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110997529.5

(22)申请日 2021.08.27

(71)申请人 蔡志春

地址 415000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府坪人

民东路738号

(72)发明人 蔡志春　

(74)专利代理机构 湖南省森越知运专利代理事

务所(普通合伙) 43258

代理人 龙芳

(51)Int.Cl.

A62B 18/02(2006.01)

A62B 18/08(2006.01)

A62B 23/0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可调控的呼吸面罩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调控的呼吸面罩，属于

呼吸面罩领域，包括软质面罩体，所述软质面罩

体的一侧设置有硬质壳体，软质面罩体的边缘和

硬质壳体密闭贴合，所述硬质壳体的内侧设置有

圆弧边，所述软质面罩体的中间设置有呼吸口，

所述延伸通道的一侧设置有通气盒，两个栓耳带

的端头设置有套装在上固定杆上的套装口，其中

一个栓耳带远离上固定杆的端头设置有除异味

盒，另一个栓耳带远离上固定杆的端头设置有除

灰尘盒，除异味盒和除灰尘盒与栓耳带的侧壁之

间通过卡接组件连接，所述软质面罩体的顶端设

置有密闭组件，且密闭组件的上方设置有护目

镜。本发明通气盒可以从延伸通道的端口拆卸下

来，然后换上除异味盒或者除灰尘盒，便于使用

多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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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调控的呼吸面罩，其特征在于：包括软质面罩体（1），所述软质面罩体（1）的一

侧设置有硬质壳体（2），软质面罩体（1）的边缘和硬质壳体（2）密闭贴合，所述硬质壳体（2）

的内侧设置有圆弧边，所述软质面罩体（1）的中间设置有呼吸口（8），且软质面罩体（1）背离

硬质壳体（2）的一侧设置有延伸通道（801），延伸通道（801）的端口和呼吸口（8）的边缘密闭

连接，所述延伸通道（801）的一侧设置有通气盒（6），延伸通道（801）和通气盒（6）之间通过

卡接组件（12）连接，所述硬质壳体（2）的两侧设置有上固定杆（101）和下固定杆（102），上固

定杆（101）和下固定杆（102）分别设置有两个，所述上固定杆（101）上连接有两个栓耳带

（3），两个栓耳带（3）的端头设置有套装在上固定杆（101）上的套装口，其中一个栓耳带（3）

远离上固定杆（101）的端头设置有除异味盒（4），另一个栓耳带（3）远离上固定杆（101）的端

头设置有除灰尘盒（5），除异味盒（4）和除灰尘盒（5）与栓耳带（3）的侧壁之间通过卡接组件

（12）连接，所述软质面罩体（1）的顶端设置有密闭组件（10），且密闭组件（10）的上方设置有

护目镜（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控的呼吸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固定杆（101）和

下固定杆（102）的端头设置有金属球，两个所述上固定杆（101）的中间连接有上绷带（701），

上绷带（701）的两个端头设置有套装在上固定杆（101）上的开孔，两个所述下固定杆（102）

的中间连接有下绷带（7），下绷带（7）的两个端头设置有套装在下固定杆（102）上的开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控的呼吸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除异味盒（4）、除灰

尘盒（5）和通气盒（6）的两侧均设置有卡接翻边（601），且延伸通道（801）的端口设置有和卡

接翻边（601）相匹配的组装片，所述卡接组件（12）包括卡接座（1201）和扣接片（1204），卡接

座（1201）和扣接片（1204）分别设置有三组，卡接座（1201）固定在呼吸口（8）端口的组装片

上和两个栓耳带（3）的端头，扣接片（1204）固定在除异味盒（4）、除灰尘盒（5）和通气盒（6）

两侧的卡接翻边（601）上，所述扣接片（1204）的一侧设置有卡接球（1205），卡接翻边（601）

上设置有和卡接球（1205）相匹配的穿插口，所述卡接座（1201）的一侧设置有球腔（1202），

且球腔（1202）的开口处设置有两个弹性条（1203），弹性条（1203）之间的间距小于球腔

（1202）开口的直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可调控的呼吸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条（1203）和卡

接球（1205）的材质是不锈钢，且扣接片（1204）和卡接翻边（601）之间的连接方式是胶水固

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控的呼吸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密闭组件（10）包括

橡胶条（1001），橡胶条（1001）和软质面罩体（1）的边缘连接，且橡胶条（1001）的一侧设置有

橡胶通道（1002），橡胶通道（1002）的内侧穿插有橡胶梗（1003），橡胶梗（1003）的中间设置

有圆形通道，圆形通道内安装有塑形条（1005），所述橡胶梗（1003）的一侧设置有密闭片

（1004），塑形条（1005）的材质没金属镁。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可调控的呼吸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护目镜（9）的两侧

设置有延伸杆（904），且延伸杆（904）的端头设置有阻挡翻边（905），两个所述延伸杆（904）

和上固定杆（101）之间通过橡皮筋（11）连接，橡皮筋（11）得到端头设置有与延伸杆（904）和

上固定杆（101）相匹配的套装口，所述橡皮筋（11）的横截面是矩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控的呼吸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护目镜（9）外侧还

设置有卡块（901），且卡块（901）的中间设置有装填凹槽（902），所述卡块（901）的边缘还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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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有防刮倒角（903），上绷带（701）可以按压进装填凹槽（902）的内侧，所述护目镜（9）的另

一侧设置有贴合翻边（906），贴合翻边（906）复合人体额头曲线。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控的呼吸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除异味盒（4）、除灰

尘盒（5）和通气盒（6）的一侧设置有网孔板（606），且除异味盒（4）、除灰尘盒（5）和通气盒

（6）的内侧壁上均设置有曲线翻边（603），曲线翻边（603）的边缘设置有倒圆角（604），倒圆

角（604）的边缘复合人体耳朵曲线。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控的呼吸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通气盒（6）的内侧

还设置有阻挡机构（605），阻挡机构（605）包括第一通气板（607）和第二通气板（608），第一

通气板（607）和第二通气板（608）上均设置有气孔，且第一通气板（607）和第二通气板（608）

上的气孔相互错开。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控的呼吸面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除异味盒（4）的内

侧壁上设置有活性炭过滤网，且除灰尘盒（5）的内侧壁上设置有棉花制成的过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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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调控的呼吸面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呼吸面罩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可调控的呼吸面罩。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现代的工业生产发展越来越完善，进而在特别的工作环境

中需要佩戴呼吸面罩，工作人员长期处于灰尘大的环境或有有毒气体的环境中，这就对人

体造成伤害；

犹如专利号202021035331.6中所公布的呼吸面罩，该呼吸面罩对于一种环境起到

对人体的保护作用，如果工作人员需要处在到多种换种中工作，这就需要佩戴适应不同环

境的呼吸面罩，一个人身上携带防尘面罩、防毒气面罩等多个面罩比较麻烦。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可调控的呼吸面罩，把下绷带

和上绷带扯开套在头上，除异味盒内的活性炭过滤网可以过滤有刺激性气味的空气或者有

毒气体，除灰尘盒内棉花制成的过滤网可以过滤含有灰尘的空气，通气盒中的第一通气板

和第二通气板开孔相互错开，秋季在户外骑行时，小的飞行昆虫不能直接击打在人脸上，且

通气盒没有任何呼吸阻力，除异味盒、除灰尘盒和通气盒根据不同的环境更换，实现了可以

适应与多种环境的效果。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可调控的呼吸面罩，包括软质面

罩体，所述软质面罩体的一侧设置有硬质壳体，软质面罩体的边缘和硬质壳体密闭贴合，所

述硬质壳体的内侧设置有圆弧边，所述软质面罩体的中间设置有呼吸口，且软质面罩体背

离硬质壳体的一侧设置有延伸通道，延伸通道的端口和呼吸口的边缘密闭连接，所述延伸

通道的一侧设置有通气盒，延伸通道和通气盒之间通过卡接组件连接，所述硬质壳体的两

侧设置有上固定杆和下固定杆，上固定杆和下固定杆分别设置有两个，所述上固定杆上连

接有两个栓耳带，两个栓耳带的端头设置有套装在上固定杆上的套装口，其中一个栓耳带

远离上固定杆的端头设置有除异味盒，另一个栓耳带远离上固定杆的端头设置有除灰尘

盒，除异味盒和除灰尘盒与栓耳带的侧壁之间通过卡接组件连接，所述软质面罩体的顶端

设置有密闭组件，且密闭组件的上方设置有护目镜。

[0005] 进一步，所述上固定杆和下固定杆的端头设置有金属球，两个所述上固定杆的中

间连接有上绷带，上绷带的两个端头设置有套装在上固定杆上的开孔，两个所述下固定杆

的中间连接有下绷带，下绷带的两个端头设置有套装在下固定杆上的开孔。

[0006] 进一步，所述除异味盒、除灰尘盒和通气盒的两侧均设置有卡接翻边，且呼吸口的

端口设置有和卡接翻边相匹配的组装片，所述卡接组件包括卡接座和扣接片，卡接座和扣

接片分别设置有三组，卡接座固定在延伸通道端口的组装片上和两个栓耳带的端头，扣接

片固定在除异味盒、除灰尘盒和通气盒两侧的卡接翻边上，所述扣接片的一侧设置有卡接

球，卡接翻边上设置有和卡接球相匹配的穿插口，所述卡接座的一侧设置有球腔，且球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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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处设置有两个弹性条，弹性条之间的间距小于球腔开口的直径。

[0007] 进一步，所述弹性条和卡接球的材质是不锈钢，且扣接片和卡接翻边之间的连接

方式是胶水固定。

[0008] 进一步，所述密闭组件包括橡胶条，橡胶条和软质面罩体的边缘连接，且橡胶条的

一侧设置有橡胶通道，橡胶通道的内侧穿插有橡胶梗，橡胶梗的中间设置有圆形通道，圆形

通道内安装有塑形条，所述橡胶梗的一侧设置有密闭片，塑形条的材质没金属镁。

[0009] 进一步，所述护目镜的两侧设置有延伸杆，且延伸杆的端头设置有阻挡翻边，两个

所述延伸杆和上固定杆之间通过橡皮筋连接，橡皮筋得到端头设置有与延伸杆和上固定杆

相匹配的套装口，所述橡皮筋的横截面是矩形。

[0010] 进一步，所述护目镜外侧还设置有卡块，且卡块的中间设置有装填凹槽，所述卡块

的边缘还设置有防刮倒角，上绷带可以按压进装填凹槽的内侧，所述护目镜的另一侧设置

有贴合翻边，贴合翻边复合人体额头曲线。

[0011] 进一步，所述除异味盒、除灰尘盒和通气盒的一侧设置有网孔板，且除异味盒、除

灰尘盒和通气盒的内侧壁上均设置有曲线翻边，曲线翻边的边缘设置有倒圆角，倒圆角的

边缘复合人体耳朵曲线。

[0012] 进一步，所述通气盒的内侧还设置有阻挡机构，阻挡机构包括第一通气板和第二

通气板，第一通气板和第二通气板上均设置有气孔，且第一通气板和第二通气板上的气孔

相互错开。

[0013] 进一步，所述除异味盒的内侧壁上设置有活性炭过滤网，且除灰尘盒的内侧壁上

设置有棉花制成的过滤网。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其一，把下绷带和上绷带扯开套在头上，除异味盒内的活性炭过滤网可以过滤有

刺激性气味的空气或者有毒气体，除灰尘盒内棉花制成的过滤网可以过滤含有灰尘的空

气，通气盒中的第一通气板和第二通气板开孔相互错开，秋季在户外骑行时，小的飞行昆虫

不能直接击打在人脸上，且通气盒没有任何呼吸阻力，除异味盒、除灰尘盒和通气盒根据不

同的环境更换，实现了可以适应与多种环境的效果。

[0015] 其二，卡接组件中的卡接座和扣接片可以拆分，换下来的过滤盒安装到栓耳带上，

除异味盒、除灰尘盒和通气盒均设置有曲线翻边，曲线翻边减小了对耳朵皮肤的压强，增加

了舒适性。

[0016] 其三，橡胶梗内部的镁条可以经过手指按压变形，进而让镁条达到人脸部的曲线，

镁金属的弧弹性差，镁条折弯一种形状就无法自动弹回原来的形状，且橡胶梗在老损之后

可以从橡胶通道中拆卸，再更换新的橡胶梗，实现了便捷更换组件的效果。

[0017] 其四，在需要佩戴护目镜的时候，把护目镜卡在眼睛上，当不需要使用护目镜的时

候，把上绷带塞进装填凹槽内，然后把护目镜翻转到脑后，护目镜上的贴合翻边增加了和脑

后的接触面积，增加了舒适性。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可调控的呼吸面罩正视的示意图。

[0019] 图2为可调控的呼吸面罩侧视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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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图3为可调控的呼吸面罩剖视的示意图。

[0021] 图4为可调控的呼吸面罩护目镜的示意图。

[0022] 图5为可调控的呼吸面罩护目镜第二视角的示意图。

[0023] 图6为可调控的呼吸面罩密闭组件的示意图。

[0024] 图7为可调控的呼吸面罩通气盒的示意图。

[0025] 图8为可调控的呼吸面罩通气盒第二视角的示意图。

[0026] 图9为可调控的呼吸面罩阻挡机构的示意图。

[0027] 图10为可调控的呼吸面罩卡接组件的示意图。

[0028] 附图标记说明：

软质面罩体1，上固定杆101，下固定杆102，硬质壳体2，栓耳带3，除异味盒4，除灰

尘盒5，通气盒6，卡接翻边601，卡接口602，曲线翻边603，倒圆角604，阻挡机构605，网孔板

606，第一通气板607，第二通气板608，下绷带7，上绷带701，呼吸口8，延伸通道801，护目镜

9，卡块901，装填凹槽902，防刮倒角903，延伸杆904，阻挡翻边905，贴合翻边906，密闭组件

10，橡胶条1001，橡胶通道1002，橡胶梗1003，密闭片1004，塑形条1005，橡皮筋11，卡接组件

12，卡接座1201，球腔1202，弹性条1203，扣接片1204，卡接球1205。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0]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纵向”、“横向”、“上”、“下”、“前”、“后”、

“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

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

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31] 参照图1、2、3、4、5、6、7、8、9、10所示的一种可调控的呼吸面罩，包括软质面罩体1，

所述软质面罩体1的一侧设置有硬质壳体2，软质面罩体1的边缘和硬质壳体2密闭贴合，所

述硬质壳体2的内侧设置有圆弧边，所述软质面罩体1的中间设置有呼吸口8，且软质面罩体

1背离硬质壳体2的一侧设置有延伸通道801，延伸通道801的端口和呼吸口8的边缘密闭连

接，所述延伸通道801的一侧设置有通气盒6，延伸通道801和通气盒6之间通过卡接组件12

连接，所述硬质壳体2的两侧设置有上固定杆101和下固定杆102，上固定杆101和下固定杆

102分别设置有两个，所述上固定杆101上连接有两个栓耳带3，两个栓耳带3的端头设置有

套装在上固定杆101上的套装口，其中一个栓耳带3远离上固定杆101的端头设置有除异味

盒4，另一个栓耳带3远离上固定杆101的端头设置有除灰尘盒5，除异味盒4和除灰尘盒5与

栓耳带3的侧壁之间通过卡接组件12连接，所述软质面罩体1的顶端设置有密闭组件10，且

密闭组件10的上方设置有护目镜9，把下绷带7和上绷带701扯开套在头上，除异味盒4、除灰

尘盒5和通气盒6根据不同的环境更换，延伸通道801的端口上人呼吸的位置，拆卸下来的另

外两个盒体安装在栓耳带3上，实现了可以适应与多种环境的效果，硬质壳体2贴合人的面

部，硬质壳体2上边缘的圆弧边减小和脸部皮肤的压强，增加了舒适性，上固定杆101和下固

定杆102是可以拆卸更换新的，下绷带7和上绷带701可以根据人头颅的轮廓换来更换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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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

[0032] 所述上固定杆101和下固定杆102的端头设置有金属球，两个所述上固定杆101的

中间连接有上绷带701，上绷带701的两个端头设置有套装在上固定杆101上的开孔，两个所

述下固定杆102的中间连接有下绷带7，下绷带7的两个端头设置有套装在下固定杆102上的

开孔，下绷带7和上绷带701在拆装的时候，拉扯下绷带7和上绷带701，下绷带7和上绷带701

端头的套装口越过金属球即可，实现了便捷更换绷带的效果。

[0033] 所述除异味盒4、除灰尘盒5和通气盒6的两侧均设置有卡接翻边601，且呼吸口8的

端口设置有和卡接翻边601相匹配的组装片，所述卡接组件12包括卡接座1201和扣接片

1204，卡接座1201和扣接片1204分别设置有三组，卡接座1201固定在延伸通道801端口的组

装片上和两个栓耳带3的端头，扣接片1204固定在除异味盒4、除灰尘盒5和通气盒6两侧的

卡接翻边601上，所述扣接片1204的一侧设置有卡接球1205，卡接翻边601上设置有和卡接

球1205相匹配的穿插口，所述卡接座1201的一侧设置有球腔1202，且球腔1202的开口处设

置有两个弹性条1203，弹性条1203之间的间距小于球腔1202开口的直径，盒体在拆卸的时

候拖拽除异味盒4、除灰尘盒5和通气盒6直到卡接球1205脱离球腔1202，实现了便捷拆卸的

效果，其中一个盒体处在伸通道801端口的位置，其他两个盒体就被安装在两个栓耳带3的

端口。

[0034] 所述弹性条1203和卡接球1205的材质是不锈钢，且扣接片1204和卡接翻边601之

间的连接方式是胶水固定，弹性条1203和卡接球1205在挤压的时候，不锈钢材质不易变形，

实现了耐久用的效果。

[0035] 所述密闭组件10包括橡胶条1001，橡胶条1001和软质面罩体1的边缘连接，且橡胶

条1001的一侧设置有橡胶通道1002，橡胶通道1002的内侧穿插有橡胶梗1003，橡胶梗1003

的中间设置有圆形通道，圆形通道内安装有塑形条1005，所述橡胶梗1003的一侧设置有密

闭片1004，塑形条1005的材质没金属镁，橡胶梗1003内部的塑形条1005可以经过手指按压

变形，进而让镁条达到人脸部的曲线，镁金属的弧弹性差，镁条折弯一种形状就无法自动弹

回原来的形状，且橡胶梗1003在老损之后可以从橡胶通道1002中拆卸，再更换新的橡胶梗

1003，实现了便捷更换组件的效果。

[0036] 所述护目镜9的两侧设置有延伸杆904，且延伸杆904的端头设置有阻挡翻边905，

两个所述延伸杆904和上固定杆101之间通过橡皮筋11连接，橡皮筋11得到端头设置有与延

伸杆904和上固定杆101相匹配的套装口，所述橡皮筋11的横截面是矩形，在需要使用护目

镜9的时候，护目镜9卡在眼睛上，护目镜9通过橡皮筋11施加朝向脸部的压力，实现了护目

的效果。

[0037] 所述护目镜9外侧还设置有卡块901，且卡块901的中间设置有装填凹槽902，所述

卡块901的边缘还设置有防刮倒角903，上绷带701可以按压进装填凹槽902的内侧，所述护

目镜9的另一侧设置有贴合翻边906，贴合翻边906复合人体额头曲线，当不需要使用护目镜

的时候，把上绷带塞进装填凹槽内，然后把护目镜翻转到脑后，护目镜上的贴合翻边增加了

和脑后的接触面积，增加了舒适性。

[0038] 所述除异味盒4、除灰尘盒5和通气盒6的一侧设置有网孔板606，且除异味盒4、除

灰尘盒5和通气盒6的内侧壁上均设置有曲线翻边603，曲线翻边603的边缘设置有倒圆角

604，倒圆角604的边缘复合人体耳朵曲线，除异味盒4、除灰尘盒5和通气盒6均设置有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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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边603，曲线翻边603减小了对耳朵皮肤的压强，增加了舒适性。

[0039] 所述通气盒6的内侧还设置有阻挡机构605，阻挡机构605包括第一通气板607和第

二通气板608，第一通气板607和第二通气板608上均设置有气孔，且第一通气板607和第二

通气板608上的气孔相互错开，通气盒6中的第一通气板607和第二通气板608开孔相互错

开，秋季在户外骑行时，小的飞行昆虫不能直接击打在人脸上，且通气盒6没有任何呼吸阻

力。

[0040] 所述除异味盒4的内侧壁上设置有活性炭过滤网，且除灰尘盒5的内侧壁上设置有

棉花制成的过滤网，除异味盒内4的活性炭过滤网可以过滤有刺激性气味的空气或者有毒

气体，除灰尘盒5内棉花制成的过滤网可以过滤含有灰尘的空气，除异味盒4、除灰尘盒5和

通气盒6根据不同的环境更换，实现了可适应于毒气体环境、刺激性气味环境、灰尘环境等

多种中环境的环境。

[0041] 最后，把下绷带7和上绷带701扯开套在头上，除异味盒4、除灰尘盒5和通气盒6根

据不同的环境更换，延伸通道801的端口上人呼吸的位置，拆卸下来的另外两个盒体安装在

栓耳带3上，实现了可以适应与多种环境的效果，硬质壳体2贴合人的面部，硬质壳体2上边

缘的圆弧边减小和脸部皮肤的压强，增加了舒适性，上固定杆101和下固定杆102是可以拆

卸更换新的，下绷带7和上绷带701可以根据人头颅的轮廓换来更换不同长度，下绷带7和上

绷带701在拆装的时候，拉扯下绷带7和上绷带701，下绷带7和上绷带701端头的套装口越过

金属球即可，实现了便捷更换绷带的效果，盒体在拆卸的时候拖拽除异味盒4、除灰尘盒5和

通气盒6直到卡接球1205脱离球腔1202，实现了便捷拆卸的效果，其中一个盒体处在伸通道

801端口的位置，其他两个盒体就被安装在两个栓耳带3的端口，弹性条1203和卡接球1205

在挤压的时候，不锈钢材质不易变形，实现了耐久用的效果，橡胶梗1003内部的塑形条1005

可以经过手指按压变形，进而让镁条达到人脸部的曲线，镁金属的弧弹性差，镁条折弯一种

形状就无法自动弹回原来的形状，且橡胶梗1003在老损之后可以从橡胶通道1002中拆卸，

再更换新的橡胶梗1003，实现了便捷更换组件的效果，在需要使用护目镜9的时候，护目镜9

卡在眼睛上，护目镜9通过橡皮筋11施加朝向脸部的压力，实现了护目的效果，当不需要使

用护目镜的时候，把上绷带塞进装填凹槽内，然后把护目镜翻转到脑后，护目镜上的贴合翻

边增加了和脑后的接触面积，增加了舒适性，除异味盒4、除灰尘盒5和通气盒6均设置有曲

线翻边603，曲线翻边603减小了对耳朵皮肤的压强，增加了舒适性，通气盒6中的第一通气

板607和第二通气板608开孔相互错开，秋季在户外骑行时，小的飞行昆虫不能直接击打在

人脸上，且通气盒6没有任何呼吸阻力，除异味盒内4的活性炭过滤网可以过滤有刺激性气

味的空气或者有毒气体，除灰尘盒5内棉花制成的过滤网可以过滤含有灰尘的空气，除异味

盒4、除灰尘盒5和通气盒6根据不同的环境更换，实现了可适应于毒气体环境、刺激性气味

环境、灰尘环境等多种中环境的环境。

[004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的技术范围作出任何限

制，故凡是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细微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

仍属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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