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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颗粒物防护口罩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颗粒口罩技术领域，具体为

一种颗粒物防护口罩，包括口罩主体，设置于所

述口罩主体上以用于固定口罩与人体头部连接

的固定组件以及与所述固定组件相配合的调节

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组件设于所述固定

组件左侧，所述口罩鼻翼处设有用于过滤杂质排

出废气的呼吸组件；所述口罩主体从内到外依次

是亲肤无纺布层、多层纤维复合层以及无纺布表

层。本申请通过在口罩上设置具有单向呼吸特性

的呼吸阀以及多层纤维复合层，降低了佩戴口罩

时的闷热感，多层过滤结构的设计更好的过滤了

空气中的杂质以及细菌，并且该口罩设置了可调

节的金属鼻夹以及立体海绵条，保证了密封性的

同时更提高了佩戴口罩时的舒适感，更有益于对

人体的呼吸。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216906934 U

2022.07.08

CN
 2
16
90
69
34
 U



1.一种颗粒物防护口罩，包括口罩主体，设置于所述口罩主体上以用于固定口罩与人

体头部连接的固定组件以及与所述固定组件相配合的调节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组

件设于所述固定组件左侧，所述口罩鼻翼处设有用于过滤杂质排出废气的呼吸组件；所述

口罩主体从内到外依次是亲肤无纺布层、多层纤维复合层以及无纺布表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颗粒物防护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呼吸组件包括呼吸

阀，所述呼吸阀依次贯穿所述无纺布表层、所述多层纤维复合层以及亲肤无纺布表层，所述

呼吸阀靠近所述无纺布表层的鼻翼处一端凸起于所述无纺布表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颗粒物防护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呼吸阀包括单向呼吸

阀片、硅胶密封圈、滤芯以及用于排出废气的空气导流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颗粒物防护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组件包括弹力耳

带以及立体海绵条，所述弹力耳带数量为两条，呈上下位置分布。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颗粒物防护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弹力耳带中间对应人

体后脑位置设有加厚海绵支撑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颗粒物防护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口罩本体为碗形设

计。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颗粒物防护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组件包括可调节

金属鼻夹，所述金属鼻夹材质为铝制品，且该金属鼻夹为桥形结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颗粒物防护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层纤维复合层包括

热风棉层、由活性炭颗粒制成的活性炭层以及高效滤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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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颗粒物防护口罩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颗粒口罩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颗粒物防护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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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等物质的作用，以纱布或纸等制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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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可分为空气过滤式口罩和供气式口罩。活性炭是一种黑色粉状，粒状或丸

状的无定形具有多孔的碳，主要成分为碳，还含少量氧、氢、硫、氮、氯。也具有石墨那样的精

细结构，只是晶粒较小，层层间不规则堆积。具有较大的表面积(500～1000米  2/克)，有很

强的吸附性能，能在它的表面上吸附气体、液体或胶态固体；对于气体、液体，吸附物质的质

量可接近于活性炭本身的质量。口罩分类常见的有3类，医用口罩、活性炭口罩、N95口罩，而

活性炭口罩就是通过颗粒活性炭制成的口罩，但是现有颗粒物防护口罩无法更换内部过滤

颗粒物，进而使得使用寿命低下，使用成本高昂，且不具有针对戴眼镜者使用的设置，眼镜

放置到口罩上，眼镜容易出现滑落以及掉落的问题。因此，发明一种颗粒物防护口罩显得非

常必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而提出的一种具有过滤功

能的颗粒物防护口罩。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颗粒物防护口罩，包括口罩

主体，设置于所述口罩主体上以用于固定口罩与人体头部连接的固定组件以及与所述固定

组件相配合的调节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组件设于所述固定组件左侧，所述口罩鼻翼

处设有用于过滤杂质排出废气的呼吸组件；所述口罩主体从内到外依次是亲肤无纺布层、

多层纤维复合层以及无纺布表层。

[0005] 本申请通过人工先将上弹力耳带拉伸开绑住后脑勺中间位置，将下弹力耳带拉伸

开挂在后脖子处，鼻翼处对应鼻子处，先将口罩固定在大概位置，调整耳带至感觉尽可能舒

适，然后调整口罩内部的立体海绵条的位置固定在鼻翼处，防止呼出的空气上浮使眼镜起

雾，然后将双手指尖放在可调节金属鼻夹上，从中间位置开始，用手指向内按鼻夹，并分别

向两侧移动和按压，根据鼻梁的形状塑造鼻夹即可，佩戴完成呼吸阀在呼气时能起到一个

过滤的作用，呼气时排出气体的正压将单向呼吸阀片吹开，迅速将体内废气排除，降低使用

口罩时的闷热感；而吸气时的负压会自动将阀门关闭，以避免吸进外界环境的污染物。本申

请通过在口罩上设置具有单向呼吸特性的呼吸阀以及多层纤维复合层，降低了佩戴口罩时

的闷热感，多层过滤结构的设计更好的过滤了空气中的杂质以及细菌，并且该口罩设置了

可调节的金属鼻夹以及立体海绵条，保证了密封性的同时更提高了佩戴口罩时的舒适感，

更有益于对人体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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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可选的，所述呼吸组件包括呼吸阀，所述呼吸阀依次贯穿所述无纺布表层、所述多

层纤维复合层以及亲肤无纺布表层，所述呼吸阀靠近所述无纺布表层的鼻翼处一端凸起于

所述无纺布表层，通过设置该呼吸阀可以避免吸进外界环境的污染物，且单向呼吸的特性

有效的降低了使用口罩时的闷热感。

[0007] 可选的，所述呼吸阀包括单向呼吸阀片、呼吸阀口以及用于排出废气的空气导流

口，单向呼吸阀片的作用是呼吸时排出气体的正压将阀片吹开，吸气时的负压自动将阀门

关闭，从而迅速将体内废气排除，避免吸进外界环境的污染物，空气导流口分别在左右以及

下方设置有出气口，防止呼出的空气向上浮使眼镜起雾。

[0008] 可选的，所述固定组件包括弹力耳带以及立体海绵条，所述弹力耳带包括上弹力

耳带以及下弹力耳带，呈上下位置分布，且该弹力耳带为宽扁耳带，不勒耳，减少对耳朵的

压迫不勒耳朵减少疲劳，所述立体海绵条为桥型设计，中间弧形部分使口罩能紧密贴合鼻

翼处，增加了口罩的密封性，提高了防护效果。

[0009] 可选的，所述弹力耳带中间对应人体后脑位置设有加厚海绵支撑带，通过设置该

加厚海绵支撑带可以在长时间佩戴口罩的情况下起到一个减少对耳朵的压迫感的作用，提

高了人体佩戴口罩的舒适感。

[0010] 可选的，所述口罩主体为碗形设计，紧密贴合脸部，呼出的空气不会往上浮动使眼

镜起雾，碗形设计可以更好的贴合人脸，极大的提升了口罩佩戴时的密封性。

[0011] 可选的，所述调节组件包括可调节金属鼻夹，所述金属鼻夹材质为铝制品，且该金

属鼻夹为桥形结构，中间对应鼻翼处呈圆弧形，通过设置该金属鼻夹可以有效的将鼻翼位

置锁紧，使其严丝合缝，将灰尘阻挡在外，且可随脸型轮廓调整贴合度。

[0012] 可选的，所述多层纤维复合层包括热风棉层、由活性炭颗粒制成的活性炭层以及

高效滤棉层，热风棉层可以加强过滤细微颗粒，活性炭层可有效阻隔空气中的苯、氨、甲醛

等有害气体，保障人体健康，高效滤棉层能有效的过滤≤2.5微米颗粒的粉尘，起到一个过

滤空气的作用。

[0013] 综上所述，本申请通过在口罩上设置具有单向呼吸特性的呼吸阀以及多层纤维复

合层，降低了佩戴口罩时的闷热感，多层过滤结构的设计更好的过滤了空气中的杂质以及

细菌，并且该口罩设置了可调节的金属鼻夹以及立体海绵条，保证了密封性的同时更提高

了佩戴口罩时的舒适感，更有益于对人体的呼吸。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结构后视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呼吸阀爆炸视图。

[0017] 图4为本实用新型结构过滤层结构爆炸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的理解本发明方案，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

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

[0019] 参考图1‑4，一种颗粒物防护口罩，包括口罩主体、固底组件、调节组件、呼吸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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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口罩主体从内到外依次是亲肤无纺布层50、多层纤维复合层以及无纺布表层10，所述

口罩主体为碗形设计，佩戴时可紧密贴合人体脸部，所述多层纤维复合层包括热风棉层 

20、活性炭层30以及高效滤棉层40，所述呼吸阀依次贯穿所述无纺布表层10、多层纤维复合

层以及亲肤无纺布表层50，所述呼吸阀靠近所述无纺布表层10的鼻翼处一端凸起于所述无

纺布表层10。

[0020] 参考图1，所述呼吸组件包括呼吸阀，所述呼吸阀依次贯穿所述无纺布表层10、所

述多层纤维复合层以及亲肤无纺布表层50，所述呼吸阀靠近所述无纺布表层10的鼻翼处一

端凸起于所述无纺布表层10，所述呼吸阀靠近亲肤无纺布层50的鼻翼内部处一端嵌于所述

亲肤无纺布层50，该呼吸阀可以避免吸进外界环境的污染物，且单向呼吸的特性降低了使

用口罩时的闷热感。

[0021] 参考图1，所述呼吸阀包括单向呼吸阀片12、呼吸阀口14以及用于排出废气的空气

导流口7，所述呼吸阀口中心位置集成有一圆形凸台13，该圆形凸台13与单向呼吸阀片  12

复合连接，呼吸阀口14呈船舵式结构，均匀分布出气口，使呼出空气能均匀的流向呼吸阀口

14，该单向呼吸阀片12可在呼气时排出气体的正压将单向呼吸阀片12吹开，吸气时的负压

自动将阀门关闭，从而迅速将体内废气排除，避免吸进外界环境的污染物，空气导流口7分

别在左右以及下方设置有出气口，防止呼出的空气向上浮使眼镜起雾。

[0022] 参考图1，所述固定组件包括弹力耳带以及立体海绵条11，所述弹力耳带包括上弹

力耳带3以及下弹力耳带4，呈上下位置分布，且该弹力耳带为宽扁耳带，不勒耳，减少对耳

朵的压迫，所述上弹力耳带3以及下弹力耳带4分别通过无菌胶水的方式与口罩主体1  两侧

固定，所述立体海绵条11为桥型设计，中间弧形部分使口罩能紧密贴合鼻翼处，进一步的增

加了口罩的密封性且防止外界的灰尘进入。

[0023] 参考图1，所述弹力耳带中间对应人体后脑位置设有加厚海绵支撑带，所述加厚海

绵支撑带包括上加厚海绵支撑带5以及下加厚海绵支撑带6，所述上加厚海绵支撑带5通过

热熔胶的方式与上弹力耳带3复合固定，所述下加厚海绵支撑带6通过热熔胶的方式与下弹

力耳带4复合固定，该加厚海绵支撑带在长时间佩戴口罩的情况下可起到一个减少对耳朵

的压迫感的作用。

[0024] 参考图1，所述口罩主体1为碗形设计，紧密贴合脸部，呼出的空气不会往上浮动使

眼镜起雾，碗形设计可以更好的贴合人脸，极大的提升了口罩佩戴时的密封性。

[0025] 参考图1，所述调节组件包括可调节金属鼻夹2，所述可调节金属鼻夹2材质为铝制

品不锈材料，铝材有较好的拉伸性以及延展性，且该可调节金属鼻夹2为桥形结构，中间对

应鼻翼处呈圆弧形，该可调节金属鼻夹2可以有效的将鼻翼位置锁紧，使其严丝合缝，将灰

尘阻挡在外，且可随脸型轮廓调整想要的松紧度。

[0026] 参考图1，所述口罩主体从内到外依次是亲肤无纺布层50、多层纤维复合层以及无

纺布表层10，所述亲肤无纺布层50能过滤遗漏的颗粒物，且亲肤抗过敏，适合作为内里使

用，无纺布表层10可有效吸附灰尘异味和有害颗粒，可阻挡90％的颗粒物的进入。所述多层

纤维复合层包括热风棉层20、由活性炭颗粒制成的活性炭层30以及高效滤棉层40，热风棉

层20可以加强过滤细微颗粒，活性炭层30可有效阻隔空气中的苯、氨、甲醛等有害气体，保

障人体健康，高效滤棉层40能有效的过滤≤2.5微米颗粒的粉尘，起到一个过滤空气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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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本申请通过人工先将上弹力耳带3拉伸开绑住后脑勺中

间位置，将下弹力耳带4拉伸开挂在后脖子，鼻翼处对应鼻子处，先将口罩固定在大概位置，

调整耳带至感觉尽可能舒适，然后调整口罩内部的立体海绵条11的位置固定在鼻翼处，防

止呼出的空气上浮使眼镜起雾，然后将双手指尖放在可调节金属鼻夹2上，从中间位置开

始，用手指向内按鼻夹，并分别向两侧移动和按压，根据鼻梁的形状塑造鼻夹即可，佩戴完

成呼吸阀在呼气时能起到一个过滤的作用，呼气时排出气体的正压将单向呼吸阀片13  吹

开，迅速将体内废气排除，降低使用口罩时的闷热感；而吸气时的负压会自动将阀门关闭，

以避免吸进外界环境的污染物。相对于普通口罩，设有呼吸阀的口罩更适用于较为恶劣的

使用环境，更有益于人的呼吸。

[0028] 如在说明书及权利要求当中使用了某些词汇来指称特定组件。本领域技术人员应

可理解，硬件制造商可能会用不同名词来称呼同一个组件。本说明书及权利要求并不以名

称的差异来作为区分组件的方式，而是以组件在功能上的差异来作为区分的准则。如在通

篇说明书及权利要求当中所提及的“包含”为一开放式用语，故应解释成“包含但不限定

于”。“大致”是指在可接收的误差范围内，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在一定误差范围内解决所述

技术问题，基本达到所述技术效果。

[0029] 需要说明的是，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非排他性的包

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商品或者系统不仅包括那些要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

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商品或者系统所固有的要素。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

下，由语句“包括一个……”限定的要素，并不排除在包括所述要素的商品或者系统中还存

在另外的相同要素。

[0030] 上述说明示出并描述了本申请的若干优选实施例，但如前所述，应当理解本申请

并非局限于本文所披露的形式，不应看作是对其他实施例的排除，而可用于各种其他组合、

修改和环境，并能够在本文所述申请构想范围内，通过上述教导或相关领域的技术或知识

进行改动。而本领域人员所进行的改动和变化不脱离本申请的精神和范围，则都应在本申

请所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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