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265336.6

(22)申请日 2020.04.07

(71)申请人 唐山市烯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 063700 河北省唐山市滦州市阿里山

路2号

(72)发明人 陈东立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专赢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11797

代理人 于刚

(51)Int.Cl.

A41D 13/11(2006.01)

A41D 27/28(2006.01)

A41D 31/02(2019.01)

A41D 31/10(2019.01)

A41D 31/12(2019.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石墨烯高效防护口罩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石墨烯高效防护口罩，包

括安装在口罩本体上的固定装置、出气装置和弯

折折叠条，所述固定装置包括粘胶条和底部粘

条，所述口罩本体内侧的顶部与粘胶条粘接，该

石墨烯高效防护口罩，通过安装在口罩本体上的

固定装置、出气装置和弯折折叠条之间的配合，

使口罩戴上的方式发生了改变，撕开粘胶条就可

以贴在鼻梁上，十分方便，戴起来很快捷，粘胶条

将口罩紧紧贴合鼻子，这样呼出的热气就不会从

上面出来，打在眼镜上产生雾气，而且省去了绑

带，不会使眼镜腿与绑带缠上，而且设置了吸水

层和弯折折叠条，尽可能将呼出的热气排出或者

吸收，将水分处理掉，不会使口罩上湿漉漉的，更

不会产生水珠，戴起来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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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石墨烯高效防护口罩，包括安装在口罩本体（1）上的固定装置、出气装置和弯折

折叠条（3），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装置包括粘胶条（2）和底部粘条（4），所述口罩本体（1）内

侧的顶部与粘胶条（2）粘接，所述底部粘条（4）共有两个且分别与口罩本体（1）内侧底部的

两端粘接，所述粘胶条（2）和底部粘条（4）之间设有出气装置且口罩本体（1）的内侧设有弯

折折叠条（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石墨烯高效防护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弯折折叠条（3）的中

间较高两侧较低。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石墨烯高效防护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气装置包括聚流片

（5）和出气管（6），所述聚流片（5）与口罩本体（1）的内侧固定连接且聚流片（5）的出气端与

出气管（6）的进气端固定连接，所述出气管（6）的出气端延伸至口罩本体（1）的外部且出气

管（6）的出气端开口朝下。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石墨烯高效防护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气管（6）的内壁固

定连接有至少六个挡流软片（7），所述挡流软片（7）相互交错排列且挡流软片（7）的材质为

塑料。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石墨烯高效防护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口罩本体（1）由内而

外包括PP无纺布内层（101）、第一隔水层（102）、吸水层（103）、第二隔水层（104）、石墨烯复

合PP层（105）、PP无纺布外层（106）和可撕外层（107），所述PP无纺布内层（101）的外侧与第

一隔水层（102）的内侧固定连接，所述第一隔水层（102）的外侧与吸水层（103）的内侧固定

连接，所述吸水层（103）的外侧与第二隔水层（104）的内侧固定连接，所述第二隔水层（104）

的外侧与石墨烯复合PP层（105）的内侧固定连接，所述石墨烯复合PP层（105）的外侧与PP无

纺布外层（106）的内侧固定连接，所述PP无纺布外层（106）的外侧与可撕外层（107）的内侧

粘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石墨烯高效防护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隔水层（102）和

吸水层（103）的内部开设有通孔。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石墨烯高效防护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口罩本体（1）的内侧

固定连接有贴脸软垫（8）且贴脸软垫（8）将聚流片（5）完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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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石墨烯高效防护口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卫生防护用品，具体是一种石墨烯高效防护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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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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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3] 但是现有的医用口罩存在许多缺陷，如图1-3所示，现有的口罩包括口罩外层21和

口罩内层22，内外层通过封边线23连接，内部设有鼻条24可以适应鼻子的形状，通过绑带26

挂在耳朵上，为了增加口罩的延展性，大多数口罩都带有折叠条25，使用时折叠条25会被撑

开增加面积，但是在使用时，首先，鼻条24无法完全贴合鼻子27，使口罩还是会有空隙，呼出

的热气会从图3中A的位置跑出，图3为俯视图，如果带有眼镜，热气正好打在眼镜片上，会起

一层白雾，导致看不清东西，如果在骑车就更加危险，其次，绑带26是挂在耳朵上的，而眼镜

的镜腿也是搭在耳朵上，两者容易缠到一起，在取口罩时容易将眼镜带下来，最后，由于口

罩需要抵挡外界环境对人体的呼吸道产生影响，所以其密封性较高，这就导致人口鼻中呼

出的热气不易散出，就会打在口罩内侧，累计多了会使口罩内侧感觉湿漉漉的，很不舒服，

特别是折叠条25的位置，热气容易积累在折叠条25的槽内，到达一定程度之后甚至会产生

水珠，使口罩戴起来十分不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石墨烯高效防护口罩，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

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石墨烯高效防护口罩，包括安装在口罩本体上的固定装置、出气装置和弯折折叠

条，所述固定装置包括粘胶条和底部粘条，所述口罩本体内侧的顶部与粘胶条粘接，所述底

部粘条共有两个且分别与口罩本体内侧底部的两端粘接，所述粘胶条和底部粘条之间设有

出气装置且口罩本体的内侧设有弯折折叠条。

[0006]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弯折折叠条的中间较高两侧较低。

[0007]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出气装置包括聚流片和出气管，所述聚流片与

口罩本体的内侧固定连接且聚流片的出气端与出气管的进气端固定连接，所述出气管的出

气端延伸至口罩本体的外部且出气管的出气端开口朝下。

[0008]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出气管的内壁固定连接有至少六个挡流软片，

所述挡流软片相互交错排列且挡流软片的材质为塑料。

[0009]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口罩本体由内而外包括PP无纺布内层、第一隔

水层、吸水层、第二隔水层、石墨烯复合PP层、PP无纺布外层和可撕外层，所述PP无纺布内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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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侧与第一隔水层的内侧固定连接，所述第一隔水层的外侧与吸水层的内侧固定连接，

所述吸水层的外侧与第二隔水层的内侧固定连接，所述第二隔水层的外侧与石墨烯复合PP

层的内侧固定连接，所述石墨烯复合PP层的外侧与PP无纺布外层的内侧固定连接，所述PP

无纺布外层的外侧与可撕外层的内侧粘接。

[0010]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第一隔水层和吸水层的内部开设有通孔。

[0011]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口罩本体的内侧固定连接有贴脸软垫且贴脸软

垫将聚流片完全覆盖。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该石墨烯高效防护口罩，通过安装在口罩本体上的固定装置、出气装置和弯折折叠

条之间的配合，使口罩戴上的方式发生了改变，撕开粘胶条就可以贴在鼻梁上，十分方便，

戴起来很快捷，粘胶条将口罩紧紧贴合鼻子，这样呼出的热气就不会从上面出来，打在眼镜

上产生雾气，而且省去了绑带，不会使眼镜腿与绑带缠上，而且设置了吸水层和弯折折叠

条，尽可能将呼出的热气排出或者吸收，将水分处理掉，不会使口罩上湿漉漉的，更不会产

生水珠，戴起来舒适。

[0013] 2、该石墨烯高效防护口罩，通过设置了聚流片和出气管，使戴口罩时呼出的热气

从两侧可以流出，处理了大部分的热量和水分，使空气流通，呼吸更加顺畅，而且设有挡流

软片，使气流只能出不能进，防止从外界吸入为经口罩过滤的气体，解决了戴上口罩后，气

流不流通，呼吸不顺畅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现有的医用口罩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现有的医用口罩的缺陷示意图。

[0016] 图3为现有的医用口罩中鼻条与鼻子贴合的俯视图。

[0017] 图4为石墨烯高效防护口罩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为石墨烯高效防护口罩中聚流片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为石墨烯高效防护口罩中出气管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7为石墨烯高效防护口罩的分层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8为石墨烯高效防护口罩中吸水层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1、口罩本体；2、粘胶条；3、弯折折叠条；4、底部粘条；5、聚流片；6、出气管；7、

挡流软片；8、贴脸软垫；21、口罩外层；22、口罩内层；23、封边线；24、鼻条；25、折叠条；26、绑

带；27、鼻子；101、PP无纺布内层；102、第一隔水层；103、吸水层；104、第二隔水层；105、石墨

烯复合PP层；106、PP无纺布外层；107、可撕外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0024] 实施例1

请参阅图4-8，一种石墨烯高效防护口罩，包括安装在口罩本体1上的固定装置、出气装

置和弯折折叠条3，所述固定装置包括粘胶条2和底部粘条4，所述口罩本体1内侧的顶部与

粘胶条2粘接，所述底部粘条4共有两个且分别与口罩本体1内侧底部的两端粘接，所述粘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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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2和底部粘条4之间设有出气装置且口罩本体1的内侧设有弯折折叠条3，在使用时，不需

要借助外物挂在耳朵上，直接撕开粘胶条2贴在鼻梁上，按照脸的比例拉开口罩，再撕开底

部粘条4贴上即可，粘胶条2和底部粘条4类似于创可贴的粘胶，吸气时气流透过口罩吸入，

呼气时气流从出去装置流出，粘胶条2将口罩紧紧贴合在脸颊和鼻梁上，气流不会从上方流

出，就不会在眼镜上产生雾气，弯折折叠条3可以满足拉伸口罩的目的，但是不会积累热气

和水气，喷到弯折折叠条3槽内的热气会流向两端。

[0025] 为了防止湿气累计，产生水珠，本实施例中，所述弯折折叠条3的中间较高两侧较

低，气流喷到弯折折叠条3槽内会沿着槽流向两端，既防止湿气积累，使口罩变得湿漉漉的，

又可以将气流引流，送到出气装置处排出。

[0026] 为了将呼出的热气流排出口罩区域，本实施例中，所述出气装置包括聚流片5和出

气管6，所述聚流片5与口罩本体1的内侧固定连接且聚流片5的出气端与出气管6的进气端

固定连接，所述出气管6的出气端延伸至口罩本体1的外部且出气管6的出气端开口朝下，在

使用时，口中吐出的热气打在口罩内侧后会向两侧分散，聚流片5将气流聚集，引流至出气

管6中，从出气管6中排出。

[0027] 为了防止吸气时气流从出气管6进入，使人吸入未经口罩过滤的空气，本实施例

中，所述出气管6的内壁固定连接有至少六个挡流软片7，所述挡流软片7相互交错排列且挡

流软片7的材质为塑料，吸气时挡流软片7交错展开，阻挡气流，呼气时挡流软片7打开，气体

流出。

[0028] 所述口罩本体1由内而外包括PP无纺布内层101、第一隔水层102、吸水层103、第二

隔水层104、石墨烯复合PP层105、PP无纺布外层106和可撕外层107，所述PP无纺布内层101

的外侧与第一隔水层102的内侧固定连接，所述第一隔水层102的外侧与吸水层103的内侧

固定连接，所述吸水层103的外侧与第二隔水层104的内侧固定连接，所述第二隔水层104的

外侧与石墨烯复合PP层105的内侧固定连接，所述石墨烯复合PP层105的外侧与PP无纺布外

层106的内侧固定连接，所述PP无纺布外层106的外侧与可撕外层107的内侧粘接。

[0029] 为了进一步吸收呼出的水分，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隔水层102和吸水层103的内

部开设有通孔，呼气时，气体打在口罩上穿过通孔直至第二隔水层104，水分被第二隔水层

104拦截，后续的气体还在向外运动，孔内的水分被推向两侧，被吸水层103吸收，起到吸水

的效果。

[0030] 为了防止聚流片5划到或者硌到脸，本实施例中，所述口罩本体1的内侧固定连接

有贴脸软垫8且贴脸软垫8将聚流片5完全覆盖，贴脸软垫8有两个效果，一方面垫脸，防止被

划伤，另一方面如果弯折折叠条3的两端积累了湿气，有贴脸软垫8挡着，脸上不会觉得湿漉

漉的。

[0031] 实施例2

本实施例对于实施例1中的出气装置进行解释，具体如下：

在使用时，口中吐出的热气打在口罩内侧后会向两侧分散，聚流片5将气流聚集，引流

至出气管6中，从出气管6中排出。

[0032]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在使用时，不需要借助外物挂在耳朵上，直接撕开粘胶条2

贴在鼻梁上，按照脸的比例拉开口罩，再撕开底部粘条4贴上即可，粘胶条2和底部粘条4类

似于创可贴的粘胶，吸气时气流透过口罩吸入，呼气时气流从出去装置流出，粘胶条2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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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紧紧贴合在脸颊和鼻梁上，气流不会从上方流出，就不会在眼镜上产生雾气，弯折折叠条

3可以满足拉伸口罩的目的，但是不会积累热气和水气，喷到弯折折叠条3槽内的热气会流

向两端。

[0033] 上面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

式，在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

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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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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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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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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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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