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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紫外线杀菌口罩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紫外线杀菌口罩，其

包括罩体、吸气阀、呼气阀和电源，吸气阀设在罩

体上，吸气阀包括吸气紫外线灯、吸气紫外线吸

收层和吸气单向透气层，吸气单向透气层被配置

为允许外界气流单向流向罩体，呼气阀设在罩体

上，呼气阀包括呼气紫外线灯、呼气紫外线吸收

层和呼气单向透气层，呼气单向透气层被配置为

允许罩体内部气流单向流向外界，电源设在罩体

内，电源与吸气紫外线灯及呼气紫外线灯电连

接。该紫外线杀菌口罩保证了流向用户的气流较

为洁净，保证了用户呼出外界的气流也较为洁

净，从而确保了紫外线杀菌口罩的杀灭病毒和细

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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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紫外线杀菌口罩，其特征在于，包括：

罩体(10)；

吸气阀(20)，所述吸气阀(20)设在所述罩体(10)上，所述吸气阀(20)包括：

吸气紫外线灯(201)，所述吸气紫外线灯(201)用于释放紫外线以实现杀菌；

吸气紫外线吸收层(202)，所述吸气紫外线吸收层(202)为两个，两个所述吸气紫外线

吸收层(202)分别位于所述吸气紫外线灯(201)的两侧；

吸气单向透气层(203)，所述吸气单向透气层(203)位于设置在所述吸气紫外线灯

(201)内侧的所述吸气紫外线吸收层(202)的内侧，所述吸气单向透气层(203)被配置为允

许外界气流单向流向所述罩体(10)；

呼气阀(30)，所述呼气阀(30)设在所述罩体(10)上，所述呼气阀(30)包括：

呼气紫外线灯(301)，所述呼气紫外线灯(301)用于释放紫外线以实现杀菌；

呼气紫外线吸收层(302)，所述呼气紫外线吸收层(302)为两个，两个所述呼气紫外线

吸收层(302)分别位于所述呼气紫外线灯(301)的两侧；

呼气单向透气层(303)，所述呼气单向透气层(303)位于设置在所述呼气紫外线灯

(301)内侧的所述呼气紫外线吸收层(302)的内侧，所述呼气单向透气层(303)被配置为允

许所述罩体(10)内部气流单向流向外界；

电源(40)，所述电源(40)设在所述罩体(10)内，所述电源(40)分别与所述吸气紫外线

灯(201)及所述呼气紫外线灯(301)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紫外线杀菌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气阀(20)  还包括吸气

空气过滤层(204)，所述吸气空气过滤层(204)位于所述吸气紫外线灯(201)的外侧，且位于

其中一个所述吸气紫外线吸收层(202)的内侧。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紫外线杀菌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气阀(20)还包括吸气抗

菌层(205)，所述吸气抗菌层(205)位于所述吸气空气过滤层(204)与所述吸气紫外线灯

(201)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紫外线杀菌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呼气阀(30)还包括呼气空

气过滤层(304)，所述呼气空气过滤层(304)位于所述呼气紫外线灯(301)的内侧，且位于其

中一个所述呼气紫外线吸收层(302)的外侧。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紫外线杀菌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呼气阀(30)还包括呼气抗

菌层(305)，所述呼气抗菌层(305)位于所述呼气空气过滤层(304)与所述呼气紫外线灯

(301)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紫外线杀菌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紫外线杀菌口罩还包括气

流感应元件(50)，所述气流感应元件(50)设在所述呼气阀(30)上，所述气流感应元件(50)

分别与所述吸气紫外线灯(201)及所述呼气紫外线灯(301)电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紫外线杀菌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紫外线杀菌口罩还包括扬

声器(60)，所述扬声器(60)设在所述罩体(10)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紫外线杀菌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呼气紫外线灯(301)和所

述吸气紫外线灯(201)均包括UVC-LED光源。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紫外线杀菌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40)包括干电池、蓄

电池、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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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紫外线杀菌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气紫外线灯(201)为两

个，两个所述吸气紫外线灯(201)相对设置；所述呼气紫外线灯(301)为两个，两个所述呼气

紫外线灯(301)相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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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紫外线杀菌口罩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空气过滤装置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紫外线杀菌口罩。

背景技术

[0002] 空气中含有各种对人体有害的细颗粒、有毒物质，包括酸、碱、盐、胺、酚等，以及尘

埃、花粉、螨虫、流感病毒、结核杆菌、肺炎球菌等以及细小粉尘状的飘浮颗粒物，这些有害

物质能够通过呼吸系统进入人体支气管甚至肺部对人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0003] 通过佩戴口罩可以对空气中的有害物质进行过滤，从而降低对人体的危害。但当

前常用的口罩一般使用无纺布进行空气过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过滤掉空气中的粉尘状漂

浮颗粒物如雾霾中PM2.5等有害细小固体颗粒，但无法有效杀除空气中的细菌和病毒。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该紫外线杀菌口罩，该紫外线杀菌口罩能够有效

地杀灭空气中的细菌和病毒。

[0005] 为实现上述技术效果，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紫外线杀菌口罩，包括：罩体；吸气阀，所述吸气阀设在所

述罩体上，所述吸气阀包括：吸气紫外线灯，所述吸气紫外线灯用于释放紫外线以实现杀

菌；吸气紫外线吸收层，所述吸气紫外线吸收层为两个，两个所述吸气紫外线吸收层分别位

于所述吸气紫外线灯的两侧；吸气单向透气层，所述吸气单向透气层位于设置在所述吸气

紫外线灯内侧的所述吸气紫外线吸收层的内侧，所述吸气单向透气层被配置为允许外界气

流单向流向所述罩体；呼气阀，所述呼气阀设在所述罩体上，所述呼气阀包括：呼气紫外线

灯，所述呼气紫外线灯用于释放紫外线以实现杀菌；呼气紫外线吸收层，所述呼气紫外线吸

收层为两个，两个所述呼气紫外线吸收层分别位于所述呼气紫外线灯的两侧；呼气单向透

气层，所述呼气单向透气层位于设置在所述呼气紫外线灯内侧的所述呼气紫外线吸收层的

内侧，所述呼气单向透气层被配置为允许所述罩体内部气流单向流向外界；电源，所述电源

设在所述罩体内，所述电源分别与所述吸气紫外线灯及所述呼气紫外线灯电连接。

[0007]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吸气阀还包括吸气空气过滤层，所述吸气空气过滤层位于

所述吸气紫外线灯的外侧，且位于其中一个所述吸气紫外线吸收层的内侧。

[0008] 在一些可选的实施例中，所述吸气阀还包括吸气抗菌层，所述吸气抗菌层位于所

述吸气空气过滤层与所述吸气紫外线灯之间。

[0009]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呼气阀还包括呼气空气过滤层，所述呼气空气过滤层位于

所述呼气紫外线灯的内侧，且位于其中一个所述呼气紫外线吸收层的外侧。

[0010] 在一些可选的实施例中，所述呼气阀还包括呼气抗菌层，所述呼气抗菌层位于所

述呼气空气过滤层与所述呼气紫外线灯之间。

[0011]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紫外线杀菌口罩还包括气流感应元件，所述气流感应元件

设在所述呼气阀上，所述气流感应元件分别与所述吸气紫外线灯及所述呼气紫外线灯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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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0012]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紫外线杀菌口罩还包括扬声器，所述扬声器设在所述罩体

上。

[0013]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呼气紫外线灯和所述吸气紫外线灯均包括UVC-LED光源。

[0014]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电源包括干电池、蓄电池、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中的一种。

[0015]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吸气紫外线灯为两个，两个所述吸气紫外线灯相对设置；所

述呼气紫外线灯为两个，两个所述呼气紫外线灯相对设置。

[0016] 本实施例的紫外线杀菌口罩，由于吸气阀中设有吸气紫外线灯和吸气紫外线吸收

层，且呼气阀中设有呼气紫外线灯和呼气紫外线吸收层，保证了流向用户的气流较为洁净，

保证了用户呼出外界的气流也较为洁净，从而确保了紫外线杀菌口罩的杀灭病毒和细菌的

效果。此外，该紫外线杀菌口罩还避免了紫外线对用户本身以及用户周边的人群产生不良

影响，提升了紫外线杀菌口罩的使用安全性。

[0017] 本实用新型的附加方面和优点将在下面的描述中部分给出，部分将从下面的描述

中变得明显，或通过本实用新型的实践了解到。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的紫外线杀菌口罩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的紫外线杀菌口罩的另一个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的紫外线杀菌口罩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的紫外线杀菌口罩的另一个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标记：

[0023] 10、罩体；

[0024] 20、吸气阀；201、吸气紫外线灯；202、吸气紫外线吸收层；203、吸气单向透气层；

204、吸气空气过滤层；205、吸气抗菌层；

[0025] 30、呼气阀；301、呼气紫外线灯；302、呼气紫外线吸收层；303、呼气单向透气层；

304、呼气空气过滤层；305、呼气抗菌层；

[0026] 40、电源；50、气流感应元件；60、扬声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使本实用新型解决的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和达到的技术效果更加清楚，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0028]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纵向”、“横向”、“长度”、“宽

度”、“厚度”、“上”、“下”、“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

“顺时针”、“逆时针”、“轴向”、“径向”、“周向”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

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

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

的限制。

[0029] 此外，限定有“第一”、“第二”的特征可以明示或者隐含地包括一个或者更多个该

特征，用于区别描述特征，无顺序之分，无轻重之分。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除非另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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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多个”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

[0030]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

装”、“相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

连接；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

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

语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含义。

[0031] 下面参考图1-图4描述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紫外线杀菌口罩的具体结构。

[0032] 如图1-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紫外线杀菌口罩包括罩体10、吸气阀20、呼

气阀30和电源40，吸气阀20设在罩体10上，吸气阀20包括吸气紫外线灯201、吸气紫外线吸

收层202和吸气单向透气层203，吸气紫外线灯201用于释放紫外线以实现杀菌，吸气紫外线

吸收层202为两个，两个吸气紫外线吸收层202分别位于吸气紫外线灯201的两侧，吸气单向

透气层203位于设置在吸气紫外线灯201内侧的吸气紫外线吸收层202的内侧，吸气单向透

气层203被配置为允许外界气流单向流向罩体10，呼气阀30设在罩体10上，呼气阀30包括呼

气紫外线灯301、呼气紫外线吸收层302和呼气单向透气层303，呼气紫外线灯301用于释放

紫外线以实现杀菌，呼气紫外线吸收层302为两个，两个呼气紫外线吸收层302分别位于呼

气紫外线灯301的两侧，呼气单向透气层303位于设置在呼气紫外线灯301内侧的呼气紫外

线吸收层302的内侧，呼气单向透气层303被配置为允许罩体10内部气流单向流向外界，电

源40设在罩体10内，电源40分别与吸气紫外线灯201及呼气紫外线灯301电连接。

[0033] 可以理解的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当用户佩戴口罩时，外部空气经过吸气阀20

时，吸气紫外线灯201发出的紫外线能够有效地杀灭气流中含有的细菌和病毒，从而确保流

向用户的气流较为洁净。而当用户呼出气体时，呼出的气流经过呼气阀30时，呼气紫外线灯

301发出的紫外线能够有效抵杀灭气流中含有的细菌和病毒，从而确保用户呼出外界的气

流较为洁净。与此同时，吸气紫外线吸收层202和呼气紫外线吸收层302能够较好地吸收紫

外线灯发出的紫外线，避免紫外线对用户本身以及用户周边的人群产生不良影响，从而避

免了紫外线污染的现象发生。

[0034] 此外，吸气阀20内设有吸气紫外线吸收层202并且呼气阀30内设有呼气紫外线吸

收层302，吸气紫外线吸收层202和呼气紫外线吸收层302能够将吸气紫外线灯201和呼气紫

外线灯301发出的紫外线光线控制在吸气阀20和呼气阀30内，从而避免紫外线对用户本身

以及用户周边的人群产生不良影响，提升了本实施例的紫外线杀菌口罩的使用安全性。

[0035]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设置吸气单向透气层203和呼气单向透气层303能够实现罩体

10内的空气和外界空气进行不断循环，从而保证用户的使用满意度。

[0036] 本实施例的紫外线杀菌口罩，由于吸气阀20中设有吸气紫外线灯201和吸气紫外

线吸收层202且呼气阀30中设有呼气紫外线灯301和呼气紫外线吸收层302，保证了流向用

户的气流较为洁净，保证了用户呼出外界的气流也较为洁净，从而确保了紫外线杀菌口罩

的杀灭病毒和细菌的效果。此外，该紫外线杀菌口罩还避免了紫外线对用户本身以及用户

周边的人群产生不良影响，提升了紫外线杀菌口罩的使用安全性。

[0037] 需要额外说明的是，吸气紫外线吸收层202和呼气紫外线吸收层302均为无纺布，

无纺布上设有紫外线吸收剂涂层。可以理解的是，吸气紫外线吸收层202和呼气紫外线吸收

层302形成为涂覆有紫外线吸收剂涂层无纺布结构能够在保证抗菌作用的前提下降低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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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成本，从而控制整个紫外线杀菌口罩的生产成本。此外，吸气紫外线吸收层202和呼

气紫外线吸收层302的主体为无纺布能够提升二者的柔软性，从而提升用户的佩戴舒适度。

当然，在本实用新型的其他实施例中，紫外线吸收层还可以是其他透气材料制成的层片结

构，并不限于本实施例的无纺布。

[0038] 可选的，紫外线吸收剂为水杨酸酯类、二苯甲酮类、苯并三唑类、取代丙烯腈类、三

嗪类中的任何一种或者几种。当然，在本实用新型的其他实施例中，紫外线吸收剂还可以根

据实际选择其他吸收剂。

[0039]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4所示，吸气阀20还包括吸气空气过滤层204，吸气空气过滤

层204位于吸气紫外线灯201的外侧，且位于其中一个吸气紫外线吸收层202的内侧。可以理

解的是，吸气空气过滤层204能够过滤掉外部空气中的颗粒物，一方面提升了该紫外线杀菌

口罩的过滤效果，另一方面避免了颗粒物对紫外线的不利影响，从而保证了吸气紫外线灯

201的杀菌效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吸气空气过滤层204可以选择可拆卸层片结构，这样在

长时间使用后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更换吸气空气过滤层204，从而确保本实施例的紫外

线杀菌口罩在长期使用后仍然具有较好地过滤效果。此外，在本实施例中，吸气空气过滤层

204可以选用任何具有过滤效果的层片结构，在此不对吸气空气过滤层204做出具体限定。

[0040] 在一些可选的实施例中，如图4所示，吸气阀20还包括吸气抗菌层205，吸气抗菌层

205位于吸气空气过滤层204与吸气紫外线灯201之间。可以理解的是，增设的吸气抗菌层

205能够进一步提升吸气阀20的除菌效果，从而确保流向用户的气流的洁净度，保证用户健

康。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吸气抗菌层205可以选择可拆卸层片结构，这样在长时间使用后用

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更换吸气抗菌层205，从而确保本实施例的紫外线杀菌口罩在长期使

用后仍然具有较好地杀菌效果。

[0041] 可选的，吸气抗菌层205为无纺布，无纺布上设有纳米银、纳米氧化锌涂层。可以理

解的是，吸气抗菌层205形成为涂覆有纳米银、纳米氧化锌涂层的无纺布结构能够在保证抗

菌作用的前提下降低吸气抗菌层205的生产成本，从而控制整个紫外线杀菌口罩的生产成

本。此外，吸气抗菌层205的主体为无纺布提升了吸气抗菌层205的柔软性，提升了用户的佩

戴舒适度。当然，在本实用新型的其他实施例中，吸气抗菌层205还可以是其他透气材料制

成的层片结构，并不限于本实施例的无纺布。

[0042] 在一些实施例中，呼气阀30还包括呼气空气过滤层304，呼气空气过滤层304位于

呼气紫外线灯301的内侧，且位于其中一个呼气紫外线吸收层302的外侧。可以理解的是，呼

气空气过滤层304能够对用户呼出的气流起到过滤效果，一方面提升了该紫外线杀菌口罩

的过滤效果，另一方面避免了用户呼出气流中的异物对紫外线的不利影响，从而保证了呼

气紫外线灯301的杀菌效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呼气空气过滤层304可以选择可拆卸层片

结构，这样在长时间使用后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更换呼气空气过滤层304，从而确保本实

施例的紫外线杀菌口罩在长期使用后仍然具有较好地过滤效果。此外，在本实施例中，呼气

空气过滤层304可以选用任何具有过滤效果的层片结构，在此不对呼气空气过滤层304做出

具体限定。

[0043] 在一些可选的实施例中，如图4所示，呼气阀30还包括呼气抗菌层305，呼气抗菌层

305位于呼气空气过滤层304与呼气紫外线灯301之间。可以理解的是，增设的呼气抗菌层

305能够进一步提升呼气阀30的除菌效果，从而确保流向用户呼向外界的气流的洁净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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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周边其他用户的健康。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呼气抗菌层305可以选择可拆卸层片结构，

这样在长时间使用后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更换呼气抗菌层305，从而确保本实施例的紫

外线杀菌口罩在长期使用后仍然具有较好地杀菌效果。

[0044] 可选的，呼气抗菌层305为无纺布，无纺布上设有纳米银、纳米氧化锌涂层。可以理

解的是，呼气抗菌层305形成为涂覆有纳米银、纳米氧化锌涂层的无纺布结构能够在保证抗

菌作用的前提下降低呼气抗菌层305的生产成本，从而控制整个紫外线杀菌口罩的生产成

本。此外，呼气抗菌层305的主体为无纺布提升了呼气抗菌层305的柔软性，提升了用户的佩

戴舒适度。当然，在本实用新型的其他实施例中，呼气抗菌层305还可以是其他透气材料制

成的层片结构，并不限于本实施例的无纺布。

[0045]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4所示，紫外线杀菌口罩还包括气流感应元件50，气流感应

元件50设在呼气阀30上，气流感应元件50分别与吸气紫外线灯201及呼气紫外线灯301电连

接。可以理解的是，气流感应元件50可以同时实现吸气紫外线灯201及呼气紫外线灯301的

智能调控，当人体使用该口罩呼吸时，呼气阀30内产生气流，通过气流感应元件50将气流气

压转变为电信号，表示此时口罩有人使用，则吸气紫外线灯201及呼气紫外线灯301启动，发

射出紫外线进行吸气阀20和呼气阀30内气流的杀毒灭菌。与此同时，还可以可根据呼吸气

流的流速、气压大小进行紫外线灯的功率调控。从而避免了紫外线杀菌口罩没有被佩戴时

吸气紫外线灯201及呼气紫外线灯301仍然开启的现象。

[0046] 需要说明的是，气流感应元件50可以选择现有技术的气体传感器，由外购获得，气

流感应元件50的具体型号、参数以及灵敏度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

[0047]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3-图4所示，紫外线杀菌口罩还包括扬声器60，扬声器60设

在罩体10上。可以理解的是，扬声器60可将佩戴人的声音放大，便于在部分特殊场合，如交

警执勤、教师上课、会议会场主持等工作时佩戴使用，从而提升了本实施例的紫外线杀菌口

罩的用户使用满意度。

[0048] 在一些实施例中，呼气紫外线灯301和吸气紫外线灯201均包括UVC-LED光源。可以

理解的是，UVC-LED光源的功率较低，体积较小，且较为环保和安全。呼气紫外线灯301和吸

气紫外线灯201选择UVC-LED光源不仅能够控制整个紫外线杀菌口罩的尺寸，避免紫外线杀

菌口罩尺寸过大的现象发生，还能够确保紫外线杀菌口罩的使用安全性。

[0049] 可选的，UVC-LED光源由发射光峰值波长为200-280nm的光电半导体芯片封装而

成。

[0050] 当然，在本实用新型的其他实施例中，呼气紫外线灯301和吸气紫外线灯201还可

以根据实际选择其他紫外线光源。

[0051] 在一些实施例中，电源40包括干电池、蓄电池、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中的一种。

[0052] 在一些实施例中，吸气紫外线灯201为两个，两个吸气紫外线灯201相对设置；呼气

紫外线灯301为两个，两个呼气紫外线灯301相对设置。由此，能够保证吸气紫外线灯201和

呼气紫外线灯301的杀毒灭菌的效果，从而确保吸气气流和呼气气流的洁净度。当然，吸气

紫外线灯201和呼气紫外线灯301的排布可以根据实际选择，并不限于本实施例的两个。

[0053] 下面参考图1-图4描述本实用新型两个具体实施例的紫外线杀菌口罩的具体结

构。

[0054]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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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如图1-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紫外线杀菌口罩包括罩体10、吸气阀20、呼气阀30和

电源40，吸气阀20设在罩体10上，吸气阀20包括吸气紫外线灯201、吸气紫外线吸收层202和

吸气单向透气层203，吸气紫外线灯201用于释放紫外线以实现杀菌，吸气紫外线吸收层202

为两个，两个吸气紫外线吸收层202分别位于吸气紫外线灯201的两侧，吸气单向透气层203

位于设置在吸气紫外线灯201内侧的吸气紫外线吸收层202的内侧，吸气单向透气层203被

配置为允许外界气流单向流向罩体10，呼气阀30设在罩体10上，呼气阀30包括呼气紫外线

灯301、呼气紫外线吸收层302和呼气单向透气层303，呼气紫外线灯301用于释放紫外线以

实现杀菌，呼气紫外线吸收层302为两个，两个呼气紫外线吸收层302分别位于呼气紫外线

灯301的两侧，呼气单向透气层303位于设置在呼气紫外线灯301内侧的呼气紫外线吸收层

302的内侧，呼气单向透气层303被配置为允许罩体10内部气流单向流向外界，电源40设在

罩体10内，电源40分别与吸气紫外线灯201及呼气紫外线灯301电连接。

[0056] 实施例2：

[0057] 如图3-图4所示，本实施例的紫外线杀菌口罩的结构与实施例1大体相同，所不同

的是，紫外线杀菌口罩还包括气流感应元件50和扬声器60，气流感应元件50设在呼气阀30

上，气流感应元件50分别与吸气紫外线灯201及呼气紫外线灯301电连接。扬声器60设在罩

体10上。吸气阀20还包括吸气空气过滤层204和吸气抗菌层205，吸气空气过滤层204位于吸

气紫外线灯201的外侧，且位于其中一个吸气紫外线吸收层202的内侧。吸气抗菌层205位于

吸气空气过滤层204与吸气紫外线灯201之间。呼气阀30还包括呼气空气过滤层304和呼气

抗菌层305，呼气空气过滤层304位于呼气紫外线灯301的内侧，且位于其中一个呼气紫外线

吸收层302的外侧。呼气抗菌层305位于呼气空气过滤层304与呼气紫外线灯301之间。

[0058] 本实施例的紫外线杀菌口罩的优点如下：

[0059] 第一、所有吸入的空气均由吸气阀20进行多层过滤和杀毒灭菌且所有呼出的空气

均由呼气阀30进行多层过滤和杀毒灭菌，确保吸入和呼出空气处理的效果；

[0060] 第二、通过吸气紫外线灯201和呼气紫外线灯301分别进行吸气阀20和呼气阀30内

空气的杀菌消毒，最大程度降低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对人体的危害；

[0061] 第三、增设的吸气紫外线吸收层202和呼气紫外线层可避免过量紫外线射出对人

体或其它生物的危害；

[0062] 第四、增设的气流感应元件50，可通过感应呼吸产生气压，在有人佩戴时开启吸气

紫外线灯201和呼气紫外线灯301对空气进行杀毒灭菌，无人佩戴时关闭吸气紫外线灯201

和呼气紫外线灯301，避免无人佩戴口罩时吸气紫外线灯201和呼气紫外线灯301灯仍然工

作的现象发生；

[0063] 第五、增设的扬声器60可解决佩戴口罩使用麦克风的声音失真等问题，便于部分

特殊工作场合人员佩戴使用；

[0064] 第六、增设的吸气单向透气层203和呼气单向透气层303，能够保证罩体10内部的

空气与外界空气的循环，确保了用户使用安全。

[0065]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语“有些实施例”、“其他实施例”、等的描述意指结合

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包含于本实用新型的至少一个实施

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上述术语的示意性表述不一定指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示例。

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可以在任何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中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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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方式结合。

[0066] 以上内容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依据本实

用新型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

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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