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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可调节高度的乳胶

保健枕，其包括枕套、乳胶枕体和若干对乳胶垫

片；枕套包裹着乳胶枕体；乳胶枕体包括中间部

分、设于中间部分左侧的左侧部分及设于中间部

分右侧的右侧部分；其中，中间部分的高度均低

于左侧部分的高度和右侧部分的高度，左侧部分

的左侧壁和右侧部分的右侧壁中间均开设有往

中间部分延伸的横向间隙；横向间隙均可选择插

入任意一对中乳胶垫片的其中一片乳胶垫片，或

者均可插入任意对乳胶垫片叠加组合中的乳胶

垫片。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主要解决现有

的枕头难以同时满足三种睡姿的要求，从而影响

睡眠质量，进而影响身体健康的问题，进一步解

决了杀菌的问题，及枕头透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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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调节高度的乳胶保健枕，其特征在于：其包括枕套、乳胶枕体和若干对乳胶垫

片；枕套包裹着乳胶枕体；乳胶枕体包括中间部分、设于中间部分左侧的左侧部分及设于中

间部分右侧的右侧部分；其中，中间部分的高度均低于左侧部分的高度和右侧部分的高度，

左侧部分的左侧壁和右侧部分的右侧壁中间均开设有往中间部分延伸的横向间隙；一种可

调节高度的乳胶保健枕设有至少三对乳胶垫片，每一对乳胶垫片均由两片高度相同的乳胶

垫片组成；每一对乳胶垫片的高度依次递增；每一个横向间隙均可选择插入任意一对中乳

胶垫片的其中一片乳胶垫片，或者均可插入任意对乳胶垫片叠加组合中的乳胶垫片；一种

可调节高度的乳胶保健枕设有三对乳胶垫片，分别为第一对乳胶垫片、第二对乳胶垫片及

第三对乳胶垫片；第一对乳胶垫片的高度、第二对乳胶垫片的高度及第三对乳胶垫片的高

度依次递增；第一对乳胶垫片中的每一片乳胶垫片的高度均为1cm，第二对乳胶垫片中的每

一片乳胶垫片的高度均为2cm，第三对乳胶垫片中的每一片乳胶垫片的高度均为3cm；第一

对乳胶垫片中的每一片乳胶垫片均为第一乳胶垫片，第二对乳胶垫片中的每一片乳胶垫片

均为第二乳胶垫片，第三对乳胶垫片中的每一片乳胶垫片均为第三乳胶垫片；左侧部分的

横向间隙可以插入第一乳胶垫片，或者可以插入第一乳胶垫片和第二乳胶垫片的组合，或

者可以插入第一乳胶垫片与第三乳胶垫片的组合，或者可以插入第一乳胶垫片、第二乳胶

垫片及第三乳胶垫片叠加的组合；右侧部分的横向间隙可以插入第一乳胶垫片，或者可以

插入第一乳胶垫片和第二乳胶垫片的组合，或者可以插入第一乳胶垫片与第三乳胶垫片的

组合，或者可以插入第一乳胶垫片、第二乳胶垫片及第三乳胶垫片叠加的组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节高度的乳胶保健枕，其特征在于：每一对乳胶垫片

插入横向间隙之后的长度与乳胶枕体的长度相对应；左侧部分的横向间隙和右侧部分的横

向间隙相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调节高度的乳胶保健枕，其特征在于：乳胶枕体设有若

干通气孔，每一个通气孔均自乳胶枕体上端往乳胶枕体下端贯通；左侧部分、中间部分及右

侧部分均分布有通气孔。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可调节高度的乳胶保健枕，其特征在于：乳胶枕体上设有

36个通气孔，其中12个通气孔阵列分布在左侧部分上，其中12个通气孔阵列分布在中间部

分上，其中12个通气孔阵列分布在右侧部分上；每一个通气孔均为圆形孔，每一个圆形孔的

横截面直径为1.5cm。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可调节高度的乳胶保健枕，其特征在于：每一横向间隙底

端的乳胶枕体上均设有至少一条凹槽，每条凹槽均自左侧部分往右侧部分方向延伸，每一

片乳胶垫片的下端均设有与凹槽相适配的凸台；每一条凹槽上均设有若干过气孔，通气孔

通过凹槽与过气孔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可调节高度的乳胶保健枕，其特征在于：每一片乳胶垫片

的表面均涂覆一层用于杀菌的第一银材料层；左侧部分的上端面、中间部分的上端面及右

侧部分的上端面配合形成支撑曲面，支撑曲面的前侧端边缘设有弧形拱起部位。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可调节高度的乳胶保健枕，其特征在于：每一片乳胶垫片

的内部均包裹有一塑胶软片，每一塑胶软片上设有若干小孔，小孔连通过气孔，塑胶软片的

表面电镀一层第二银材料层；塑胶软片呈中间拱起的弧形塑胶软片。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可调节高度的乳胶保健枕，其特征在于：一种可调节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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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乳胶保健枕还包括有配合将乳胶垫片插入横向间隙之间的塑胶框，塑胶框呈方形，其内

部可容纳所有的乳胶垫片，塑胶框的左右两端设有开口，

横向间隙又称之为连体横向间隙，

通气孔又称之为上下通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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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调节高度的乳胶保健枕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保健枕头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可调节高度的乳胶保健枕。

背景技术

[0002] 睡觉是养生第一要素，人的生命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睡眠质

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的精神状态和身体健康；严重的可导致患上颈椎病、骨质增生、脑供

血不足或耳鸣等疾病；因此有一个适应人体骨骼组织、生理节律的枕头是提高睡眠质量的

重要保障。

[0003] 人的睡眠姿势一般分为三种，脸朝上仰卧、左铡卧和右侧卧，这三种姿势人们在睡

眠过程中一般交替使用，当脸朝上仰卧时，人们对于枕头高度的需求差别不是很大，当左侧

卧或右侧卧时，由于人的胖瘦、肩宽不同，对枕头左右两侧的高度要求差别很大。

[0004] 传统的枕头一般都是整个枕头高度一致，不能适应三种睡眠姿势，脸朝上仰卧睡

觉时，枕头应当低，如果枕头高了，颈椎向上弯曲拉伸，时间久了，睡眠质量不好，使得颈椎

受损容易骨质增生；左侧卧或右侧卧睡觉时，枕头要求比仰卧时要高点，如果枕头高了，颈

椎向上弯曲拉伸，早晨起来会感觉脖子僵硬、头昏乏力，严重时有失枕表现；如果枕头低了，

颈椎容易处于悬空状态，左右侧卧时颈椎向下弯曲拉伸，并且下鄂会因此向上抬，容易张口

呼吸、打鼾；因而早晨起来会头痛肩痛或有失枕的感觉，甚至出现头脑眩晕、耳鸣；由于枕头

的高度不适，时间长了容易造成椎动脉通路受阻脑供血不足，特别是中老年人或身体较胖

的人表现更为严重。

[0005]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现多种多样的保健枕，人们根据人体工学，枕头

的形式以“前高后低”的外形最有利于颈椎健康；这种枕头可利用前方凸出部位来维持颈椎

的生理曲度；这种枕头适合仰卧，但不太适于左右侧卧；也出现了两边高中间低的枕头，但

是其结构复杂，高度调整不方便，生产成本高，且效果不理想。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可调节高度的

乳胶保健枕，其主要解决现有的枕头难以同时满足三种睡姿的要求，从而影响睡眠质量，进

而影响身体健康的问题，进一步解决了杀菌的问题，及枕头透气的问题。

[0007]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可调节高度的乳胶保健枕，其包括枕套、乳胶枕体和若干对乳胶垫片；枕套包

裹着乳胶枕体；乳胶枕体包括中间部分、设于中间部分左侧的左侧部分及设于中间部分右

侧的右侧部分；其中，中间部分的高度均低于左侧部分的高度和右侧部分的高度，左侧部分

的左侧壁和右侧部分的右侧壁中间均开设有往中间部分延伸的横向间隙；一种可调节高度

的乳胶保健枕设有至少三对乳胶垫片，每一对乳胶垫片均由两片高度相同的乳胶垫片组

成；每一对乳胶垫片的高度依次递增；每一个横向间隙均可选择插入任意一对中乳胶垫片

的其中一片乳胶垫片，或者均可插入任意对乳胶垫片叠加组合中的乳胶垫片。也就是在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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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的左右两侧开设横向间隙，通过插入不同高度/厚度的乳胶垫片来调节整体的高度，以适

应人体平躺睡或者侧睡。

[0009] 开发出其中一种方式的产品为：一种可调节高度的乳胶保健枕设有三对乳胶垫

片，分别为第一对乳胶垫片、第二对乳胶垫片及第三对乳胶垫片；第一对乳胶垫片的高度、

第二对乳胶垫片的高度及第三对乳胶垫片的高度依次递增；第一对乳胶垫片中的每一片乳

胶垫片的高度均为1cm，第二对乳胶垫片中的每一片乳胶垫片的高度均为2cm，第三对乳胶

垫片中的每一片乳胶垫片的高度均为3cm；第一对乳胶垫片中的每一片乳胶垫片均为第一

乳胶垫片，第二对乳胶垫片中的每一片乳胶垫片均为第二乳胶垫片，第三对乳胶垫片中的

每一片乳胶垫片均为第三乳胶垫片；左侧部分的横向间隙可以插入第一乳胶垫片，或者可

以插入第一乳胶垫片和第二乳胶垫片的组合，或者可以插入第一乳胶垫片与第三乳胶垫片

的组合，或者可以插入第一乳胶垫片、第二乳胶垫片及第三乳胶垫片叠加的组合；右侧部分

的横向间隙可以插入第一乳胶垫片，或者可以插入第一乳胶垫片和第二乳胶垫片的组合，

或者可以插入第一乳胶垫片与第三乳胶垫片的组合，或者可以插入第一乳胶垫片、第二乳

胶垫片及第三乳胶垫片叠加的组合。

[0010] 每一对乳胶垫片插入横向间隙之后的长度与乳胶枕体的长度相对应；左侧部分的

横向间隙和右侧部分的横向间隙相连通。也就是使得左侧部分的上端面和右侧部分的上端

面均可以升高，同时中间部分的也是同步升高。

[0011] 为了解决枕头透气的问题，乳胶枕体设有若干通气孔，每一个通气孔均自乳胶枕

体上端往乳胶枕体下端贯通；左侧部分、中间部分及右侧部分均分布有通气孔。

[0012] 乳胶枕体上设有36个通气孔，其中12个通气孔阵列分布在左侧部分上，其中12个

通气孔阵列分布在中间部分上，其中12个通气孔阵列分布在右侧部分上；每一个通气孔均

为圆形孔，每一个圆形孔的横截面直径为1.5cm。

[0013] 每一横向间隙底端的乳胶枕体上均设有至少一条凹槽，每条凹槽均自左侧部分往

右侧部分方向延伸，每一片乳胶垫片的下端均设有与凹槽相适配的凸台；每一条凹槽上均

设有若干过气孔，通气孔通过凹槽与过气孔连通。通气孔、凹槽及过气孔之间形成气体流通

道，方便枕头透气，使得人体更加舒服，避免产生更加多的汗，同时及时有汗也会将汗气引

到排除，使得人体更加舒服。

[0014] 为了解决乳胶垫片长期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细菌的问题，每一片乳胶垫片的表面均

涂覆一层用于杀菌的第一银材料层；左侧部分的上端面、中间部分的上端面及右侧部分的

上端面配合形成支撑曲面，支撑曲面的前侧端边缘设有弧形拱起部位。第一银材料层可以

进行杀菌，使得人体使用过程中更加卫生。弧形拱起部位与人体颈部轮廓相适配，以支撑人

体颈部。

[0015] 为了方便将乳胶垫片插入横向间隙中，每一片乳胶垫片的内部均包裹有一塑胶软

片，每一塑胶软片上设有若干小孔，小孔连通过气孔，塑胶软片的表面电镀一层第二银材料

层；塑胶软片呈中间拱起的弧形塑胶软片。塑胶软片可以增强整个乳胶垫片的强度，同时使

得乳胶不容易变形，同时小孔可以将过气孔中的气体传递给凹槽，通过凹槽排除。

[0016] 为了方便将乳胶垫片插入横向间隙中，采用另一种技术方案：一种可调节高度的

乳胶保健枕还包括有配合将乳胶垫片插入横向间隙之间的塑胶框，塑胶框呈方形，其内部

可容纳所有的乳胶垫片，塑胶框的左右两端设有开口。将塑胶框插入横向间隙中，然后将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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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垫片放入塑胶框中，最后将塑胶框拔出来，即可实现将乳胶垫片放置如横向间隙内部的

目的。

[0017] 进一步，如果采用两片不同规格的乳胶垫片组合插入横向间隙内部，那么两片乳

胶垫片之间通过魔术贴连接为一体，然后再插入横向间隙中。

[0018] 进一步，凹槽一端靠近中间部位的侧端，凹槽的另一端设于乳胶枕头的侧端边缘，

使得透气更加好。

[0019] 更进一步，为了使得透气更加好，可以在左侧部分和右侧部分的侧端往中间部分

方向延伸若干横向连通孔，横向连通孔与通气孔连通。

[0020] 因为只有上下的通气孔，会在使用过程中枕头变形导致通气孔堵塞的情况发生。

[0021] 横向间隙又称之为连体横向间隙。

[0022] 通气孔又称之为上下通气孔。

[002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主要解决现有的枕头难以同时满足三种睡姿的要求，

从而影响睡眠质量，进而影响身体健康的问题，进一步解决了杀菌的问题，及枕头透气的问

题。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实用新型剖切示意图一。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为了更好地理解与实施，下面结合附图给出具体实

施例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所举实施例仅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并非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

的范围。

[0027] 实施例1，参见图1、2，首先制作浇注原料，以聚氨酯和乳胶为主要原料，合成浇注

原料，然后用中间低左右两侧高的枕体模具，向枕体模具内注入浇注原料，浇注制成乳胶枕

体1，乳胶枕体1由中间部分2、左侧部分3和右侧部分4三部分连体组成，中间部分2低，左侧

部分3和右侧部分4比中间部分2高，左侧部分3和右侧部分4比中间部分2高出部分的内侧面

7封闭，且向外倾斜，与水平面的夹角为115度；在乳胶枕体1的中间部分2及左右两侧部分3、

4上分别有12个上下通气孔，直径为1.5cm；同时在模具两侧设有抽芯，在抽芯气缸的作用

下，产生垫片间隙，即在左侧部分3和右侧部分4的外侧面分别形成可加入乳胶垫片6的连体

横向间隙5，连体横向间隙5的底面有凹槽，凹槽至少为两个，2个凹槽可以设计在连体横向

间隙5  底面的纵向或横向的中轴线上，也可以为4个，分别分布在四个角上；采用浇注原料

和垫片模具一次性浇注出六个乳胶垫片6，厚度分别为1cm、2cm或  3cm厚的垫片，每种规格

两片；乳胶垫片6上有与连体横向间隙5底面上的凹槽相匹配的凸台，使用时，将凸台插入凹

槽内，将证乳胶垫片6固定在连体横向间隙5底面上，保证乳胶垫片6在连体横向间隙5内固

定不滑动；每片乳胶垫片6上分别有六条通风槽和12个通气孔，通风槽宽1cm，通气孔直径

1.5cm；在乳胶枕体1外套上与乳胶枕体1形状相吻合的枕套；形成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乳胶浇

注高度可调节的保健枕。

[0028] 实施例2，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是中间部分2的前侧带弧形拱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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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乳胶浇注高度可调节的保健枕，采用乳胶浇注，保健枕在垫片

的作用下左右高低可调节，当睡觉脸朝上仰卧时枕中间，能够很好的保持颈椎的生理弯曲

度，使颈椎不被拉伸不受损；左侧卧或右侧卧时枕左右两边，可根据个人的胖瘦、肩宽肩窄

在横向间隙内插入乳胶垫片，一次性调节好高度，使颈椎保持平行不伸拉不蜷曲，保障椎动

脉的通路通畅，脑供血充足，有利于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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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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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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