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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防压疮医用防护口

罩，其包括用于佩戴在使用者面部的口罩本体、

设置在口罩本体上的鼻夹，进一步的，还包括：设

置在所述口罩本体内侧且靠近其边缘的用于将

口罩本体贴覆于使用者面部的第一软聚硅酮泡

沫敷料结构；所述第一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呈

环形环绕在所述口罩本体的内侧，其包括用于粘

贴于使用者面部的软聚硅酮伤口接触层。本实用

新型的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可以减少对使用者

面部的压力，进而减少对面部组织因压力造成的

变形影响，同时降低口罩与皮肤交界面的温度，

提高使用者的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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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包括用于佩戴在使用者面部的口罩本体、设置在口罩本

体上的鼻夹，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设置在所述口罩本体内侧且靠近其边缘的用于将口罩本体贴覆于使用者面部的第一

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

所述第一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呈环形环绕在所述口罩本体的内侧，其包括用于粘贴

于使用者面部的软聚硅酮伤口接触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软聚硅酮泡沫敷

料结构还包括：

设置在所述软聚硅酮伤口接触层内侧且可撕除的保护膜；

设置在所述软聚硅酮伤口接触层外侧的由聚氨酯泡沫制成的吸收层；

设置在吸收层外侧且由透气及防水的材料制成的外覆薄膜；

其中，所述外覆薄膜的外侧与所述口罩本体的内侧粘结在一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设置在所述口罩本体内侧且位于其边缘与所述第一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之间的第

二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用于在所述第一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粘性不足时将所述口罩

本体贴覆于使用者面部，具有用于贴覆于使用者面部的软聚硅酮伤口接触层。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软聚硅酮泡沫敷

料结构还包括：

设置在所述软聚硅酮伤口接触层内侧且可撕除的保护膜；

设置在所述软聚硅酮伤口接触层外侧的由聚氨酯泡沫制成的吸收层；

设置在吸收层外侧且由透气及防水的材料制成的外覆薄膜；

其中，所述外覆薄膜的外侧与所述口罩本体的内侧粘结在一起。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口罩本体包

括过滤层。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层为由超细聚丙

烯纤维熔喷材料制成的熔喷材料层。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口罩本体还包括：

用于接触使用者面部的内层，位于所述熔喷材料层的内侧；

设置于熔喷材料层外侧的外层；

其中，所述内层的内侧与所述第一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的外侧粘结。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软聚硅酮泡沫敷

料结构与所述第二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均呈环形，环形的形状与口罩本体边缘形状相

同。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在所述口罩本

体两侧且与口罩本体连接的一对加宽罩体。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宽罩体呈弧形，具

有用于贴覆于使用者面部的软聚硅酮伤口接触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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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

背景技术

[0002] 在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医用防护口罩因材料无毒无害、疏水透气性强，对微小

带病毒气溶胶或有害微尘的过滤效果显著，能阻止经空气传播的直径≤5μmg感染因子或近

距离(≤1m)接触经飞沫传播而发生的感染，所以成为一线医务人员进行呼吸道防护的重要

物品。但是，为防止感染，医务人员需要连续佩戴医用防护口罩及其他防护设备，长达4～

8h。由于口罩带需长期勒在医护人员耳朵上，加之口罩内部密闭、潮湿，极易造成鼻梁、颧

骨、脸颊等受压部位发红、出现压痕、疼痛、甚至发生皮肤破溃，以及耳朵疼痛，进而导致器

械相关压力性损伤(Device-related  pressure  ulcers,DRPU)，损伤通常以I、II期压疮为

主。国际共识指出，DRPU的主要原因是设备产生的压力直接作用于身体造成。因此，如何对

医用防护口罩进行改进，使其可以减少对医护人员面部的压力，使使用者使用起来更舒适，

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种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可以

减少对使用者面部的压力，进而减少对面部组织因压力造成的变形影响，同时降低口罩与

皮肤交界面的温度，提高使用者的舒适度。

[0004] 为实现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其包

括用于佩戴在使用者面部的口罩本体、设置在口罩本体上的鼻夹，进一步的，还包括：设置

在所述口罩本体内侧且靠近其边缘的用于将口罩本体贴覆于使用者面部的第一软聚硅酮

泡沫敷料结构；所述第一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呈环形环绕在所述口罩本体的内侧，其包

括用于粘贴于使用者面部的软聚硅酮伤口接触层。

[0005]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还包括：设置在所述软聚硅酮伤口接

触层内侧且可撕除的保护膜；设置在所述软聚硅酮伤口接触层外侧的由聚氨酯泡沫制成的

吸收层；设置在吸收层外侧且由透气及防水的材料制成的外覆薄膜；其中，所述外覆薄膜的

外侧与所述口罩本体的内侧粘结在一起。

[0006] 进一步的，还包括：设置在所述口罩本体内侧且位于其边缘与所述第一软聚硅酮

泡沫敷料结构之间的第二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用于在所述第一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

粘性不足时将所述口罩本体贴覆于使用者面部，具有用于贴覆于使用者面部的软聚硅酮伤

口接触层。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还包括：设置在所述软聚硅酮伤口接

触层内侧且可撕除的保护膜；设置在所述软聚硅酮伤口接触层外侧的由聚氨酯泡沫制成的

吸收层；设置在吸收层外侧且由透气及防水的材料制成的外覆薄膜；其中，所述外覆薄膜的

外侧与所述口罩本体的内侧粘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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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优选的，所述口罩本体包括过滤层。

[0009] 优选的，所述过滤层为由超细聚丙烯纤维熔喷材料制成的熔喷材料层。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口罩本体还包括：用于接触使用者面部的内层，位于所述熔喷材料

层的内侧；设置于熔喷材料层外侧的外层；其中，所述内层的内侧与所述第一软聚硅酮泡沫

敷料结构的外侧粘结。

[0011] 优选的，所述内层由卫生纱布或无纺布制成，所述外层由无纺布或超薄聚丙烯熔

喷材料制成。

[0012] 优选的，所述第一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与所述第二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均呈

环形，环形的形状与口罩本体边缘形状相同。

[0013] 进一步的，还包括设置在所述口罩本体两侧且与口罩本体连接的一对加宽罩体。

[0014] 优选的，所述加宽罩体呈弧形，具有用于贴覆于使用者面部的软聚硅酮伤口接触

层。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具有如下优点：

[0016] 1、本实用新型的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使用方便，不需口罩带即可固定于使用者

面部，可以减少对使用者面部的压力，防止鼻梁、颧骨、脸颊等部位因口罩压力造成的受压

部位发红、出现压痕、疼痛、甚至发生皮肤破溃情况的发生，不会让使用者耳朵疼痛，极大减

少对面部组织因压力造成的变形，且可降低口罩与皮肤交界面的温度，提高使用者的舒适

度。

[0017] 2、本实用新型的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有效防止压疮：本口罩去除了现有口罩上

的头带或耳带，避免了皮肤受压，其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在保持口罩密封性的同时，还可

用于预防及治疗压疮：带有自粘性的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具有一定的厚度，可重新分布

压力，能有效缓冲局部压力；它可以吸收渗液，减少呼吸蒸气和汗液的浸渍，保持湿润的环

境，促进伤口修复；对皮肤和创面温和，也可用来保护易受损伤的皮肤。

[0018] 3、本实用新型的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有效防止口罩内部漏气：口罩内侧安置软

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其可以反复粘贴，粘性强，与使用者面部贴合紧密，密封性好，且具有

低过敏性，故有效防止漏气。

[0019] 4、本实用新型的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口罩本体采用热塑封口，软聚硅酮泡沫敷

料结构通过医用粘合剂粘结在口罩本体内侧，整个口罩不用胶水，不会对肌肤造成过敏，无

毒无害。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例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实用新型第二实施例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是本实用新型口罩本体的剖视图；

[0024] 图4是本实用新型第一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的剖视图；

[0025] 图5是本实用新型第三实施例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是本实用新型第四实施例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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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如图1、图2、图5、图6所示，为本实用新型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的三种结构示意图，

由图1、图2、图5、图6可知，本实用新型的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包括用于佩戴在使用者面部

的口罩本体1、设置在口罩本体1上的鼻夹4，此外，还包括：设置在口罩本体1内侧且靠近其

边缘的用于将口罩本体1贴覆于使用者面部的第一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3；第一软聚硅酮

泡沫敷料结构3呈环形环绕在口罩本体1的内侧，其包括用于粘贴于使用者面部的软聚硅酮

伤口接触层32。

[0028] 本实用新型的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使用方便，其通过第一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

构即可将口罩自动粘贴于使用者面部，故不需口罩带，从而减少因口罩带勒紧口罩时对使

用者面部造成的压力，有效防止鼻梁、颧骨、脸颊等部位因口罩压力造成的受压部位发红、

出现压痕、疼痛、甚至发生皮肤破溃情况的发生，且因无口罩带不会让使用者耳朵疼痛，极

大减少对面部组织因压力造成的变形，而第一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的软聚硅酮伤口接触

层可降低口罩与使用者皮肤交界面的温度，提高使用者的舒适度。

[002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的结构进行详细描述。

[0030] 实施例一

[0031] 如图1所示，为本实施例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的结构示意图，由图可知，本实施例

的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包括口罩本体1、鼻夹4，在口罩本体1内侧且靠近其边缘的地方设置

第一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3，其呈环形环绕在口罩本体1的内侧，且包括软聚硅酮伤口接

触层32，通过软聚硅酮伤口接触层32可以粘贴于使用者面部，从而让整个口罩贴覆于使用

者面部。

[0032] 其中，整个医用防护口罩为左右可折叠的对称结构，其口罩本体1包括过滤层，该

过滤层为由超细聚丙烯纤维熔喷材料制成的熔喷材料层12，从而可以预防冠状病毒。而口

罩主体上的鼻夹4可采用铝制鼻夹(可参考现有技术类似口罩结构)，位于口罩本体中上部

的位置，制作时，鼻夹长约9×1cm，其可根据使用者不同的鼻型进行塑形，让口罩本体与鼻

型贴合，密封性、防护效果更佳。

[0033] 具体的，本实施例的口罩本体1采用内、中、外三层的结构，如图3所示，其包括：用

于接触使用者面部的内层11，位于熔喷材料层12的内侧；设置于熔喷材料层12外侧的外层

13；其中，内层11的内侧与第一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3的外侧粘结。

[0034] 制造时，内层11可由卫生纱布或无纺布制成，外层13可由无纺布或超薄聚丙烯熔

喷材料制成，而中层即为由超细聚丙烯纤维熔喷材料制成的熔喷材料层12，且三层通过热

塑封口。口罩本体1的制作过程可与现有技术制作过程相同，在此不再重述。本实施例的口

罩本体带有熔喷材料层，可有效预防呼吸道传染性疾病，如新冠肺炎。

[0035] 其中，本实施例的第一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3采用如图4所示的结构，其包括：具

有自粘性的软聚硅酮伤口接触层32、设置在软聚硅酮伤口接触层32内侧且可撕除的保护膜

31、设置在软聚硅酮伤口接触层32外侧的由聚氨酯泡沫制成的吸收层33、设置在吸收层33

外侧且由透气及防水的材料制成的外覆薄膜34。其中，外覆薄膜34的外侧与口罩本体1内层

11的内侧通过医用粘合剂粘结在一起，而可撕除的保护膜31在使用口罩时，需将其从软聚

硅酮伤口接触层32内侧撕除，以便于将软聚硅酮伤口接触层32的内侧粘贴在使用者面部。

[0036] 制作时，本实施例第一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3呈环形，其形状与口罩本体1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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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状相同，但尺寸小于口罩本体1边缘的尺寸，具有一定厚度，在粘贴于使用者面部后，可

使口罩对使用者面部的压力均衡，能有效缓冲局部压力，且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的软聚

硅酮伤口接触层32可以反复粘贴，粘性强，可使口罩与使用者面部贴合紧密，密封性良好，

有效防止漏气。

[0037] 实施例二

[0038] 如图2所示，为本实施例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的结构示意图，由图2可知，本实施例

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的结构与实施例一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本实施例为了防止第一

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3的粘性不足而导致口罩无法与使用者面部紧密贴合，本实施例除

了在口罩本体1内侧设置有第一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3之外，还在口罩本体1的内侧设置

有第二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2，该第二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2设置在口罩本体1内侧且

位于口罩本体1边缘与第一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3之间。

[0039] 本实施例的第二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2也呈环形，其形状与口罩本体1边缘的形

状相同，但尺寸小于口罩本体1边缘的尺寸、大于第一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3的尺寸，其也

采用与实施例一中的第一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3相同的四层结构，通过软聚硅酮伤口接

触层贴覆于使用者面部，在此不对其结构进行详述。

[0040] 另外，本实施例其它部分的结构与实施例一相同，在此不再重述。

[0041] 使用时，可先将第一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3的保护膜31撕除，通过第一软聚硅酮

泡沫敷料结构3的软聚硅酮伤口接触层将口罩本体粘贴于使用者面部。而当第一软聚硅酮

泡沫敷料结构3的粘性不足时，再将第二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2的保护膜撕除，通过第二

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2的软聚硅酮伤口接触层将口罩本体粘贴于使用者面部，从而有效

延长口罩的使用时间，确保使用时的密封效果。

[0042] 实施例三

[0043] 如图5所示，为本实施例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的结构示意图，由图5可知，本实施例

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的结构与实施例二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本实施例的第一软聚硅

酮泡沫敷料结构3、第二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2采用带锯齿的环形，从而增加与使用者面

部的粘贴效果。

[0044] 实施例四

[0045] 如图6所示，为本实施例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的结构示意图，由图6可知，本实施例

在实施例二的基础上，还在口罩本体1两侧设置与口罩本体1可拆卸连接的一对加宽罩体5、

6。

[0046] 其中，加宽罩体可呈弧形，如由中部朝上下两端逐渐缩窄的月牙弧形，且其用于与

口罩本体1边缘连接的内侧边与口罩本体1边缘的形状相匹配，从而在将一对加宽罩体分别

安置在口罩本体两侧时，可加宽本实施例口罩的宽度，使口罩能够适应脸部更宽的使用者，

从而为脸部较宽的使用者提供更贴合脸形的防护口罩。

[0047] 设计时，加宽罩体可采用与上述实施例中的第一、第二软聚硅酮泡沫敷料结构相

同的材料制成，即，加宽罩体也具有软聚硅酮伤口接触层，在撕除保护膜后，可通过软聚硅

酮伤口接触层将加宽罩体粘贴于使用者面部。在使用时，加宽罩体与口罩本体1的边缘可通

过医用粘合剂粘在一起。

[0048] 其中，一对加宽罩体为备用罩体，在处于非使用状态时，其与口罩本体1相对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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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在使用者需要使用加宽罩体时，再通过医用粘合剂将其内侧边缘粘贴在口罩本体1的侧

边缘上。

[0049]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用新型口罩本体的尺寸与现有技术口罩的尺寸基本相同，即

符合常规口罩的尺寸要求，故可满足大部分使用者的要求。而本实施例加装加宽罩体，可以

满足少数配戴常规尺寸口罩不能达到使用需求的使用者的需求。

[0050] 实施例五

[0051] 本实施例防压疮医用防护口罩的结构可采用上述各实施中的任一种结构，不同之

处在于，本实施例口罩本体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还可加装抑菌层，或者是采用其它过滤

材料制成的过滤层代替上述各实施例中的熔喷材料层。其中，抑菌层可采用现有技术中适

于医用口罩的抑菌材料制成，其它过滤材料也采用现有技术中可适用于医用口罩的材料。

[0052]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各实施例的结构也可互相配合使用。

[0053] 尽管上文对本实用新型作了详细说明，但本实用新型不限于此，本技术领域的技

术人员可以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原理进行修改，因此，凡按照本实用新型的原理进行的各种

修改都应当理解为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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