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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贴合型儿童防护口罩设计
王春茹，钟安华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由于环境污染程度的加深和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儿童对口罩的需求大幅上升，但是传统的儿童口
罩功能单一并且存在贴合性不佳的问题。[研究方法]通过文献查阅和相关调研确定儿童口罩需要满足的防病毒、防雾
霾和防紫外线功能，并对 10 名 6～8 岁儿童脸部尺寸进行测量得到儿童口罩结构制图参数。[研究结果和结论]研究认
为：儿童口罩设计要从功能性和贴合性两个方面考虑。在功能设计上将儿童口罩主体分为纺织面料外层、功能层和贴
肤层三层，功能层使用可更换滤芯结构来放置具有不同功能的滤片；在结构设计上确定了儿童口罩制图的 6 个长度参数
和 2 个角度参数，
综合运用服装结构原理中的省量设计和松量设计原则完成口罩的纸样设计。对儿童口罩样品的试戴评
价结果显示该款口罩美观性和各边缘贴合度较好，
对于提高儿童口罩佩戴舒适性和减少资源浪费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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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Multifunctional Fitting Protective Masks for Children
WANG Chunru，ZHONG Anhua

（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deepening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health awareness, children's de⁃
mand for masks has risen sharply, but traditional children's masks have a single function and have the problem of poor fi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lated research, the anti-virus, anti-haze and anti-ultraviolet functions of children's masks were
determined, and the face dimensions of 10 children aged 6-8 were measured to obtain the structural drawing parameters of chil⁃
dren's mask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design of children's masks should be considered from two aspects: functionality and con⁃
formability. In functional design, the main body of children's mask is divided into three layers: textile fabric outer layer, function⁃
al layer and skin- sticking layer. The functional layer uses a replaceable filter element structure to place filters with different
functions; In the structural design, six length parameters and two angle parameters of children's mask drawing are determined,
and the pattern design of mask is completed by comprehensively applying the principle of cost-saving design and loose design
in the principle of clothing structure. The trial-wear evaluation results of children's mask samples show that this mask has good
aesthetics and good conformability of each edg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wearing comfort of children's
masks and reducing resource waste.
Keywords: children's mask; multifunctional; conformability; structural design

口罩作为一种常用的呼吸防护用品，主要覆盖

统的口罩大多是针对单一环境进行设计生产，只能

于人的口鼻位置，可以有效阻隔空气中的有害气

满足一种功能需求，当使用者面对不同环境时就需

[1]

体、飞沫、灰尘等 ，佩戴口罩可以有效地保护人体

要选择不同的口罩，因此造成了资源浪费。市场上

健康，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出现使得口罩成为人们

销售的口罩大多是一次性口罩，相比成人口罩来

日常出行必备的用品。儿童正处于身体发育阶段，

说，儿童口罩款式和功能比较单一，不适合儿童脸

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容易受到飞沫、病毒、雾霾、紫

型特点，口罩密合度差，防护效果难以保证。因此，

外线等的危害，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和人们健康意

为了满足儿童日常生活中应对不同环境的需求以

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家长为孩子戴上了口罩。传

及提高口罩与儿童脸部的贴合度，研究具有多功能
防护效果的贴合型儿童口罩具有重要的意义。通
过文献检索发现目前儿童口罩的研究主要是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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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口罩的佩戴以及设计建议等，黄思怡设计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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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基于雾霾背景下的儿童防霾口罩，提出了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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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童防霾口罩的设计原则和设计要素，并设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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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儿童专用口罩实例 [2]；王罗思佳等人通过问卷

参数，鼻宽和鼻高是设计鼻部密封结构的重要参

调查、访谈等用户调研方式分析了儿童口罩在佩戴

数[10]。由点及线，将面部测量点进行连线，如图 2 所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了基于提升用户体验的
[3]

儿童防霾口罩设计探索 ；儿童口罩专利研究包括
[4]

曹军等人发明的多功能杀菌消毒儿童立体口罩 ，
杨竹强等人发明的低阻力儿童专用口罩 [5]，任巧凤
[6]

发明的一种便于儿童佩戴的口罩 等。以上的研究
都是注重以儿童为中心的设计探索或者专注于儿
童口罩的某一特定功能设计，缺少对儿童口罩多功
能需求以及脸型特点的研究。本文以儿童口罩的
多功能需求和口罩结构设计为研究重点，探索可以
适应多种环境的口罩设计方法，并以人体功效学为
基础，确定儿童脸部特征点，测量儿童口罩所需脸
部数据，综合应用服装结构原理中的省道设计和松

示，一共测量 L1、L2、L3 三条直线和 S1、S2、S3 三条
曲线，S1 为鼻梁凸点和颧

骨点的连线，即口罩的上
边缘线，S2 为鼻尖点和鼻

翼侧边点的弧形连线，S3

为下颚中心点与下颔角上
端点的连线，L1 为口罩鼻

部所需的长度即鼻高尺
寸，L2 为口罩的侧边缘线，
L3 用来确定口罩主体的长

度。2020 年 5 月 6 日，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与国家标准

量设计原则制作一款具有多功能的贴合型儿童口

化管理委员会联合正式发

罩，为儿童专用口罩设计提供参考。

布 GB/T 38880—2020《 儿

1 儿童面部特征
1.1 面部测量点的确定
人体面部神经丰富并且感觉器官集中，呼吸防
护用品与面部吻合的好坏会对口罩的佩戴舒适性
产生影响[7]，为了制作更加贴合人体面部的口罩，需
要对儿童的面部尺寸进行测量。头面部测量是制
作头面部防护用品以及各类服饰的重要前提，头面
部的凸点与口罩设计密切相关。儿童随着年龄的增

童口罩技术规范》，该技术

儿童脸部需要测量的
6 个数据
Fig.2 Six data of children's
face to be measured

规范适用于 6～14 岁儿童，由于年龄越小的儿童与
成人脸部特征差异更大，口罩出现贴合情况不佳
的情况也更多，本文选取 10 名在 6～8 岁之间的儿

童，测量其面部尺寸的 6 个数据，得到 6～8 岁儿童
口罩各部位制图尺寸，如表 1 所示。
Tab.1

加头的体积也逐渐增加，
但头型基本恒定，
与成人相
比，
儿童的鼻部偏低偏宽，
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
变为高而窄[8]，因此，儿童口罩在鼻部尺寸上要与成
人进行区别。与口罩密切相关的测量指标主要集中

图2

表 1 6～8 岁儿童脸部尺寸测量均值
Mean facial size measurements of children aged 6～8 years

部位

尺寸（cm）

部位

尺寸（cm）

L1

2.5

S1

6.5

L2

5.5

S2

2.3

L3

6.5

S3

5.7

在脸颊区域、口鼻区域和下颚区域[9]，本文基于儿童

2

脸型特点和相关文献研究，选取 A、B、F 这 3 个面部

益突出，人们对口罩的要求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单一

凸点以及 C、D、E 这 3 个脸部对称点作为研究对象，
如图 1 所示，这些特征点构成了儿童佩戴口罩时的
脸部大致轮廓，
为口罩结构设计提供参考。

儿童口罩功能需求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环境问题的日

防护功能，儿童作为弱势群体，身体正处于发育阶
段，对于口罩的防护要求更高。目前市场上的儿童
口罩质量参差不齐，通过对儿童口罩市场的调研和
观察，儿童口罩的需求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防病
毒、防雾霾、防紫外线，并且舒适亲肤、可洗布料材
质更受儿童欢迎，但从功能角度上，一般可洗布料
无法防护空气中的很多有害物质，因此将口罩设计
为内外两层为可洗布料，中间夹层可以更换具有不
同功能的滤芯，使口罩在不同环境中具有不同的功

A.鼻梁凸点 B.鼻尖点 C.颧骨点 D.鼻翼侧边点
E.下颌角上方点 F.下颚中心点

1.2

Fig.1

图 1 儿童面部测量点
Facial measurement points of children

面部尺寸测量

形态面长和面宽是设计口罩外形尺寸的必要

能，同时可以延长口罩的使用寿命。

3 儿童口罩设计
3.1 结构设计
（1）省道设计。在服装结构原理中，省道是实
际服装生产中服装余量处理的一种方式，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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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由二维平面向三

贴肤层固定连接，功能层附着在内外两层之间，外

维立体的转变。鼻梁

层使用抗菌面料，内层使用亲肤纯棉面料并添加无

部位是脸部最大的凸

害除臭剂。根据口罩的多功能要求，功能层滤片的

起部位，为了贴合人体

设置主要有以下几类变化：防雾霾功能：滤片使用

工程学的要求，需要应

两层 PET 材料加一层创新型单层 PTFE 薄膜，PET

材料用来维持口罩的立体造型，PTFE 纳米级薄膜

用省道来使口罩更加

能够吸附和阻挡空气中的微小阻力 [11]。防病毒功

贴合脸部。省道设计
要考虑两个基本因素：

能：滤片由保护层、荷电吸附层、致密过滤层、保护

省长和省的角度，省长
即 为 L1 所 测 长 度
2.5cm，省 的 角 度 通 过

层四层材料组成，保护层选用医用无纺布，主要起
图 3 角度测量
Fig.3 Angle measurement

立体裁剪的方式获得，取一块大小适中的白坯布

保护作用，荷电层采用荷电针织布，主要是对细
菌、病毒起吸附作用，致密过滤层采用 N95 滤料，
除滤除微粒外，还能有效阻隔飞沫、血液、体液和

料，提前在面料上标记鼻尖点，将其覆盖在被测者

分泌物 [12]。防紫外线功能：在热熔纺喷丝的过程

的脸部，被测者双手分别轻轻按压住颧骨部位，测

中，在原液中加入防紫外粉末或母粒，比如二氧化

试者需要用手捏合鼻尖点与鼻梁凸点之间的面料

钛，能够让纤维本身实现抗紫外线功能，因此滤片

余量，如图 3 所示，并用画笔做上标记，在展开图上

采用含有二氧化钛颗粒的面料可以实现较好的防

罩鼻部省道设计如图 4 所示。

功能性的思路，根据不同功能需求来更换滤片可以

用量角器量取角度大小，最终获得角度约为 60°，口

晒功能。这种设计方法提供了一种使口罩具有多
扩大口罩的使用范围，同时提高口罩的舒适性。

图 4 鼻部省道设计
Fig.4 Dart design of the nose

（2）松量设计。人在讲话、大笑等状态下，面部
肌肉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扩张，如果口罩与面部贴合
度过高，口罩紧贴脸部，可能会导致口腔和鼻部呼
吸阻力加大，佩戴舒适感降低，因此，在口罩设计上
要有一定的松量设计。口罩松量设计主要考虑两
点因素：形态面长和形态面宽，形态面宽要考虑鼻
子凸起的长度即 S2，面长要考虑嘴巴的扩张。具体

设计方法如下：首先下巴处要增加一块能够完整覆
盖下巴的面料，当口部张开时可以满足下巴和嘴张
开 的 量 ，根 据 实 际 测 试 将 这 块 面 料 长 度 设 置 为

Fig.5

图 5 口罩功能设计
Functional design of mask

（2）可更换滤芯设计。为了实现口罩的多功能
设计，需要将口罩设计为可更换滤芯结构，过滤装
置安装在口罩内外两层的夹层中间，将口罩内层口
鼻处安装一块比口罩主体稍小的面料，将上下边缘
与口罩主体缝合固定，左右两侧可以通过魔术贴固
定，更换滤芯时只需要打开口罩侧边的开口即可将
过滤片安装上，这种设计方案简单易操作，并且可
以减少资源浪费、
节约成本（图 6）。

3cm；其次，口罩经过鼻凸部位的长度要加上鼻凸的
大小，因此半边口罩的最大围度为 S1 加上 S2 的长
度即 8.8cm；最后，为了让鼻部呼吸空间更大，将省
道做弧线处理。

3.2

功能设计
（1）口罩主体设计。为了满足儿童口罩的多功

能性，使口罩可以在多种环境中使用，故将口罩主
体设计为多层复合材料，主体层分别是纺织面料外
层、功能层、贴肤层，如图 5 所示。纺织面料外层与

Fig.6

图 6 可更换滤芯结构
Replaceable filter element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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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构制图与样品展示
4.1 结构制图

纸样绘制在白坯布上，用剪刀将布样裁剪下来。先
将口罩外层和内层分别缝合，再将内外两层口罩的
上下边缘进行缝合，两侧不缝合，方便滤芯的拆卸，

根据前文的分析确定口罩各部位标准尺寸，并

最后在口罩侧边缘加上可调节耳带，图 8 为口罩制

多次进行口罩制作与试戴实验，最终确定儿童口罩

作实物图。选取一名 7 岁左右儿童进行试戴，试戴

制图纸样，其中口罩下方角度设计为 100°，制图工

效果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该款儿童口罩

具使用富怡 CAD 软件。具体制图过程如下：

（1）打开“富怡 CAD 软件”，画一条从 A 到 B 长

上下边缘与侧边缘都较贴合脸部，口罩下边缘也能

6.5cm 的垂直线，AB 即口罩主体长度，以 A 为端点，
向右延长 8.8cm 至 C，画一条水平线，AC 即为口罩

够包裹脸部轮廓，
口罩试戴效果总体较佳。

5

口罩外观主观性评价
由于所研究儿童年龄段偏小，儿童尚不能够准

最大宽度；

（2）向上垂直延长 AB，以 A 为端点向右偏移

确描述口罩外观特点以及佩戴舒适性，故本文通过

E 点，使 DE 长度为 S1 的长度即 6.5cm，取 DE 中点

来评估口罩外观设计效果。由于这种方法评价内

（3）由 C 点向下竖直延长 5.5cm 至 F 点，CF 即为

李克特五分制量表，分值越高代表效果越好，样本

（4）延长AB至H，
使BH长度为3cm，
以B为端点，

价，包括口罩上边缘贴合度、口罩下边缘贴合度、口

30°，画一条长 2.5cm 的线段即 AD，在 AC 线上找出

成年人对儿童口罩佩戴效果图片进行评价的方式

K，
连接 KC 并使曲线顺滑；

容有限，本文只选取外观进行评价，评价方法采用

口罩的外边缘线；

数为 10 个，此次测评设置的问题有口罩贴合性评

将BH向右偏移50°，
得到BG，
并连接FG，
FG长7.1cm，
而前文 S3 为 5.7cm，故量取 GF 中点 L，做长 2cm、宽
0.6cm 的省，使下边缘线

罩侧边缘贴合度和口罩整体适合度，以及口罩美观
性评价。具体评价等级表如表 2 所示。

更加符合脸部轮廓，同
时留有一定的松量；

（5）取 AB 中点 I，向

左 垂 直 延 伸 0.5cm 至 J，
连 接 D、A、J、G，使 曲 线

顺滑，该曲线为口罩的
中部分割线；
（6）从 AC 线段上取

6cm，分别向上向下延伸
至口罩边缘线，再进行

（2）口罩内层结构图

（1）口罩外层结构图

对称，得到口罩内层即
贴肤层。

Fig.7

图 7（1）为完成的口

图 7 儿童口罩结构图
Structure diagram of children's mask

罩外层结构图，图 7（2）
为口罩内层结构。

4.2

样品展示
根据上述儿童口罩

结构设计纸样，准备白
坯布、量角器、剪刀、可
调节耳带、笔、白纸、纱
剪和针线工具，先将纸
样绘制在白纸上，上下
和 中 间 各 留 1cm 缝 份 ，
侧边留 1.5cm 缝份，再将

（1）口罩正面

（2）口罩左侧面
Fig.8

图 8 口罩佩戴效果图
Effect drawing of mask wearing

（3）口罩右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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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观评价等级表
Subjective evaluation grade table

Tab.2
评价指标

1

2

3

4

5

款式美观性

不美观

较不美观

适中

较美观

美观

上边缘贴合度

不贴合

较不贴合

适中

较贴合

贴合

下边缘贴合度

不贴合

较不贴合

适中

较贴合

贴合

侧边缘贴合度

不贴合

较不贴合

适中

较贴合

贴合

整体适合度

不适合

较不适合

适中

较适合

适合

根据得到的评价数值使用 Excel 计算出平均

分，并将最终评价结果制成主观评价柱状图，如图 9

所示。其中问题一测评了口罩的美观性，平均分为
3.8，表明口罩较美观，问题 2、3、4 测评了口罩的贴

合度，上、下、侧边缘贴合度得分分别为 4.2、4.6、
3.5，可以得出该款口罩的上、下边缘贴合度都较
好，而侧边缘贴合度适中，问题 5 测评了口罩的整

体适合度，该项得分为 4.5 分，表明口罩整体适合度
较佳，
较为符合儿童脸型特点。

Fig.9

6

结论

图 9 主观评价结果
Subjective evaluation results

该款儿童口罩从功能性和贴合性两个角度出
发，在功能设计上确定了口罩的多功能设计方案，
将口罩分为纺织面料外层、功能层和贴肤层三层，
功能层根据不同需求可设计不同滤片，并使用可更
换滤芯结构实现口罩的功能转换；通过对儿童面部
尺寸测量得到口罩制图的 6 个长度参数和 2 个角度
参数，应用服装结构原理进行口罩结构制图，同时
加上可更换滤芯结构制作了一款儿童防护口罩，并
对口罩试戴效果进行评价，主观评价结果显示该款
口罩美观性和各边缘贴合性较好，表明其将在一定
程度上改善传统口罩尺码不合适与贴合性不佳的
问题，能够对儿童口罩设计在人体工学角度提供参
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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