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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止鼾床垫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止鼾床垫，该床垫从上

到下依次包括第一布面层、第一环保硬质棉层、

棕垫层、弹簧层以及第二布面层，弹簧层包括多

个彼此相互独立的弹簧，其中该床垫还包括至少

两条软垫，其通过固定件可拆卸连接在床垫至少

两个角部的侧面接合处，并且在床垫的表面设置

有与所述固定件配合连接的锁紧件，以便当软垫

放置在床垫表面时用于锁定软垫的位置。根据本

实用新型，利用软性材料制成的软垫对人躺卧时

背部、膝盖等部位提供额外支撑，有利于睡眠时

长时间保持合适的姿势，避免打鼾。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209219661 U

2019.08.09

CN
 2
09
21
96
61
 U



1.一种止鼾床垫，其特征在于，该床垫从上到下依次包括第一布面层、第一环保硬质棉

层、棕垫层、弹簧层以及第二布面层，弹簧层包括多个彼此相互独立的弹簧，其中该床垫还

包括至少两条软垫，其通过固定件可拆卸连接在床垫至少两个角部的侧面接合处，并且在

床垫的表面设置有与所述固定件配合连接的锁紧件，以便当软垫放置在床垫表面时用于锁

定软垫的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止鼾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锁紧件是缝制在床垫表面的尼龙

搭扣或拉链，当所述至少两条软垫通过所述锁紧件锁定在床垫表面时用于支撑人体的背部

和膝盖。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止鼾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软垫的上表面具有S形曲面，且所

述软垫的高度从一端至另一端逐渐变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止鼾床垫，其特征在于，该床垫还包括设置于第一布面层内部

的红外传感装置和振动器，红外传感装置位于放置枕头的区域并与振动器电气连接，当红

外传感装置没有探测到人体辐射的红外线时就发出电信号至振动器，使其振动。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之一所述的止鼾床垫，其特征在于，该床垫还包括设置在棕垫层

与弹簧层之间的第一连接网和设置在弹簧层与第二布面层之间的第二连接网。

6.根据权利要求1至4之一所述的止鼾床垫，其特征在于，该床垫还包括主要由竹炭纤

维组成的竹炭纤维层，竹炭纤维层设置在棕垫层与弹簧层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1至4之一所述的止鼾床垫，其特征在于，该床垫还包括设置于弹簧层

与第二布面层之间的第二环保硬质棉层。

8.根据权利要求1至4之一所述的止鼾床垫，其特征在于，第一布面层的上表面上具有

凹槽和凸起，用于人体按摩。

9.根据权利要求1至4之一所述的止鼾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床垫还设置有多个通气

孔，通气孔自上而下贯穿床垫，用于透气，且所述床垫还包括分布于第一布面层内部的温度

调节装置和设置于第一布面层的内部的一个或多个磁石。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4之一所述的止鼾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床垫还包括多个无纺布

袋，每个无纺布袋包裹一个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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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止鼾床垫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床上用品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床垫，具体说是一种止鼾床垫。

背景技术

[0002] 睡觉打鼾是日常生活中一种常见的现象，不仅会影响别人休息，而且也会对自身

的身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长期打鼾或者打鼾严重的人往往都伴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在睡眠的过程中出现呼吸暂停，血中氧气减少，时间久后会影响记忆力。我们白天呼吸时咽

部气道正常，而睡眠时气道周围肌肉张力降低，造成咽部这个通道变窄，则气流通过时就会

发出声音来，出现打鼾现象。身体肥胖、咽鼻部有生理性病变的人以及人体出现感冒症状时

都可能造成打鼾。

[0003] 采取合适的睡眠姿势(如右侧卧位)，可有效避免仰卧时因软腭下坠而阻塞呼吸道

引起打鼾。但是，人睡着时全身放松，难以长时间保持某个姿势，并且，长时间处于某个姿势

还可能影响局部血液循环，降低睡眠质量。因此，期望提供一种有助于避免或减轻打鼾现象

且不会降低睡眠质量的床垫。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旨在克服现有床垫的不足，提供一种止鼾床垫，其具有避免或

减轻睡眠时的打鼾现象的作用；同时，这种床垫具有良好的透气性，且环保健康。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止鼾床垫，该床垫从上到下依次包括第一布面层、第一环保硬质棉层、棕垫

层、弹簧层以及第二布面层，弹簧层包括多个彼此相互独立的弹簧，其中该床垫还包括至少

两条软垫，其通过固定件可拆卸连接在床垫至少两个角部的侧面接合处，并且在床垫的表

面设置有与所述固定件配合连接的锁紧件，以便当软垫放置在床垫表面时用于锁定软垫的

位置。

[0007] 一实施例中，锁紧件可以是缝制在床垫表面的尼龙搭扣或拉链，当至少两条软垫

通过锁紧件锁定在床垫表面时用于支撑人体的背部和膝盖。

[0008] 一实施例中，软垫的上表面具有S形曲面，且软垫的高度从一端至另一端逐渐变

小。

[0009] 一实施例中，该床垫还可包括设置于第一布面层内部的红外传感装置和振动器，

红外传感装置位于放置枕头的区域并与振动器电气连接，当红外传感装置没有探测到人体

辐射的红外线时就发出电信号至振动器，使其振动。

[0010] 一实施例中，该床垫还可包括设置在棕垫层与弹簧层之间的第一连接网和设置在

弹簧层与第二布面层之间的第二连接网。

[0011] 一实施例中，该床垫还可包括主要由竹炭纤维组成的竹炭纤维层，竹炭纤维层设

置在棕垫层与弹簧层之间。

[0012] 一实施例中，该床垫还可包括设置于弹簧层与第二布面层之间的第二环保硬质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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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0013] 一实施例中，第一布面层的上表面上具有凹槽和凸起，用于人体按摩。

[0014] 一实施例中，床垫还可设置有多个通气孔，通气孔自上而下贯穿床垫，用于透气；

且床垫还可包括分布于第一布面层内部的温度调节装置和设置于第一布面层的内部的一

个或多个磁石。

[0015] 一实施例中，床垫还可包括多个无纺布袋，每个无纺布袋包裹一个弹簧。

[0016] 本实用新型相比于现有技术的有益效果是：利用软性材料制成的软垫对人躺卧时

背部、膝盖等部位提供额外支撑，有利于睡眠时长时间保持合适的姿势，避免打鼾。软垫平

时可拆卸地连接在床垫的角部接合处，可以防止人体因撞上坚硬的床架而受伤。另外，竹炭

纤维层释放出的负离子能调节人体的各项生理指标，改善睡眠质量，弥补打鼾对睡眠造成

的不良影响。

附图说明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止鼾床垫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止鼾床垫的俯视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软垫的侧视图。

[0021] 附图标记说明：

[0022] 1、弹簧层  21、31软垫  203、锁紧件  206、枕头区  41、第一布面层  42、第二布面层 

51、第一连接网  52、第二连接网  7、棕垫层  61、第一环保硬质棉层  62、第二环保硬质棉层 

8、竹炭纤维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进一步描述本实用新型的止鼾床垫。在此记载的实施

例为本实用新型的特定实施方式，用于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构思，均是解释性和示例性的，不

应解释为对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及本实用新型范围的限制。除在此记载的实施例外，本领

域技术人员还能够基于本申请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所公开的内容采用显而易见的其它技

术方案，这些技术方案包括对在此记载的实施例做出任何显而易见的替换和修改的技术方

案。

[0024] 本说明书的附图为示意图，辅助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构思，示意性地表示各部分的

相互关系。请注意，为了便于清楚地表现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各部分的关系。相同或相似

的参考标记用于表示相同或相似的部分。

[0025]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止鼾床垫，该床垫从上到下依次包括第一布面层

41、第一环保硬质棉层61、棕垫层7、竹炭纤维层8、弹簧层1以及第二布面层42，弹簧层包括

多个彼此相互独立的弹簧。

[0026] 第一布面层41位于床垫的最上层，与人体接触，第二布面层42位于床垫的最下层，

与床板接触。第一布面层41和第二布面层42将其它层包裹在中间，可防止污垢污染其它层，

对其它层起到保护作用。

[0027] 睡觉打鼾的人不宜睡太软的床垫，在本实用新型的床垫中没有采用柔软的乳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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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等材料，而是采用了环保硬质棉层和棕垫层，以提供适当的硬度。第一环保硬质棉层61

所采用的硬质棉是以优质化纤为原料制成的优质材料，具有足够的透气透水性，回弹性好，

耐老化，软硬适中，对人体无害。

[0028] 竹炭纤维层8主要由竹炭纤维组成。竹炭纤维是运用纳米技术将竹炭微粉化，然后

采用传统的化纤制备工艺过程，纺丝成型，制备出合格的纤维，如竹炭粘胶纤维。竹炭纤维

的横截面布满了大大小小椭圆形的空隙，可以瞬间吸收并蒸发大量水分，是“会呼吸”的透

气面料。竹炭纤维是纯天然的新型环保材料，矿物质含量高，能促进人体血液循环和新陈代

谢，缓解疲劳，释放出天然的香气，夜晚提高人的睡眠质量；并且竹炭纤维能发射出远红外

线和高浓度的负离子，实现蓄热保暖和改善睡眠时各项生理指标的效果。负离子有改善和

增强肺功能、增加人体血液中的含氧量的作用，可以缓解打鼾者血中氧气减少的症状，有利

于保持打鼾者脑组织等器官的正常新陈代谢。另外，竹炭纤维层8吸湿性强，可以有效吸收

透过床板向上游走的湿气，起到防潮的作用。

[0029] 第一环保硬质棉层61和竹炭纤维层8的厚度可以分别为20mm～30mm。当然，它们的

厚度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设置。

[0030] 如图1所示，止鼾床垫还可包括第一连接网51和第二连接网52。第一连接网51和第

二连接网52用于连接弹簧层1中的弹簧。进一步，止鼾床垫还可包括第二环保硬质棉层62，

第二环保硬质棉层62设置在第二连接网52与第二布面层42之间，使床垫更加柔软透气。

[0031] 本实用新型采用独立弹簧结构，弹簧层1的独立弹簧具有较好的弹性、抗压能力

强、耐用，有效延长了止鼾床垫的使用寿命。弹簧层1的各个弹簧的受力方向都沿着床垫的

厚度方向设置。

[0032]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止鼾床垫的俯视示意图。如图2所示，止鼾床垫还可包

括两条软垫21，其通过固定件(未示出)可拆卸连接在床垫两个角部的侧面接合处。软垫21

可以采用软性材料制成，如海绵、乳胶或者橡胶等，固定件可以是例如尼龙搭扣或拉链。床

垫的尺寸一般小于下面床架的尺寸，在角部处向外突出的床架容易让人磕伤。本实用新型

通过把软垫21设置在床垫的角部处，可以防止人体撞上坚硬的床架而受伤。进一步，在床垫

的表面上可以设置有与软垫的固定件配合连接的锁紧件203，其例如是缝制在床垫上的尼

龙搭扣或拉链。每当需要避免睡眠状态出现打鼾时，就可以把软垫21从角部处拆下来，利用

固定件与锁紧件203的配合连接来把软垫21放置在床垫表面的预定位置处，例如人体躺下

时背部、手肘和膝盖等所在的区域，对这些人体部位提供额外的支撑。图2中上部的软垫21

被设置在靠近床垫左侧边缘的位置，可以对右侧卧位的人体背部提供支撑，图2中下部的软

垫21被设置在靠近床垫下侧边缘的位置，可以对该人体的左膝盖和左小腿提供支撑。这样，

当人右侧躺卧时，通过软垫21的支撑确保了髋关节、膝关节以及踝关节在同一水平线上，以

免臀部或下背部肌肉紧张，使得人在睡眠时能较长时间保持30°-50°的斜卧位姿势，避免或

减轻打鼾。对于需要保持左侧卧位的人，例如孕妇，也可以在床垫靠近其右侧边缘的地方设

置软垫21，如图2中虚线框所示。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据需要调整软垫的设定位置和数

量，在此不再赘述。

[0033]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软垫的侧视图，如图3所示，软垫31的上表面具有S形曲

面，且软垫31的高度从一端至另一端逐渐变小。当软垫设计成如此的外形时，可以更好地贴

合睡眠状态下人体背部、小腿部等区域的轮廓，提高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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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另外，还可以在第一布面层内部设置红外传感装置和振动器(未示出)，红外传感

装置位于放置枕头的区域206并与振动器电气连接，当红外传感装置没有探测到人体辐射

的红外线时就发出电信号至振动器，使其发生振动，从而在体位明显偏离时将人唤醒，重新

纠正睡姿。

[0035] 第一布面层41的上表面上可以具有凹槽和凸起(图中未示出)，用于人体按摩。在

上表面设置凸起和凹槽时，这些凸起和凹槽相互配合，对人体进行按摩，符合人体工学设

计，能够缓解疲劳，帮助人们更好的休息。

[0036] 止鼾床垫中可设置有多个通气孔(未示出)，通气孔自第一布面层41的上表面延伸

到第二布面层42的下表面从而贯穿床垫，用于透气。

[0037] 进一步，在第一布面层41的内部可以分布有温度调节装置，用于调节温度，实现冬

暖夏凉的目的。另外，床垫还可包括设置于第一布面层41的内部的一个或多个磁石。磁石产

生的磁场能够平肝潜阳、安神益智，起到降压和调节作用。

[0038] 再有，床垫还可包括多个无纺布袋，每个无纺布袋包裹一个弹簧，各布袋有序排列

并粘连在一起，可以保持弹簧弹力的持久性。采用这种布袋簧结构时，由于各弹簧独立受

力，更能顺应人体的曲线，通过每个弹簧不同程度的伸缩来实现支撑，从而能够获得良好的

支撑效果。

[0039] 本实用新型的止鼾床垫将软性材料制成的软垫可拆卸布置在床垫表面的预定位

置，例如人躺卧时背部、膝盖等部位所在之处，便于人熟睡时较长时间保持右侧卧位，防止

打鼾。另外，通过增设能够发射高浓度负离子的竹炭纤维层，即使人体因气道变窄出现轻度

的打鼾，空气中高浓度的负离子也可以缓解血中氧气的减少，从而改善人体睡眠时的新陈

代谢，提高睡眠质量。

[0040] 以上对本实用新型的止鼾床垫的实施方式进行了说明。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根据

上述披露的特征的作用对于本实用新型的止鼾床垫的具体特征进行具体设计。而且，上述

披露的各技术特征并不限于已披露的与其它特征的组合，本领域技术人员还可根据本实用

新型的目的进行各技术特征之间的其它组合，以实现本实用新型的目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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