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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医疗保健枕，涉及颈

部护理用品的技术领域，解决了现有技术中保健

枕能够适用于的睡姿单一的技术问题。该医疗保

健枕包括第一侧枕部、第二侧枕部、颈椎枕部和

头枕部，颈椎枕部和头枕部位于第一侧枕部和第

二侧枕部之间，且颈椎枕部位于靠近人体身躯的

一端，头枕部位于远离人体身躯的一端。颈椎枕

部的厚度大于头枕部的厚度，仰枕时，颈椎枕部

支撑在人体颈部后侧凹陷部，头枕部支撑人体后

脑。侧枕时，第一侧枕部或第二侧枕部支撑人体

头部左侧或右侧。颈椎枕部和头枕部位于第一侧

枕和第二侧枕之间，不仅能用于人体左右侧睡，

还能矫正仰睡时头部和颈部放置的位置，以使颈

椎枕部和头枕部能够准确地支撑人体颈椎和头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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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医疗保健枕，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侧枕部(1)、第二侧枕部(2)、颈椎枕部(3)和

头枕部(4)，

所述颈椎枕部(3)和头枕部(4)位于所述第一侧枕部(1)和所述第二侧枕部(2)之间，且

所述颈椎枕部(3)位于靠近人体身躯的一端，所述头枕部(4)位于远离人体身躯的一端；

所述颈椎枕部(3)的厚度大于所述头枕部(4)的厚度，仰枕时，所述颈椎枕部(3)支撑在

人体颈部后侧凹陷部，所述头枕部(4)支撑人体后脑；

侧枕时，所述第一侧枕部(1)或第二侧枕部(2)支撑人体头部左侧或右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疗保健枕，其特征在于，所述颈椎枕部(3)与人体颈部后侧

曲线相适配，仰枕时，所述颈椎枕部(3)与人体颈部后侧贴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疗保健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侧枕部(1)和/或所述第二

侧枕部(2)的厚度与人体肩部宽度相适配。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医疗保健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侧枕部

(1)、所述第二侧枕部(2)、所述颈椎枕部(3)和所述头枕部(4)均包括填充腔室，且各部分的

填充腔室之间相互分隔和/或独立。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医疗保健枕，其特征在于，所述头枕部(4)包括多个填充腔室，

且所述头枕部(4)内各腔室之间相互分隔和/或独立。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医疗保健枕，其特征在于，所述头枕部(4)内各填充腔室为长

条状，且所述头枕部(4)内各填充腔室的两端分别与所述第一侧枕部(1)和所述第二侧枕部

(2)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医疗保健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侧枕部(1)、所述第二侧枕

部(2)、所述颈椎枕部(3)和所述头枕部(4)上均设置有开口。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医疗保健枕，其特征在于，所述填充腔室内的填充物为中草

药。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疗保健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枕套，所述枕套嵌套在所述

第一侧枕部(1)、所述第二侧枕部(2)、所述颈椎枕部(3)和所述头枕部(4)上。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医疗保健枕，其特征在于，所述枕套与所述第一侧枕部(1)、

所述第二侧枕部(2)、所述颈椎枕部(3)和所述头枕部(4)相适配，且所述枕套与所述第一侧

枕部(1)、所述第二侧枕部(2)、所述颈椎枕部(3)和所述头枕部(4)的表面相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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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医疗保健枕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颈部护理用品的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医疗保健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的保健枕种类繁多，由于人体仰睡和侧睡时所需的支撑的一面结构不

一，现有技术中的保健枕多以适应人体仰睡姿势，而不能适应人体侧睡。并且现有技术中的

保健枕中支撑人体头部的部分内的填充物容易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滑移，进而导致头部支撑

力不足，颈部支撑力增加的技术问题。

[0003] 为此，急需提供一种够适用于人体仰枕和侧枕的保健枕。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其中一个目的是提出一种医疗保健枕，解决了现有技术中保健枕能

够适用于的睡姿单一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优选技术方案所能够达到诸多有益技术效

果，具体见下文阐述。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6] 本实用新型的医疗保健枕包括第一侧枕部、第二侧枕部、颈椎枕部和头枕部，颈椎

枕部和头枕部位于第一侧枕部和第二侧枕部之间，且颈椎枕部位于靠近人体身躯的一端，

头枕部位于远离人体身躯的一端。颈椎枕部的厚度大于头枕部的厚度，仰枕时，颈椎枕部支

撑在人体颈部后侧凹陷部，头枕部支撑人体后脑。侧枕时，第一侧枕部或第二侧枕部支撑人

体头部左侧或右侧。

[0007] 根据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颈椎枕部与人体颈部后侧曲线相适配，仰枕时，颈椎枕

部与人体颈部后侧贴合。

[0008] 根据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第一侧枕部和/或第二侧枕部的厚度与人体肩部宽度

相适配。

[0009] 根据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第一侧枕部、第二侧枕部、颈椎枕部和头枕部均包括填

充腔室，且各部分的填充腔室之间相互分隔和/或独立。

[0010] 根据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头枕部包括多个填充腔室，且头枕部内各腔室之间相

互分隔和/或独立。

[0011] 根据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头枕部内各填充腔室为长条状，且头枕部内各填充腔

室的两端分别与第一侧枕部和第二侧枕部连接。

[0012] 根据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第一侧枕部、第二侧枕部、颈椎枕部和头枕部上均设置

有开口。

[0013] 根据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填充腔室内的填充物为中草药。

[0014] 根据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保健枕还包括枕套，枕套嵌套在第一侧枕部、第二侧枕

部、颈椎枕部和头枕部上。

[0015] 根据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枕套与第一侧枕部、第二侧枕部、颈椎枕部和头枕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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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且枕套与第一侧枕部、第二侧枕部、颈椎枕部和头枕部的表面相贴合。

[001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医疗保健枕至少具有如下有益技术效果：

[0017]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医疗保健枕，通过设置颈椎枕部和头枕部，使得人体在仰枕是

能够利用颈椎枕部支撑后颈部，利用头枕部支撑人体后脑部位，进而能够有效能有效改善

颈椎曲度变直问题，稳定颈椎前凸曲线，进而达到保证脊柱正常S线的目的。

[0018] 进一步地，颈椎枕部和头枕部位于第一侧枕和第二侧枕之间，不仅能够适用于人

体左侧侧睡和人体右侧侧睡，还能有效矫正仰睡时，人体头部和颈部的位置，以使颈椎枕部

和头枕部能够准确地支撑人体颈椎和头部。

[0019] 此外，本实用新型优选技术方案还可以产生如下技术效果：

[0020] 本实用新型优选技术方案的颈椎枕部与人体后劲贴合，有利于缓解颈椎肌肉疲

劳，打开椎关节间隙，改善血液循环，从而能达到治颈助睡眠。

[0021] 本实用新型优选技术方案的第一侧枕部和/或第二侧枕部的厚度与人体肩部宽度

相适配，以使人体侧枕时，第一侧枕部或第二侧枕部能够支撑人体头部和/或颈椎，以使得

人体颈椎和头部能够保持水平，进而缓解侧躺时颈椎压力。本实用新型优选技术方案的头

枕部设置多个填充腔室，能够有效控制头枕部的高度，使得头枕部与颈椎枕部能够形成与

人体相适配的支撑面。

附图说明

[002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

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3]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实施方式医疗保健枕的第一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实施方式医疗保健枕的第二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实施方式医疗保健枕的第三示意图；

[0026]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实施方式人体侧睡时的示意图；

[0027] 图5是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实施方式人体仰睡时的示意图。

[0028] 图中：1-第一侧枕部；2-第二侧枕部；3-颈椎枕部；4-头枕部。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

方案进行详细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

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

提下所得到的所有其它实施方式，都属于本实用新型所保护的范围。

[0030] 参照图1至图5，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医疗保健枕包括第一侧枕部1、第二侧

枕部2、颈椎枕部3和头枕部4，颈椎枕部3和头枕部4位于第一侧枕部1和第二侧枕部2之间，

且颈椎枕部3位于靠近人体身躯的一端，头枕部4位于远离人体身躯的一端。颈椎枕部3的厚

度大于头枕部4的厚度，仰枕时，颈椎枕部3支撑在人体颈部后侧凹陷部，头枕部4支撑人体

后脑。侧枕时，第一侧枕部1或第二侧枕部2支撑人体头部左侧或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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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优选的，第一侧枕部1和第二侧枕部2对称设置在颈椎枕部3和/或头枕部4的两侧。

使用时，人体有仰睡改为左侧睡或右侧睡均能自动将头部和颈部翻滚至第一侧枕部1或第

二侧枕部2上，进而无需调整保健枕的位置，使得睡姿调整更加便捷自然。优选的，第一侧枕

部1和第二侧枕部2的厚度大于头枕部4和/或颈椎枕部3的厚度，以使第一侧枕部1和第二侧

枕部2能够在人体仰睡时对头保护起到稳定作用，以防止头部和/或颈部滑落和/或偏置。

[0032] 参照图5，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颈椎枕部3与人体颈部后侧曲线相适配，仰枕

时，颈椎枕部3与人体颈部后侧贴合。

[0033] 参照图4，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第一侧枕部1和/或第二侧枕部2的厚度与人

体肩部宽度相适配。具体的，当人体头部和/或侧颈部支撑在第一侧枕部1和第二侧枕部2上

时，第一侧枕部1和/或第二侧枕部2能够保持人体头部和人体颈椎部水平，进而达到缓解人

体颈部压力，打开椎关节间隙，改善血液循环，以达到治颈助睡眠。

[0034] 参照图1至图5，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第一侧枕部1、第二侧枕部2、颈椎枕部3

和头枕部4均包括填充腔室，且各部分的填充腔室之间相互分隔和/或独立。

[0035] 上述优选实施例中，第一侧枕部1、第二侧枕部2、颈椎枕部3和头枕部4中的填充腔

室独立和/或分隔设置，能够有效避免各部分填充腔室内的填充物相互流动，以避免某一部

位填充腔室内的填充物移动造成该部位的厚度和/或形状发生较大的变化，防止医疗保健

枕对人体头部和/或颈椎部支撑点的发生变化。同时也是医疗保健枕在移动过程中各部位

出现变形。

[0036] 参照图1至图5，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头枕部4包括多个填充腔室，且头枕部4

内各腔室之间相互分隔和/或独立。

[0037] 参照图1和图5，头枕部4内各填充腔室为长条状，且头枕部4内各填充腔室的两端

分别与第一侧枕部1和第二侧枕部2连接。

[0038] 上述优选实施例中，头枕部4设置多个填充腔室，能够有效控制头枕部4的厚度。并

且多个填充腔室能够降低头枕部4内填充物的可移动性，能够避免头枕部4在受到后脑压力

后，内部填充物向后移动。

[0039] 需要说明的是，人体在仰枕时，人体的颈部是跨过颈椎枕部3，故而颈椎枕部3内的

填充物会在人体颈椎的挤压下向两侧移动，以实现颈椎枕部3高度和形状的微调。将头枕部

4设置多个长条状的填充腔室，且各腔室的两端分别与第一侧枕部1和第二侧枕部2连接，既

能保证头枕部4高度的微调，还能防止头枕部4内的填充物向后侧移动过多，保证人体头部

能够得到头枕部4的支撑。

[0040]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第一侧枕部1、第二侧枕部2、颈椎枕部3和头枕部4上均

设置有开口。优选的，开口处设置有拉链、纽扣和/或魔术贴，以便于填充物的更换。

[0041] 优选的，填充腔室内的填充物为中草药。优选的，填充腔室内的填充物为包括骨碎

补、羌活、木瓜、制乳香、藏红花和/或荞麦皮等，以达到强骨，续伤止痛，散寒祛风，驱虫消食

等的效果。

[0042]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优选实施例中仅仅是对保健枕内填充物进行举例说明，具体

的，可以根据需要依据配伍组成的基本原则君臣佐使选择不同种类和/或配方的中草药，以

达到所需的护理效果。

[0043]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该医疗保健枕还包括枕套，枕套嵌套在第一侧枕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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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侧枕部2、颈椎枕部3和头枕部4上。

[0044] 优选的，枕套与第一侧枕部1、第二侧枕部2、颈椎枕部3和头枕部4相适配，且枕套

与第一侧枕部1、第二侧枕部2、颈椎枕部3和头枕部4的表面相贴合。

[0045]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

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

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权

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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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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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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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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