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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一次性口罩垫，包

括：面层，及与面层层叠设置，且用于与口罩体直

接贴附，并通过静电吸附作用连接至口罩体上的

吸附层；所述的吸附层为静电熔喷无纺布，一方

面，具有良好的过滤效果，且，由于吸附层为静电

熔喷无纺布，除了常规的扩散沉积、截留沉积、惯

性沉积效果之外，还能够通过静电吸引沉积截留

细小的颗粒；另一方面，吸附层通过静电吸附作

用连接到口罩体上，不需要额外设置粘胶等连接

结构，且能够反复可靠的连接至口罩体上，不会

对口罩体带来额外的影响，即吸附层可以同时起

到过滤与连接的作用，方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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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一次性口罩垫，其特征在于，包括：

面层，及

与面层层叠设置，且用于与口罩体直接贴附，并通过静电吸附作用连接至口罩体上的

吸附层；

所述的吸附层为静电熔喷无纺布，且所述一次性口罩垫不含粘贴部件。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次性口罩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一次性口罩垫由面层及吸附

层组成。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次性口罩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一次性口罩垫还包括防护

层，所述的防护层通过吸附层的静电吸附作用连接在吸附层上，且一次性口罩垫在剥离防

护层后，通过吸附层的静电吸附作用连接至口罩体上，所述的防护层为塑料片。

4.如权利要求1-3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一次性口罩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一次性口

罩垫包括朝向佩戴者面部的第一侧面及与第一侧面向背的第二侧面，所述的第一侧面包括

覆盖口和鼻的中部区以及位于中部区两侧的侧部区，所述的第一侧面还设置有若干自第一

侧面向第二侧面方向凹进的凹陷，所述的凹陷在侧部区的密度大于在中部区的密度。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次性口罩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侧面包括多条线状压

痕，所述的线状压痕由若干凹陷断续的形成，且多条线状压痕沿一虚拟的横向中线对称设

置，所述的线状压痕包括位于中部区的第一线状痕及一端与第一线状痕连接，另一端向靠

近横向中线方向伸出的第二线状痕。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次性口罩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线状痕及第二线状痕呈

直线状，第二线状痕与横向中线具有一夹角，且，所述的夹角与对应的第一线状痕和横向中

线之间的距离正相关，第一线状痕等距排列。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次性口罩垫，其特征在于，位于横向中线同一侧的多个第二线

状痕与横向中线之间的夹角呈等差数列。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次性口罩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侧面沿一虚拟的纵向中

线对称，多个位于纵向中线同一侧的第二线状痕的端点之间的连线与纵向中线平行。

9.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次性口罩垫，其特征在于，第二线状痕呈弧线状，且远离中线

的第二线状痕的曲率大于靠近中线的第二线状痕的曲率。

10.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次性口罩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侧面还包括用于覆盖

佩戴者鼻梁的鼻梁区，所述的鼻梁区包括上边缘线，所述的鼻梁区还设置由若干凹陷断续

形成的第三线状痕，其中，第三线状痕沿一虚拟的纵向中线对称设置，且相邻凹陷之间的距

离从靠近纵向中线处向远离中线方向逐渐增加，第三线状压痕与上边缘线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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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口罩垫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一次性口罩垫。

背景技术

[0002] 口罩广泛使用于人们日常防护或医疗防护中，在这些常用的口罩中，有多种由于

不含有专门的过滤层，如通常使用的聚氨酯海绵口罩，这些口罩仅仅只具有保暖作用或只

具有大颗粒粉尘的过滤效果，在某些时候，如，在流感季或流行疫情的需要对细菌、病毒等

致病源进行防护时，这些口罩完全不能起到作用。

[0003] 为此，人们开发了口罩垫来解决上述问题，但是现有的口罩垫通常通过背胶连接

到口罩体上，背胶的使用一方面可能会存在背胶转移问题，另一方面经过多次重复的粘贴

或剥离背胶，可能对口罩体带来损伤。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一次性口罩垫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0005] 一种一次性口罩垫，包括：

面层，及

与面层层叠设置，且用于与口罩体直接贴附，并通过静电吸附作用连接至口罩体上的

吸附层；

所述的吸附层为静电熔喷无纺布，且所述一次性口罩垫不含粘贴部件。

[0006] 进一步的，所述的一次性口罩垫由面层及吸附层组成。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的一次性口罩垫还包括防护层，所述的防护层通过吸附层的静电

吸附作用连接在吸附层上，且一次性口罩垫在剥离防护层后，通过吸附层的静电吸附作用

连接至口罩体上，所述的防护层为塑料片。

[0008] 进一步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一次性口罩垫包括朝向佩戴者面部的第一侧面及

与第一侧面向背的第二侧面，所述的第一侧面包括覆盖口和鼻的中部区以及位于中部区两

侧的侧部区，所述的第一侧面还设置有若干自第一侧面向第二侧面方向凹进的凹陷，所述

的凹陷在侧部区的密度大于在中部区的密度。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的第一侧面包括多条线状压痕，所述的线状压痕由若干凹陷断续

的形成，且多条线状压痕沿一虚拟的横向中线对称设置，所述的线状压痕包括位于中部区

的第一线状痕及一端与第一线状痕连接，另一端向靠近横向中线方向伸出的第二线状痕。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的第一线状痕及第二线状痕呈直线状，第二线状痕与横向中线具

有一夹角，且，所述的夹角与对应的第一线状痕和横向中线之间的距离正相关，第一线状痕

等距排列。

[0011] 进一步的，位于横向中线同一侧的多个第二线状痕与横向中线之间的夹角呈等差

数列。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的第一侧面沿一虚拟的纵向中线对称，多个位于纵向中线同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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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线状痕的端点之间的连线与纵向中线平行。

[0013] 进一步的，第二线状痕呈弧线状，且远离中线的第二线状痕的曲率大于靠近中线

的第二线状痕的曲率。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的第一侧面还包括用于覆盖佩戴者鼻梁的鼻梁区，所述的鼻梁区

包括上边缘线，所述的鼻梁区还设置由若干凹陷断续形成的第三线状痕，其中，第三线状痕

沿一虚拟的纵向中线对称设置，且相邻凹陷之间的距离从靠近纵向中线处向远离中线方向

逐渐增加，第三线状压痕与上边缘线平行。

[0015] 有益效果：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一次性口罩垫，包括：面层，及与面层层叠设置，

且用于与口罩体直接贴附，并通过静电吸附作用连接至口罩体上的吸附层；所述的吸附层

为静电熔喷无纺布，一方面，具有良好的过滤效果，且，由于吸附层为静电熔喷无纺布，除了

常规的扩散沉积、截留沉积、惯性沉积效果之外，还能够通过静电吸引沉积截留细小的颗

粒；另一方面，吸附层通过静电吸附作用连接到口罩体上，不需要额外设置粘胶等连接结

构，且能够反复可靠的连接至口罩体上，不会对口罩体带来额外的影响，即吸附层可以同时

起到过滤与连接的作用，方便使用。

附图说明

[0016] 图1  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一次性口罩垫贴附于口罩体上示意图。

[0017] 图2 为图1中A-A示意图。

[0018] 图3  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一次性口罩垫示意图。

[0019] 图4 凹陷截面示意图。

[0020] 图5  本发明第三实施例的一次性口罩垫示意图。

[0021] 图6 形成凹陷的压花设备示意图。

[0022] 图示标记说明：一次性口罩垫  10；面层  11，21；吸附层  12，22；第一侧面101， 

201；第二侧面102，202；中部区  211,311；侧部区  212,312；凹陷  219，319；线状压痕  220；

第一线状痕  221,321；第二线状痕  222,322；横向中线  230；纵向中线  240，340；压花凸起

250；鼻梁区  313；上边缘线  314；第三线状痕  323；口罩体  100。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请参考图1及图2，详细说明本发明第一实施例提供的一次性口罩垫10的构成，通

常的，本发明的一次性口罩垫10贴附于口罩体100上，以为口罩体100提供更佳的过滤效果，

所述的一次性口罩垫10包括面层11及吸附层12。

[0024] 所述的面层11为单层的或多层层叠的片状材料，具体的，所述的片状材料可以为

任何合适的多孔的可变形材料，诸如织造织物、无纺布、多孔的膜、以及上述材料中任一种

的组合或层压体。

[0025] 优选的，所述的片状材料为无纺布，且所述的无纺布可以为现有的各种工艺形成，

例如，熔吹法、纺粘法、水刺法、气流成网、湿法成网、通风干燥造纸工艺和粘结粗梳纤维网

工艺，包括粗梳热粘结。

[0026] 所述织造织物、非织造织物、多孔的膜、组合或层压体可由任何合适的材料制成，

包括但不限于天然材料、合成材料、以及它们的组合。合适的天然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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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棉绒、蔗渣、羊毛纤维、丝纤维等，合适的合成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人造丝和聚合材料，合

适的聚合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聚乙烯、聚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和聚丙烯。

[0027] 所述的面层11被配置在贴合于佩戴者面部的一侧，由于其与皮肤接触，因此优选

的选用具有低刺激的，柔软的，如，单位面积重量为10～60g/m2的纱布、棉布、水刺无纺布、

热风无纺布等片状材料，更优选的，为由热塑性合成纤维构成的热风无纺布，一般来讲，由

热塑性合成纤维构成的热风无纺布非常蓬松，一方面能够使得佩戴者呼吸的气流更容易通

过，不容易产生闷感，另一方面，热风无纺布具有一定的吸湿效果，以保持面部及面层11的

干爽。

[0028] 作为构成上述热风无纺布的合成纤维，可以使用聚乙烯(PE)纤维、聚丙烯(PP)纤

维等聚烯烃系纤维、聚酯系纤维、尼龙等聚酰胺系纤维等，在一些可选的实施例中，也可以

同时添加有天然纤维或粘胶纤维，以进一步降低对皮肤的刺激性，这些天然纤维可以包括

木纤维、棉纤维等。

[0029] 在另外的实施例中，所述的面层11还可以进一步进行亲肤的改进，如，在所述的面

层11朝向佩戴者面部一侧还进行蓬松化处理，具体的，包括设置一毛刷对面层11表面进行

滚刷或平刷，以使得面层11表面起毛，从而具有更为蓬松的表面。

[0030] 所述的吸附层12与面层11层叠设置，且用于与口罩体100直接贴附，并通过静电吸

附作用连接至口罩体100上，所述的吸附层12为静电熔喷无纺布，且所述一次性口罩垫10不

含粘贴部件。

[0031] 可以理解的，在本发明的一次性口罩垫10中，吸附层12至少一部分裸露，以使得吸

附层12能够与口罩体100直接接触，并贴附到口罩体100上，吸附层12通过静电吸附作用将

一次性口罩垫10连接到口罩体100上。所述的裸露的含义是指，吸附层12的至少一部分未被

其他材料覆盖或可以经过剥离后直接暴露，可以理解的，当一次性口罩垫10通过静电吸附

作用连接至口罩体100上时，形成口罩体100、吸附层12及面层11的三层结构，一方面，该三

层结构能够形成良好的过滤效果，且，由于吸附层12为静电熔喷无纺布，除了常规的扩散沉

积、截留沉积、惯性沉积效果之外，还能够通过静电吸引沉积截留细小的颗粒；另一方面，吸

附层12通过静电吸附作用连接到口罩体100上，不需要在一次性口罩垫10上额外设置粘贴

部件，即，所述一次性口罩垫10不含粘贴部件，且能够反复可靠的连接至口罩体100上，不会

对口罩体100带来额外的影响，即吸附层12同时起到了过滤的作用与连接的作用。

[0032] 所述一次性口罩垫10不含粘贴部件，粘贴部件是指包含有，如，粘合剂等粘性物质

的部件，一次性口罩垫10不含粘贴部件，即指一次性口罩垫10并不通过粘性物质粘合的方

式连接到口罩体100上，而是直接通过静电吸附作用连接到口罩体100上，实际上，一次性口

罩垫10上也不需要设置有其他任何连接装置，如系带、拉链、暗扣等。

[0033] 所述的一次性口罩垫10包括朝向佩戴者面部的第一侧面101及与第一侧面101向

背的第二侧面102，可以理解的，所述的第二侧面102为朝向口罩体100的一个侧面，并通过

该侧面与口罩体100连接，所述的第二侧面102包括裸露区，所述的裸露区即为直接暴露并

能够与口罩体100直接接触的区域，其中裸露区面积大于等于第二侧面102面积的60%，更优

选的，大于等于80%，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的一次性口罩垫10仅由面层11与吸附层

12组成，且面层11与吸附层12层叠设置，第二侧面102完全直接裸露，通过第二侧面102直接

接触、吸附口罩体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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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的一次性口罩垫10还包括贴合、吸附在裸露区上的

防护层，所述的防护层被配置成通过吸附层12静电吸附作用连接在吸附层12裸露区上，可

以理解的，所述的防护层为可被静电吸附的薄片，具体的，如塑料片，更优选的为PE塑料薄

片，PP塑料薄片等，当需要使用时，剥离防护层，以暴露裸露区，并使得裸露区能够直接接触

口罩体100，并使得一次性口罩垫10通过静电吸附作用连接至口罩体100上。

[0035] 进一步的，所述的吸附层12具有表面电动势，优选的，吸附层12表面电动势大于等

于5Kv，更优选的大于等于7Kv。

[0036] 在本发明中，所述的吸附层12为静电熔喷无纺布，可以采用如，熔喷静电驻极工艺

来形成静电熔喷无纺布，在一个具体实施例中，通过先在形成无纺布的原料，如PP聚丙烯聚

合物中加入电气石、二氧化硅、磷酸锆等无机材料，然后在卷布前通过静电发生器的一组或

多组针状电极对熔喷材料施加5-10KV电压进行电晕放电，从而使得熔喷材料带上电荷，在

施加电压时针尖下方的空气产生电晕电离，产生局部击穿放电，载流子通过电场的作用，而

沉积到熔喷布表面，一部分载流子会深入表层被驻极母粒的陷阱捕获，从而使熔喷无纺布

成为静电熔喷无纺布。

[0037] 另外，所述的口罩体100为聚氨酯海绵口罩，使得所述的一次性口罩垫10能够通过

静电吸附作用稳定的吸附到口罩体100上。

[0038] 进一步的，所述的面层11与吸附层12通过热压的方式结合成一个整体。

[0039] 进一步的，一方面由于人的面部为一个中间略微凸起的形态，而口罩体100在佩戴

过程中将会被适应佩戴者面部形态，即为中间略微凸起的立体形态，使得一次性口罩垫10

也应具备相应的形态以与口罩体100的形态相匹配，即也应形成一定的立体形态，以防止在

使用过程中发生非预期的分离现象，另一方面，一次性口罩垫10设置在口罩体100内部，使

得口罩体100在整体上被加厚，当较长时间佩戴时，可能存在闷感，请一并参考图3及图4，在

本发明第二实施例中，所述的第一侧面201包括用于覆盖口和鼻的中部区211以及位于中部

区211两侧的侧部区212，在所述的第一侧面201上还设置有若干自第一侧面201向第二侧面

202方向凹进的凹陷219。

[0040] 请一并参考图6，所述的凹陷219可以通过如图6示出的压花设备对面层21进行压

花的方式形成，具体的，压花设备包括至少一对轴平行地并置的辊，其中至少一辊上设置有

若干压花凸起250，通常被称为图案辊，另一辊上呈平面或也设置有相应的图案，通常被称

为底辊，一次性口罩垫从配对的图案辊与底辊之间通过，从而被图案辊在面层21上对应的

位置压花而形成凹陷219。

[0041] 可以理解的，当对面层21进行压花时，面层材料在凹陷219处的纤维将被变形，其

中在凹陷219底层的纤维在被压花过程中收到挤压结合在一起，并拉扯形成凹陷219侧壁的

纤维以及凹陷219周边的纤维，并使得凹陷219侧壁的纤维发生形变，当压花凸起被从凹陷

219内撤去后，凹陷219周边的纤维朝凹陷219中心方向发生形变的趋势，使得第一侧面201

朝凹槽中心方向弯曲，当设置所述的侧部区212凹陷219的密度比中部区211的凹陷219的密

度大时，相当于侧部区212的第一侧面201的弯曲角度将大于中部区211的弯曲角度，从而使

得一次性口罩垫形成具有朝面部方向弯曲的立体形状，或者在自然状态下即可形成立体形

状，从而更能适应口罩体的形态，以及在佩戴后与口罩体匹配和更好的与面部贴合，防止一

次性口罩垫从口罩体上非预期的分离。所述的密度是指，单位面积的第一侧面201上凹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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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的数量。

[0042] 可以理解的，当设置所述的侧部区212凹陷219的总面积比中部区211的凹陷219的

总面积大时，同样可以使得侧部区212的弯曲角度大于中部区211的弯曲角度，总面积是指

位于侧部区212或中部区211的若干凹陷219在第一侧面201上的投影面积之和。

[0043] 同时，所述的凹陷219从中部区211向侧部区212延伸，且凹陷219设置在第一侧面

201上，相当于在第一侧面201上由凹陷219形成一个气流通道或者气流扩散通道，当在吸气

时，不会使得第一侧面201完全紧紧地贴合在面部，在呼气时，部分气流能够沿该凹陷219形

成的气流通道进行扩散，降低呼气阻力，即在呼气和吸气方面均提高了使用舒适度。

[0044] 可以理解的，所述的凹陷219可以在第一侧面201表现为点状或线状，所述的点状

是指凹陷219在第一侧面201上具有长度和宽度，当凹陷219的长度与宽度之比小于等于5

时，被称为点状，当长度与宽度之比大于等于5时称为线状。

[0045] 优选的，设置在第一侧面201的凹陷219具有相同的形状及尺寸，在一个优选的实

施例中，所述的凹陷219在第一表面呈现为圆形，具有1-10mm²，更优选的2-6mm²的面积，以

及1-6mm或者更优选为2-5mm的深度。

[0046] 优选的，在侧部区212的凹陷219的密度大于等于中部区211凹陷219密度的120%，

更优选的大于等于150%。

[0047] 优选的，在侧部区212的凹陷219的深度大于等于中部区211凹陷219的深度，更进

一步的，所述的凹陷219的深度从中部区211向侧部区212线性增加或阶梯状增加。

[0048] 进一步的，所述的凹陷219从第一侧面201向第二侧面202方向凹进，且面层21与吸

附层22通过凹陷219层合。所述的层合，是指面层21中的至少一部分纤维在形成凹陷219的

过程中与吸附层22的纤维发生纠缠而使得面层21、吸附层22结合在一起。

[0049] 进一步的，若干所述的凹陷219在第一侧面201上呈现出预定的图案，以使得一次

性口罩垫具有更佳的弯曲角度或立体形态，具体的，所述的第一侧面201在图示中上、下方

向上沿一虚拟的横向中线230对称设置，在图示左、右方向上沿一虚拟的纵向中线240对称

设置，在图示中的上、下方向是在被佩戴时，朝向鼻梁的方向及朝向下巴的方向，所述的预

定的图案包括多条两端向横向中线230方向弯曲的线状压痕220，可以理解的，所述的线状

压痕220由若干凹陷219断续的形成，断续是指相邻的凹陷219之间具有一相对凸起的间隔，

并使得这些凹陷219在第一侧面201上形成一观察者在视觉上看起来呈线状的图案。

[0050] 所述的线状压痕220包括设置于第一侧面201中部区211的第一线状痕221及设置

于侧部区212的第二线状痕222，所述的第二线状痕222一端与第一线状痕221连接，另一端

向靠近横向中线230方向伸出，使得整个线状压痕220呈向外张开的U型。

[0051] 进一步的，所述的第一线状痕221及第二线状痕222均呈直线状，可以理解的，每一

线状压痕220包括一第一线状痕221及两条第二线状痕222，所述的第一线状痕221平行于横

向中线230。

[0052] 进一步的，所述的线状压痕220有多条，且多条线状压痕220沿横向中线230对称设

置。

[0053] 可以理解的，多条线状压痕220将第一侧面201分隔成多个区间，一方面使得对应

的面层11及吸附层12均被分隔成多个区间，当在贴合到口罩体上时，由于分隔的多个区间

可以相对独立的完成吸附，或者，当佩戴至面部时，一个区间的吸附受到影响时，不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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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层12整体从口罩体100上脱落，另一方面，这些线状压痕220也同时起到引导气流的作

用，提高了使用舒适度。

[0054] 进一步的，在横向中线230的一侧，如横向中线230以上方向或横向中线230以下方

向，也具有多条线状压痕220，其中，每一线状压痕220的第二线状痕222与横向中线230具有

一夹角，且，所述的夹角与第一线状痕221和横向中线230之间的距离正相关，具体的，所述

的正相关是指，第一线状痕221与横向中线230之间的距离越大时，与第一线状痕221连接的

第二线状痕222的夹角越大，即在位于横向中线230一侧的多条线状压痕220中，远离横向中

线230位置的第二线状痕222与横向中线230之间的夹角大于靠近横向中线230位置的第二

线状痕222与横向中线230之间的夹角，从而使得位于第一侧面201侧部区212的凹陷219的

密度在远离中部区211时具有更高的密度，即，在侧部区212具有更大的向内弯曲的角度，以

更好的与脸部贴合。

[0055] 进一步的，多个第一线状痕221等距排列。

[0056] 进一步的，位于横向中线230同一侧的多个第二线状痕222与横向中线230之间的

夹角呈等差数列。

[0057] 进一步的，位于纵向中线240一侧的各第二线状痕222的端点之间的连线与纵向中

线240平行。

[0058] 请参考图5，在本发明第三实施例中，所述的第一侧面在水平方向沿一虚拟的纵向

中线340对称设置，所述的线状压痕包括第一线状痕321及第二线状痕322。

[0059] 其中，位于中部区311的第一线状痕321呈直线状，位于侧部区312的第二线状痕

322呈弧线状，且远离中线的第二线状痕322的曲率大于靠近中线的第二线状痕322的曲率，

以使得位于侧部区312的凹陷319的密度大于中部区311的凹陷319的密度。

[0060] 另外，位于侧部区312的相邻凹陷319之间的距离小于位于中部区311的相邻凹陷

319之间距离，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构成第二线状痕322的凹陷319之间的距离为1-5mm，

构成第一线状痕321的凹陷319之间的距离为3-10mm。

[0061] 进一步的，所述的第一侧面还包括用于覆盖佩戴者鼻梁的鼻梁区313，所述的鼻梁

区313包括上边缘线314，所述的上边缘线314呈向上凸出的弧线，所述的鼻梁区313还设置

由若干凹陷319断续形成的第三线状痕323，其中，第三线状痕323沿纵向中线340对称设置，

且相邻的凹陷319之间的距离从靠近纵向中线340处向远离中线方向逐渐增加，使得在靠近

纵向中线340区域的第三线状痕323的凹陷319的密度大于远离纵向中线340区域的凹陷319

密度，在鼻梁区313的第一侧面朝内弯曲，从而为鼻梁区313构成一个更立体的形状，以更好

的容置鼻梁位置的口罩体。

[0062] 进一步的，所述的第三线状痕323有一条，且该第三线状痕323与上边缘线314平

行。

[0063] 进一步的，第三线状痕323的相邻凹陷319之间的距离小于第一线状痕321、第二线

状痕322的相邻凹陷319之间的距离。

[006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

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

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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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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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