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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俯卧位睡垫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便携式俯卧位睡垫，

包括有头部气垫、肩部气垫、胸部气垫和腹部气

垫，所述的头部气垫与肩部气垫相连，在肩部气

垫内侧设有气垫凹槽，在胸部气垫内侧设有腹部

凹槽，所述的胸部气垫位于气垫凹槽内，所述的

腹部气垫位于腹部凹槽内。本实用新型不仅可以

有效地控制和治疗打鼾，经过人体实验，实验者

的睡眠质量几乎不受影响；同时还能消除在公共

场合对于他人的影响，而且可以有效地防止面部

受压所导致的血流不畅，另外还具有一定的保暖

功能；本实用新型主要采用气垫来制作，便于生

产，而且生产成本很低，与其他产品相比患者易

于接受，便于推广应用；本实用新型最大的优点

在于便携性，几乎不受空间所约束，患者可随身

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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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便携式俯卧位睡垫，其特征在于：包括有头部气垫、肩部气垫、胸部气垫和腹部气垫，

所述的头部气垫与肩部气垫相连，在肩部气垫内侧设有气垫凹槽，在胸部气垫内侧设有腹

部凹槽，所述的胸部气垫位于气垫凹槽内，所述的腹部气垫位于腹部凹槽内，在所述的头部

气垫上设有面部凹槽，在面部凹槽的左右侧分别设有通向外侧的通气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携式俯卧位睡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面部凹槽的前端和后

端浅于面部凹槽的中间部分。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便携式俯卧位睡垫，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面部凹槽内设有拖

住头部的气垫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携式俯卧位睡垫，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肩部气垫的左右侧

分别设有用于盛放双臂的手臂凹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携式俯卧位睡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俯卧位睡垫分为男款

睡垫和女款睡垫，在所述的男款睡垫的腹部气垫上设有盛放男性生殖器官的生殖器凹槽，

在女款睡垫的胸部气垫前端设有盛放女性胸部的胸部凹槽。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携式俯卧位睡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肩部气垫、胸部气垫

和腹部气垫的上表面为向下生理性倾斜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携式俯卧位睡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头部气垫、肩部气垫、

胸部气垫和腹部气垫相互独立，每个气垫均设有气阀，在每个气垫的底部均有尼龙薄垫，在

每个尼龙薄垫的边缘部分安装有按扣，各个气垫间通过按扣相连。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携式俯卧位睡垫，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头部气垫、肩部气

垫、胸部气垫和腹部气垫上均设有气垫套。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便携式俯卧位睡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气垫套是采用尼龙布

制作的。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携式俯卧位睡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肩部气垫的底部为

圆弧形状的腿部支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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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俯卧位睡垫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功能型气囊，尤其涉及一种便携式俯卧位睡垫。

背景技术

[0002]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bstructive  sleep  apnea ,OSA)，又称为阻塞性睡眠呼吸

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nea  syndrome,OSAHS)，是指患者在睡

眠过程中反复出现呼吸暂停和低通气。临床上可表现为打鼾,鼾声大且不规律,夜间有窒息

感或憋醒，睡眠紊乱，白天出现嗜睡,记忆力下降，严重者出现认知功能下降、行为异常。

[0003] 睡眠时采用俯卧疗法可以通过防止舌根后坠,减轻上气道阻塞的风险,改善OSHAS

患者睡眠呼吸紊乱程度,改善患者的临床疗效。引起OSAHS的原因尽管有很多，但大部分是

导致上气道狭窄和阻碍再进一步导致OSAHS。因此，解决上气道狭窄和阻碍，就可以解决大

部分人的OSASH。上气道狭窄和阻碍大多是由于上气道前部的一系列结构的下垂进而堵塞

上气道，因此俯卧性睡姿可以避免上气道被堵塞，进而防止OSAHS。

[0004] 考虑现行的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主要手段是呼吸机给氧治疗方法，尽管疗

效良好，但是呼吸机的价格过于昂贵、不易携带、患者使用时易感到不适。因此这款以气囊

为主体的俯卧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治疗睡垫更为平价、舒适和便携。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目的就是为了弥补已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便携式俯卧位睡垫。

[0006]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便携式俯卧位睡垫，包括有头部气垫、肩部气垫、胸部气垫和腹部气垫，所述的头

部气垫与肩部气垫相连，在肩部气垫内侧设有气垫凹槽，在胸部气垫内侧设有腹部凹槽，所

述的胸部气垫位于气垫凹槽内，所述的腹部气垫位于腹部凹槽内。

[0008] 在所述的头部气垫上设有面部凹槽，面部凹槽的前端和后端浅于面部凹槽的中间

部分，在面部凹槽的左右侧分别设有通向外侧的通气孔。

[0009] 在所述的面部凹槽内设有拖住头部的气垫圈。

[0010] 在所述的肩部气垫的左右侧分别设有用于盛放双臂的手臂凹槽。

[0011] 所述的俯卧位睡垫分为男款睡垫和女款睡垫，在所述的男款睡垫的腹部气垫上设

有盛放男性生殖器官的生殖器凹槽，在女款睡垫的胸部气垫前端设有盛放女性胸部的胸部

凹槽。

[0012] 所述的肩部气垫、胸部气垫和腹部气垫的上表面为向下生理性倾斜面。

[0013] 所述的头部气垫、肩部气垫、胸部气垫和腹部气垫相互独立，每个气垫均设有气

阀，在每个气垫的底部均有尼龙薄垫，在每个尼龙薄垫的边缘部分安装有按扣，各个气垫间

通过按扣相连。

[0014] 在所述的头部气垫、肩部气垫、胸部气垫和腹部气垫上均设有气垫套。

[0015] 所述的气垫套是采用尼龙布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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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所述的肩部气垫的底部为圆弧形状的腿部支撑部分。

[0017] 由四个气垫相互连接组成整体，分为头部一个模块和体部三个模块，四个气垫各

有气阀。

[0018] 气垫底部连有尼龙薄垫，在薄垫的边缘部分安装按扣，气垫间通过按扣相连。头部

气垫设计有面部凹槽，用以放置面部，凹槽前后两端较浅，用于承接额头和下颌。在面部凹

槽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开口连接外侧，用以通气；

[0019] 体部模块设计有一定坡度，完全充气后倾斜角可达30°，最外层肩部气垫前端两侧

有凹陷，对俯卧位时使用者的上臂起支撑和固定的作用；底部为平坦的圆弧，支撑大腿上

部，防止腰椎过度弯曲。该模块内部的气垫凹槽中安装有胸部气垫，胸部气垫内侧边缘有尼

龙垫边缘留出，在适当位置安装按扣，与胸部气垫相连，胸部气垫内侧腹部凹槽同样安装按

扣，连接腹部气垫的底部外缘；

[0020] 女款睡垫设有圆柱形凹陷，由于各气垫的充气和组装完全独立，使用者可通过改

变充气量和按扣的连接方式来自主调节睡垫的高度和硬度或更改形状，例如腹部较大的使

用者可直接拆除腹部气垫，对胸部气垫仅少量充气。

[0021]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为：1.将产品充满气体。2.病人俯卧于气垫之上。3.  病人

将面部置于气圈之上。注意鼻子、眼睛、嘴巴放入相应的凹槽之内。4.调整到最舒适的姿势。

[0022]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是：本实用新型不仅可以有效地控制和治疗打鼾，经过人体实

验，实验者的睡眠质量几乎不受影响；同时还能消除在公共场合对于他人的影响，而且可以

有效地防止面部受压所导致的血流不畅，另外还具有一定的保暖功能；本实用新型主要采

用气垫来制作，便于生产，而且生产成本很低，与其他产品相比患者易于接受，因此便于推

广应用；本实用新型最大的优点在于便携性，几乎不受空间所约束，患者可随身携带。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男款睡垫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男款睡垫拆分图。

[0025] 图3为女款睡垫结果示意图。

[0026] 图4为女款睡垫拆分图。

[0027] 图5为肩部气垫结构示意图。

[0028] 图6为头部气垫结构示意图。

[0029] 图7为腹部气垫结构示意图。

[0030] 图8为男款胸部气垫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如图1所示，便携式俯卧位睡垫，包括有头部气垫1、肩部气垫2、胸部气垫3和腹部

气垫4，所述的头部气垫1与肩部气垫2相连，在肩部气垫2内侧设有气垫凹槽5，在胸部气垫3

内侧设有腹部凹槽6，所述的胸部气垫3位于气垫凹槽5内，所述的腹部气垫4位于腹部凹槽6

内。

[0032] 在所述的头部气垫1上设有面部凹槽7，面部凹槽7的前端和后端浅于面部凹槽的

中间部分，在面部凹槽7的左右侧分别设有通向外侧的通气孔8。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211835122 U

4



[0033] 在所述的面部凹槽7内设有拖住头部的气垫圈。

[0034] 在所述的肩部气垫2的左右侧分别设有用于盛放双臂的手臂凹槽9。

[0035] 所述的俯卧位睡垫分为男款睡垫和女款睡垫，在所述的男款睡垫的腹部气垫上设

有盛放男性生殖器官的生殖器凹槽，在女款睡垫的胸部气垫前端设有盛放女性胸部的胸部

凹槽10。

[0036] 所述的肩部气垫2、胸部气垫3和腹部气垫4的上表面为向下生理性倾斜面。

[0037] 所述的头部气垫1、肩部气垫2、胸部气垫3和腹部气垫4相互独立，每个气垫均设有

气阀，在每个气垫的底部均有尼龙薄垫，在每个尼龙薄垫的边缘部分安装有按扣，各个气垫

间通过按扣相连。

[0038] 在所述的头部气垫1、肩部气垫2、胸部气垫3和腹部气垫4上均设有气垫套。

[0039] 所述的气垫套是采用尼龙布制作的。

[0040] 所述的肩部气垫的底部为圆弧形状的腿部支撑部分11。

[0041] 由四个气囊相互连接组成整体，分为头部一个模块和体部三个模块，四个气囊各

有气阀。气囊底部连有尼龙薄垫，在薄垫的边缘部分安装按扣，气囊间通过按扣相连。

[0042] 头部气垫设计有面部凹槽，用以放置面部，面部凹槽前后两端较浅，用于承接额头

和下颌。面部凹槽的边缘部分采用亲肤的材质制作，十分贴合人体的皮肤而且不仅具有一

定柔软性，在长久使用后也不会塌陷。

[0043] 在面部凹槽的左右两侧各有一通气孔连接外侧，用以通气；气道开口足够大，完全

不用担心会发生气流不畅的情况发生。

[0044] 体部模块设计有一定坡度，完全充气后倾斜角可达30°，完全符合人体工学的要

求，使使用者感到十分的舒适，不会在长时间睡眠后产生颈椎疼痛的现象。而且可以通过控

制充气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节这个角度。

[0045] 最外层肩部气垫前端两侧有手臂凹槽，对俯卧位时使用者的上臂起支撑和固定的

作用，手臂凹槽直径较大，可以使使用者的手臂有一定活动性，不会有被束缚的感觉。

[0046] 底部为平坦的圆弧腿部支撑部分，支撑大腿上部，其硬度经过了多次试验后确定，

可以适应不同体重的人的需求，对腿部有一定支撑作用又不会有压迫感，以此来减轻对胸

部的压迫，使呼吸更为顺畅。

[0047] 腹部气垫可以单独拆卸，以适应不同体型的要求，肥胖程度较高的人，可以将腹部

气垫拆除，以免对腹部造成压迫感而难以入睡。

[0048] 另外，对女款的胸部部分设计了胸部凹槽，以适应女性的生理构造特点。整个治疗

器有多个气垫构成，各个气垫之间由卡扣连接，使用时只需将气垫充气然后根据自己的需

要连接即可，十分简单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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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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9

CN 211835122 U

9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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