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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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2323265.9

(22)申请日 2020.10.17

(73)专利权人 宁波贝来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地址 315800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普陀山

路1号

(72)发明人 周黎　陈立　韩何松　

(51)Int.Cl.

A41D 13/11(2006.01)

A41D 27/00(2006.01)

A61M 21/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一次性口罩

(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一次性口罩，涉及口罩领

域，其包括罩体和挂带，罩体内设置有鼻夹，鼻夹

包括夹持片和设置于夹持片外壁的储液管，储液

管内填充有清凉油且上端面设置有出液孔。本申

请具有以下优点和效果：通过设置内含清凉油的

鼻夹，并利用清凉油的清爽感减缓鼻黏膜充血症

状，从而有效的减缓鼻塞现象，保证佩戴者的正

常呼吸并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同时有效的避免

出现呼吸困难现象，提高使用者的使用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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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一次性口罩，包括罩体(1)和挂带(2)，所述罩体(1)内设置有鼻夹(3)，其特征在

于：所述鼻夹(3)包括夹持片(31)和设置于所述夹持片(31)外壁的储液管(32)，所述储液管

(32)内填充有清凉油且上端面设置有出液孔(3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次性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液孔(34)内设置有柔性

的膜片(35)，所述膜片(35)上设置有十字形的出液缝(36)。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一次性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夹持片(31)的两端延伸且

向外弯折设置有按压片(3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次性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罩体(1)的两端均竖直设

置有连接片(4)，所述连接片(4)的两端均设置有套设于所述挂带(2)外壁的套环(41)，一对

所述连接片(4)之间设置有锁定机构(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一次性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锁定机构(5)包括设置于

一对锁定垫(51)和一对相互钩紧的锁定钩(52)，一对所述锁定垫(51)分别设置于一对所述

连接片(4)外壁的中部位置处，一对所述锁定钩(52)分别固定于一对所述锁定垫(51)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一次性口罩，其特征在于：一对所述连接片(4)的外壁位

置处设置有相互粘结的魔术贴(53)。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一次性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魔术贴(53)环绕所述锁定

垫(5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次性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罩体(1)包括面层(11)、防

护层(12)和亲肤层(13)，所述防护层(12)包括由内到外依次设置的载体基层(14)、过滤基

层(15)和杀菌基层(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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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一次性口罩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口罩领域，特别涉及一种一次性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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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等物质的作用。在呼吸道传染病流行以及粉尘等污染的环

境中作业时，戴口罩具有非常好的作用。

[0003] 当人们出现感冒现象时，通常佩戴一次性口罩，以防止病毒传染给其他人。但是感

冒常常会伴随鼻塞现象，因此当佩戴口罩时，容易出现呼吸困难的现象，影响使用者的使用

舒适度，有待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了提高使用者的使用舒适度，本申请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一次性口罩。

[0005]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一次性口罩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一种一次性口罩，包括罩体

和挂带，所述罩体内设置有鼻夹，所述鼻夹包括夹持片和设置于所述夹持片外壁的储液管，

所述储液管内填充有清凉油且上端面设置有出液孔。

[000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使用者佩戴上述口罩时，按压夹持片的两端使夹持片

弯折，使罩体的上端位置夹紧在鼻梁处。随后轻轻按压储液管，使储液管内的清凉油沿着出

液孔流出。随后利用清凉油的清爽感减缓鼻黏膜充血症状，从而有效的减缓鼻塞现象，保证

佩戴者的正常呼吸并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同时有效的避免出现呼吸困难现象，提高使用

者的使用舒适度。

[0007] 可选的：所述出液孔内设置有柔性的膜片，所述膜片上设置有十字形的出液缝。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膜片以及出液缝的配合实现出液孔的启闭控

制，避免储液管内的清凉油外流，从而保证口罩的正常储存和稳定运输。

[0009] 可选的：所述夹持片的两端延伸且向外弯折设置有按压片。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按压片供佩戴者按压，实现夹持片的单独折压，

避免误操作导致清凉油外流，增大口罩使用时的稳定性。

[0011] 可选的：所述罩体的两端均竖直设置有连接片，所述连接片的两端均设置有套设

于所述挂带外壁的套环，一对所述连接片之间设置有锁定机构。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长时间的佩戴口罩时，耳朵将产生勒痛感，此时将挂带

从耳朵上取下后，拉动连接片带动套环向后运动，直至一对套环相互抵触时，连接片呈圆弧

状。随后利用锁定机构将一对连接片的中部位置进行固定后，即可使连接片位于佩戴者的

脑后位置，即保证了对口罩的固定，又解放了佩戴者的耳朵，避免出现勒痛感，提高佩戴时

的舒适度。

[0013] 可选的：所述锁定机构包括设置于一对锁定垫和一对相互钩紧的锁定钩，一对所

述锁定垫分别设置于一对所述连接片外壁的中部位置处，一对所述锁定钩分别固定于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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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锁定垫上。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锁紧锁定机构时，将一对锁定钩相互钩紧，即可实现锁

定机构的锁紧以及连接片的固定。当解除锁定机构时，使一对锁定钩相互脱离，即可实现锁

定机构的解除以及连接片的拆开。因此通过设置结构简洁，并且操作方便的锁定机构，实现

一对连接片之间的快速固定。

[0015] 可选的：一对所述连接片的外壁位置处设置有相互粘结的魔术贴。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魔术贴增大一对连接片之间的结构强度，增大

锁定机构的使用稳定性，从而保证口罩的稳定佩戴。

[0017] 可选的：所述魔术贴环绕所述锁定垫。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环绕锁定垫的魔术贴，实现锁定钩四周位置的

固定，增大锁定机构的稳定性，保证口罩的稳定佩戴。

[0019] 可选的：所述罩体包括面层、防护层和亲肤层，所述防护层包括由内到外依次设置

的载体基层、过滤基层和杀菌基层。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利用过滤基层和杀菌基层对吸入的空气进行过滤和

杀菌处理，将不利于人体呼吸的细菌、污染物等进行隔离，给佩戴者提供健康、清新的呼吸

环境，方便人们的出行或工作，保障人们的呼吸健康。

[0021] 综上所述，本申请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022] 1 .通过设置内含清凉油的鼻夹，并利用清凉油的清爽感减缓鼻黏膜充血症状，从

而有效的减缓鼻塞现象，保证佩戴者的正常呼吸并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同时有效的避免

出现呼吸困难现象，提高使用者的使用舒适度；

[0023] 2.通过设置膜片以及出液缝的配合实现出液孔的启闭控制，避免储液管内的清凉

油外流，从而保证口罩的正常储存和稳定运输；

[0024] 3.通过设置可勒紧佩戴者脑后的连接片，即保证了对口罩的固定，又解放了佩戴

者的耳朵，避免出现勒痛感，提高佩戴时的舒适度；

[0025] 4.通过设置结构简洁，并且操作方便的锁定机构，实现一对连接片之间的快速固

定。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实施例的罩体的层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是实施例的鼻夹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是实施例的连接片的使用状态示意图；

[0030] 图5是实施例的锁定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1] 附图标记：1、罩体；11、面层；12、防护层；13、亲肤层；14、载体基层；15、过滤基层；

16、杀菌基层；2、挂带；3、鼻夹；31、夹持片；32、储液管；33、按压片；34、出液孔；35、膜片；36、

出液缝；4、连接片；41、套环；5、锁定机构；51、锁定垫；52、锁定钩；53、魔术贴。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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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如图1所示，一种一次性口罩，包括罩体1和一对挂带2，并且一对挂带2分布于罩体

1的两端。罩体1内水平嵌设有长条形的鼻夹3，并且鼻夹3位于罩体1上方的中部位置处。

[0034] 当使用者佩戴上述口罩时，将挂带2套设在佩戴者的耳廓位置，然后按压鼻夹3的

两端使鼻夹3沿着中部位置弯折，从而使罩体1的上端位置牢固的夹紧在鼻梁处，实现口罩

的佩戴。

[0035] 如图1、图2所示，罩体1包括面层11、防护层12和亲肤层13。面层11为防水无纺布，

防护层12包括由内到外依次设置的载体基层14、过滤基层15和杀菌基层16。

[0036] 当口罩在佩戴时，利用过滤基层15和杀菌基层16对吸入的空气进行过滤和杀菌处

理，将不利于人体呼吸的细菌、污染物等进行隔离。给佩戴者提供健康、清新的呼吸环境，方

便人们的出行或工作，保障人们的呼吸健康。

[0037] 如图1、图3所示，鼻夹3包括夹持片31和设置于夹持片31外壁的储液管32。夹持片

31的两端延伸且向外弯折设置有按压片33，并且储液管32内填充有清凉油。

[0038] 如图3所示，储液管32的上端面设置有出液孔34，并且出液孔34位于储液管32的中

部位置处。出液孔34内设置有柔性的膜片35，并且膜片35上设置有十字形的出液缝36。

[0039] 当感冒患者佩戴上述口罩时，先驱动按压片33带着夹持片31沿着中部位置弯折，

实现鼻夹3以及整个口罩的牢固固定。随后轻轻按压储液管32，对储液管32施加压力，随后

使储液管32内的清凉油冲破膜片35，并沿着出液孔34流出。随后利用清凉油的清爽感减缓

鼻黏膜充血症状，减缓佩戴者的鼻塞现象，保证佩戴者的正常呼吸。

[0040] 如图1、图4所示，罩体1的两端均竖直设置有连接片4，连接片4的两端均设置有套

环41，套环41套设于挂带2的外壁，并且一对连接片4的中部位置之间设置有锁定机构5。

[0041] 当长时间的佩戴口罩时，耳朵将产生勒痛感，此时将挂带2从耳朵上取下后，拉动

连接片4带动套环41向后运动。直至一对套环41相互抵触时，连接片4将呈圆弧状。

[0042] 随后利用锁定机构5将一对连接片4的中部位置进行固定后，即可使连接片4位于

佩戴者的脑后位置，即保证了对口罩的固定，又解放了佩戴者的耳朵，避免出现勒痛感，提

高佩戴时的舒适度。

[0043] 如图4、图5所示，锁定机构5包括设置于一对锁定垫51和一对相互钩紧的锁定钩

52。一对锁定垫51分别设置于一对连接片4的外壁，并且一对锁定钩52分别固定于一对锁定

垫51上。

[0044] 如图4、图5所示，一对连接片4的外壁位置处设置有相互粘结的魔术贴53，并且魔

术贴53环绕锁定垫51。

[0045] 当锁紧锁定机构5时，将一对锁定钩52相互钩紧，同时按压魔术贴53相互粘结贴

紧，从而实现锁定机构5的锁紧以及连接片4的固定。并且在魔术贴53相互粘结贴紧后，可以

为锁定钩52提供一个独立的空间，避免锁定钩52脱离。

[0046] 当解除锁定机构5时，拉动一对连接片4相互远离，先使一对连接片4上的魔术贴53

相互脱离，然后再驱动一对锁定钩52相互脱离，即可实现锁定机构5的解除以及连接片4的

拆开。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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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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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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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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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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