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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请涉及一种高安全性无纺布口罩，涉及

口罩的领域，包括口罩本体、鼻梁条以及设置在

口罩本体两个宽度方向上的耳带，所述口罩本体

上设置有头戴式拉紧件，所述头戴式拉紧件用于

将所述口罩本体设置有所述耳带的两侧拉紧贴

合于人体脸部上，头戴式拉紧件可以将口罩本体

的侧边拉紧贴合在脸部上，本申请具有防护效果

好、安全性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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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安全性无纺布口罩，包括口罩本体（1）、鼻梁条（2）以及设置在口罩本体（1）两

个宽度方向上的耳带（3），其特征在于：所述口罩本体（1）上设置有头戴式拉紧件（4），所述

头戴式拉紧件（4）用于将所述口罩本体（1）设置有所述耳带（3）的两侧拉紧贴合于人体脸部

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安全性无纺布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头戴式拉紧件（4）包

括左侧连接带（41）、右侧连接带（42）和后部连接带（43）；

所述左侧连接带（41）的一端设置于所述口罩本体（1）宽度方向的一侧，所述右侧连接

带（42）的一端设置于所述口罩本体（1）宽度方向的另一侧，且所述左侧连接带（41）和所述

右侧连接带（42）均位于所述口罩本体（1）宽度方向的中间位置，所述后部连接带（43）设置

于所述左侧连接带（41）和所述右侧连接带（42）之间，佩戴所述口罩本体（1）时，所述后部连

接带（43）套设于头部后方。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安全性无纺布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左侧连接带（41）包括

左主带（411）和两根左支带（412），所述左主带（411）的一端设置于所述口罩本体（1）上，两

根所述左支带（412）的一端都固定连接于所述左主带（411）远离所述口罩本体（1）的一端，

两根所述左支带（412）的另一端都固定连接于所述后部连接带（43）上。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安全性无纺布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右侧连接带（42）包括

右主带（421）和两根右支带（422），所述右主带（421）的一端设置于所述口罩本体（1）上，两

根所述右支带（422）的一端都固定连接于所述右主带（421）远离所述口罩本体（1）的一端，

两根所述右支带（422）的另一端都固定连接于所述后部连接带（43）上。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安全性无纺布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左侧连接带（41）、所

述右侧连接带（42）和所述后部连接带（43）均由弹性绳制成。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安全性无纺布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后部连接带（43）上设

置有调节件（5），所述调节件（5）用于调节所述后部连接带（43）的长度。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高安全性无纺布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件（5）包括调节

块（51）、按压片（52）和弹簧（53），所述调节块（51）上开设有与所述按压片（52）相适配的滑

槽（511），所述按压片（52）滑动装配于所述滑槽（511）内，所述弹簧（53）设置于所述滑槽

（511）的槽底和所述按压片（52）的之间，所述调节块（51）和所述按压片（52）上均开设有两

个供所述后部连接带（43）的两端穿过的通孔，所述调节块（51）上的通孔和所述按压片（52）

上的通孔对应，所述弹簧（53）驱使所述按压片（52）的顶端凸出于所述滑槽（511）以卡紧所

述后部连接带（43）。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安全性无纺布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左侧连接带（41）和所

述右侧连接带（42）通过热压焊接固定于口罩本体（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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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安全性无纺布口罩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口罩的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高安全性无纺布口罩。

背景技术

[0002] 无纺布口罩是一种为表面由纯棉脱脂纱布或针织面料制成，中间夹有各种无纺布

的一种类型的口罩，这种无纺布口罩过滤性较好，可以有效达到日常的防护效果。

[0003] 一篇申请号为CN202020439821.6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密闭防压疮的医用口罩，

包括罩体、吸气区与呼气区，罩体两侧均设有毛绒皮筋，两个毛绒皮筋两端均与罩体前侧通

过热压胶合，罩体内部设有第一夹具，第一夹具外周面填充有海绵垫，罩体内部设有隔层，

隔层位于吸气区底部，隔层和罩体通过热压胶合，隔层内部设有第二夹具。

[0004] 针对上述中的相关技术，发明人认为存在有以下缺陷：将罩体通过两侧的毛绒皮

筋（即耳带）挂在耳朵上后，罩体上侧可以通过第一夹具（鼻梁条）与脸部贴合，罩体的下侧

可以通过人体的下巴辅助贴合的脸部，而罩体的左右两侧虽然有耳带拉紧贴合在脸部上，

但是，罩体于同一根耳带的两个端部之间的位置比较松弛，罩体与脸部之间很容易存在有

缝隙，感染源容易从缝隙处进入罩体内，防护效果不好，佩戴者感染的风险较高，故而有待

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改善口罩本体的两侧与脸部存在缝隙的问题，本申请提供一种高安全性无纺

布口罩。

[0006]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高安全性无纺布口罩，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高安全性无纺布口罩，包括口罩本体、鼻梁条以及设置在口罩本体两个宽度

方向上的耳带，所述口罩本体上设置有头戴式拉紧件，所述头戴式拉紧件用于将所述口罩

本体设置有所述耳带的两侧拉紧贴合于人体脸部上。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口罩本体的两侧通过耳带挂在人体耳朵上，然后再通过

头戴式拉紧件将口罩本体两侧的中间位置拉紧贴合在脸部，减小口罩本体与脸部之间的缝

隙，防护效果较好，有效降低了佩戴者感染的风险，安全性更高。

[0009] 可选的，所述头戴式拉紧件包括左侧连接带、右侧连接带和后部连接带；

[0010] 所述左侧连接带的一端设置于所述口罩本体宽度方向的一侧，所述右侧连接带的

一端设置于所述口罩本体宽度方向的另一侧，且所述左侧连接带和所述右侧连接带均位于

所述口罩本体宽度方向的中间位置，所述后部连接带设置于所述左侧连接带和所述右侧连

接带之间，佩戴所述口罩本体时，所述后部连接带套设于头部后方。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左侧连接带和右侧连接设置在口罩本体的两侧，两者能

将口罩本体的两侧拉紧贴合在脸部，减少口罩本体和脸部之间的缝隙，然后再通过后部连

接带将左侧连接带和右侧连接带进行拉紧固定，防护效果好，感染风险低。

[0012] 可选的，所述左侧连接带包括左主带和两根左支带，所述左主带的一端设置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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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口罩本体上，两根所述左支带的一端都固定连接于所述左主带远离所述口罩本体的一

端，两根所述左支带的另一端都固定连接于所述后部连接带上。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两根左支带不仅能将左主带和后部连接带连接在一起，

而且佩戴时，两根左支带刚好可以从绕过佩戴者的耳朵延伸到头部的后侧，使整个左连接

带不容易勒在耳朵上，佩戴更加舒适。

[0014] 可选的，所述右侧连接带包括右主带和两根右支带，所述右主带的一端设置于所

述口罩本体上，两根所述右支带的一端都固定连接于所述右主带远离所述口罩本体的一

端，两根所述右支带的另一端都固定连接于所述后部连接带上。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两根右支带不仅能将右主带和后部连接带连接在一起，

而且佩戴时，两根右支带刚好可以从绕过佩戴者的耳朵延伸到头部的后侧，使整个右连接

带不容易勒在耳朵上，佩戴更加舒适。

[0016] 可选的，所述左侧连接带、所述右侧连接带和所述后部连接带均由弹性绳制成。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整个头戴式拉紧件具有较好的弹性，能使头戴式拉紧件

始终处于拉紧的状态，从而使口罩本体更加紧密地贴合在脸部上，防护效果更好。

[0018] 可选的，所述后部连接带上设置有调节件，所述调节件用于调节所述后部连接带

的长度。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调节件可以根据佩戴者脸部的大小来适当地调节后部连

接带的长度，佩戴更加舒适，也能使口罩本体更好地贴合在脸部上，感染风险小，安全性更

高。

[0020] 可选的，所述调节件包括调节块、按压片和弹簧，所述调节块上开设有与所述按压

片相适配的滑槽，所述按压片滑动装配于所述滑槽内，所述弹簧设置于所述滑槽的槽底和

所述按压片的之间，所述调节块和所述按压片上均开设有两个供所述后部连接带的两端穿

过的通孔，所述调节块上的通孔和所述按压片上的通孔向对应，所述弹簧驱使所述按压片

的顶端凸出于所述滑槽以卡紧所述后部连接带。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凸出于滑槽的按压片向下按压，弹簧被压缩，同时，按

压片上的通孔和调节块上的通孔能刚好对应，然后后部连接带就能在两者的通孔内滑动，

从而起到调节后部连接带的作用。

[0022] 可选的，所述左侧连接带和所述右侧连接带通过热压焊接固定于口罩本体上。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左侧连接带和右侧连接与耳带一样，都是通过热压焊接

在口罩本体上，加工简单、方便。

[0024] 综上所述，本申请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025] 1.口罩本体通过两根耳带挂在耳朵上，然后再通过头戴式拉紧件将口罩本体的两

侧拉紧贴合在脸部上，减少口罩本体与脸部之间的缝隙，防护效果更好，感染风险低。

[0026] 2.左侧连接带分为左主带和两根左支带，右侧连接带与左侧连接带一致，佩戴时，

两根左支带和两根右支带刚好可以绕过耳朵，使左侧连接带和右侧连接带不容易勒在耳朵

上，佩戴更加舒适；

[0027] 3.头戴式拉紧件都由弹性绳制成，能使头戴式拉紧件始终处于被拉紧的状态，从

而使口罩本体更加紧密地贴合在脸部上，防护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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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申请实施例高安全性无纺布口罩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是本申请实施例高安全性无纺布口罩中调节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0] 附图标记说明：1、口罩本体；2、鼻梁条；3、耳带；4、头戴式拉紧件；41、左侧连接带；

411、左主带；412、左支带；42、右侧连接带；421、右主带；422、右支带；43、后部连接带；5、调

节件；51、调节块；511、滑槽；52、按压片；53、弹簧。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结合附图1‑2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2] 本申请实施例公开一种高安全性无纺布口罩。参照图1，高安全性无纺布口罩包括

口罩本体1，口罩本体1由两层无纺布和夹设在两层无纺布之间的熔喷布组成，口罩本体1呈

矩形的片状，口罩本体1的中部加工有延其长度方向布设的三道褶皱，佩戴时，口罩本体1的

三道褶皱撑开呈立体状，口罩本体1长度方向的一侧边缘加工有柔性材质的鼻梁条2，鼻梁

条2位于口罩本体1侧边的中心位置处，鼻梁条2的四周通过热压点焊有多个焊点，口罩本体

1两个宽度的方向上通过超声波焊接有弹性材质的耳带3，耳带3的端部靠近口罩本体1的边

角处布设。

[0033] 参照图1，为了减小口罩本体1宽度方向的两侧与脸部之间的缝隙，在口罩本体1的

两侧设置有头戴式拉紧件4，头戴式拉紧件4配合耳带3一起，将口罩本体1的两侧紧密地贴

合在脸部上，防护效果更好，感染风险低。

[0034] 参照图1，头戴式拉紧件4包括均为弹性绳的左侧连接带41、右侧连接带42和后部

连接带43；左侧连接带41的一端固接于口罩本体1宽度方向的一侧，右侧连接带42的一端固

接于口罩本体1宽度方向的另一侧，左侧连接带41右侧连接带42与口罩本体1固接的一端均

位于口罩本体1宽度方向的中间位置，后部连接带43固接于左侧连接带41和右侧连接带42

之间，佩戴口罩本体1时，后部连接带43套设于头部后方。

[0035] 参照图1，左侧连接带41包括左主带411和两根左支带412，左主带411的一端通过

超声波点焊固定于口罩本体1上，两根左支带412的一端都一体成型于左主带411远离口罩

本体1的一端，两根左支带412的另一端都固定连接于后部连接带43的一端（可以通过一体

成型固定，也可以通过超声波焊接固定）以形成一个密封环。

[0036] 参照图1，右侧连接带42包括右主带421和两根右支带422，右主带421的一端通过

超声波点焊固接于口罩本体1上，两根右支带422的一端都一体成型于右主带421远离口罩

本体1的一端，两根右支带422的另一端都固定连接于后部连接带43的另一端（可以通过一

体成型固定，也可以通过超声波焊接固定）以形成另一个密封环。

[0037] 参照图1，佩戴时，两根左支带412和两根右支带422形成的两个密封环刚好可以绕

过佩戴者的耳朵再延伸到头部的后侧与后部连接带43连接在一起，使左连接带和右连接带

不勒在耳朵上，佩戴更加舒适。

[0038] 参照图1，左侧连接带41和右侧连接设置在口罩本体1的两侧，两者能将口罩本体1

的两侧拉紧贴合在脸部，减少口罩本体1和脸部之间的缝隙，然后再通过后部连接带43将左

侧连接带41和右侧连接带42进行拉紧固定，防护效果好，感染风险低。

[0039] 参照图1和图2，为了根据佩戴者脸部的大小调节后部连接带43的长度，后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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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43上安装有用于调节其长度的调节件5，其中，调节件5包括调节块51、按压片52和弹簧

53，调节块51和按压片52均由硬塑料材质制成，调节块51的截面为圆形，调节块51的弧面外

周壁上开设有与按压片52相适配的滑槽511，按压片52滑动装配于滑槽511内，弹簧53通过

胶水粘接于滑槽511的槽底和按压片52之间。

[0040] 参照图1和图2，调节块51和按压片52上均开设有两个供后部连接带43的两端穿过

的通孔（即后部连接带43的一端同时穿过调节块51和按压片52上的一个通孔，后部连接带

43的另一端同时穿过调节块51和按压片52上的另一个通孔），调节块51上的通孔和按压片

52上的通孔向对应，弹簧53驱使按压片52的顶端凸出于滑槽511，此时调节块51上的通孔和

按压片52上的通孔相互错位以卡紧后部连接带43，调节时，将凸出于滑槽511的按压片52向

下按压，弹簧53被压缩，同时，按压片52上的通孔和调节块51上的通孔能刚好对应，然后后

部连接带43就能在两者的通孔内滑动，从而起到调节后部连接带43的作用。

[0041] 本申请实施例一种高安全性无纺布口罩的实施原理为：口罩本体1的两侧通过耳

带3挂在人体耳朵上，同时，左侧连接带41、右侧连接带42以及后部连接带43共同将口罩本

体1的两侧拉紧贴合在脸部上，减小口罩本体1与脸部之间的缝隙，防护效果较好，有效降低

了佩戴者感染的风险，安全性更高，而且左侧连接带41和右侧连接带42可以刚好绕过耳朵，

后部连接带43也能通过调节件5进行适当地调节，佩戴更加舒适。

[0042] 以上均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申请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申请

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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