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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结合聚四氟乙烯膜的医用头

戴式净化面罩，包括面罩体，面罩体边缘贴合于

人体面部，并对应人体的嘴部和鼻部形成密封的

呼吸腔,还包括用于将面罩体固定在头部的固定

部，固定部与面罩体连接形成面罩主体，面罩主

体上设置有至少一与呼吸腔连通的气流通道，气

流通道的进气口处连接聚四氟乙烯管式膜；聚四

氟乙烯管式膜内设置有至少一抗菌模组，气体由

聚四氟乙烯管式膜膜壁进入到气流通道，并通过

抗菌模组杀菌后供使用者呼吸，通过将面罩体与

聚四氟乙烯管式膜结合，并在聚四氟乙烯管式膜

内设置抗菌模组；空气流由聚四氟乙烯管式膜膜

壁进入到空气净化流道，并通过抗菌模组杀菌后

供使用者呼吸；达到对吸入空气净化杀菌的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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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合聚四氟乙烯膜的医用头戴式净化面罩，其特征在于：包括面罩体，面罩体边缘贴

合于人体面部，并对应人体的嘴部和鼻部形成密封的呼吸腔,还包括用于将面罩体固定在

头部的固定部，所述固定部与面罩体连接形成面罩主体，所述面罩主体上设置有至少一与

呼吸腔连通的气流通道，所述气流通道的进气口处连接聚四氟乙烯管式膜；所述聚四氟乙

烯管式膜与气流通道形成空气净化流道；所述聚四氟乙烯管式膜内设置有至少一抗菌模

组，气体由聚四氟乙烯管式膜膜壁进入到所述空气净化流道，并通过所述抗菌模组杀菌后

供使用者呼吸。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结合聚四氟乙烯膜的医用头戴式净化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

抗菌模组包括与聚四氟乙烯管式膜套接有带多孔的支撑件，支撑件包括支撑件主体，所述

支撑件主体的两端一体成型有弹性夹头，还包括透气抗菌膜，所述透气抗菌膜沿两所述弹

性夹头中轴线穿过后其两端外翻包覆在所述弹性夹头上，所述弹性夹头上设置有透气孔。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结合聚四氟乙烯膜的医用头戴式净化面罩，其特征在于：透气

抗菌膜为管状，其内部间隔设置有柔性支撑环，所述柔性支撑环置于贴合设置于透气抗菌

膜内并将透气抗菌膜抵制所述支撑件主体的内壁上，用于支撑支撑件主体内部的透气抗菌

膜。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结合聚四氟乙烯膜的医用头戴式净化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

固定部包括与人体头部匹配设置的弧形管，所述弧形管与面罩体之间通过一气流支管连

接，所述弧形管上设置有若干分支连接段，若干所述分支连接段上连接所述聚四氟乙烯管

式膜形成透气封闭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结合聚四氟乙烯膜的医用头戴式净化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

分支连接段上形成有与聚四氟乙烯管式膜的连接的锥形连接段，所述聚四氟乙烯管式膜套

接于所述锥形连接段上；还包括固定件，用于加强分支连接段与聚四氟乙烯管式膜之间的

固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结合聚四氟乙烯膜的医用头戴式净化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

固定件通过螺纹连接于所述分支连接段上，其末端压紧所述聚四氟乙烯管式膜。

7.结合聚四氟乙烯膜的医用头戴式净化面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制备分子量在400-550万的PTFE细粉料以及多孔铜包TiO2纳米抗菌粒子，将多孔铜

包TiO2纳米抗菌粒子分批加入PTFE细粉料中搅拌，得粉料混合物；

S2：在粉料混合物加入适量的润滑剂，机械共混均匀后通过挤出机进行糊料挤出，制成

管材；再通过200℃-300℃的干燥炉，干燥除去挤出润滑剂制成PTFE未烧结管；然后经纵向、

横向双向延伸成管式膜；

S3：制备带柔性支撑环的管状透气抗菌膜；取柔性环，将其套在支撑杆上，将透气抗菌

膜分切成带状膜；将所述带状膜在套有柔性环的支撑杆上包缠2-3层形成包缠管，最后将包

缠管在200-300℃下烧结，时间为25-35秒，制成；

S4：通过注塑一体成型带多孔的支撑件；

S5：将步骤S3中的带柔性支撑环的管状透气抗菌膜穿入所述支撑件后，将管状透气抗

菌膜的两端翻折包覆在所述支撑件的弹性夹头上；再进行烧结形成抗菌模组；

S6：将制备好的若干抗菌模组塞入步骤S2制得的管式膜中；

S7：制备面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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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8：将步骤S6制成的管式膜与面罩体连接，并通过固定件固定，制成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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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聚四氟乙烯膜的医用头戴式净化面罩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用面罩技术领域，具体为结合聚四氟乙烯膜的医用头戴式净化面罩

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医用面罩简单的面罩的面罩体，面罩装配到患者的嘴部和/或鼻子上或嘴

部和/或鼻子中，空气流通过面罩经由鼻子和/或嘴部流到患者的气道，如申请号为

CN201410838301.1的一种医用防护面罩公开了包括头部固定装置、与头部固定装置可拆卸

连接的对称平面结构的面屏；其中面屏由面部区域、连于面部区域下部的下颌区域以及位

于面部区域两侧覆盖耳部的侧翼区域组成；其主要的功能在于保护面部、耳部、颈部及下颌

部位；但是其对于使用者呼入的气体没有很好的净化效果；公开号为CN209769070U的一种

医用活性炭纤维抗菌面罩，包括面罩体，面罩体的两侧设有挂耳，面罩体上两侧设有安装卡

口，两侧安装卡口通过安装垫盘设有活性炭过滤盒，面罩体的周围粘结有密封垫片，面罩体

的上端中间设有可调鼻梁条；其通过活性炭过滤盒可吸附有毒物质，采用的的无纺布辅助

滤毒，过滤细小的灰尘等，但是这种材料在使用长时间后，其效果会明显下降，无法重复使

用；

[0003] 聚四氟乙烯管式膜是一种柔韧而富有弹性的微孔材料，其内部存在大量0.05μm-2

μm的微孔，孔隙率高，可占到85％以上；孔径分布均匀，且不会随着时间而硬化或脆化；且具

备良好的透气不透水等过滤的特性，可以将其与面罩结合，实现对吸入空气的净化，但是现

有的聚四氟乙烯管式膜不具备抗菌性能，其只能阻隔细小颗粒等，但是医用面罩的使用环

境中，存在各类病菌；因此必须提高医用面罩具备杀菌性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结合聚四氟乙烯膜的医用头戴式净化面罩及其制备方法，

用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结合聚四氟乙烯膜的医用头戴式净化面罩，包括面罩体，面罩体边缘贴合于人体

面部，并对应人体的嘴部和鼻部形成密封的呼吸腔,还包括用于将面罩体固定在头部的固

定部，所述固定部与面罩体连接形成面罩主体，所述面罩主体上设置有至少一与呼吸腔连

通的气流通道，所述气流通道的进气口处连接聚四氟乙烯管式膜；所述聚四氟乙烯管式膜

与气流通道形成空气净化流道；所述聚四氟乙烯管式膜内设置有至少一抗菌模组，气体由

聚四氟乙烯管式膜膜壁进入到所述空气净化流道，并通过所述抗菌模组杀菌后供使用者呼

吸。

[0007] 优选的，所述抗菌模组包括与聚四氟乙烯管式膜套接有带多孔的支撑件，支撑件

包括支撑件主体，所述支撑件主体的两端一体成型有弹性夹头，还包括透气抗菌膜，所述透

气抗菌膜沿两所述弹性夹头中轴线穿过后其两端外翻包覆在所述弹性夹头上，所述弹性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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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设置有透气孔。

[0008] 所述透气抗菌膜为负载迷迭香的透气抗菌膜；

[0009] 优选的，透气抗菌膜为管状，其内部间隔设置有柔性支撑环，所述柔性支撑环置于

贴合设置于透气抗菌膜内并将透气抗菌膜抵制所述支撑件主体的内壁上，用于支撑支撑件

主体内部的透气抗菌膜。

[0010] 优选的，所述固定部包括与人体头部匹配设置的弧形管，所述弧形管与面罩体之

间通过一气流支管连接，所述弧形管上设置有若干分支连接段，若干所述分支连接段上连

接所述聚四氟乙烯管式膜形成透气封闭结构。

[0011] 优选的，所述分支连接段上形成有与聚四氟乙烯管式膜的连接的锥形连接段，所

述聚四氟乙烯管式膜套接于所述锥形连接段上；还包括固定件，用于加强分支连接段与聚

四氟乙烯管式膜之间的固定。

[0012] 优选的，所述固定件通过螺纹连接于所述分支连接段上，其末端压紧所述聚四氟

乙烯管式膜。

[0013] 结合聚四氟乙烯膜的医用头戴式净化面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4] S1：制备分子量在400-550万的PTFE细粉料以及多孔铜包TiO2纳米抗菌粒子，将多

孔铜包TiO2纳米抗菌粒子分批加入PTFE细粉料中搅拌，得粉料混合物；

[0015] S2：在粉料混合物加入适量的润滑剂，机械共混均匀后通过挤出机进行糊料挤出，

制成管材；再通过200℃-300℃的干燥炉，干燥除去挤出润滑剂制成PTFE未烧结管；然后经

纵向、横向双向延伸成管式膜；

[0016] S3：制备带柔性支撑环的管状透气抗菌膜；取柔性环，将其套在支撑杆上，将透气

抗菌膜分切成带状膜；将所述带状膜在套有柔性环的支撑杆上包缠2-3层形成包缠管，最后

将包缠管在200-300℃下烧结，时间为25-35秒，制成；

[0017] S4：通过注塑一体成型带多孔的支撑件；

[0018] S5：将步骤S3中的带柔性支撑环的管状透气抗菌膜穿入所述支撑件后，将管状透

气抗菌膜的两端翻折包覆在所述支撑件的弹性夹头上；再进行烧结形成抗菌模组；

[0019] S6：将制备好的若干抗菌模组塞入步骤S2制得的管式膜中；

[0020] S7：制备面罩体；

[0021] S8：将步骤S6制成的管式膜与面罩体连接，并通过固定件固定，制成成品。

[0022] 其中，柔性环为弹簧状细金属丝。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4] 本发明提供结合聚四氟乙烯膜的医用头戴式净化面罩及其制备方法，通过将面罩

体与聚四氟乙烯管式膜结合，并在聚四氟乙烯管式膜内设置抗菌模组；空气流由聚四氟乙

烯管式膜膜壁进入到空气净化流道，并通过抗菌模组杀菌后供使用者呼吸；达到对吸入空

气净化杀菌的效能。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图1的面罩主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为图1的抗菌模组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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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4为图1的支撑件的侧面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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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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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0] 实施例1

[0031] 请参阅图1-4，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0032] 结合聚四氟乙烯膜的医用头戴式净化面罩，包括面罩体1，面罩体边缘贴合于人体

面部，并对应人体的嘴部和鼻部形成密封的呼吸腔,还包括用于将面罩体固定在头部的固

定部2，所述固定部与面罩体连接形成面罩主体，所述面罩主体上设置有至少一与呼吸腔连

通的气流通道3，所述气流通道的进气口处连接聚四氟乙烯管式膜4；所述聚四氟乙烯管式

膜内腔与气流通道形成空气净化流道；所述聚四氟乙烯管式膜内设置有至少一抗菌模组5，

气体由聚四氟乙烯管式膜膜壁进入到所述空气净化流道，并通过所述抗菌模组杀菌后供使

用者呼吸，所述抗菌模组包括与聚四氟乙烯管式膜套接有带多孔的支撑件6，支撑件包括支

撑件主体，支撑件主体外表面与聚四氟乙烯管式膜内膜贴合；所述支撑件主体的两端一体

成型有弹性夹头7，弹性夹头7包括若干个夹片；还包括透气抗菌膜，所述透气抗菌膜沿两所

述弹性夹头中轴线穿过后其两端外翻包覆在所述弹性夹头上，通过烧结将透气抗菌膜与支

撑件主体复合；所述弹性夹头上设置有透气孔8，便于空气流通过；所述透气抗菌膜为负载

迷迭香的透气抗菌膜，此为市面采购产品，在此不再赘述；透气抗菌膜为管状，其内部间隔

设置有柔性支撑环9，其中，柔性支撑环为弹簧状细金属丝；所述柔性支撑环置于贴合设置

于透气抗菌膜内并将透气抗菌膜抵制所述支撑件主体的内壁上，用于支撑支撑件主体内部

的透气抗菌膜，所述固定部包括与人体头部匹配设置的弧形管10，所述弧形管与面罩体之

间通过一气流支管11连接，面罩体铰接在气流支管的末端上，便于不使用时抬起所述面罩

体；所述弧形管上设置有若干分支连接段12，若干所述分支连接段上连接所述聚四氟乙烯

管式膜形成透气封闭结构，所述分支连接段上形成有与聚四氟乙烯管式膜的连接的锥形连

接段，所述聚四氟乙烯管式膜套接于所述锥形连接段上；还包括固定件13，用于加强分支连

接段与聚四氟乙烯管式膜之间的固定，所述固定件通过螺纹连接于所述分支连接段上，其

末端压紧所述聚四氟乙烯管式膜。

[0033] 结合聚四氟乙烯膜的医用头戴式净化面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4] S1：制备分子量在400-550万的PTFE细粉料以及多孔铜包TiO2纳米抗菌粒子，将多

孔铜包TiO2纳米抗菌粒子分批加入PTFE细粉料中搅拌，得粉料混合物；

[0035] S2：在粉料混合物加入适量的润滑剂，机械共混均匀后通过挤出机进行糊料挤出，

制成管材；再通过200℃-300℃的干燥炉，干燥除去挤出润滑剂制成PTFE未烧结管；然后经

纵向、横向双向延伸成管式膜；

[0036] S3：制备带柔性支撑环的管状透气抗菌膜；取柔性环，将其套在支撑杆上，将透气

抗菌膜分切成带状膜；将所述带状膜在套有柔性环的支撑杆上包缠2-3层形成包缠管，最后

将包缠管在200-300℃下烧结，时间为25-35秒，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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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S4：通过注塑一体成型带多孔的支撑件；

[0038] S5：将步骤S3中的带柔性支撑环的管状透气抗菌膜穿入所述支撑件后，将管状透

气抗菌膜的两端翻折包覆在所述支撑件的弹性夹头上；再进行烧结形成抗菌模组；

[0039] S6：将制备好的若干抗菌模组塞入步骤S2制得的管式膜中；

[0040] S7：制备面罩体；

[0041] S8：将步骤S6制成的管式膜与面罩体连接，并通过固定件固定，制成成品。

[0042]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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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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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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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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