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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风淋眼口鼻防护帽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风淋眼口鼻防护帽，

其包括帽体，所述帽体上固设有帽檐，所述帽檐

上设置有风淋管道，所述风淋管道上开设有风淋

小孔，所述风淋小孔沿帽檐周向间隔分布，所述

风淋管道上连通有固定于帽檐上的吹风机构，所

述吹风机构向风淋管道内压入清洁空气。本实用

新型具有对眼、口、鼻进行整体性防护，减少防护

用品使用量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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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风淋眼口鼻防护帽，包括帽体(11)，其特征在于：所述帽体(11)上固设有帽檐

(2)，所述帽檐(2)上设置有风淋管道(3)，所述风淋管道(3)上开设有风淋小孔(31)，所述风

淋小孔(31)沿帽檐(2)周向间隔分布，所述风淋管道(3)上连通有固定于帽檐(2)上的吹风

机构，所述吹风机构向风淋管道(3)内压入清洁空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淋眼口鼻防护帽，其特征在于：所述吹风机构包括微型风机

(4)，所述微型风机(4)上电连接有供电模块(5)，所述微型风机(4)与电连接有控制其开闭

的控制开关(41)；

所述微型风机(4)的出风口与风淋管道(3)连通，所述微型风机(4)的进风口设置有过

滤机构(6)。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风淋眼口鼻防护帽，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机构(6)包括连接

于微型风机(4)进风口的初效过滤层(631)，所述位于初效过滤层(631)与微型风机(4)的进

风口之间的病毒吸附层(632)。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风淋眼口鼻防护帽，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机构(6)包括与帽

檐(2)固定连接的固定框(61)，所述固定框(61)一侧设置有缺口，所述固定框(61)于缺口处

滑动连接有能与其压紧连接的活动框(62)，所述活动框(62)内侧固设有位于微型风机(4)

的进风口前段的过滤层(6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淋眼口鼻防护帽，其特征在于：所述风淋管道(3)间隔设置

有两个，两个所述风淋管道(3)形成两道相互平行的风幕，所述风淋管道(3)上均连接有一

吹风机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淋眼口鼻防护帽，其特征在于：所述帽檐(2)包括上层(21)、

中层(22)和下层(23)，所述风淋管道(3)位于中层(22)内，所述下层(23)开设有与风淋小孔

(31)对应的让位孔(24)。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风淋眼口鼻防护帽，其特征在于：所述吹风机构包括与供电模

块(5)电连接的电热机构(7)，所述电热机构(7)包括电热模块(71)，所述电热模块(71)位于

吹风机构的出风口，所述电热模块(71)与微型风机(4)并联；所述电热模块(71)上串联有加

热开关(72)，所述加热开关(72)与微型风机(4)并联。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风淋眼口鼻防护帽，其特征在于：所述供电模块(5)包括与微

型风机(4)电连接的银锌纽扣电池(51)；或所述供电模块(5)包括与微型风机(4)电连接的

蓄电池(52)，所述蓄电池(52)上电连接有充电接口(53)。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淋眼口鼻防护帽，其特征在于：所述帽体(11)上固设有护耳

(12)，所述吹风机构连接于护耳(12)。

10.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风淋眼口鼻防护帽，其特征在于：所述病毒吸附层(632)为聚

吡咯复合纤维布或熔喷无纺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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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淋眼口鼻防护帽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民用和医用防护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风淋眼口鼻防护帽。

背景技术

[0002] 新型冠状病毒SARI、SARS病毒、中东病毒、埃博拉病毒等易传染病毒，主要传播途

径是呼吸道的飞沫传播。出门佩戴医用口罩、4小时更换一次。这样就可以隔离病毒的飞沫、

气溶胶传播。

[0003] 为了有效杜绝空气中患者的飞沫或气溶胶内的病毒传播给正常人群，疾控中心、

感染疾病科及呼吸科专家均建议：全民佩戴口罩，而且是医用外科口罩，且每4~6小时更换

一次，有效切断致病病毒的飞沫或气溶胶传播路径。

[0004] 医用外科口罩原本只用来供医护人员使用，常规用途是外科手术中隔离医护人员

的口鼻飞沫以避免污染伤口。

[0005] 考虑所有厂家的产能是为了供应医护这一特殊群体的使用，应有其局限性。遇到

疫情情况，让全国民众都来使用，且每天或每隔4～6小时就更换一个，医用外科口罩产能严

重不足。

[0006] 由于飞沫或气溶胶能通过眼角膜的传播，护目镜的需求也再次攀升。

[0007] 最大风量电吹风对着口罩5～10分钟，对某些口罩可起到重复使用的效果，也可起

到一定的病毒防护效果。

[0008] 申请公布号为CN103564928A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夏帽，包括安置在头上的

帽冠部分及用来遮挡脸的帽檐部分，帽檐部分连接至帽冠部分，帽冠部分表面开有透气网

孔，帽冠部分顶部设有太阳能蓄电池，帽冠部分底边缝制有魔术贴，魔术贴上贴有防止头部

淋雨的防雨布料，帽檐部分中间开有孔，孔内安置有风扇，风扇与太阳能蓄电池电连接，这

种夏帽能通过太阳能蓄电池储能控制风扇转动，用于夏季室外人体降温。

[0009]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当流行疾病传播时，同时佩戴护目镜和口

罩时的损耗较大，推广难度高。

实用新型内容

[0010]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风淋眼口鼻防护帽，其具有同时对眼、口、鼻进行

整体性防护，减少防护用品使用量大的效果。

[0011]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12] 一种风淋眼口鼻防护帽，包括帽体，所述帽体上固设有帽檐，所述帽檐上设置有风

淋管道，所述风淋管道上开设有风淋小孔，所述风淋小孔沿帽檐周向间隔分布，所述风淋管

道上连通有固定于帽檐上的吹风机构，所述吹风机构向风淋管道内压入清洁空气。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吹风机构向风淋管道内压入空气，风淋管道内的空气经

风淋小孔喷出，沿帽檐周向间隔设置有风淋小孔喷出的空气能形成风幕，当人头戴帽体时，

风淋小孔喷出的气流于人体面部前方形成的风幕能使佩戴人员口、鼻、眼与附近隔绝，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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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沫或气溶胶靠近人脸，从而实现对人的防护；夏季仅做遮阳帽使用时，该风淋能对人脸进

行降温，提高夏季佩戴的舒适性。

[0014]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吹风机构包括微型风机，所述微型风机上电连接

有供电模块，所述微型风机与电连接有控制其开闭的控制开关；所述微型风机的出风口与

风淋管道连通，所述微型风机的进风口设置有过滤机构。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控制开关开启后，微型风机的进风口吸入经过过滤机构

过滤的空气后压入风淋管道，空气进入风淋管道后从位于风淋小孔喷出，供电模块为吹风

机构提供能量。

[0016]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过滤机构包括连接于微型风机进风口的初效过滤

层，所述位于初效过滤层与微型风机的进风口之间的病毒吸附层。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初效过滤层能对进入微型风机内的空气初步过滤，病毒

吸附层对空气中的气溶胶或飞沫吸附，初效过滤层能避免大颗粒杂质对病毒吸附层的影

响。

[001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过滤机构包括与帽檐固定连接的固定框，所述固

定框一侧设置有缺口，所述固定框于缺口处滑动连接有能与其压紧连接的活动框，所述活

动框内侧固设有位于微型风机的进风口前段的过滤层。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出现疫情时，能将活动框放入固定框内，实现过滤机构

对进入微型风机内的空气中的病毒进行过滤；同时通过将活动框取下后进行杀菌、消毒处

理，能便于过滤层的再次使用；使用时仅需更换活动框便能实现人眼、鼻、口的防护；

[0020] 当天气中有污染颗粒时，更换相应的过滤层，能对进入微型风机内的有害颗粒进

行过滤；

[0021] 当夏季炎热时，将活动框从固定框取下，微型风机的风量增加，提高人体面部的空

气流动效果，使人体舒适。

[002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风淋管道间隔设置有两个，两个所述风淋管道形

成两道相互平行的风幕，所述风淋管道上均连接有一吹风机构。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进人人群密集或传染风险度高的区域时，能开启两个

吹风机构，形成两道风幕，提高防护效果。

[0024]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帽檐包括上层、中层和下层，所述风淋管道位于中

层内，所述下层开设有与风淋小孔对应的让位孔。

[002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风淋管道放于帽檐的中层内，能保证帽檐表面的平整，

无明显凸起。

[0026]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吹风机构包括与供电模块电连接的电热机构，所

述电热机构包括电热模块，所述电热模块位于吹风机构的出风口，所述电热模块与微型风

机并联；所述电热模块上串联有加热开关，所述加热开关与微型风机并联。

[002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考虑大规模传染的情况多发生在冬季，持续向面部吹冷

空气，因此通过开启加热开关，提高风淋时，人面部的舒适性。同时通过升高风幕的温度，一

定程度上加强了病毒的防护效果。

[002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供电模块包括与微型风机电连接的银锌纽扣电

池；或所述供电模块包括与微型风机电连接的蓄电池，所述蓄电池上电连接有充电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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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用可更换电池的纽扣电池提供能量或使用蓄电池提供

能量，便于提高供电模块的使用时间，能保持供电模块在户外较长时间的使用。

[003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帽体上固设有护耳，所述吹风机构连接于护耳。

[003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护耳的设置能对人耳进行遮护，护耳的曲率大，较为平

整，便于吹风机构的设置。

[003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病毒吸附层为聚吡咯复合纤维布或熔喷无纺布。

[003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吡咯复合纤维布或熔喷无纺布能有效吸附飞沫或气溶

胶，保证进入风淋管道内的空气清洁。

[0034]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35] 1、吹风机构向风淋管道内压入空气，风淋管道内的空气经风淋小孔喷出，沿帽檐

周向间隔设置有风淋小孔喷出的空气能形成风幕，当人头戴帽体时，风淋小孔喷出的气流

于人体面部前方形成的风幕能使佩戴人员口、鼻、眼与附近隔绝，阻挡飞沫或气溶胶靠近人

脸，从而实现对人的防护；夏季仅做遮阳帽使用时，该风淋能对人脸进行降温，提高夏季佩

戴的舒适性；

[0036] 2、当出现疫情时，能将活动框放入固定框内，实现过滤机构对进入微型风机内的

空气中的病毒进行过滤；同时通过将活动框取下后进行杀菌、消毒处理，能便于过滤层的再

次使用；使用时仅需更换活动框便能实现人眼、鼻、口的防护；

[0037] 3、考虑大规模传染的情况多发生在冬季，持续向面部吹冷空气，因此通过开启加

热开关，提高风淋时，人面部的舒适性，同时通过升高风幕的温度，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病毒

的防护效果。

附图说明

[0038] 图1是实施例一的正面结构示意图；

[0039] 图2是图1中A处放大图；

[0040] 图3是实施例一中帽檐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41] 图4是实施例一的背面结构示意图；

[0042] 图5是图4中B处放大图；

[0043] 图6是实施例中加热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44] 图7是实施例二中供电模块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45] 图中，11、帽体；12、护耳；2、帽檐；21、上层；22、中层；23、下层；24、让位孔；3、风淋

管道；31、风淋小孔；4、微型风机；41、控制开关；5、供电模块；51、银锌纽扣电池；52、蓄电池；

53、充电接口；54、电池壳；6、过滤机构；61、固定框；62、活动框；63、过滤层；631、初效过滤

层；632、病毒吸附层；64、固定板；7、电热机构；71、电热模块；72、加热开关；73、电热壳。

具体实施方式

[0046]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47] 实施例一

[0048] 参照图1，为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风淋眼口鼻防护帽，包括帽体11，帽体11为现

有的适用于头戴的半球形壳体，帽体11两侧分别设有讲左右耳遮护的护耳12，帽体11上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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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帽檐2，帽檐2为弧形硬质布板。

[0049] 参照图3，帽檐2包括依次粘接设置的上层21、中层22和下层23，帽檐2上设置有位

于中层22内的风淋管道3，风淋管道3于帽檐2上为开口朝向帽体11的弧形管，风淋管道3上

开设有风淋小孔31，风淋小孔31沿风淋管道3靠近下层23的部分设置，风淋小孔31沿风淋管

道3侧面沿风淋管道3轴线均匀间隔设置，同一风淋管道3上的风淋小孔31在同一弧形环上，

下层23开设有与风淋小孔31对应的让位孔24，风淋管道3内的空气能经过风淋小孔31和让

位孔24流向下层23下方。

[0050] 参照图1和图2，风淋管道3一端经过帽檐2侧边伸出帽檐2，风淋管道3伸出帽檐2的

一端连通有固定于护耳12上的吹风机构，吹风机构能向风淋管道3内压入清洁空气。

[0051] 吹风机构包括固定于其中一护耳12外侧的微型风机4，微型风机4的出风口与风淋

管道3伸出帽檐2的一端连通。

[0052] 微型风机4与供电模块5电连接，微型风机4上电连接有控制开关41，控制开关41与

微型风机4和控制开关41串联，控制开关41控制微型风机4的开闭。

[0053] 参照图4和图5，供电模块5包括与微型风机4电连接的银锌纽扣电池51，供电模块5

包括用于容纳银锌纽扣电池51的电池壳54，电池壳54固定于微型风机4上。

[0054] 参照图1和图2，微型风机4的进风口设置有过滤机构6，过滤机构6包括与微型风机

4的进风管口固定连接的固定板64，固定板64为方形板，固定板64上开始有容纳微型风机4

的进风口穿入的圆孔，固定板64上固定连接的固定框61，固定框61为一侧设置有缺口成U型

结构的方形框，固定框61内侧设置有连接槽。

[0055] 参照图5，固定框61于缺口处滑动连接有活动框62，活动框62嵌入连接槽内能与固

定框61压紧连接，活动框62内侧固设有位于微型风机4的进风口前段的过滤层63。

[0056] 过滤层63包括连接于微型风机4进风口的初效过滤层631，过滤层63包括位于初效

过滤层631与微型风机4的进风口之间的病毒吸附层632，病毒吸附层632为熔喷无纺布。

[0057] 参照图5和图6，吹风机构包括与供电模块5电连接的电热机构7，电热机构7包括电

热模块71，电热模块71在本实施例中为电热网，在其他实施例中可以为其它发热原件，电热

模块71位于吹风机构的出风口，电热模块71与微型风机4并联；电热模块71上串联有加热开

关72，加热开关72与微型风机4并联，加热开关72开启时，电热模块71所在电路接通，电热模

块71发热，电热机构7与微型风机4工作时相对独立。

[0058] 参照图4，风淋管道3于帽檐2上间隔设置有两个，两个风淋管道3形成两道相互平

行的风幕，风淋管道3上均连接有一吹风机构，两个吹风机构分别设置于一个护耳12上。

[0059] 上述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

[0060] 控制开关41开启后，微型风机4的进风口吸入经过过滤机构6过滤的空气后压入风

淋管道3，空气进入风淋管道3后从位于风淋小孔31喷出，供电模块5为吹风机构提供能量；

[0061] 吹风机构向风淋管道3内压入空气，风淋管道3内的空气经风淋小孔31喷出，沿帽

檐2周向间隔设置有风淋小孔31喷出的空气能形成风幕，当人头戴帽体11时，风淋小孔31喷

出的气流于人体面部前方形成的风幕能使佩戴人员口、鼻、眼与附近隔绝，阻挡飞沫或气溶

胶靠近人脸；

[0062] 开启加热开关72，减小风淋时，气流温度与人体温度的温差，提高人面部的舒适

性。同时通过升高风幕的温度，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病毒的防护效果，经过电热模块的空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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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量病毒和细菌能被电热模块进行高温杀灭。

[0063] 实施例二

[0064] 参照图7，一种风淋眼口鼻防护帽，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供电模块5包括与微

型风机4电连接的蓄电池52，蓄电池52固定于电池壳54内，蓄电池52上电连接有充电接口

53，充电接口53为USB接口。

[0065] 病毒吸附层632为聚吡咯复合纤维布。

[0066] 实施例三

[0067] 一种风淋眼口鼻防护帽，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过滤层63为现有用于吸附颗粒

的聚丙烯纤维布，能于空气中有过多悬浮颗粒时使用。

[0068]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

只要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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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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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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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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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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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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