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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动雾霾口罩，包括外

罩，所述外罩的两侧固定连接有耳绳，所述外罩

的外侧左部固定安装有气泵，所述外罩的底部固

定连接有颈托，所述颈托的外侧固定安装有心电

检测器，所述颈托的内壁固定安装有心电贴片，

所述外罩的中部缝制有折叠缝合条，所述缝合条

的内侧固定连接有内罩，所述内罩的右部设置有

进气阀，所述内罩的左部设置有出气阀，本发明

结构简单，方便实用，能够帮助呼吸受影响的老

年人和哮喘病人根据心率的节奏智能的调整呼

吸节奏且呼吸顺畅，空气质量高，通过气泵换气，

增加空气浓度，防止堵塞影响呼吸，过滤空气，防

止雾霾对呼吸道造成伤害，易于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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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动雾霾口罩，包括外罩(1)，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罩(1)的两侧固定连接有耳绳

(19)，所述外罩(1)的外侧左部固定安装有气泵(4)，所述外罩(1)的底部固定连接有颈托

(3)，所述颈托(3)的外侧固定安装有心电检测器(5)，所述颈托(3)的内壁固定安装有心电

贴片(7)，所述气泵(4)、心电检测器(5)和心电贴片(7)之间电性连接，所述外罩(1)的中部

缝制有折叠缝合条(6)，所述缝合条(6)的内侧固定连接有内罩(2)，所述内罩(2)的右部设

置有进气阀(101)，所述内罩(2)的左部设置有出气阀(102) ,所述进气阀(101)与出气阀

(102)均包括固定架(13)，所述固定架(13)上开设有卡槽(14)，所述卡槽(14)中转动连接有

转轴(16)，所述转轴(16)与卡槽(14)之间固定连接有弹性棉片(15)，所述进气阀(101)上的

转轴(16)侧壁固定连接有第一薄片(17)，所述出气阀(102)上的转轴(16)侧壁固定连接有

第二薄片(18) ,所述外罩(1)和内罩(2)之间设置有弹簧(9) ,所述弹簧(9)至少设置有四组,

所述内罩(2)的内壁上部固定连接有鼻梁条(10) ,所述内罩(2)的两侧固定连接有胶条

(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动雾霾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颈托(3)与外罩(1)之间

固定连接有弹性棉(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动雾霾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气泵(4)的外部固定连

接有防霾片(12)。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电动雾霾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防霾片(12)由内至外依

次设置有活性炭过滤层(1201)、静电棉层(1202)、HEPA过滤层(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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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动雾霾口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活用品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电动雾霾口罩。

背景技术：

[0002] 雾霾是雾和霾的混合物，早晚湿度大时，雾的成分多。白天湿度小时，霾占据主力，

相对湿度在80％到90％之间。其中雾是自然天气现象，空气中水汽氤氲。虽然以灰尘作为凝

结核，但总体无毒无害；霾的核心物质是悬浮在空气中的烟、灰尘等物质，空气相对湿度低

于80％，颜色发黄。气体能直接进入并粘附在人体下呼吸道和肺叶中，对人体健康有伤害。

雾霾天气的形成主要是人为的环境污染，再加上气温低、风小等自然条件导致污染物不易

扩散。

[0003] 口罩是一种卫生用品，一般指戴在口鼻部位用于过滤进入口鼻的空气，以达到阻

挡有害的气体、气味、飞沫进出佩戴者口鼻的用具，以纱布或纸等制成。口罩对进入肺部的

空气有一定的过滤作用，在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时，在粉尘等污染的环境中作业时，戴口罩具

有非常好的作用。口罩可分为空气过滤式口罩和供气式口罩，而现有的口罩结构过于简单，

从而导致功能不足，对于一些呼吸受影响的老年人和哮喘病人来说带口罩会使呼吸更加困

难，而现有的口罩不具备帮助使用者呼吸的功能，本发明提供一种电动雾霾口罩。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电动雾霾口罩。

[0005] 1、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采用以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电动雾霾口罩，

包括外罩，所述外罩的两侧固定连接有耳绳，所述外罩的外侧左部固定安装有气泵，所述外

罩的底部固定连接有颈托，所述颈托的外侧固定安装有心电检测器，所述颈托的内壁固定

安装有心电贴片，所述外罩的中部缝制有折叠缝合条，所述缝合条的内侧固定连接有内罩，

所述内罩的右部设置有进气阀，所述内罩的左部设置有出气阀。

[0006] 所述进气阀与出气阀包括固定架，所述固定架上开设有卡槽，所述卡槽中转动连

接有转轴，所述转轴与卡槽之间固定连接有弹性棉片，所述进气阀上的转轴侧壁固定连接

有第一薄片，所述出气阀上的转轴侧壁固定连接有第二薄片。

[0007] 优选的，所述外罩和内罩之间设置有弹簧。

[0008] 优选的，所述弹簧至少设置有四组。

[0009] 优选的，所述内罩的内壁上部固定连接有鼻梁条。

[0010] 优选的，所述颈托与外罩之间固定连接有弹性棉。

[0011] 优选的，所述内罩的两侧固定连接有胶条。

[0012] 优选的，所述气泵的外部固定连接有防霾片。

[0013] 优选的，所述防霾片由内至外依次设置有活性炭过滤层、静电棉层、HEPA过滤层，

所述防霾片。

[0014] 优选的，所述气泵、心电检测器和心电贴片之间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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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结构简单，方便实用，使用者通过耳绳将口罩固定，

将颈托翻转至下巴下，心电贴片贴在动脉位置，由心电监测器检测心率，控制气泵间歇工

作，人体内有两种循环，体循环和肺循环。心跳一次，则体循环进行一次。肺循环主要是完成

气体交换。一次呼吸的氧气大概够心脏跳4到5次，根据心率的不同控制气泵的工作间隔时

间，向口罩内进气，防霾片能够提高空气质量，防止空气中的杂尘和雾霾进入使用者呼吸

道，保证健康安全，气泵将空气从进气阀中进入内罩时第一膜片在风力作用下打开，在气泵

停止工作时在弹性棉片的作用下，回转至原来位置，进气阀卡接关闭，使用者呼气时出气阀

上的第二薄片打开，将呼出的气体排至内罩外部，不使用时，通过折叠缝合条对折便于收

纳，并且卫生方便，本发明能够帮助呼吸受影响的老年人和哮喘病人根据心率的节奏智能

的调整呼吸节奏且呼吸顺畅，空气质量高，通过气泵换气，增加空气浓度，防止堵塞影响呼

吸，易于推广应用。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正面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背面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固定架的主视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固定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转轴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第一薄片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第二薄片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2中气泵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2中防霾片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其中：1外罩、2内罩、3颈托、4气泵、5心电检测器、6折叠缝合条、7心电贴片、8弹性

棉、9轻质弹簧、10鼻梁条、11胶条、12防霾片、1201活性炭过滤层、1202静电棉层、1203HEPA

过滤层、13固定架、14卡槽、15弹性绵片、16转轴、17第一薄片、18第二薄片、19耳绳、101进气

阀、102出气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图示，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7] 实施例1：如图1-7所示，一种电动雾霾口罩，包括外罩1，所述外罩1的两侧固定连

接有耳绳19，所述外罩1的外侧左部固定安装有气泵4，所述外罩1的底部固定连接有颈托3，

所述颈托3与外罩1之间固定连接有弹性棉8，所述颈托3的外侧固定安装有心电检测器5，所

述颈托3的内壁固定安装有心电贴片7，所述外罩1的中部缝制有折叠缝合条6，所述缝合条6

的内侧固定连接有内罩2，所述内罩2的两侧固定连接有胶条11，所述内罩2的内壁上部固定

连接有鼻梁条10，所述外罩1和内罩2之间设置有弹簧9，所述弹簧9至少设置有四组，所述内

罩2的右部设置有进气阀101，所述内罩2的左部设置有出气阀102，所述气泵4、心电检测器5

和心电贴片7之间电性连接。

[0028] 所述进气阀101与出气阀102包括固定架13，所述固定架13上开设有卡槽14，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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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槽14中转动连接有转轴16，所述转轴16与卡槽14之间固定连接有弹性棉片15，所述进气

阀101上的转轴16侧壁固定连接有第一薄片17，所述出气阀102上的转轴16侧壁固定连接有

第二薄片18。

[0029] 实施例2：如图1-9所示，一种电动雾霾口罩，包括外罩1，所述外罩1的两侧固定连

接有耳绳19，所述外罩1的外侧左部固定安装有气泵4，所述所述气泵4的外部固定连接有防

霾片12，所述防霾片12由内至外依次设置有活性炭过滤层1201、静电棉层1202、HEPA过滤层

1203，所述防霾片12，所述外罩1的底部固定连接有颈托3，所述颈托3与外罩1之间固定连接

有弹性棉8，所述颈托3的外侧固定安装有心电检测器5，所述颈托3的内壁固定安装有心电

贴片7，所述外罩1的中部缝制有折叠缝合条6，所述缝合条6的内侧固定连接有内罩2，所述

内罩2的两侧固定连接有胶条11，所述内罩2的内壁上部固定连接有鼻梁条10，所述外罩1和

内罩2之间设置有弹簧9，所述弹簧9至少设置有四组，所述内罩2的右部设置有进气阀101，

所述内罩2的左部设置有出气阀102，所述气泵4、心电检测器5和心电贴片7之间电性连接。

[0030] 所述进气阀101与出气阀102包括固定架13，所述固定架13上开设有卡槽14，所述

卡槽14中转动连接有转轴16，所述转轴16与卡槽14之间固定连接有弹性棉片15，所述进气

阀101上的转轴16侧壁固定连接有第一薄片17，所述出气阀102上的转轴16侧壁固定连接有

第二薄片18。

[0031]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108713810 B

5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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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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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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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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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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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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