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0204305.X

(22)申请日 2021.01.23

(73)专利权人 广东奔立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510405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

方华公路南兴泰路1号

(72)发明人 孙宝霞　庄泽波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维正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11508

代理人 牟建鑫

(51)Int.Cl.

A41D 13/00(2006.01)

A41D 1/04(2006.01)

A41D 13/11(2006.01)

A41D 27/18(2006.01)

A41D 27/00(2006.01)

A41D 31/02(2019.01)

A41D 31/04(2019.01)

A41D 31/30(2019.01)

A41D 31/14(2019.01)

A41D 31/12(2019.01)

A42B 1/24(2021.01)

A42B 1/048(2021.01)

A42B 1/241(2021.01)

A42B 1/019(2021.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防雾霾抗过敏服饰

(57)摘要

本申请涉及一种防雾霾抗过敏服饰，其包括

衣服本体，所述衣服本体对应于人体脖颈的位置

设置有衣领，所述衣领处可拆卸式安装有防护

帽，所述防护帽对应于人体脸部的位置开设有面

部开口，所述防护帽靠近耳部的外侧设置有收纳

嵌袋，所述收纳嵌袋开设一嵌袋开口，所述嵌袋

开口处设置有封装件，所述防护帽靠近人体耳部

的外周面且位于收纳嵌袋的旁侧设置有绳扣，所

述绳扣可拆卸式连接有防雾霾口罩，所述防雾霾

口罩远离绳扣的一侧与防护帽靠近人体耳部的

外周面且远离收纳嵌袋的一侧可拆卸式连接。本

申请方案通过在防护帽的外侧可拆卸式安装防

雾霾口罩的方式来实现对防雾霾口罩的携带，可

以方便人员携带口罩从而参加户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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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雾霾抗过敏服饰，包括衣服本体(1)，所述衣服本体(1)对应于人体脖颈的位

置设置有衣领(11)，其特征在于：所述衣领(11)处可拆卸式安装有防护帽(2)，所述防护帽

(2)对应于人体脸部的位置开设有面部开口(21)，所述防护帽(2)靠近耳部的外侧设置有收

纳嵌袋(7)，所述收纳嵌袋(7)开设一嵌袋开口(71)，所述嵌袋开口(71)处设置有封装件

(8)，所述防护帽(2)靠近人体耳部的外周面且位于收纳嵌袋(7)的旁侧设置有绳扣(4)，所

述绳扣(4)可拆卸式连接有防雾霾口罩(3)，所述防雾霾口罩(3)远离绳扣(4)的一侧与防护

帽(2)靠近人体耳部的外周面且远离收纳嵌袋(7)的一侧可拆卸式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雾霾抗过敏服饰，其特征在于：所述防雾霾口罩(3)包

括防雾霾布(31)，所述防雾霾布(31)沿水平方向的一侧边沿设置有松紧绳(32)，所述松紧

绳(32)的一端扣接在绳扣(4)内，所述防雾霾布(31)沿水平方向的另一侧边沿设置有松紧

带(33)，所述松紧带(33)与防护帽(2)之间设置有粘贴件(5)。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防雾霾抗过敏服饰，其特征在于：所述粘贴件(5)设置为

第一魔术贴，所述第一魔术贴包括圆毛贴(51)和刺毛贴(52)，所述圆毛贴(51)和刺毛贴

(52)分别缝制在松紧带(33)与防护帽(2)相互靠近的一侧。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防雾霾抗过敏服饰，其特征在于：所述防雾霾布(31)从外

侧向内侧依次由外无纺布层(311)、过滤棉层(312)、活性炭海绵层(313)以及内抗菌无纺布

层(314)组成。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防雾霾抗过敏服饰，其特征在于：所述外无纺布层(311)

与过滤棉层(312)之间、所述过滤棉层(312)与活性炭海绵层(313)之间，所述活性炭海绵层

(313)与内抗菌无纺布层(314)之间均设置有第二魔术贴并且通过第二魔术贴可拆卸式连

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雾霾抗过敏服饰，其特征在于：所述封装件(8)设置为

四合扣，所述四合扣包括可以相互扣合的子扣(81)和母扣(82)，所述子扣(81)和母扣(82)

分别安装在收纳嵌袋(7)和防护帽(2)相互靠近的一侧。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雾霾抗过敏服饰，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护帽(2)、衣领

(11)以及衣服本体(1)的袖口均采用防过敏面料(9)制成，所述防过敏面料(9)包括从内往

外依次设置的抑菌材料层(91)、纤维材料层(92)以及蚕丝层(93)。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防雾霾抗过敏服饰，其特征在于：所述抑菌材料层(91)采

用牛奶丝材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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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雾霾抗过敏服饰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服装的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防雾霾抗过敏服饰。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户外运动，如跑步、郊游都是现在人

们喜爱的户外运动。但是，随着环境的恶化，雾霾问题成为困扰人们的一大难题。户外运动

一般会伴随着深呼吸，如果在雾霾天进行户外运动，雾霾会被大量吸入，其造成的危害远远

大于户外运动带来的好处。

[0003] 为了在雾霾天进行户外运动，有人会选择佩戴口罩，然而，比如在郊游之前，人员

容易遗忘携带口罩，导致没有做好装备，致使户外运动泡汤，并且在郊游时口罩容易丢失，

不利于人员后续的户外运动。

[0004] 基于此，本申请提供一种防雾霾抗过敏服饰，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有利于人员在雾霾天时进行户外运动，本申请提供一种防雾霾抗过敏服饰。

[0006]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防雾霾抗过敏服饰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防雾霾抗过敏服饰，包括衣服本体，所述衣服本体对应于人体脖颈的位置设

置有衣领，所述衣领处可拆卸式安装有防护帽，所述防护帽对应于人体脸部的位置开设有

面部开口，所述防护帽靠近耳部的外侧设置有收纳嵌袋，所述收纳嵌袋开设一嵌袋开口，所

述嵌袋开口处设置有封装件，所述防护帽靠近人体耳部的外周面且位于收纳嵌袋的旁侧设

置有绳扣，所述绳扣可拆卸式连接有防雾霾口罩，所述防雾霾口罩远离绳扣的一侧与防护

帽靠近人体耳部的外周面且远离收纳嵌袋的一侧可拆卸式连接。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平时未使用防雾霾口罩时，防雾霾口罩可以放置在收纳

嵌袋内进行存放，以便于后续的使用；当需要使用防雾霾口罩时，可以将防雾霾口罩从收纳

嵌袋内取出，绳扣连接着防雾霾口罩的一侧，防雾霾口罩的另一侧与防护帽连接，此时防雾

霾口罩罩住人体的面部，实现对人体的防护，有利于人员携带防雾霾口罩进行户外运动。

[0009] 可选的，所述防雾霾口罩包括防雾霾布，所述防雾霾布沿水平方向的一侧边沿设

置有松紧绳，所述松紧绳的一端扣接在绳扣内，所述防雾霾布沿水平方向的另一侧边沿设

置有松紧带，所述松紧带与防护帽之间设置有粘贴件。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利用松紧绳和松紧带，可以使防雾霾布紧紧罩住人体的

面部，实现对人体的防护，同时这样的设置有利于防雾霾布与防护帽的连接，减少防雾霾口

罩丢失的情况发生，提高了携带防雾霾口罩的便捷性。

[0011] 可选的，所述粘贴件设置为第一魔术贴，所述第一魔术贴包括圆毛贴和刺毛贴，所

述圆毛贴和刺毛贴分别缝制在松紧带与防护帽相互靠近的一侧。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这样的设置方便拆装防雾霾口罩，提高防雾霾口罩拆装

的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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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可选的，所述防雾霾布从外侧向内侧依次由外无纺布层、过滤棉层、活性炭海绵层

以及内抗菌无纺布层组成。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外无纺布层和过滤棉层可以过滤掉空气中的灰尘、粉尘

等颗粒，活性炭海绵层可以吸附空气中的甲醛等有毒有害气体，内抗菌无纺布层可以减少

细菌的滋生。

[0015] 可选的，所述外无纺布层与过滤棉层之间、所述过滤棉层与活性炭海绵层之间，所

述活性炭海绵层与内抗菌无纺布层之间均设置有第二魔术贴并且通过第二魔术贴可拆卸

式连接。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这样的设置方便工作人员对各内层进行单独更换，提高

防雾霾布的利用率。

[0017] 可选的，所述封装件设置为四合扣，所述四合扣包括可以相互扣合的子扣和母扣，

所述子扣和母扣分别安装在收纳嵌袋和防护帽相互靠近的一侧。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这样的设置使嵌袋开口预留一定的缝隙，当防雾霾口罩

收纳进收纳嵌袋时，防雾霾口罩的松紧绳可以通过该缝隙与绳扣连接，减少收纳防雾霾口

罩时需要全部拆装防雾霾口罩的情况发生，进一步提高防雾霾口罩的便携性。

[0019] 可选的，所述防护帽、衣领以及衣服本体的袖口均采用防过敏面料制成，所述防过

敏面料包括从内往外依次设置的抑菌材料层、纤维材料层以及蚕丝层。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与人体面部接触较多的部位选用防过敏面料制成，可以

降低细菌的滋生，减少穿戴者出现过敏的现象，提高穿戴者穿戴的舒适度。

[0021] 可选的，所述抑菌材料层采用牛奶丝材料制成。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牛奶丝质地柔软，透气以及导湿性好，对皮肤有养护作

用，可以进一步提高穿戴者穿戴的舒适感，减少过敏现象的出现。

[0023] 综上所述，本申请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024] 1 .平时未使用防雾霾口罩时，防雾霾口罩可以放置在收纳嵌袋内进行存放，以便

于后续的使用；当需要使用防雾霾口罩时，可以将防雾霾口罩从收纳嵌袋内取出，绳扣连接

着防雾霾口罩的一侧，防雾霾口罩的另一侧与防护帽连接，此时防雾霾口罩罩住人体的面

部，实现对人体的防护，有利于人员携带防雾霾口罩进行户外运动；

[0025] 2.利用松紧绳和松紧带，可以使防雾霾布紧紧罩住人体的面部，实现对人体的防

护，同时这样的设置有利于防雾霾布与防护帽的连接，减少防雾霾口罩丢失的情况发生，提

高了携带防雾霾口罩的便捷性；

[0026] 3.与人体面部接触较多的部位选用防过敏面料制成，可以降低细菌的滋生，减少

穿戴者出现过敏的现象，提高穿戴者穿戴的舒适度。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申请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图1中A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29] 图3是本申请实施例的防雾霾口罩的层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是本申请实施例的防过敏面料的层结构示意图。

[0031] 附图标记说明：1、衣服本体；11、衣领；2、防护帽；21、面部开口；3、防雾霾口罩；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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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雾霾布；311、外无纺布层；312、过滤棉层；313、活性炭海绵层；314、内抗菌无纺布层；32、

松紧绳；33、松紧带；4、绳扣；5、粘贴件；51、圆毛贴；52、刺毛贴；6、第二魔术贴；7、收纳嵌袋；

71、嵌袋开口；8、封装件；81、子扣；82、母扣；9、防过敏面料；91、抑菌材料层；92、纤维材料

层；93、蚕丝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结合附图1‑4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3] 本申请实施例公开一种防雾霾抗过敏服饰。参照图1，防雾霾抗过敏服饰包括衣服

本体1，衣服本体1对应于人体脖颈的位置设置有衣领11，衣领11沿圆周的外侧通过拉链可

拆卸式安装有防护帽2，防护帽2对应于人体脸部的位置开设有面部开口21，防护帽2靠近面

部开口21的外侧可拆卸式安装有防雾霾口罩3。人员在户外运动时，可将防护帽2套在头部，

防雾霾口罩3罩住脸部，实现防护。

[0034] 参照图1和图2，防雾霾口罩3包括防雾霾布31，防雾霾布31沿水平方向的一侧设置

有松紧绳32，松紧绳32设置为两根，两根松紧绳32与防雾霾布31的边沿熔接或者缝接，防护

帽2靠近面部开口21的外侧安装有绳扣4，绳扣4同样设置为两个，松紧绳32远离防雾霾布31

的一端穿过绳扣4，绳扣4与松紧绳32扣接。

[0035] 同时，防雾霾布31远离松紧绳32的一侧熔接或缝接有松紧带33，松紧带33设置为

两根，松紧带33与防护帽2之间通过粘贴件5进行连接。本实施例中，粘贴件5设置为第一魔

术贴，第一魔术贴又包括圆毛贴51和刺毛贴52，圆毛贴51缝制在松紧带33面向防护帽2的一

侧，刺毛贴52缝制在防护帽2的外侧，圆毛贴51和刺毛贴52的位置相对应并且可以相互粘

合，此时防雾霾口罩3罩住人脸，实现对人体的防护。

[0036] 参照图1和图3，防雾霾布31从防护帽2的外侧向内侧依次由外无纺布层311、过滤

棉层312、活性炭海绵层313以及内抗菌无纺布层314组成，外无纺布层311与过滤棉层312之

间的圆周边沿、过滤棉层312与活性炭海绵层313之间的圆周边沿、活性炭海绵层313与内抗

菌无纺布层314之间的圆周边沿均设置有第二魔术贴（图中未示出）并且通过第二魔术贴粘

合。通过多层过滤阻隔可以有效的将有害物质阻隔在外，提高对人体的防护效果，同时当需

要更换防雾霾布31时，可以通过第二魔术贴将防雾霾布31里面的一层或几层单独拆卸更

换，节约使用成本。

[0037] 参照图2，为了有利于携带防雾霾口罩3并且减少防雾霾口罩3丢失的情况发生，防

护帽2位于耳部的外周面且靠近绳扣4的一侧缝制有收纳嵌袋7，收纳嵌袋7的三侧边与防护

帽2缝制在一起，收纳嵌袋7的另一侧边开设有嵌袋开口71，嵌袋开口71处设置有封装件8。

[0038] 其中，封装件8设置为四合扣，四合扣又包括可以相互扣合的子扣81和母扣82，子

扣81缝制在防护帽2面向收纳嵌袋7的一侧，母扣82缝制在收纳嵌袋7面向防护帽2的一侧。

本实施例中，四合扣设置为两个，当将防雾霾口罩3放置进收纳嵌袋7时，子扣81和母扣82扣

合，此时松紧绳32与绳扣4仍然连接在一起，松紧绳32穿过收纳嵌袋7与防护帽2之间的缝

隙，以方便后续防雾霾口罩3的快速取用。

[0039] 参照图1和图4，为了提高防雾霾抗过敏服饰的抗过敏性，防护帽2、衣领11以及衣

服本体1的袖口均采用防过敏面料9制成。其中，防过敏面料9包括从内往外依次设置的抑菌

材料层91、纤维材料层92以及蚕丝层93。抑菌材料层91采用牛奶丝材料制成，牛奶丝材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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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然持久的抑菌功能，对有害皮肤的杆菌、球菌等均具有抑制作用；纤维材料层92具有抗

静电的作用；蚕丝层93具有吸湿功能，可以带走人体的热量，减少生物在皮肤上滋生的机

会，可以进一步提高衣服本体1穿着的舒适感。

[0040] 本申请实施例一种防雾霾抗过敏服饰的实施原理为：未使用防雾霾口罩3时，防雾

霾口罩3可以放置在收纳嵌袋7内进行存放，以便于后续的使用；当需要使用防雾霾口罩3

时，可以将防雾霾口罩3从收纳嵌袋7内取出，绳扣4和松紧绳32连接着防雾霾口罩3的一侧，

防雾霾口罩3的另一侧通过第一魔术贴和松紧带33与防护帽2连接，此时防雾霾口罩3罩住

人体的面部，利用松紧绳32和松紧带33的弹性，人员可以根据脸部的大小调节防雾霾口罩3

与人脸的贴合程度，实现对人体的防护，从而有利于人员携带防雾霾口罩3进行户外运动。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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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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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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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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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