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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眼罩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一次性的蝶形新生儿
蓝光治疗避光防护眼罩，
其包括：
罩体，
其包括紧
缩部和设置在紧缩部两边的罩部，
罩部向罩部的
外侧内凹形成凹部，
在凹部的边缘形成防护边；
防过敏双面胶布，
其粘贴在防护边上；
无菌封袋，
其密封罩体。
本实用新型对新生儿眼部不会产生
压迫、操作简便、生产成本低、不易让新生儿过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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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一次性的蝶形新生儿蓝光治疗避光防护眼罩，
其特征在于，
包括：
罩体（1），
所述罩体（1）包括紧缩部（12）和设置在所述紧缩部（12）两边的罩部（11），
所
述罩部（11）向所述罩部（11）的外侧内凹形成凹部（111），
在所述凹部（111）的边缘形成防护
边（112）；
防过敏双面胶布（2），
所述防过敏双面胶布（2）粘贴在所述防护边（112）上；
无菌封袋，
所述无菌封袋密封所述罩体（1）。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次性的蝶形新生儿蓝光治疗避光防护眼罩，
其特征在
于：
所述防护边（112）的边缘均设有遮光加宽部（113）。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一次性的蝶形新生儿蓝光治疗避光防护眼罩，
其特征在
于：
所述遮光加宽部（113）的宽度在0 .5-1cm。
4 .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一种一次性的蝶形新生儿蓝光治疗避光防护眼罩，
其特征
在于：
所述遮光加宽部（113）之间设有连接部（114），
所述连接部（114）与所述紧缩部（12）相
连。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一次性的蝶形新生儿蓝光治疗避光防护眼罩，
其特征在
于：
所述连接部（114）的宽度大于所述遮光加宽部（113）之间的宽度。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次性的蝶形新生儿蓝光治疗避光防护眼罩，
其特征在
于：
所述防过敏双面胶布（2）粘贴在远离所述紧缩部（12）一侧的所述防护边（112）上。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一次性的蝶形新生儿蓝光治疗避光防护眼罩，
其特征在
于：
所述防过敏双面胶布（2）的长度在2-4cm。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次性的蝶形新生儿蓝光治疗避光防护眼罩，
其特征在
于：
所述罩部（11）包括多层纯棉布层。
9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一次性的蝶形新生儿蓝光治疗避光防护眼罩，
其特征在
于：
所述罩部（11）还包括设置在所述多层纯棉布层之间的易塑形层。
10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次性的蝶形新生儿蓝光治疗避光防护眼罩，
其特征在
于：
所述防护边（112）内设置有塑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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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一次性的蝶形新生儿蓝光治疗避光防护眼罩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婴幼儿医疗设备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一次性的蝶形新生儿蓝
光治疗避光防护眼罩。
背景技术
[0002] 高胆红素血症患儿在接受蓝光照射时，
时长一般为12-24小时，
目前临床普遍采用
箍头型：
网套直接套头，
松紧带绕头一圈，
带子绕头一圈后用魔术贴固定防护眼罩，
这种眼
罩太紧容易压迫头部，
引起婴儿不适，
太松的话，
婴儿转动头部时容易掉落。很多临床一般
采用简易黑布眼罩来遮光，
两侧用胶布固定在颞部发髻上，
不但固定不牢，
而且光疗结束后
多条胶布撕下来，
患儿疼痛哭吵厉害。再一个就是简易黑布边缘容易脱线，
对患儿是一个较
大的安全隐患。
[0003] 现 在 市 面 上 也 有 许 多 解 决 新 生 儿 蓝 光 治 疗 避 光 问 题 的 眼 罩 ，如 专 利 号 为
201620205334 .7的中国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婴儿用抗蓝光眼罩，
包括一个无纺布底垫，
无
纺布底垫包括中间用于挡住婴儿眼部的中间挡眼部和位于中间挡眼部左右两侧的贴条，
无
纺布底垫上设有一层医用胶，
无纺布底垫的中间挡眼部在医用胶上设有一层聚氨酯层，
酯
层上设有一层纯棉层。但是这样的设置会挤压到婴儿的眼部，
而且也不能完全遮挡住蓝光。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所要的目的在于，
针对现有技术的上述不足，
提出一种对新生儿眼部
不会产生压迫、
操作简便、
生产成本低、
不易让新生儿过敏的一次性的蝶形新生儿蓝光治疗
避光防护眼罩。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
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提出一种一次性的蝶形新生儿
蓝光治疗避光防护眼罩，
其包括：
[0006] 罩体，
所述罩体包括紧缩部和设置在紧缩部两边的罩部，
所述罩部向罩部的外侧
内凹形成凹部，
在所述凹部的边缘形成防护边；
[0007] 防过敏双面胶布，
所述防过敏双面胶布粘贴在所述防护边上；
[0008] 无菌封袋，
所述无菌封袋密封所述罩体。
[0009] 作为优选，
所述防护边的边缘均设有遮光加宽部。可以将遮挡住透过防护边的一
部分蓝光。
[0010] 进一步优选，
所述遮光加宽部的宽度在0 .5-1cm。这个范围不仅达到很好的遮光效
果，
而且能避免过多地遮挡新生儿地脸部面积，
使得新生儿产生不适而抓扯眼罩。
[0011] 进一步优选，
所述遮光加宽部之间设有连接部，
所述连接部与所述紧缩部相连。可
以遮挡通过紧缩部与眼眶之间地间隙进入新生儿眼睛地蓝光，
遮光效果更佳。
[0012] 进一步优选，
所述连接部的宽度大于所述遮光加宽部之间的宽度。符合鼻子处的
形状，
不但遮光更好，
而且不会让新生儿产生不适。
[0013] 作为优选，
所述防过敏双面胶布粘贴在远离所述紧缩部一侧的防护边上。粘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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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位置就可以将眼罩固定在新生儿的眼部，
减少致敏的几率。
[0014] 进一步优选，
所述防过敏双面胶布的长度在2-4cm。这个长度的防过敏双面胶布可
以起到固定的作用而且能很好的减少致敏的几率。
[0015] 作为优选，
所述罩部包括多层纯棉布层。
致敏几率低，
而且避光效果好。
[0016] 进一步优选，
所述罩部还包括设置在所述多层纯棉布层之间的易塑形层。可以保
持凹部的形状，
不会在使用中因凹部回弹而压迫新生儿的眼睛。
[0017] 作为优选，
所述防护边内设置有塑形条。塑形条的设置可以让遮光效果更好，
也便
于稳定眼罩。
[0018] 本实用新型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9] 1 .设置紧缩部，
为了减少对新生儿的鼻子造成不适，
也为了避免影响遮光效果。
[0020] 2 .设置具有凹部的罩部，
可以避免罩补对新生儿眼部的压迫。
[0021] 3 . 设置防过敏双面胶布，
可以避免新生儿产生过敏现象。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
1、
罩体，
11、
罩部，
12、
紧缩部，
111、
凹部，
112、
防护边，
113、
遮光加宽部，
114、
连接部，
2、
防过敏双面胶布。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是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
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
的描述，
但本实用新型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25] 实施例：
[0026] 如图1所示的一种一次性的蝶形新生儿蓝光治疗避光防护眼罩，
包括罩体1、
防过
敏双面胶布2、
无菌封袋。
[0027] 罩体1包括紧缩部12和设置在紧缩部12两边的罩部11，
罩部11向罩部11的外侧内
凹形成凹部111，
在凹部111的边缘形成防护边112；
防过敏双面胶布2粘贴在防护边112上；
无菌封袋密封罩体1。
[0028] 优选地，
防护边112的边缘均设有遮光加宽部113。可以将遮挡住透过防护边的一
部分蓝光。
[0029] 进一步优选，
遮光加宽部113的宽度在0 .5-1cm。这个范围不仅达到很好的遮光效
果，
而且能避免过多地遮挡新生儿地脸部面积，
使得新生儿产生不适而抓扯眼罩。
[0030] 进一步优选，
遮光加宽部113之间设有连接部114，
连接部114与紧缩部12相连。可
以遮挡通过紧缩部12与眼眶之间地间隙进入新生儿眼睛地蓝光，
遮光效果更佳。
[0031] 进一步优选，
连接部114的宽度大于遮光加宽部113之间的宽度。符合鼻子处的形
状，
不但遮光更好，
而且不会让新生儿产生不适。
[0032] 优选地，
防过敏双面胶布2粘贴在远离紧缩部12一侧的防护边上。粘贴在这个位置
就可以将眼罩固定在新生儿的眼部，
减少致敏的几率。
[0033] 进一步优选，
防过敏双面胶布3的长度在2-4cm。这个长度的防过敏双面胶布可以
起到固定的作用而且能很好的减少致敏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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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地，
罩部11包括多层纯棉布层。
致敏几率低，
而且避光效果好。
[0035] 进一步优选，
罩部11还包括设置在多层纯棉布层之间的易塑形层。可以保持凹部
111的形状，
不会在使用中因凹部111回弹而压迫新生儿的眼睛。
[0036] 优选地，
防护边112内设置有塑形条。塑形条的设置可以让遮光效果更好，
也便于
稳定眼罩。
[0037]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精神作举例说明。
本实用新型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
的方式替代，
但并不会偏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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