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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力性损伤的水胶

体辅料条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

力性损伤的水胶体辅料条，属于医用敷料的技术

领域，包括相互连接的泡棉基材双面胶和水胶

体，泡棉基材双面胶的一侧的两端和水胶体的一

侧的两端均设有贴合切口。本实用新型可以预防

及减少长时间佩戴防护口罩引起的医护人员的

鼻面部压力性损伤，降低了由于金属鼻夹塑型不

当带来的安全隐患如鼻夹塑型过松导致口罩密

闭性欠佳引起的感染，或鼻夹塑型过紧引起的呼

吸舒适度改变甚至呼吸困难，并且改善了临床操

作中由于防护口罩佩戴时间延长，口罩密闭性降

低导致的部分气体从鼻梁两侧溢出，由口罩上缘

进入护目镜及面屏而引起的起雾问题，提高临床

医护人员防护口罩佩戴的舒适性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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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力性损伤的水胶体辅料条，其特征在于，包括相互连接的

泡棉基材双面胶和水胶体，所述泡棉基材双面胶的一侧的两端和所述水胶体的一侧的两端

均设有贴合切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力性损伤的水胶体辅料条，其特征在于，所

述泡棉基材双面胶远离所述水胶体的一侧和所述水胶体远离所述泡棉基材双面胶的一侧

均设有油性隔离纸。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力性损伤的水胶体辅料条，其特征在于，靠

近所述泡棉基材双面胶的一侧的所述油性隔离纸上设有隔离纸重叠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力性损伤的水胶体辅料条，其特征在于，两

所述贴合切口分别对称位于所述水胶体辅料条的两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力性损伤的水胶体辅料条，其特征在于，所

述贴合切口呈“V”型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力性损伤的水胶体辅料条，其特征在于，所

述水胶体辅料条的长度为180mm，两所述贴合切口之间的间距为140mm，所述贴合切口与所

述水胶体辅料条的端部之间的距离为20m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力性损伤的水胶体辅料条，其特征在于，所

述泡棉基材双面胶的厚度为1mm，所述水胶体的厚度为0.35mm，所述水胶体辅料条的宽度为

20m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力性损伤的水胶体辅料条，其特征在于，所

述泡棉基材双面胶远离所述水胶体的一侧用于粘贴在防护口罩的上缘的内侧，所述水胶体

远离所述泡棉基材双面胶的一侧用于贴于佩戴者的鼻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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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力性损伤的水胶体辅料条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用敷料的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力性损

伤的水胶体辅料条。

背景技术

[0002] 在新冠状病毒的疫情防控工作中，个人防护设备的穿戴是医护人员的重要保护屏

障，可减少因暴露导致的高感染率，在隔离防护、降低医院感染率中起着重要作用。

[0003] 根据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5版)，对出现症状的密切接触者、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的人员采取二级防护，佩

戴KN95/N95及以上颗粒物防护口罩或医用防护口罩。

[0004] 但由于外界环境、物资供应等条件限制，一线护理人员经常需要连续穿戴隔离防

护用品工作4-8小时或者更长时间，长时间佩戴医用防护口罩、护目镜、防护面罩，加上防护

服里闷热潮湿环境，极容易造成鼻面部压力性损伤，出现较深的压痕、甚至水泡、破溃，给抗

疫医护人员带来不适，并增加了皮肤破溃导致的感染风险。

[0005] 此外，临床使用过程中佩戴N95口罩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金属鼻夹塑型过松导致

的气密性不佳引起感染风险，或者塑型过紧挤压鼻腔引起的呼吸舒适度改变甚至呼吸困

难；另由于防护口罩佩戴时间延长，口罩密闭性降低导致的部分气体从鼻梁两侧溢出，由口

罩上缘进入护目镜及面屏而引起的起雾问题，影响临床医护人员的操作。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的防护口罩存在的上述问题，现旨在提供一种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力性

损伤的水胶体辅料条，可以预防及减少长时间佩戴防护口罩引起的鼻面部压力性损伤，增

加医护人员佩戴舒适度，同时使用该水胶体敷料条粘贴于防护口罩后行呼气密闭性测试显

示，口罩与佩戴者鼻面部密闭性明显增加，降低由于金属鼻夹塑型不当带来的安全隐患如

鼻夹塑型过松导致口罩密闭性欠佳引起的感染，或鼻夹塑型过紧引起的呼吸舒适度改变甚

至呼吸困难，并且改善了临床操作中由于防护口罩佩戴时间延长，口罩密闭性降低导致的

部分气体从鼻梁两侧溢出，由口罩上缘进入护目镜及面屏而引起的起雾问题，提高临床医

护人员防护口罩佩戴的舒适性及安全性。

[0007] 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8] 一种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力性损伤的水胶体辅料条，包括相互连接的泡棉基材双

面胶和水胶体，所述泡棉基材双面胶的一侧的两端和所述水胶体的一侧的两端均设有贴合

切口。

[0009] 上述的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力性损伤的水胶体辅料条，其中，所述泡棉基材双面

胶远离所述水胶体的一侧和所述水胶体远离所述泡棉基材双面胶的一侧均设有油性隔离

纸。

[0010] 上述的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力性损伤的水胶体辅料条，其中，靠近所述泡棉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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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胶的一侧的所述油性隔离纸上设有隔离纸重叠层。

[0011] 上述的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力性损伤的水胶体辅料条，其中，两所述贴合切口分

别对称位于所述水胶体辅料条的两端。

[0012] 上述的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力性损伤的水胶体辅料条，其中，所述贴合切口呈“V”

型设置。

[0013] 上述的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力性损伤的水胶体辅料条，其中，所述水胶体辅料条

的长度为180mm，两所述贴合切口之间的间距为140mm，所述贴合切口与所述水胶体辅料条

的端部之间的距离为20mm。

[0014] 上述的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力性损伤的水胶体辅料条，其中，所述泡棉基材双面

胶的厚度为1mm，所述水胶体的厚度为0.35mm，所述水胶体辅料条的宽度为20mm。

[0015] 上述的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力性损伤的水胶体辅料条，其中，所述泡棉基材双面

胶远离所述水胶体的一侧用于粘贴在防护口罩的上缘的内侧，所述水胶体远离所述泡棉基

材双面胶的一侧用于贴于佩戴者的鼻面部。

[0016] 上述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的积极效果是：

[0017] 本实用新型可以预防及减少长时间佩戴防护口罩引起的医护人员的鼻面部压力

性损伤，增加医护人员佩戴舒适度，同时使用该水胶体敷料条粘贴于防护口罩后行呼气密

闭性测试显示，口罩与佩戴者鼻面部密闭性明显增加，降低由于金属鼻夹塑型不当带来的

安全隐患如鼻夹塑型过松导致口罩密闭性欠佳引起的感染，或鼻夹塑型过紧引起的呼吸舒

适度改变甚至呼吸困难，并且改善了临床操作中由于防护口罩佩戴时间延长，口罩密闭性

降低导致的部分气体从鼻梁两侧溢出，由口罩上缘进入护目镜及面屏而引起的起雾问题，

提高临床医护人员防护口罩佩戴的舒适性及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力性损伤的水胶体辅料条的整体结构

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力性损伤的水胶体辅料条的图1中A处

的放大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力性损伤的水胶体辅料条的整体结构

示意图；

[0021] 附图中：1、泡棉基材双面胶；2、水胶体；3、贴合切口；4、油性隔离纸；5、隔离纸重叠

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但不作为本实用新型的

限定。

[0023]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力性损伤的水胶体辅料条的整体结构

示意图，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力性损伤的水胶体辅料条的图1中A处

的放大图，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力性损伤的水胶体辅料条的整体结

构示意图，如图1至图3所示，示出了一种较佳实施例的用于预防防护口罩压力性损伤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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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体辅料条，包括相互连接的泡棉基材双面胶1和水胶体2，泡棉基材双面胶1的一侧的两端

和水胶体2的一侧的两端均设有贴合切口3。

[0024] 进一步，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例，泡棉基材双面胶1远离水胶体2的一侧和水胶体2

远离泡棉基材双面胶1的一侧均设有油性隔离纸4。

[0025] 进一步，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例，靠近泡棉基材双面胶1的一侧的油性隔离纸4上

设有隔离纸重叠层5。

[0026] 以上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及保护

范围。

[0027] 本实用新型在上述基础上还具有如下实施方式：

[0028]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实施例中，请继续参见图1至图3所示，两贴合切口3分别对称

位于水胶体辅料条的两端。

[0029]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实施例中，贴合切口3呈“V”型设置。

[0030]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实施例中，水胶体辅料条的长度为180mm，两贴合切口3之间

的间距为140mm，贴合切口3与水胶体辅料条的端部之间的距离为20mm。

[0031]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实施例中，泡棉基材双面胶1的厚度为1mm，水胶体2的厚度为

0.35mm，水胶体辅料条的宽度为20mm。

[0032]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实施例中，泡棉基材双面胶1远离水胶体2的一侧用于粘贴在

防护口罩的上缘的内侧，水胶体2远离泡棉基材双面胶1的一侧用于贴于佩戴者的鼻面部。

[0033] 优选地，油性隔离纸4的作用是保护水胶体敷料条，使用时便于揭离水胶体2敷料

和泡棉基材双面胶1。

[0034] 优选地，水胶体2的厚为度0.35mm，水胶体2的主要成分：有羧甲基纤维素钠(CMC)

和聚氨酯半透性薄膜。羧甲基纤维素钠(CMC)可在局部形成低氧张力，促进微循环，改善组

织缺血缺氧，并能吸收液体形成凝胶，促进损伤部位上皮细胞爬行，加快组织修复，其衬垫

于鼻面部皮肤与防护口罩之间，可直接减少防护口罩边缘对鼻面部皮肤及颧骨突的机械性

摩擦及压迫，缓解受压部位皮肤压力与剪切力，有利于防止或减少鼻面部压力性损伤的发

生。聚氨酯半透性薄膜防水透气，可以阻隔外界细菌入侵并防止汗水浸渍局部皮肤，消除潮

湿不良因素的刺激，保持皮肤适宜的温湿度和PH值，有皮肤保护膜的作用。

[0035] 优选地，泡棉基材双面胶1的厚度为1mm，由发泡泡棉基材双面涂布丙烯酸胶组成，

减压、粘性强，防水性能好。

[0036] 优选地，隔离纸重叠层5在使用时便于揭离水胶体2敷料和泡棉基材双面胶1。

[0037] 优选地，贴合切口3能避免粘贴水胶体敷料条可能产生的皱褶，利于贴合紧密，增

加防护口罩佩戴舒适度。

[0038] 本实用新型的使用方法：在佩戴医用防护口罩前，揭开水胶体辅料条的泡棉基材

双面胶1上的油性隔离纸4，将水胶体辅料条黏贴固定于防护口罩的上缘的内侧，由金属鼻

夹中部向两侧呈弧形轻压以增加泡棉层与防护口罩的粘合度，调整防护口罩至佩戴者的鼻

面部合适位置，轻压金属鼻夹后，然后从防护口罩的上缘的内侧的中间撕去水胶体辅料条

的水胶体2上的油性隔离纸4，再用手指轻压防护口罩的上缘，将水胶体2由金属鼻夹向两侧

颧骨呈弧形粘贴于鼻面部皮肤，使之与鼻面部紧密贴合，起到预防鼻面部皮肤压力性损伤、

增加防护口罩佩戴舒适度，避免防护口罩漏气，减少护目镜或面屏起雾等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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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本实用新型的水胶体辅料条主要由亲水性水胶体2敷料和泡棉基材双面胶1材质

组成，贴于佩戴者的鼻面部的亲水性水胶体有防水透气、质地柔软光滑，利于保持皮肤适宜

的温湿度和PH值，有皮肤保护膜的作用，有效缓解由于长时间佩戴防护口罩时口罩边缘对

鼻面部易受压部位如鼻梁及及颧骨突等的压力、摩擦力、剪切力，改善受压部位皮肤组织血

液循环，避免或降低了佩戴者的鼻面部的压力性损伤，贴于防护口罩上缘的泡棉基材双面

胶1材质柔软、粘性强并有减压的作用，用于粘合水胶体2敷料及防护口罩，增加防护口罩与

佩戴者的鼻面部皮肤之间的的密闭性。

[0040] 本实用新型的水胶体辅料条增加了防护口罩佩戴安全性，佩戴防护口罩后按压口

罩上缘内侧的水胶体敷料条，行呼气密闭性测试显示，密闭性明显增加，能降低由于金属鼻

夹塑型不当带来的安全隐患如鼻夹塑型过松导致口罩密闭性欠佳引起的感染，或鼻夹塑型

过紧引起的呼吸舒适度改变甚至呼吸困难，并且改善了临床操作中由于防护口罩佩戴时间

延长，口罩密闭性降低导致的部分气体从鼻梁两侧溢出，由口罩上缘进入护目镜及面屏而

引起的起雾问题，便于医护人员进行临床操作，减少了感染的风险。

[0041] 本实用新型的水胶体辅料条设计符合人体鼻面部曲线，增加的V型贴合切口，避免

黏贴时可能产生的皱褶，增加了防护口罩佩戴舒适度。

[0042] 本实用新型的水胶体辅料条使用方便，实用性强。

[0043] 本实用新型的水胶体敷料条能有效防止医护人员长期佩戴防护口罩引起的鼻面

部压力性损伤，增加舒适度。

[0044] 本实用新型的水胶体敷料条能增加防护口罩与佩戴者鼻面部皮肤的贴合度，改善

防护口罩紧密性，降低了由于金属鼻夹塑型不当带来的安全隐患如鼻夹塑型过松导致口罩

紧密性欠佳引起的感染，或者鼻夹塑型过紧引起的呼吸舒适度改变甚至呼吸困难，确保医

护人员使用安全。

[0045] 本实用新型加强了防护口罩的长期佩戴的稳固性，改善防护口罩长时间佩戴引起

的紧密性、塑型性下降导致部分气体从鼻梁两侧溢出，由口罩上缘进入护目镜及面屏而引

起的起雾问题，便于医护人员进行临床操作。

[0046] 本实用新型的水胶体敷料条使用简易，临床实用性强，广受欢迎。

[0047]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及

保护范围，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应当能够意识到凡运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图示内

容所作出的等同替换和显而易见的变化所得到的方案，均应当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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