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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防护型口鼻分离式口罩，包括口罩本

体、鼻部呼吸结构I、鼻部呼吸结构II、口部呼吸

结构、固定带，口罩两端对称设有固定带，口罩本

体内侧设有鼻部呼吸结构I、鼻部呼吸结构II，鼻

部呼吸结构I、鼻部呼吸结构II均由鼻部呼吸腔、

鼻部连接管构成，鼻部呼吸腔底部设有连接端

面，连接端面与口罩本体密封连接，鼻部呼吸腔

顶部与鼻部连接管一端相连通，鼻部呼吸结构I、

鼻部呼吸结构II下侧中间位置设有口部呼吸结

构，口部呼吸结构由口部呼吸腔、口部连接管构

成，口部呼吸腔底部设有连接端面，口部呼吸腔

顶部与口部连接管相联通。本实用新型采用口鼻

分离式呼吸方式，提高了使用安装性及舒适度，

同时具有辅助治疗或缓解功能，并且不影响佩戴

的美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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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护型口鼻分离式口罩，其特征在于，包括口罩本体、鼻部呼吸结构I、鼻部呼吸

结构II、口部呼吸结构、固定带，所述口罩本体两侧相对于中线对称且在xy平面投影形成一

定角度，所述口罩本体两端对称设有固定带，所述口罩本体内侧设有鼻部呼吸结构I、鼻部

呼吸结构II，所述鼻部呼吸结构I、鼻部呼吸结构II相对于口罩本体中线左、右对称设置，所

述鼻部呼吸结构I、鼻部呼吸结构II均由鼻部呼吸腔、鼻部连接管构成，所述鼻部呼吸腔底

部设有连接端面，所述连接端面与口罩本体密封连接，所述鼻部呼吸腔顶部与鼻部连接管

一端相连通，所述鼻部连接管另一端向上翘起与水平方向呈一定角度，所述鼻部连接管的

端部外翻形成鼻部卷边结构，所述鼻部呼吸结构I、鼻部呼吸结构II下侧中间位置设有口部

呼吸结构，所述口部呼吸结构由口部呼吸腔、口部连接管构成，所述口部呼吸腔底部设有连

接端面，所述连接端面与口罩本体密封连接，所述口部呼吸腔顶部与口部连接管相联通，所

述口部连接管截面为焦点在x轴的椭圆形结构，所述口部连接管端部外翻形成口部卷边结

构。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护型口鼻分离式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口罩本体两侧

相对于中线在xy平面投影形成的角度范围为120°-150°。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护型口鼻分离式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鼻部连接管的

向上翘的一端与水平方向所呈角度范围为90°-150°。

4.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护型口鼻分离式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端面与口

罩本体通过热压的方式或者粘接的方式实现密封连接。

5.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护型口鼻分离式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鼻部呼吸结构

I、鼻部呼吸结构II为相互独立结构。

6.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护型口鼻分离式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鼻部呼吸结构

I、鼻部呼吸结构II为联通型结构，所述鼻部呼吸结构I、鼻部呼吸结构II的鼻部呼吸腔之间

通过联通腔相连通，所述联通腔底部与口罩本体通过热压的方式或者粘接的方式实现密封

连接。

7.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护型口鼻分离式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鼻部连接管的

截面为正圆形结构或椭圆形结构。

8.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护型口鼻分离式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鼻部呼吸结构

I、鼻部呼吸结构II、口部呼吸腔为硅胶材质。

9.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护型口鼻分离式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口部连接管材

质为硅胶或者硬质塑料。

10.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护型口鼻分离式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鼻部呼吸腔、

口部呼吸腔为半球形结构或喇叭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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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护型口鼻分离式口罩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口罩，尤其涉及一种防护型口鼻分离式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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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的口罩在使用中发现，其存在以下缺点：1、一般的口罩与面部进行贴合时都

会留有一定空间，这样导致由鼻腔或口腔呼出的气体部分被口罩阻隔在这个空间内，下一

次吸气时被人体重新吸入，从而造成不良循环，吸入空气的质量得不到保障，此种现象在

N95、KN95、3M口罩中尤为明显；2、寒冷天气中同时佩戴口罩及边框型眼镜，呼出的气体容易

从口罩与鼻梁贴合的间隙附着到镜片上形成水雾，从而导致视线模糊，给使用者带来不便；

3、现有的口罩功能单一，无法将一些具有辅助性治疗或缓解功能的中草药包与其有效的结

合起来，如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针对鼻炎患者的中草药、提神醒脑的中草药等，此外，长期佩

戴口罩还容易导致口气不清新。因此，需要设计一种防护型口鼻分离式口罩来解决上述问

题。

发明内容

[0004] 根据以上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防护型口鼻分离式口罩，包括口罩本体、

鼻部呼吸结构I、鼻部呼吸结构II、口部呼吸结构、固定带，所述口罩本体两侧相对于中线对

称且在xy平面投影形成一定角度，所述口罩本体两端对称设有固定带，所述口罩本体内侧

设有鼻部呼吸结构I、鼻部呼吸结构II，所述鼻部呼吸结构I、鼻部呼吸结构II相对于口罩本

体中线左、右对称设置，所述鼻部呼吸结构I、鼻部呼吸结构II均由鼻部呼吸腔、鼻部连接管

构成，所述鼻部呼吸腔底部设有连接端面，所述连接端面与口罩本体密封连接，所述鼻部呼

吸腔顶部与鼻部连接管一端相连通，所述鼻部连接管另一端向上翘起与水平方向呈一定角

度，所述鼻部连接管的端部外翻形成鼻部卷边结构，所述鼻部呼吸结构I、鼻部呼吸结构II

下侧中间位置设有口部呼吸结构，所述口部呼吸结构由口部呼吸腔、口部连接管构成，所述

口部呼吸腔底部设有连接端面，所述连接端面与口罩本体密封连接，所述口部呼吸腔顶部

与口部连接管相联通，所述口部连接管截面为焦点在x轴的椭圆形结构，所述口部连接管端

部外翻形成口部卷边结构。

[0005] 进一步的，所述口罩本体两侧相对于中线在xy平面投影形成的角度范围为120°-

150°。

[0006] 进一步的，所述鼻部连接管的向上翘的一端与水平方向所呈角度范围为90°-

150°。

[0007] 进一步的，所述连接端面与口罩本体通过热压的方式或者粘接的方式实现密封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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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0008] 进一步的，所述鼻部呼吸结构I、鼻部呼吸结构II为相互独立结构。

[0009] 进一步的，所述鼻部呼吸结构I、鼻部呼吸结构II为联通型结构，所述鼻部呼吸结

构I、鼻部呼吸结构II的鼻部呼吸腔之间通过联通腔相连通，所述联通腔底部与口罩本体通

过热压的方式或者粘接的方式实现密封连接。

[0010] 进一步的，所述鼻部连接管的截面为正圆形结构或椭圆形结构。

[0011] 进一步的，所述鼻部呼吸结构I、鼻部呼吸结构II、口部呼吸腔为硅胶材质。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口部连接管材质为硅胶或者硬质塑料。

[0013] 进一步的，所述鼻部呼吸腔、口部呼吸腔为半球形结构或喇叭形结构。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5] 1、通过设置鼻部呼吸结构I、鼻部呼吸结构II和口部呼吸结构，将两个鼻部连接管

分别伸入至两个鼻腔内，将口部连接管伸入至口腔内，可以实现口鼻分离式呼吸，无论是口

吸鼻呼还是鼻吸口呼，吐出的空气都不会在口罩本体与脸部贴合的空间里存留，使得吸入

的都是经过口罩本体过滤后的新鲜空气，保证了空气的良性循环，提高了使用安全性，同

时，将吸气与呼气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通道，防止了呼出的气体由鼻梁侧向上透出的情况，

从而避免了寒冷天气镜片起雾的现象；

[0016] 2、鼻部呼吸结构I、鼻部呼吸结构II、口部呼吸腔选用硅胶材质，材料自身的柔软

度使其可以随不同脸型随意变动，提高了使用了舒适度。鼻部卷边结构可以有效实现鼻部

连接管与鼻腔的密封，同时对鼻腔具有一定支撑作用，口部卷边结构可以与牙齿相配合，防

止口部呼吸结构由口腔中滑落；

[0017] 3、可以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向鼻部呼吸腔口部呼吸腔内放置透气性好的、薄片型的

中草药包和香型药包，用来进行辅助性治疗或解决口气不清新的问题；

[0018] 4、鼻部呼吸结构I、鼻部呼吸结构II以及口部呼吸结构有效利用了口罩本体与面

部贴合预留的空间，使用者进行佩戴后外观与普通口罩无异，不影响美观性。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主体结构外侧示意图；

[0020] 图2为鼻部呼吸结构I和鼻部呼吸结构II相互独立时本实用新型内侧示意图；

[0021] 图3为鼻部呼吸结构I和鼻部呼吸结构II相互联通时本实用新型内侧示意图；

[0022] 图4为鼻部呼吸结构I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口部结构示意图。

[0024] 如图，口罩本体-1、鼻部呼吸结构I-2、鼻部呼吸结构II-3、连接端面-4、鼻部呼吸

腔-5、鼻部连接管-6、鼻部卷边结构-7、联通腔-8、口部呼吸结构-9、口部呼吸腔-10、口部连

接管-11、口部卷边结构-12、固定带-13。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所示，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说明：

[0026] 实施例1：

[0027] 本实用新型为一种防护型口鼻分离式口罩，包括口罩本体1、鼻部呼吸结构I2、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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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呼吸结构II3、口部呼吸结构9、固定带13，所述口罩本体1两侧相对于中线对称且在xy平

面投影形成一定角度，所述口罩本体1两端对称设有固定带13，所述口罩本体1内侧设有鼻

部呼吸结构I2、鼻部呼吸结构II3，所述鼻部呼吸结构I2、鼻部呼吸结构II3相对于口罩本体

1中线左、右对称设置，所述鼻部呼吸结构I2、鼻部呼吸结构II3均由鼻部呼吸腔5、鼻部连接

管6构成，所述鼻部呼吸腔5底部设有连接端面4，所述连接端面4与口罩本体1密封连接，所

述鼻部呼吸腔5顶部与鼻部连接管6一端相连通，所述鼻部连接管6另一端向上翘起与水平

方向呈一定角度，所述鼻部连接管6的端部外翻形成鼻部卷边结构7，所述鼻部呼吸结构I2、

鼻部呼吸结构II3下侧中间位置设有口部呼吸结构9，所述口部呼吸结构9由口部呼吸腔10、

口部连接管11构成，所述口部呼吸腔10底部设有连接端面4，所述连接端面4与口罩本体1密

封连接，所述口部呼吸腔10顶部与口部连接管11相联通，所述口部连接管11截面为焦点在x

轴的椭圆形结构，所述口部连接管11端部外翻形成口部卷边结构12。

[0028] 进一步的，所述口罩本体1两侧相对于中线在xy平面投影形成的角度范围为120°-

150°。

[0029] 进一步的，所述鼻部连接管6的向上翘的一端与水平方向所呈角度范围为90°-

150°。

[0030] 进一步的，所述连接端面4与口罩本体1通过热压的方式或者粘接的方式实现密封

连接。

[0031] 进一步的，所述鼻部呼吸结构I2、鼻部呼吸结构II3为相互独立结构。

[0032] 进一步的，所述鼻部连接管6的截面为正圆形结构或椭圆形结构。

[0033] 进一步的，所述鼻部呼吸结构I2、鼻部呼吸结构II3、口部呼吸腔10为硅胶材质。

[0034] 进一步的，所述口部连接管11材质为硅胶或者硬质塑料。

[0035] 进一步的，所述鼻部呼吸腔5、口部呼吸腔10为半球形结构或喇叭形结构。

[0036] 实施例2：

[0037]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相同之处不再赘述，仅描述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在

于：所述鼻部呼吸结构I2、鼻部呼吸结构II3为联通型结构，所述鼻部呼吸结构I2、鼻部呼吸

结构II3的鼻部呼吸腔5之间通过联通腔8相连通，具体为：鼻部呼吸结构I2、鼻部呼吸结构

II3相对的端面各整齐的切掉一部分，联通腔8为半圆柱型结构，将联通腔8的两端面分别与

鼻部呼吸结构I2、鼻部呼吸结构II3切掉部分的端面进行密封结合即可，所述联通腔8底部

与口罩本体1通过热压的方式或者粘接的方式实现密封连接，联通腔8的存在增大了过滤空

气的预留空间。

[0038] 工作原理：将两个鼻部连接管6分别伸入至两个鼻腔内、口部连接管11伸入至口腔

内，将固定带13套在头部实现固定，将吸气与呼气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通道，可以实现口鼻

分离式呼吸，无论是口吸鼻呼还是鼻吸口呼，吐出的空气都不会在口罩本体1与脸部贴合的

空间里存留，使得吸入的都是经过口罩本体1过滤后的新鲜空气，保证了空气的良性循环，

提高了使用安全性，其中，鼻部连接管6伸入鼻腔的一端向上翘起，可以更好的适应鼻腔向

下的生理特点，鼻部卷边结构7可以有效实现鼻部连接管6与鼻腔的密封，同时对鼻腔具有

一定支撑作用，口部卷边结构12可以与牙齿相配合，防止口部呼吸结构9由口腔中滑落，并

且口鼻分离式呼吸结构也防止了呼出的气体由鼻梁侧向上透出口罩本体1的情况，从而避

免了寒冷天气镜片起雾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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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此外，可以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向鼻部呼吸腔5、口部呼吸腔10内放置透气性好的、

薄片型的中草药包和香型药包，用来进行辅助性治疗或解决口气不清新的问题。鼻部呼吸

结构I2、鼻部呼吸结构II3以及口部呼吸结构9有效利用了口罩本体1与面部贴合预留的空

间，使用者进行佩戴后外观与普通口罩无异，不影响美观性。

[0040]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

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这些改进也应

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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