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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脸部防护装置，包括透

明、不透气且不吸水材质制成的一个面罩，面罩

包括两个切槽以及两个延伸脚，一个口罩包括的

两个挂绳穿过切槽，面罩两个延伸脚弯折形成两

个结合孔与口罩的两条挂绳结合，如此面罩覆盖

在口罩以及配戴者的眼睛外侧，使得飞沫只能沾

附于面罩上，或者配戴者打喷嚏或咳嗽时的气流

被面罩阻挡，使得配戴者降低被感染以及感染他

人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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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脸部防护装置，适合用来结合在口罩的外侧，其特征在于，包括：

透明但不透气的一个面罩，包括一个本体，本体包括隔开的一个上端以及一个下端，本

体还包括形成在上、下端之间的两个外侧，本体又包括分别形成在两个外侧的两支延伸脚，

在本体的上、下端之间且位于本体上形成两个卡合缝，两支延伸脚各自包括的一个卡合部

与两个卡合缝可拆卸地结合，而区隔出两个结合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脸部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该面罩还包括形成在本体上且位

于两个卡合缝与下端之间的两个切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脸部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面罩由透明、不透气且不吸

水的聚丙烯材质制成。

4.一种脸部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一个口罩，配置成可配戴于人脸上并且可透气地捂住口鼻；

透明但不透气的一个面罩，可拆卸地与口罩结合且位于口罩的外侧。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脸部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面罩包一个本体，本体包括两个

外侧以及形成在两个外侧的两个延伸脚，各延伸脚各自包括一个卡合部，本体上形成相互

隔开的两个卡合缝，各延伸脚的卡合部可拆卸地与各卡合缝卡合，使得两个延伸脚形成区

隔出两个结合孔，该口罩具有的两条挂绳与两个结合孔结合，使得配戴口罩时，两条挂绳拉

动面罩弯曲成弧面。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脸部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面罩还包括形成在本体上的两个

切槽，所述口罩的两条挂绳分别穿过对应的切槽。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脸部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面罩包括一个上端与一个下端以

及在上、下端之间延伸的两个外侧，上端的高度高于配戴者眼睛的高度，下端的高度低于配

戴者嘴巴的高度，两个外侧介于人的两耳之间。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脸部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面罩由透明、不透气且不吸

水的聚丙烯材质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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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部防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面罩，尤指一种适合被安装在口罩外侧，覆盖于口罩与眼睛

的外侧，可以遮挡飞沫直接喷溅于眼睛或口罩上。

背景技术

[0002] 飞沫是人类疾病传染的一大途径，因此人们通常凭借配戴口罩遮住口鼻防止飞沫

直接喷溅到口鼻之后，经由呼吸将病毒或细菌吸入人体的内，并且配戴口罩遮住口鼻之后，

也可以有效地降低飞沫喷溅的距离，如此可以有效地降低传染疾病的几率。

[0003] 然而有些病毒可以存活在口罩上长达一个星期，而且有些病毒的体积相当小，可

以通过口罩的孔隙，因此若配戴的口罩沾附飞沫，人们在呼吸之间也有几率将病毒吸入体

内，说明口罩也有防护不足之处。

[0004] 此外，一般口罩只能捂住口鼻，眼睛是外露的，而飞沫若喷溅到眼睛，病毒仍然有

几率能够进入人体内使人患病，这样的问题是需要改进的。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脸部防护装置，以解决飞沫直接沾附于口罩或

喷溅至眼睛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脸部防护装置，适合用来结合在口罩的外侧，其特征在于，包括：

[0008] 透明但不透气的一个面罩，包括一个本体，本体包括隔开的一个上端以及一个下

端，本体还包括形成在上、下端之间的两个外侧，本体又包括分别形成在两个外侧的两支延

伸脚，在本体的上、下端之间且位于本体上形成两个卡合缝，两支延伸脚各自包括的一个卡

合部与两个卡合缝可拆卸地结合，而区隔出两个结合孔。

[0009] 其中，该面罩还包括形成在本体上且位于两个卡合缝与下端之间的两个切槽。

[0010] 其中，所述面罩由透明、不透气且不吸水的聚丙烯材质制成。

[0011] 一种脸部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0012] 一个口罩，配置成可配戴于人脸上并且可透气地捂住口鼻；

[0013] 透明但不透气的一个面罩，可拆卸地与口罩结合且位于口罩的外侧。

[0014] 其中，面罩包一个本体，本体包括两个外侧以及形成在两个外侧的两个延伸脚，各

延伸脚各自包括一个卡合部，本体上形成相互隔开的两个卡合缝，各延伸脚的卡合部可拆

卸地与各卡合缝卡合，使得两个延伸脚形成区隔出两个结合孔，该口罩具有的两条挂绳与

两个结合孔结合，使得配戴口罩时，两条挂绳拉动面罩弯曲成弧面。

[0015] 其中，面罩还包括形成在本体上的两个切槽，所述口罩的两条挂绳分别穿过对应

的切槽。

[0016] 其中，面罩包括一个上端与一个下端以及在上、下端之间延伸的两个外侧，上端的

高度高于配戴者眼睛的高度，下端的高度低于配戴者嘴巴的高度，两个外侧介于人的两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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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

[0017] 其中，所述面罩由透明、不透气且不吸水的聚丙烯材质制成。

[0018] 本实用新型的面罩的覆盖在口罩与眼睛(或眼镜)的外侧，并且两个外侧介于配戴

者的两耳之间，使得配戴者的脸部几乎被面罩覆盖，因此可以防止空气中的飞沫直接喷溅

到配戴者的脸部、眼睛或口罩上，降低被病毒或细菌沾附于眼睛、嘴巴或口罩上的几率，进

一步降低经由呼吸或粘膜被病毒或细菌感染的风险。

[0019] 再者，面罩不透气的设计也可以降低配戴者感染他人的几率，因为即使配戴者本

身已经患病，当配戴者打喷嚏或咳嗽时，虽然配戴者的气体、飞沫可以通过口罩，但面罩不

透气的设计可以大幅度地阻隔气体、飞沫飞散的距离，因此也可以降低具有感染力的配戴

者感染他人的风险。

[0020] 在配合图式说明本实用新型的说明性实施例的详细说明的下将可更清楚了解本

实用新型。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面罩的展开图。

[0022] 图2为面罩与口罩结合后的展开图。

[0023] 图3是模拟面罩与口罩配戴于配戴者脸部时的状态图。

[0024] 图4是模拟面罩与口罩配戴于配戴者脸部并且配戴者有戴眼镜时的状态图。

[0025] 附图标记说明：10脸部防护装置；20面罩；21本体；22上端；24下端；  26外侧；28切

槽；28A定位孔；30卡合缝；32延伸脚；34卡合部；35结合孔；  36口罩；38遮挡部；40挂绳；42眼

镜；44镜片架；46眼镜脚。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所有图式系仅便于解释基本教导而已，图式中将对构成说明用实施例的元件的数

目、位置、关系、及尺寸的延伸将有所说明或在阅读及了解以下描述后属于业界技能。另外，

在阅读及了解以下描述后，配合特定力量、重量、强度、及类似要求的精确尺寸及尺寸比例

的改变也属业界技能。

[0027] 在不同图式中系以相同标号来标示相同或类似元件；另外请了解文中诸如“顶

部”、“底部”、“第一”、“第二”、“向前”、“向后”、“反向”、“前”、“后”、“高度”、“宽度”、“长度”、

“端”、“侧”、“水平”、“垂直”等等及类似用语系仅便于看图者参考图中构造以及仅用于帮助

描述说明用实施例而已。

[0028] 本实用新型是一种附加在口罩外侧的透明但不透气的面罩，所述面罩20与一个口

罩36(如图2、图3所示)一同构成一个脸部防护装置10。参阅第1～2 图所示，其中所述口罩

36包括可以过滤空气的一个遮挡部38，遮挡部38通常由至少一层透气材质构成，例如常见

的活性碳口罩有三层结构，最外层为不织布，中间层是活性碳碳布，面向口鼻的一层是吸水

布，所述口罩36进一步包括设置在口罩两侧的两条挂绳40，并且所述挂绳40可以是有弹性

或没有弹性的材质制成。所述口罩36配戴在人体的脸上，遮挡部38捂住配戴者脸上的口、

鼻，两条挂绳40分别系于配戴者的双耳，如此配戴者呼吸的气流大部分都要通过口罩36的

遮挡部38的过滤，降低病毒或细菌进入人体的几率，同时也降低病毒或细菌通过呼吸、喷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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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咳嗽的类的行为喷溅至大气中的数量。

[0029] 本实用新型的脸部防护装置进一步包括可与口罩36结合的一个面罩20，所述面罩

20是由透明的材质制成，进一步面罩20较佳采用透明但不透气且不吸水的材质制成，例如

面罩20可以由透明、不透气且不吸水的聚丙烯  (PP/Polypropylene)材质制成，所述聚丙烯

材质为可回收利用的安全材料。

[0030] 所述面罩20包括一个本体21，本体21包括相互隔开的一个上端22以及一个下端

24，本体21进一步包括形成在上、下端22、24之间延伸且相互隔开的两个外侧26，在两个外

侧26处进一步延伸L形的两个延伸脚32，各延伸脚32  各自包括位于末端的一个卡合部34，

面罩20进一步包括形成在本体21上且位于上端22与下端24之间的两个卡合缝30，面罩20还

包括形成在本体21上且位于两个卡合缝30与下端24之间相互隔开的两个切槽28，各切槽28

的两端设置由圆孔构成的两个定位孔28A，实质上各定位孔28A的孔径略小于口罩36 的挂

绳40，在较佳的实施立中，所述两个卡合缝30位于上端22与两个延伸脚  32的卡合部34之

间。

[0031] 参阅第2、3图所示的实施例，是在配戴口罩36的情况下使用面罩20，实质上在配戴

口罩36前可以先将口罩36平铺在面罩20上，并且使口罩36的两条挂绳40分别穿过切槽28，

并且将挂绳40拉开容置在各定位孔28A内(如图  2所示)，使得挂绳40不容易于切槽28内滑

动。参阅图3所示，面罩20的两延伸脚32绕过各挂绳40并且朝向各卡合缝30弯曲，各延伸脚

32的卡合部34  与卡合缝30可拆卸地卡合，如此各延伸脚32区隔出一个结合孔35，所述的各

挂绳40也分别与各结合孔35结合(交缠)。

[0032] 参阅图2、图3所示，在这样的状态，透明、不透气且不吸水的面罩20覆盖在口罩36

的外侧，并且面罩20的上端22高于口罩36的上端，面罩20的下端24大致上只比口罩36的底

端高一些。配戴时，使口罩36对准配戴者的口、鼻，往两耳拉动口罩36的两条挂绳40，如此口

罩36会覆盖在配戴者的口、鼻外侧，两条挂绳40通过两个切槽28以及两个延伸脚32牵动面

罩20顺着配戴者的脸部弯曲(如图3所示)，因此面罩20以及口罩36顺利地穿戴在配戴者的

脸上。

[0033]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口罩36只覆盖在配戴者的口、鼻外侧，但面罩20的上端22被设

计成配戴后高于配戴者的眼睛，因此实质上配戴者的眼睛外侧覆盖有面罩20，而透明设计

的面罩20虽然覆盖在配戴者眼睛的外侧，却不会影响配戴者的视线，以及配戴后面罩20的

两个外侧26介于配戴者的两耳之间，换句话说大致上整个配戴者的脸部都被面罩20所覆

盖。

[0034] 本实用新型面罩20的设计也不会影响口罩36的透气，因为配戴者的脸部并非平

面，所以口罩36配戴于脸上时，也非平面状，而挠性较口罩36差的面罩20覆盖在口罩36外侧

时，会因为口罩36不平整的表面使得面罩20与口罩  36之间具有间隙，这些间隙允许配戴者

呼吸时排气或吸气。

[0035] 有一些配戴者本身戴有眼镜也适用于本实用新型的面罩20，参阅图4所示为有眼

镜下的使用情况，关于口罩36与面罩20的结合与图3所示相同不再赘述，所述眼镜42包括一

个镜片架44以及从镜片架44两侧延伸的两个眼镜脚46，所述镜片架44用来提供设置镜片与

鼻梁架，眼镜脚46则用来附挂于双耳上。

[0036] 在有眼镜42的情况下，是将眼镜42的两个眼镜脚46分别穿过两个延伸脚  32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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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结合孔35，使眼镜42与面罩20结合，如此面罩20位于眼镜42的外侧，配戴者可以同时穿

戴口罩36、眼镜42以及面罩20。

[0037] 本实用新型的面罩20的覆盖在口罩36与眼睛(或眼镜42)的外侧，并且两个外侧26

介于配戴者的两耳之间，使得配戴者的脸部几乎被面罩20覆盖，因此可以防止空气中的飞

沫直接喷溅到配戴者的脸部、眼睛或口罩上，降低被病毒或细菌沾附于眼睛、嘴巴或口罩上

的几率，进一步降低经由呼吸或粘膜被病毒或细菌感染的风险。

[0038] 此外，即使面罩20上沾附飞沫，并且沾附的飞沫中含有病毒或细菌，因为面罩20不

透气的设计，配戴者也不容易因此吸入足以致病的病毒或细菌，可以降低配戴者被病毒或

细菌感染的风险。

[0039] 再者，面罩20不透气的设计也可以降低配戴者感染他人的几率，因为即使配戴者

本身已经患病，当配戴者打喷嚏或咳嗽时，虽然配戴者的气体、飞沫可以通过口罩36，但面

罩20不透气的设计可以大幅度地阻隔气体、飞沫飞散的距离，因此也可以降低具有感染力

的配戴者感染他人的风险。

[0040] 本实用新型的基本教导已加以说明，对具有本领域通常技能的人而言，许多延伸

和变化将是显而易知者。举例言的，例如在面罩20的哇表面大致上位于卡合缝30与下端24

之间也可以印刷图案，只要这些印刷图案高度不高于配戴者的眼睛影显视线即可。

[0041] 由于说明书揭示的本实用新型可在未脱离本实用新型精神或大体特征的其它特

定形式来实施，且这些特定形式的一些形式已经被指出，所以，说明书揭示的实施例应视为

举例说明而非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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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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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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