罩，包括面罩；所述面罩的内翻边缘轮廓

与脸部形状相匹配，所述面罩的中间凸起，并在

面罩的中间位置开设有多个用于透气的微型通

孔；衬套；所述衬套设置在面罩的内部，所述衬套

形状与面罩相匹配，所述衬套被面罩紧密包裹；

并在所述衬套中间设有沉台并开设用于透气的

微型通孔；面罩为软胶材质可以紧贴面部，密封

效果好，亲肤效果佳；过滤网紧压在硅胶和支撑

片中间，可以根据用途灵活更用不同的过滤网；

仅需要更换过滤网后整个口罩便可以重复使用；

单片过滤网，生产更容易，成本低，可更换，根据

使用场景的不同可以特殊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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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分体式结构多用途口罩，其特征在于，包括

面罩(1)；所述面罩(1)的内翻的边缘轮廓与脸部形状相匹配，所述面罩(1)的中间凸

起，并在面罩(1)的中间位置开设有多个用于透气的微型通孔；

衬套(3)；所述衬套(3)设置在面罩(1)的内部，所述衬套(3)形状与面罩(1)相匹配，所

述衬套(3)的被面罩(1)紧密包裹；并在所述衬套(3)中间设有沉台并开设用于透气的微型

通孔；

过滤网(2)；所述过滤网(2)紧压设在所述衬套(3)的沉台中并被所述面罩(1)紧压在两

者之间；所述过滤网(2)可以完全覆盖所有的微型通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分体式结构多用途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面罩(1)

的两侧还对称设有挂耳，所述挂耳内穿插有系带(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分体式结构多用途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面罩(1)

采用医用级硅胶制造而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分体式结构多用途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衬套(3)

采用医用级PC硬胶制造而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分体式结构多用途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网

(2)为单片或链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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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分体式结构多用途口罩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卫生用品，具体是一种新型分体式结构多用途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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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市场上口罩有很多类型。但他们都存在以下缺陷：1.紧贴口鼻呼吸困难，面部

不适感强，特别是针对儿童容易造成窒息。2.大多数为一次性使用，其生产工艺和环境有要

求严格，当遇到特殊情况是容易出现短期缺口。3.气密封性的好坏，需要人工调整。4.因为

口气等因素，容易潮湿使之失效，使用寿命短。5.使用后整体丢弃，回收处理工作量大，成本

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新型分体式结构多用途口罩，以解决上述背景技

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新型分体式结构多用途口罩，包括

[0008] 面罩；所述面罩的内翻边缘轮廓与脸部形状相匹配，所述面罩的中间凸起，并在面

罩的中间位置开设有多个用于透气的微型通孔；

[0009] 衬套；所述衬套设置在面罩的内部，所述衬套形状与面罩相匹配，所述衬套被面罩

紧密包裹；并在所述衬套中间设有沉台并开设用于透气的微型通孔；

[0010] 过滤网；所述过滤网紧压设在所述衬套之沉台中并被所述面罩紧密的压在两者之

间；所述过滤网可以完全覆盖所有的所述微型通气孔；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在不安装过滤网的情况下，可以和一次性口罩配

合使用，解决窒息和面部不适感。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面罩的两侧还对称设有挂耳，所述挂耳内穿

插有系带。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面罩采用医用级硅胶制造而成。

[0014]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衬套采用医用级PC硬胶制造而成。

[0015] 1.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过滤网)为单片或链条状态；其材质为pp 

滤纸，玻璃纤维，复合PP  PET滤纸，熔喷涤纶无纺布，熔喷玻璃纤维，活性炭，活性陶瓷，纳米

二氧化钛，倍半萜类化合物等一种或多种制造而成。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7] a面罩为软胶材质可以紧贴面部，密封效果好，亲肤效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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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b过滤网紧压在硅胶和支撑片中间，可以根据用途灵活更用不同的过滤网；

[0019] c过滤网，生产更容易，成本低，可更换，根据使用场景的不同可以特殊定制；

[0020] d使用前将面罩和衬套用任意方式消毒，将过滤网放入衬套中然后将硅胶面罩套

在其上面，即可使用，安装方便。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一种新型分体式结构多用途口罩的爆炸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一种新型分体式结构多用途口罩组装后的局部剖面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一种新型分体式结构多用途口罩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一种新型分体式结构多用途口罩的后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一种新型分体式结构多用途口罩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为一种新型分体式结构多用途口罩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7] 图7为一种新型分体式结构多用途口罩单独使用效果示意图。

[0028] 图8为一种新型分体式结构多用途口罩结合一次性口罩使用的效果示意图。

[0029] 图中：面罩1、过滤网2、衬套3、系带4、一次性口罩5。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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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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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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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1] 请参阅图1～8，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一种新型分体式结构多用途口罩，包括

[0032] 面罩1；所述面罩1内翻边缘轮廓与脸部形状相匹配，所述面罩1的中间凸起，并在

面罩1的中间位置开设有多个用于透气的微型通孔；

[0033] 衬套3；所述衬套3设置在面罩1的内部，所述衬套3形状与面罩1相匹配，所述衬套3

的被面罩1紧密包裹；并在所述衬套3中间设有沉台并开设用于透气的微型通孔；

[0034] 过滤网2；所述过滤网2紧压设在所述衬套3的沉台中并被所述面罩1紧压在两者之

间；所述过滤网2可以完全覆盖所有的所述微型通气孔。

[0035] 所述面罩1的两侧还对称设有挂耳，所述挂耳内穿插有系带4。

[0036] 所述面罩1采用医用级硅胶制造而成。

[0037] 所述衬套3采用医用级PC硬胶制造而成。

[0038] 2.所述过滤网2为为pp滤纸，玻璃纤维，复合PP  PET滤纸，熔喷涤纶无纺布，熔喷玻

璃纤维，活性炭，活性陶瓷，纳米二氧化钛，倍半萜类化合物等一种或多种制造而成。

[0039] 所述过滤网2还可以是其他功能材质制成的薄片。

[0040]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是：

[0041] a面罩为软胶材质可以紧贴面部，密封效果好，亲肤效果佳；

[0042] b过滤网紧压在硅胶和支撑片中间，可以根据用途灵活更用不同的过滤网；

[0043] c过滤网，生产更容易，成本低，可更换，根据使用场景的不同可以特殊定制；

[0044] d使用前将面罩和衬套用任意方式消毒，将过滤网放入衬套中然后将硅胶面罩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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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上面，即可使用，安装方便；

[0045] e在不安装过滤网的情况下可以配合一次性口罩使用，先将本实用新型中口罩在

口鼻处，再带一次性口罩；增大口鼻与口罩的空间，呼吸更通畅，口罩不容易被口气潮湿，增

加一次性口罩的使用寿命。

[0046]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实用新型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

且在不背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实用新

型。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实用新

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

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实用新型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

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47]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212728872 U

5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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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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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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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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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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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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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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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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