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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呼吸保护装置，包括:面

罩主体、鼻梁筋、左挂耳、右挂耳；面罩主体由外

到内依次设置有第一无纺布层、中间过滤层、第

二无纺布层；中间过滤层由外到内依次设置有第

一熔喷布过滤层、热风棉层、第二熔喷布过滤层；

第一无纺布层、中间过滤层及所述第二无纺布层

的边缘均固定连接。通过设置热风棉层，而热风

棉层较蓬松，在两层熔喷布过滤层中间形成一个

近似平行的间隔，空气可以在两层熔喷布过滤层

之间自由移动，使得空气可以在内外层熔喷布过

滤层表面上的任何点传递，既起到极好的阻隔

性，又调整了使用期间的呼吸保护装置内外的压

降，使用时的透气舒适度能有效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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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呼吸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面罩主体、连接在所述面罩主体上的鼻梁筋、

左挂耳、右挂耳；所述面罩主体由外到内依次设置有第一无纺布层、中间过滤层、第二无纺

布层；所述中间过滤层由外到内依次设置有第一熔喷布过滤层、热风棉层、第二熔喷布过滤

层；所述第一无纺布层、所述中间过滤层、及所述第二无纺布层的边缘均固定连接；所述面

罩主体的左侧连接所述左挂耳、所述面罩主体的右侧连接所述右挂耳；其中，所述热风棉层

的厚度在0.03-1.2mm之间；所述热风棉层所使用的热风棉的幅宽在150-650mm之间，允许幅

宽偏差在±7mm之间；所述热风棉层的单位面积质量在12-120g/㎡之间且偏差率在±11%之

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呼吸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热风棉层的厚度在0.05-

1mm之间；所述热风棉层所使用的热风棉的幅宽在200-600mm之间，允许幅宽偏差在±7mm之

间；所述热风棉层的单位面积质量在30-70g/㎡之间且偏差率在±10%之间。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呼吸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热风棉层所使用的热风棉

的幅宽在200-400mm之间，允许幅宽偏差在±5mm之间；所述热风棉层的单位面积质量在45-

60g/㎡之间且偏差率在±10%之间。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呼吸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热风棉层的外侧还设置有

固形网，所述固形网由包含丙烯酸丁酯及甲基丙烯酸甲酯的交联共聚物的树脂制成。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呼吸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热风棉层的孔隙率大于所

述第一熔喷布过滤层的孔隙率与所述第二熔喷布过滤层的孔隙率。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呼吸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鼻梁筋为长条形的金属波

浪片，所述金属波浪片上波动部分沿着长度方向延伸。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呼吸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柔性导管，一个或多个

所述柔性导管套设在所述左挂耳上，且与所述左挂耳滑动连接；一个或多个所述柔性导管

套设在所述右挂耳上，且与所述右挂耳滑动连接。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呼吸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密封件、所述密封件的

底部与所述面罩主体的底部内侧连接，所述密封件的左端与所述面罩主体的左端连接，所

述密封件的右端与所述面罩主体的右端连接，所述密封件顶部远离所述面罩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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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呼吸保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防护装置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呼吸保护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呼吸保护装置（英语：respirator或mask，也称口罩）是指戴在口鼻部位用于过滤

进出口鼻的空气，以达到阻挡有害的气体、气味、飞沫进出佩戴者口鼻的用具，多以纱布或

纸等制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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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呼吸保护装置具有非常好的作用。

[0003] 现有的呼吸保护装置如医用口罩（例如型号为KN95或N95的口罩）等，主要起过滤

阻断作用的是位于中间的两层熔喷布阻隔层，由此，若需要提高阻隔性，主要是通过增强熔

喷布阻隔层的密度或厚度来实现，但这样会影响透气性，造成佩戴时的憋闷感，极大影响使

用舒适度；而若降低呼吸保护装置过滤层密度（或厚度），虽然可以提升透气性，但会阻隔性

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使得口罩无法兼具透气性和阻隔性。

[0004] 由此，现在需要有一种新结构的呼吸保护装置，以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呼吸保护装置，通过在面罩主体上两层熔喷布过滤层中间设置

热风棉层，而热风棉层较蓬松，在两层熔喷布过滤层中间形成一个近似平行的间隔，空气可

以在两层熔喷布过滤层之间自由移动，使得空气可以在内外层熔喷布过滤层表面上的任何

点传递，以此结合本身具有的熔喷布过滤层，使得呼吸保护装置既起到极好的阻隔性，又降

低了使用期间呼吸保护装置内外的压降，使用时的透气舒适度能有效得到提高。

[0006] 具体的，本发明提出了以下具体的实施例：

本发明实施例提出了一种呼吸保护装置，包括:面罩主体、连接所述面罩主体的鼻梁

筋、左挂耳、右挂耳；所述面罩主体由外到内依次设置有第一无纺布层、中间过滤层、第二无

纺布层；所述中间过滤层由外到内依次设置有第一熔喷布过滤层、热风棉层、第二熔喷布过

滤层；所述第一无纺布层、所述中间过滤层及所述第二无纺布层的边缘均固定连接；所述面

罩主体的左侧连接所述左挂耳、所述面罩主体的右侧连接所述右挂耳。

[0007] 在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热风棉层的厚度在0.03-1 .2mm之间；所述热风棉层

所使用的热风棉的幅宽在150-650mm之间时，允许幅宽偏差在±7mm之间；所述热风棉层的

单位面积质量在12-120g/㎡之间且偏差率在±11%之间。

[0008] 在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热风棉层的单位面积质量在30-70g/㎡之间且偏差

率在±10%之间。

[0009] 在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热风棉层的单位面积质量在45-60g/㎡之间且偏差

率在±10%之间。

[0010] 在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热风棉层的外侧还设置有固形网，所述固形网由包

含丙烯酸丁酯及甲基丙烯酸甲酯的交联共聚物的树脂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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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在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热风棉层的孔隙率大于所述第一熔喷布过滤层的孔

隙率与所述第二熔喷布过滤层的孔隙率。

[0012] 在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鼻梁筋为长条形的金属波浪片，所述金属波浪片上

波动部分沿着长度方向延伸。

[0013] 在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还包括：柔性导管，一个或多个所述柔性导管套设在所述

左挂耳上，且与所述左挂耳滑动连接；一个或多个所述柔性导管套设在所述右挂耳上，且与

所述右挂耳滑动连接。

[0014] 在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还包括：密封件、所述密封件的底部与所述面罩主体的底

部内侧连接，所述密封件的左端与所述面罩主体的左端连接，所述密封件的右端与所述面

罩主体的右端连接，所述密封件顶部远离所述面罩主体。

[0015] 以此，本发明实施例提出了一种呼吸保护装置，包括:面罩主体、连接所述面罩主

体的鼻梁筋、左挂耳、右挂耳；所述面罩主体由外到内依次设置有第一无纺布层、中间过滤

层、第二无纺布层；所述中间过滤层由外到内依次设置有第一熔喷布过滤层、热风棉层、第

二熔喷布过滤层；所述第一无纺布层、所述中间过滤层及所述第二无纺布层的边缘均固定

连接；所述面罩主体的左侧连接所述左挂耳、所述面罩主体的右侧连接所述右挂耳。通过在

面罩主体上两层熔喷布过滤层中间设置热风棉层，而热风棉层较蓬松，在两层熔喷布过滤

层中间形成一个近似平行的间隔，空气可以在两层熔喷布过滤层之间自由移动，使得空气

可以在内外层熔喷布过滤层表面上的任何点传递，以此结合本身具有的熔喷布过滤层，使

得呼吸保护装置既起到极好的阻隔性，又调整了使用期间呼吸保护装置内外的压降，使用

时的透气舒适度能有效得到提高。

[0016] 附图说明：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出的一种呼吸保护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出的一种呼吸保护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出的一种呼吸保护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出的一种呼吸保护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提出的一种呼吸保护装置的面罩主体的多层结构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提出的一种呼吸保护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例说明:

1-面罩主体；

11-第一无纺布层；

12-中间过滤层；

121-第一熔喷布过滤层；122-热风棉层；123-第二熔喷布过滤层；

13-第二无纺布层；

2-左挂耳；3-右挂耳；

4-鼻梁筋；5-密封件；

6-柔性导管；61-按压固定件；

7-密封软垫；

8-抽拉绳；9-松紧扣。

[0018]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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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实施例1公开了一种呼吸保护装置，如图1-6所示，包括:面罩主体1、连接在所述

面罩主体1上的鼻梁筋4、左挂耳2、右挂耳3；所述面罩主体1由外到内依次设置有第一无纺

布层11、中间过滤层12、第二无纺布层13；所述中间过滤层12由外到内依次设置有第一熔喷

布过滤层121、热风棉层122、第二熔喷布过滤层123；所述第一无纺布层11、所述中间过滤层

12及所述第二无纺布层13的边缘均固定连接；所述面罩主体1的左侧连接所述左挂耳2、所

述面罩主体1的右侧连接所述右挂耳3。

[0019] 具体的，本方案中通过左挂耳2与右挂耳3实现将面罩主体1固定在面部，面罩主体

1用以覆盖佩戴者的口鼻部分，为了保证密封性，还可以进一步覆盖佩戴者的下巴，通过设

置鼻梁筋4，具体的，所述鼻梁筋4可以设置在所述第一无纺布层11与所述第二无纺布层13

之间对应佩戴者鼻梁的位置，也可以设置在所述面罩主体1的外表面；在佩戴呼吸保护装置

时，可以按压鼻梁筋4，使之贴合鼻梁，从而减少空隙，保证密封性，使得佩戴者呼吸的空气

尽可能是经过面罩主体1过滤的。此外，为了更好地按压鼻梁筋4，所述鼻梁筋4可以设置为

长条形的金属波浪片，所述金属波浪片上波动部分沿着长度方向延伸。基于波动部分的结

构设计，利于鼻梁筋4的弯曲，方便其按压并贴合佩戴者的鼻梁。

[0020] 而为了保证过滤的效果，所述第一无纺布层11、所述中间过滤层12、及所述第二无

纺布层13的边缘均固定连接，且本方案中面罩主体1中间设置有中间过滤层12，而中间过滤

层12设置有第一熔喷布过滤层121、热风棉层122、第二熔喷布过滤层123，以此通过面罩主

体1中设置热风棉层122，而热风棉层122具有蓬松的特性，热风棉层122可在两层熔喷布过

滤层中间形成一个近似平行的间隔，空气可以在两层熔喷布过滤层之间自由移动，使得空

气可以在内外层熔喷布过滤层表面上的任何点传递，结合两层熔喷布过滤层，使得呼吸保

护装置既起到极好的阻隔性，又调整了使用期间呼吸保护装置内外的压降，使用时的透气

舒适度能有效得到提高。

[0021] 通过本方案实施例与不同对比例进行测试对比，具体的，

对比例1对应无热风棉层122且具有双层熔喷布过滤层的医用KN95呼吸保护装置；

对比例2为无热风棉层122且双层熔喷布过滤层均加厚的医用KN95呼吸保护装置（加厚

程度为一般熔喷布过滤层的1.2倍）；

对比例3为单层熔喷布过滤层的一次性呼吸保护装置；

测试包括通气阻力测试与滤效测试（也即过滤效率的测试），其中通气阻力测试测试基

于GB2626-2006进行，滤效按GB2626-2006进行测试，其测试对比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呼气阻力（Pa）/85L/min 吸气阻力（Pa）/85L/min 滤效/%   

实施例1 120 155 99.98 

对比例1 145 183 97.86 

对比例2 321 420 99.99 

对比例3 79 86 56.64 

基于表1可以看出，本方案实施例1不管是呼气阻力还是吸气阻力，均小于具有双层熔

喷布过滤层的对比例1与对比例2，特别是远远小于具有加厚双层熔喷布过滤层的对比例2，

实施例1呼气阻力还是吸气阻力仅大于只具有单层双层熔喷布过滤层的一次性呼吸保护装

置，但是单层的一次性呼吸保护装置的滤效太低，该对比不具有实际意义，以此显示出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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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例1对应的呼吸保护装置透气性好，佩戴不容易产生气闷的情况。此外，基于表1还可看出

本方案实施例1对应的呼吸保护装置其过滤效率与一般KN95医用呼吸保护装置与加厚版的

KN95呼吸保护装置不相上下，且远远超过一次性单层医用呼吸保护装置。测试还包括舒适

性测试，该测试基于GB/T  23465-2009进行，在具体的舒适性测试中，随机选择受试者10名，

其中5名男性，5名女性，对其佩戴呼吸保护装置的舒适度进行主观评价，对比例仍采用上述

测试的对比例，其对应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呼吸通畅性得分平均值 

实施例1 5.1分 

对比例1 2.6分 

对比例2 1.9分 

对比例3 4.1分 

通过表5可知，而舒适性方面，相对于参与测试的多个对比例，本方案实施例1均有较大

的提升，特别是远远超过具有双层熔喷布过滤层的普通KN95呼吸保护装置与双层加厚熔喷

布过滤层的KN95呼吸保护装置。

[0022] 实施例2

本发明实施例2公开了一种呼吸保护装置，在实施例1基础上，本实施例中还限定所述

热风棉层122的厚度在0.03-1 .2mm之间；所述热风棉层122所使用的热风棉的幅宽在150-

650mm之间时，允许幅宽偏差在±7mm之间（允许幅宽偏差越小越好）；所述热风棉层122的单

位面积质量在12-120g/㎡之间且偏差率在±11%之间（偏差越小越好）。

[0023] 基于上述实施例1中进行测试的对比例以及测试环境，其测试对比结果如表3所

示：

表3

 呼气阻力（Pa）/85L/min 吸气阻力（Pa）/85L/min 滤效/%   呼吸通畅性得分平均值 

实施例1 120 155 99.98 5.1分 

实施例2 115 147 99.97 5.2分 

对比例1 145 183 97.86 2.6分 

对比例2 321 420 99.99 1.9分 

对比例3 79 86 56.64 4.1分 

基于表3所示，基于上述热风棉层的设置，可以更好的兼顾阻隔性与透气性。

[0024] 实施例3

本发明实施例3公开了一种呼吸保护装置，在实施例2基础上，基于呼吸保护装置的具

体应用环境，本实施例3中，热风棉层122的厚度还可以进一步设置在0.05-1mm之间，此外，

关于热风棉层122所使用的热风棉进一步限定，幅宽范围在200-600mm之间时，允许幅宽偏

差在±7mm之间；单位面积质量可以在30-70g/㎡之间且偏差率在±10%之间

仍基于上述实施例1-2中进行测试的对比例以及测试环境，其测试对比结果如表4所

示：

表4

 呼气阻力（Pa）/85L/min 吸气阻力（Pa）/85L/min 滤效/%   呼吸通畅性得分平均值 

实施例1 120 155 99.98 5.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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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2 115 147 99.97 5.2分 

实施例3 115 145 99.98 5.2分 

对比例1 145 183 97.86 2.6分 

对比例2 321 420 99.99 1.9分 

对比例3 79 86 56.64 4.1分 

基于表4所示，基于上述热风棉层的设置，可以进一步优化所兼顾的阻隔性与透气性。

[0025] 实施例4

本发明实施例4公开了一种呼吸保护装置，在实施例3基础上，热风棉层122所使用的热

风棉的幅宽可以在200-400mm之间，且偏差在±5mm之间；至于热风棉层122的单位面积质量

可以限制在45-60g/㎡之间且偏差率在±10%之间；以此可以有效保证呼吸保护装置的使用

的同时，不断优化呼吸保护装置所兼具的阻隔性和透气性。

[0026] 由此，基于上述实施例1-3中进行测试的对比例以及测试环境，其测试对比结果如

表5所示：

表5

 呼气阻力（Pa）/85L/min 吸气阻力（Pa）/85L/min 滤效/%   呼吸通畅性得分平均值 

实施例1 120 155 99.98 5.1分 

实施例2 115 147 99.97 5.2分 

实施例3 115 145 99.98 5.2分 

实施例4 112 143 99.97 5.2分 

对比例1 145 183 97.86 2.6分 

对比例2 321 420 99.99 1.9分 

对比例3 79 86 56.64 4.1分 

基于表5所示，基于上述热风棉层的设置，可以进一步优化所兼顾的阻隔性与透气性。

[0027] 实施例5

本发明实施例5还公开了一种呼吸保护装置，在实施例1-4的基础上，为了更好的兼顾

阻隔性与透气性，本发明实施例5中所选择的热风棉层122的孔隙率大于所述第一熔喷布过

滤层121的孔隙率与所述第二熔喷布过滤层123的孔隙率。具体的，采用可以基于GB/

T33052-2016进行孔隙率测试，得到热风棉层122的孔隙率为88%，第一熔喷布过滤层121的

孔隙率为82%，第二熔喷布过滤层123的孔隙率为80%；

在此情况下，进一步基于上述实施例1-4中进行测试的对比例以及测试环境，本实施例

5与其他测试的对比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呼气阻力（Pa）/85L/min 吸气阻力（Pa）/85L/min 滤效/%   呼吸通畅性得分平均值 

实施例1 120 155 99.98 5.1分 

实施例2 115 147 99.97 5.2分 

实施例3 115 145 99.98 5.2分 

实施例4 112 143 99.97 5.2分 

实施例5 110 142 99.98 5.2分 

对比例1 145 183 97.86 2.6分 

对比例2 321 420 99.99 1.9分 

对比例3 79 86 56.64 4.1分 

基于表6所示，基于上述热风棉层孔隙率的设置，可以进一步优化所兼顾的阻隔性与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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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性。

[0028] 实施例6

本发明实施例6还公开了一种呼吸保护装置，在实施例1-5的基础上，为了更有效的对

热风棉层122进行固形，以此保证呼吸保护装置的透气性，所述热风棉层122的外侧还设置

有固形网，所述固形网由包含丙烯酸丁酯及甲基丙烯酸甲酯的交联共聚物的树脂制成。通

过该固形网的设置，可以有效固定热风棉层122的形状，保证整个呼吸保护装置的透气性，

使得呼吸保护装置兼具透气性与阻隔性。

[0029] 实施例7

本发明实施例7提出了一种呼吸保护装置，在实施例1-6的基础上，如图3-6所示，本方

案的呼吸保护装置还可以包括：柔性导管6，一个或多个所述柔性导管6套设在所述左挂耳2

上，且与所述左挂耳2滑动连接；一个或多个所述柔性导管6套设在所述右挂耳3上，且与所

述右挂耳3滑动连接。具体的，柔性导管6可以为硅胶管或者其他亲肤材质制成的管状物。

[0030] 通过柔性导管6的设置，且不同的柔性导管6分别套设在左挂耳2与右挂耳3上，当

需要将呼吸保护装置通过挂耳与耳朵固定时，可以调整柔性导管6的位置，使得柔性导管6

与耳朵连接，以此减轻对耳朵的压迫感，保证佩戴的舒适性。

[0031] 为了能更好的固定柔性导管6到左挂耳2或右挂耳3上，所述柔性导管6的一端或两

端设置有按压固定件61，以在被按压到底时固定在所套设的左挂耳2或右挂耳3上，实现所

述柔性导管6相对所述左挂耳2或所述右挂耳3的固定。

[0032] 在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按压固定件61为由金属片围绕成的金属环。具体的，

例如可以为铁质薄片所形成的金属环，或者铜质薄片所形成的金属环，基于挤压操作，该金

属环可以紧固在左挂耳2或右挂耳3上，以此固定住按压固定件61所固定连接的柔性导管6。

[0033] 实施例8

本发明实施例8还公开了一种呼吸保护装置，在实施例1-7的基础上，如图2、3、4、5、6所

示，本方案中的呼吸保护装置还可以包括：密封件5、所述密封件5的底部与所述面罩主体1

的底部内侧连接，所述密封件5的左端与所述面罩主体1的左端连接，所述密封件5的右端与

所述面罩主体1的右端连接，所述密封件5顶部远离所述面罩主体1。

[0034] 面罩主体11的内侧底部还设置有密封件5，基于密封件5具体的结构设计，其底部

与面罩主体1的内侧底部连接，密封件5两端分别与面罩主体1的两端连接，且密封件5的顶

部远离面罩主体1，在被佩戴时，密封件5可以更加紧密贴合佩戴者的下巴，保证了对佩戴者

口鼻部的密封，使得佩戴者呼吸的空气会很好的被过滤，保证了佩戴者呼吸空气的清洁，所

述密封软垫7可以为长条形硅胶垫或长条形海绵垫。以此，当鼻梁筋4被按压到鼻梁上时，可

以通过密封软垫7起到缓冲的作用，且还可以进一步增加密封性。

[0035] 此外，通过左挂耳2、右挂耳3挂在耳朵上，可实现对呼吸保护装置的固定，而当佩

戴呼吸保护装置的时间过长时，如图6所示，还可以设置松紧扣9，抽拉绳8，结合左挂耳2与

右挂耳3的挂绳，通过松紧扣9调节抽拉绳8的松紧程度，可以将呼吸保护装置整体固定在头

部，在此情况下，不需要耳朵来进行固定，即使佩戴时间很长，也不会产生不适，利于呼吸保

护装置的长时间佩戴，且不会影响到原有呼吸保护装置的结构。

[0036] 以此，本发明实施例提出了一种呼吸保护装置，包括:面罩主体1、鼻梁筋4、左挂耳

2、右挂耳3；所述面罩主体1由外到内依次设置有第一无纺布层11、中间过滤层12、第二无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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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层13；所述中间过滤层12由外到内依次设置有第一熔喷布过滤层121、热风棉层122、第二

熔喷布过滤层123；所述第一无纺布层11、所述中间过滤层12及所述第二无纺布层13的边缘

均固定连接；所述面罩主体1的左侧连接所述左挂耳2、所述面罩主体1的右侧连接所述右挂

耳3。通过在面罩主体1中的两层熔喷布过滤层中间设置热风棉层122，而热风棉层122较蓬

松，会在两层熔喷布过滤层中间形成一个近似平行的间隔，空气可以在两层熔喷布过滤层

之间自由移动，使得空气可以在内外层熔喷布过滤层表面上的任何点传递，以此结合本身

具有的熔喷布过滤层，使得呼吸保护装置既起到极好的阻隔性，又调整了使用期间呼吸保

护装置内外的压降，使用时的透气舒适度能有效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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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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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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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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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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