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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防护用品技术领域，更

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防尘口罩，其技术方案要

点是：包括口罩布和两根设置在所述口罩布上的

口罩耳带，所述口罩布整体呈矩形片状，所述口

罩耳带包括贴附于人脸的内侧以及对外的外侧，

所述口罩布的顶部设置有两条可弯折的连接条，

所述连接条的顶部均设置有挡尘片，所述挡尘片

呈透明设置，所述挡尘片的顶部设置有平布胶

布，所述平布胶布的内侧贴附有隔离纸；本实用

新型具有能够减少灰尘等进入眼睛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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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尘口罩，包括口罩布(1)和两根设置在所述口罩布(1)上的口罩耳带(2)，所述

口罩布(1)整体呈矩形片状，所述口罩耳带(2)包括贴附于人脸的内侧以及对外的外侧，其

特征在于：所述口罩布(1)的顶部设置有两条可弯折的连接条(3)，所述连接条(3)的顶部均

设置有挡尘片(4)，所述挡尘片(4)呈透明设置，所述挡尘片(4)的顶部设置有平布胶布(6)，

所述平布胶布(6)的内侧贴附有隔离纸(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尘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挡尘片(4)的内侧周向设置

有延伸片(5)，所述延伸片(5)呈弧面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防尘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延伸片(5)远离所述口罩布

(1)外侧的一端固设有橡胶垫(8)。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尘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口罩布(1)的外侧和所述挡

尘片(4)通过魔术贴(9)粘合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尘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口罩耳带(2)的两端与所述

口罩布(1)的外侧通过热熔粘合固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尘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口罩耳带(2)上设置有止调

组件，所述止调组件包括止调筒(10)、滑移在所述止调筒(10)内的止调柱(11)，以及固设在

所述止调筒(10)筒底与所述止调柱(11)之间的弹簧(12)，所述止调筒(10)的一端开口，所

述止调柱(11)的一端延伸出所述止调筒(10)，所述止调筒(10)沿所述止调筒(10)的径向开

设有第一通孔(14)和第二通孔(15)，所述第一通孔(14)和所述第二通孔(15)沿所述止调筒

(10)的轴线方向排列，所述第一通孔(14)和所述第二通孔(15)贯穿所述止调筒(10)的两侧

壁，所述止调柱(11)对应开设有第三通孔(16)和第四通孔(17)，当所述弹簧(12)处于压缩

状态时，所述第三通孔(16)和所述第一通孔(14)连通呈同轴状态，所述第四通孔(17)和所

述第二通孔(15)连通呈同轴状态。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防尘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止调柱(11)延伸出所述止调

筒(10)的一端固设有压块(13)。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防尘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止调筒(10)和所述止调柱

(11)之间设置有导向组件，所述导向组件包括固设在所述止调柱(11)外壁的导向块(18)，

以及沿所述止调筒(10)的轴线方向开设在所述止调筒(10)内壁的导向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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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尘口罩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防护用品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防尘口罩。

背景技术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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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以纱布或纸等制成。

[0003] 现有技术中的一种口罩，其包括口罩布以及口罩耳带，两根口罩耳带分设于口罩

布的相对两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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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口罩耳带能够实现口罩与使用者面

部之间相对固定，使口罩贴附使用者脸鼻部。

[0004]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在大风沙尘天气或是在扬尘较多的环境

时，上述的口罩一般无法对眼睛进行防护，空气中的灰尘颗粒等可能进入眼睛，造成后续不

适，因此有待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防尘口罩，具有能够

减少灰尘等进入眼睛的优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防尘口罩，包

括口罩布和两根设置在所述口罩布上的口罩耳带，所述口罩布整体呈矩形片状，所述口罩

耳带包括贴附于人脸的内侧以及对外的外侧，所述口罩布的顶部设置有两条可弯折的连接

条，所述连接条的顶部均设置有挡尘片，所述挡尘片呈透明设置，所述挡尘片的顶部设置有

平布胶布，所述平布胶布的内侧贴附有隔离纸。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大风沙尘天气或是扬尘较多的环境中时，使用者将平

布胶布上的隔离纸撕去，然后将两个挡尘片向上弯折以覆盖两个眼睛，将平布胶布贴附于

眼睛上方的皮肤，实现将挡尘片固定遮盖人眼，具有能够减少灰尘等进入眼睛的优点。

[0008]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挡尘片的内侧周向设置有延

伸片，所述延伸片呈弧面设置。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延伸片能够增大挡尘片的挡尘范围。

[0010]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延伸片远离所述口罩布外侧

的一端固设有橡胶垫。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橡胶垫能够增强使用者佩戴舒适感。

[0012]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口罩布的外侧和所述挡尘片

通过魔术贴粘合连接。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魔术贴粘合实现挡尘片和口罩布之间的固定和分离。

[0014]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口罩耳带的两端与所述口罩

布的外侧通过热熔粘合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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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实现将口罩耳带的两端与口罩布固定设置在口罩布外

侧，能够减少口罩耳带对使用者面部的压强。

[0016]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口罩耳带上设置有止调组

件，所述止调组件包括止调筒、滑移在所述止调筒内的止调柱，以及固设在所述止调筒筒底

与所述止调柱之间的弹簧，所述止调筒的一端开口，所述止调柱的一端延伸出所述止调筒，

所述止调筒沿所述止调筒的径向开设有第一通孔和第二通孔，所述第一通孔和所述第二通

孔沿所述止调筒的轴线方向排列，所述第一通孔和所述第二通孔贯穿所述止调筒的两侧

壁，所述止调柱对应开设有第三通孔和第四通孔，当所述弹簧处于压缩状态时，所述第三通

孔和所述第一通孔连通呈同轴状态，所述第四通孔和所述第二通孔连通呈同轴状态。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弹簧处于自然状态，第三通孔和第一通孔，第四通孔和

第二通孔错位，从而将穿设于其中的口罩耳带的两端夹住，将口罩耳带外露部分的长度固

定，使用者按压止调柱，驱动止调柱在止调筒内滑移，弹簧压缩，第三通孔和第一通孔连通

呈同轴状态，第四通孔和第二通孔连通呈同轴状态，从而穿设其中的口罩耳带能活动拉扯，

实现调节口罩耳带外露部分的长度。

[0018]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止调柱延伸出所述止调筒的

一端固设有压块。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压块能够方便使用者按压止调柱。

[0020]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止调筒和所述止调柱之间设

置有导向组件，所述导向组件包括固设在所述止调柱外壁的导向块，以及沿所述止调筒的

轴线方向开设在所述止调筒内壁的导向槽。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导向块滑移在止调筒的导向槽内，能够对止调柱的运动

起到导向作用。

[0022]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023] 1、在大风沙尘天气或是扬尘较多的环境中时，使用者将平布胶布上的隔离纸撕

去，然后将两个挡尘片向上弯折以覆盖两个眼睛，将平布胶布贴附于眼睛上方的皮肤，实现

将挡尘片固定遮盖人眼，具有能够减少灰尘等进入眼睛的优点；

[0024] 2、延伸片能够增大挡尘片的挡尘范围；

[0025] 3、当弹簧处于自然状态，第三通孔和第一通孔，第四通孔和第二通孔错位，从而将

穿设于其中的口罩耳带的两端夹住，将口罩耳带外露部分的长度固定，使用者按压止调柱，

驱动止调柱在止调筒内滑移，弹簧压缩，第三通孔和第一通孔连通呈同轴状态，第四通孔和

第二通孔连通呈同轴状态，从而穿设其中的口罩耳带能活动拉扯，实现调节口罩耳带外露

部分的长度。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图1另一视角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挡尘片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止调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0] 附图标记：1、口罩布；2、口罩耳带；3、连接条；4、挡尘片；5、延伸片；6、平布胶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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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纸；8、橡胶垫；9、魔术贴；10、止调筒；11、止调柱；12、弹簧；13、压块；14、第一通孔；15、

第二通孔；16、第三通孔；17、第四通孔；18、导向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2] 一种防尘口罩，参照图1，包括口罩布1和两根设置在口罩布1上的口罩耳带2，口罩

布1整体呈矩形片状，口罩耳带2包括贴附于人脸的内侧以及对外的外侧，两条口罩耳带2分

设于两个口罩布1的两个短边侧，口罩耳带2的两端分别与口罩布1的短边侧长度方向的两

端固定连接。具体的，口罩耳带2的两端与口罩布1的外侧通过热熔粘合固定。

[0033] 参照图2和图3，口罩布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两条可弯折的连接条3，在本实施例中，

连接条3为布料材质，连接条3的顶部均固定安装有挡尘片4，挡尘片4呈透明设置，挡尘片4

呈矩形片状，两片挡尘片4关于口罩布1长边侧的中垂线方向对称，挡尘片4的内侧周向向外

延伸有延伸片5，延伸片5呈弧面设置。具体的，延伸片5自口罩外侧朝向口罩内侧、自挡尘片

4的中部朝向外延伸，延伸片5远离口罩布1外侧的一端固设有橡胶垫8，橡胶垫8能够增强使

用者佩戴的舒适感。挡尘片4的顶部设置有平布胶布6，平布胶布6的内侧为胶粘面，平布胶

布6的内侧贴附有隔离纸7，口罩布1的外侧和挡尘片4通过魔术贴9粘合连接，在大风沙尘天

气或是扬尘较多的环境中时，使用者撕开魔术贴9以分离挡尘片4，将平布胶布6上的隔离纸

7撕去，然后将两个挡尘片4向上弯折以覆盖两个眼睛，将平布胶布6贴附于眼睛上方的皮

肤，实现将挡尘片4固定遮盖人眼，具有能够减少灰尘等进入眼睛的优点。

[0034] 参照图2和图4，口罩耳带2上设置有止调组件，止调组件位于口罩耳带2靠下的一

端，止调组件包括止调筒10、滑移在止调筒10内的止调柱11，以及固设在止调筒10筒底与止

调柱11之间的弹簧12，止调筒10横截面呈圆筒状，止调筒10的一端开口，止调柱11呈圆柱

状，止调柱11的一端延伸出止调筒10，止调柱11延伸出止调筒10的一端固设有压块13。止调

筒10沿止调筒10的径向开设有第一通孔14和第二通孔15，第一通孔14和第二通孔15沿止调

筒10的轴线方向排列，第一通孔14和第二通孔15贯穿止调筒10的两侧壁，止调柱11对应开

设有第三通孔16和第四通孔17，当弹簧12处于压缩状态时，第三通孔16和第一通孔14连通

呈同轴状态，第四通孔17和第二通孔15连通呈同轴状态，口罩耳带2依次穿过第一通孔14、

第三通孔16、第二通孔15、第四通孔17，当弹簧12处于自然状态，第三通孔16和第一通孔14，

第四通孔17和第二通孔15错位，从而将穿设于其中的口罩耳带2的两端夹住，将口罩耳带2

外露部分的长度固定，使用者按压止调柱11，驱动止调柱11在止调筒10内滑移，弹簧12压

缩，第三通孔16和第一通孔14连通呈同轴状态，第四通孔17和第二通孔15连通呈同轴状态，

从而穿设其中的口罩耳带2能活动拉扯，实现调节口罩耳带2外露部分的长度。

[0035] 此外，止调筒10和止调柱11之间设置有导向组件，导向组件包括固定安装在止调

柱11外壁的导向块18，以及沿止调筒10的轴线方向开设在止调筒10内壁的导向槽（图中未

示），止调柱11外壁的导向块18滑移在止调筒10的导向槽内，能够对止调柱11的运动起到导

向作用。

[0036]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当使用者佩戴口罩时，将口罩布1的内侧贴于脸部，将口

罩耳带2挂在自己的耳部，然后按压压块13，弹簧12压缩，第三通孔16和第一通孔14连通呈

同轴状态，第四通孔17和第二通孔15连通呈同轴状态，此时口罩耳带2的两端均可从中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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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将口罩耳带2位于贴脸面部分的长度调至合适后，松开压块13，弹簧12对止调柱11施加

弹力，第三通孔16和第一通孔14，第四通孔17和第二通孔15错位，从而将穿设于其中的口罩

耳带2的两端夹住，完成口罩耳带2的长度调节；在大风沙尘天气或是扬尘较多的环境中时，

使用者将平布胶布6上的隔离纸7撕去，然后将两个挡尘片4向上弯折以覆盖两个眼睛，将平

布胶布6贴附于眼睛上方的皮肤，实现将挡尘片4固定遮盖人眼，具有能够减少灰尘等进入

眼睛的优点。

[0037]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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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7

CN 212971773 U

7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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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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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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