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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包

括温度采集模块，其用于采集枕体的温度；高度

采集模块，其以网格状配置在所述枕体的上下表

面之间，其用于采集枕体的每个区域的高度；服

务器，其将所述温度采集模块、高度采集模块采

集到的温度数据和高度数据储存入存储模块；及

显示模块，其用于以列表形式显示所述存储模块

中的温度数据和高度数据。本发明通过上述结构

可实现对于枕头数据的采集和管理，从而将上述

数据汇聚成大数据，并通过显示模块呈现出来，

从而方便用户对于本人多次睡眠时或多人的多

次睡眠时的温度、枕头高度进行测量，从而选择

合适的枕头高度和枕头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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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温度采集模块，其用于采集枕体的温度；

高度采集模块，其以网格状配置在所述枕体的上下表面之间，其用于采集枕体的每个

区域的高度；

服务器，其将所述温度采集模块、高度采集模块采集到的温度数据和高度数据储存入

存储模块；及

显示模块，其用于以列表形式显示所述存储模块中的温度数据和高度数据；

所述枕体的上下表面之间设有充水层(100)、充气层、电磁支撑层；

所述充水层(100)包括第一垫体(101)、电热丝防水套(102)，所述电热丝防水套(102)

位于所述第一垫体(101)的上方并且与第一垫体(101)相固定，在所述电热丝防水套(102)

朝向上的一侧构成有凹陷于电热丝防水套(102)的上表面的电热丝(103)开设凹道；电热丝

(103)，所述电热丝(103)在对应于所述电热丝(103)开设凹道的位置设置在所述电热丝防

水套(102)上，并且所述电热丝(103)的进水管端和出水管端在同一位置探出电热丝防水套

(102)用于与水泵(104)连接；隔磁层(105)，所述隔磁层(105)在对应于所述电热丝防水套

(102)的上方的位置与电热丝防水套(102)相固定并且对所述的电热丝(103)蔽护；在对应

于所述隔磁层(105)的上方的位置设置有水袋(106)，通过所述水袋(106)对所述第一垫体

(101)、电热丝防水套(102)和隔磁层(105)的四周蔽护并且同时对隔磁层(105)的上方蔽

护；所述的水袋(106)包括上面、底布、中转层和侧面，上面位于中转层的上方，底布位于中

转层的下方，并且上面、底布以及中转层通过绗缝线彼此缝合连结，侧面与悬垂状态同时与

上面、底布以及中转层的四周边缘部位连接，通过所述侧面对所述第一垫体(101)、电热丝

防水套(102)和隔磁层(105)的四周蔽护；其中：所述的上面为天然纤维布或人造纤维布，所

述的底布为无纺布，所述的中转层为无胶棉；

所述充气层配置在所述充水层(100)的水袋(106)内，所述充气层包括第一旁构件、下

连接板、第一室、中间块、排液体积控制管路、第一旁构件；所述第一旁构件为将多个填充物

上下配置结合而形成的壁体结构左右配置形成的，所述填充物具备可在内部储存空气的密

封填充物；所述下连接板将所述左右第一旁构件的下端相互连接；所述第一室由所述下连

接板向下方延长伸出形成，由压载侧壁体和压载下连接板围绕形成密封空间，所述密封空

间内部能够填充压载水；所述第一旁构件由第一旁构件的下端构件向下方延长形成曲线

形，且面向垫体内侧的一侧面开放；所述中间块连接所述第一旁构件和所述压载侧壁体，沿

着垫体长度方向多个相隔设置而形成多个下面开放且一侧面不同任体下端侧构件连通的

气压舱；所述排液体积控制管路的一端延长至填充物内的填充物而另一端与外部的空气压

缩机连接，并设置排液调节阀控制供应或者排放压缩空气；通过所述排液体积控制管路供

应或排放压缩空气，给所述填充物的填充物及气压舱填满水或者排放水，从而可进行排液

调节；

所述电磁支撑层设置在所述充水层(100)的水袋(106)和所述充气层的第一室之间，所

述电磁支撑层包括套筒、第一电磁铁、第一永磁铁，所述套筒内设有沿其移动的第一电磁

铁，所述第一永磁铁与所述套筒的端部固定，所述第一电磁铁与所述第一室固定，所述第一

永磁铁与所述水袋(106)固定，所述第一电磁铁的电源与所述服务器连接，所述服务器控制

第一电磁铁的电流大小和电流方向。

权　利　要　求　书 1/3 页

2

CN 107423346 B

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存储模块

能够导出至外部文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存储模块

与备份模块连接，所述备份模块用于备份所述存储模块内的数据库。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模块

包括查询模块，所述查询模块用于根据关键词查询所述存储模块内的数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存储模块

为SSD固态硬盘。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服务器根

据用户的身高A、体重B、年龄C、平均睡眠时间D、性别；按如下公式输出推荐枕体高度E，所述

服务器通过推荐枕体高度E控制枕体的电磁支撑层的第一电磁铁的电流大小和电流方向，

使枕体的初始高度为推荐枕体高度E；

其中，用户的身高A的单位为厘米；

体重B的单位为公斤；

年龄C的单位为周岁；

平均睡眠时间D的单位为小时；

推荐枕体高度E的单位为厘米。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模块

以睡眠时间为横轴，以采集到的温度数据、高度数据、推荐高度E、推荐温度F为纵轴绘制折

线图，并在所述显示模块上显示所述折线图，其中所述推荐温度F为26℃。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服务器包

括

子服务器调度模块，其用于与多个枕体的温度采集模块连接；

子服务器，其与子服务器调度模块连接，其用于将采集的温度数据与存储模块中的温

度数据的平均值进行比较，若采集的温度数据小于存储模块中的温度数据的平均值的一

半，或大于存储模块中的温度数据的平均值的1.5倍时，则删除采集的温度数据；若采集的

温度数据在存储模块中的温度数据的平均值的一半和存储模块中的温度数据的平均值的

1.5倍之间时，则将所述采集的温度数据G、存储模块中的温度数据的平均值H、原存储模块

中存储的温度数据的个数K，按如下公式向所述显示模块输出改进建议温度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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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采集的温度数据G、存储模块中的温度数据的平均值H、改进建议温度L的单位为

摄氏度，个数K的单位为个。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子服务器

调度模块根据所述子服务器需要计算的数据的个数M、身高A、体重B、年龄C、平均睡眠时间

D、采集的温度数据G、存储模块中的温度数据的平均值H、按如下公式输出计算的优先级评

分P，然后根据所述优先级评分P安排子服务器的计算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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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数据管理系统，特别是涉及一种用于针对枕头的高度、温度的数

据进行管理的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枕头发展至今，舒适度是其最为关键的。以下是舒适枕头的三要素：

[0003] 要素一  支撑颈部的基本造型

[0004] 凹槽设计，中间比周围要低，除可以适度的支撑头部外，还可以温和的支撑颈部。

左右两侧较厚，可以自动的适应睡眠中侧翻身时人体的侧睡高度。这样造型的每个部分都

能保证你最理想的睡姿。枕头5类基本造型都包括5个部位，(前后左右侧位和中间部位)，适

度的支撑颈部。每个部分都能保证你最理想的姿势。颈部单元：温和支撑颈部中间部分:比

周围更低，为了支撑头部。两侧相对较厚，睡眠时侧翻身可以自动适应人体侧参考睡高度。

[0005] 要素二 合适的高度

[0006] 个人认为可以从5种基本高度，10多种调节高度的枕头中选择。人体睡眠实际上和

站立姿势一样的时候最为舒适，也就是睡眠时候人体也需要大约有个5度的角度。如果不睡

枕头，至少没有承托头部！使得您的颈部椎体逐渐容易变形！不睡枕头或者枕头太低问题都

不小。《青岛枕头记》中还介绍说，枕头高了，即便您睡眠和休息时间很长，也休息不好！这也

许就是您睡眠时间长但是老感觉身体困乏的重要原因！

[0007] 要素三 良好的填充材料

[0008] 充材质决定着枕头的软硬度和功效。目前倾向选择天然材质比较流行，木棉、香蒲

绒、荞麦壳、棉、花朵等，也可以添加好的天然理疗材料来增加枕头的功效，如中国香、薰衣

草、黄荆子、罗布麻、女贞子、银杏叶等等。可以选择10多种不同基本填料和40多种复合填充

料，使得枕头具有不同的弹性、软硬度和天然效果,让顾客任意选择适合的一种。还可以根

据填充材料不同将枕头分为软枕、硬枕和中性枕三大类，方便顾客选择，另外枕头多采用软

硬双面等结构，顾客可根据自己的喜好任意选择软硬面以便快速进入梦乡。

[0009] 一般来说，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哮喘的人需要睡高枕；患低血压、贫血的人则需要

睡低枕。枕头过高或过低都对人体健康不利。那么对正常人而言，枕头的高度究竟多高才合

适呢？一般的认识是：习惯仰卧的人枕高一拳，习惯侧睡的人枕高一拳半较为合适。

[0010] 因此，如何对于枕头的数据进行管理，成为了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成本低、操作简便的智能枕睡眠

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

[0012] 本发明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包括

[0013] 温度采集模块，其用于采集枕体的温度；

[0014] 高度采集模块，其以网格状配置在所述枕体的上下表面之间，其用于采集枕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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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区域的高度；

[0015] 服务器，其将所述温度采集模块、高度采集模块采集到的温度数据和高度数据储

存入存储模块；及

[0016] 显示模块，其用于以列表形式显示所述存储模块中的温度数据和高度数据。

[0017] 本发明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其中，所述存储模块能够导出至外部文

件。

[0018] 本发明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其中，所述存储模块与备份模块连接，所

述备份模块用于备份所述存储模块内的数据库。

[0019] 本发明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其中，所述显示模块包括查询模块，所述

查询模块用于根据关键词查询所述存储模块内的数据。

[0020] 本发明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其中，所述存储模块为SSD固态硬盘。

[0021] 本发明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其中，所述枕体的上下表面之间设有充

水层、充气层、电磁支撑层；

[0022] 所述充水层包括第一垫体、电热丝防水套，所述电热丝防水套位于所述第一垫体

的上方并且与第一垫体相固定，在所述电热丝防水套朝向上的一侧构成有凹陷于电热丝防

水套的上表面的电热丝开设凹道；电热丝，所述电热丝在对应于所述电热丝开设凹道的位

置设置在所述电热丝防水套上，并且所述电热丝的进水管端和出水管端在同一位置探出电

热丝防水套用于与水泵连接；隔磁层，所述隔磁层在对应于所述电热丝防水套的上方的位

置与电热丝防水套相固定并且对所述的电热丝蔽护；在对应于所述隔磁层的上方的位置设

置有水袋，通过所述水袋对所述第一垫体、电热丝防水套和隔磁层的四周蔽护并且同时对

隔磁层的上方蔽护；所述的水袋包括上面、底布、中转层和侧面，上面位于中转层的上方，底

布位于中转层的下方，并且上面、底布以及中转层通过绗缝线彼此缝合连结，侧面与悬垂状

态同时与上面、底布以及中转层的四周边缘部位连接，通过所述侧面对所述第一垫体、电热

丝防水套和隔磁层的四周蔽护；其中：所述的上面为天然纤维布或人造纤维布，所述的底布

为无纺布，所述的中转层为无胶棉；

[0023] 所述充气层配置在所述充水层的水袋内，所述充气层包括第一旁构件、下连接板、

第一室、中间块、排液体积控制管路、第一旁构件；所述第一旁构件为将多个填充物上下配

置结合而形成的壁体结构左右配置形成的，所述填充物具备可在内部储存空气的密封填充

物；所述下连接板将所述左右第一旁构件的下端相互连接；所述第一室由所述下连接板向

下方延长伸出形成，由压载侧壁体和压载下连接板围绕形成密封空间，所述密封空间内部

能够填充压载水；所述第一旁构件由第一旁构件的下端构件向下方延长形成曲线形，且面

向垫体内侧的一侧面开放；所述中间块连接所述第一旁构件和所述压载侧壁体，沿着垫体

长度方向多个相隔设置而形成多个下面开放且一侧面不同任体下端侧构件连通的气压舱；

所述排液体积控制管路的一端延长至填充物内的填充物而另一端与外部的空气压缩机连

接，并设置排液调节阀控制供应或者排放压缩空气；通过所述排液体积控制管路供应或排

放压缩空气，给所述填充物的填充物及气压舱填满水或者排放水，从而可进行排液调节；

[0024] 所述电磁支撑层设置在所述充水层的水袋和所述充气层的第一室之间，所述电磁

支撑层包括套筒、第一电磁铁、第一永磁铁，所述套筒内设有沿其移动的第一电磁铁，所述

第一永磁铁与所述套筒的端部固定，所述第一电磁铁与所述第一室固定，所述第一永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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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述水袋固定，所述第一电磁铁的电源与所述服务器连接，所述服务器控制第一电磁铁

的电流大小和电流方向。

[0025] 本发明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其中，所述服务器根据用户的身高A、体

重B、年龄C、平均睡眠时间D、性别；按如下公式输出推荐枕体高度E，所述服务器通过推荐枕

体高度E控制枕体的电磁支撑层的第一电磁铁的电流大小和电流方向，使枕体的初始高度

为推荐枕体高度E；

[0026]

[0027] 其中，用户的身高A的单位为厘米；

[0028] 体重B的单位为公斤；

[0029] 年龄C的单位为周岁；

[0030] 平均睡眠时间D的单位为小时；

[0031] 推荐枕体高度E的单位为厘米。

[0032] 本发明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其中，所述显示模块以睡眠时间为横轴，

以采集到的温度数据、高度数据、推荐高度E、推荐温度F为纵轴回执折线图，并在所述显示

模块上显示所述折线图，其中所述推荐温度F为26℃。

[0033] 本发明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其中，所述显示模块以睡眠时间为横轴，

以采集到的温度数据、高度数据、推荐高度E、推荐温度F为纵轴绘制折线图，并在所述显示

模块上显示所述折线图，其中所述推荐温度F为26℃。

[0034] 本发明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其中，所述服务器包括子服务器调度模

块，其用于与多个枕体的温度采集模块连接；子服务器，其与子服务器调度模块连接，其用

于将采集的温度数据与存储模块中的温度数据的平均值进行比较，若采集的温度数据小于

存储模块中的温度数据的平均值的一半，或大于存储模块中的温度数据的平均值的1.5倍

时，则删除采集的温度数据；若采集的温度数据在存储模块中的温度数据的平均值的一半

和存储模块中的温度数据的平均值的1.5倍之间时，则将所述采集的温度数据G、存储模块

中的温度数据的平均值H、原存储模块中存储的温度数据的个数K，按如下公式向所述显示

模块输出改进建议温度L；

[0035]

[0036] 其中，采集的温度数据G、存储模块中的温度数据的平均值H、改进建议温度L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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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为摄氏度，个数K的单位为个。

[0037] 本发明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其中，所述子服务器调度模块根据所述

子服务器需要计算的数据的个数M、身高A、体重B、年龄C、平均睡眠时间D、采集的温度数据

G、存储模块中的温度数据的平均值H、按如下公式输出计算的优先级评分P，然后根据所述

优先级评分P安排子服务器的计算顺序；

[0038]

[0039] 本发明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与现有技术不同之处在于本发明智能枕

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通过上述结构可实现对于枕头数据的采集和管理，从而将上述数

据汇聚成大数据，并通过显示模块呈现出来，从而方便用户对于本人多次睡眠时或多人的

多次睡眠时的温度、枕头高度进行测量，从而选择合适的枕头高度和枕头温度。

[004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作进一步说明。

附图说明

[0041] 图1是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的连接示意图；

[0042] 图2是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的另一连接示意图；

[0043] 图3是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的枕体的充水层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如图1、2所示，本发明智能枕睡眠质量大数据管理系统包括

[0045] 温度采集模块，其用于采集枕体的温度；

[0046] 高度采集模块，其以网格状配置在所述枕体的上下表面之间，其用于采集枕体的

每个区域的高度；

[0047] 服务器，其将所述温度采集模块、高度采集模块采集到的温度数据和高度数据储

存入存储模块；及

[0048] 显示模块，其用于以列表形式显示所述存储模块中的温度数据和高度数据。

[0049] 本发明通过上述结构可实现对于枕头数据的采集和管理，从而将上述数据汇聚成

大数据，并通过显示模块呈现出来，从而方便用户对于本人多次睡眠时或多人的多次睡眠

时的温度、枕头高度进行测量，从而选择合适的枕头高度和枕头温度。

[0050] 其中，本发明整个技术方案包括智能枕数据的采集、数据的存储和数据的管理等

几个方面。其中，采集的数据分为两类，一是智能枕自动调节过程中产生的高度及时间数

据，二是自动调节过程中产生的温度及时间数据，两种数据采集后均进行入库处理。数据的

存储由当前库和历史库构成，历史库由当前库进行数据归档后得到。数据导出用于把满足

条件的数据导出到外部文件，主要用于数据的交换和迁移等；数据备份是一种安全策略，用

来将整个存储模块备份到外部存储；数据查询用来按条件检索数据，数据结果以列表的形

式显示在页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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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优选地，所述存储模块能够导出至外部文件。

[0052] 优选地，所述存储模块与备份模块连接，所述备份模块用于备份所述存储模块内

的数据库。

[0053] 优选地，所述显示模块包括查询模块，所述查询模块用于根据关键词查询所述存

储模块内的数据。

[0054] 优选地，所述存储模块为SSD固态硬盘。

[0055] 优选地，参见图3，所述枕体的上下表面之间设有充水层100、充气层、电磁支撑层；

[0056] 所述充水层100包括第一垫体101、电热丝防水套102，所述电热丝防水套102位于

所述第一垫体101的上方并且与第一垫体101相固定，在所述电热丝防水套102朝向上的一

侧构成有凹陷于电热丝防水套102的上表面的电热丝103开设凹道；电热丝103，所述电热丝

103在对应于所述电热丝103开设凹道的位置设置在所述电热丝防水套102上，并且所述电

热丝103的进水管端和出水管端在同一位置探出电热丝防水套102用于与水泵104连接；隔

磁层105，所述隔磁层105在对应于所述电热丝防水套102的上方的位置与电热丝防水套102

相固定并且对所述的电热丝103蔽护；在对应于所述隔磁层105的上方的位置设置有水袋

106，通过所述水袋106对所述第一垫体101、电热丝防水套102和隔磁层105的四周蔽护并且

同时对隔磁层105的上方蔽护；所述的水袋106包括上面、底布、中转层和侧面，上面位于中

转层的上方，底布位于中转层的下方，并且上面、底布以及中转层通过绗缝线彼此缝合连

结，侧面与悬垂状态同时与上面、底布以及中转层的四周边缘部位连接，通过所述侧面对所

述第一垫体101、电热丝防水套102和隔磁层105的四周蔽护；其中：所述的上面为天然纤维

布或人造纤维布，所述的底布为无纺布，所述的中转层为无胶棉；

[0057] 所述充气层配置在所述充水层100的水袋106内，所述充气层包括第一旁构件、下

连接板、第一室、中间块、排液体积控制管路、第一旁构件；所述第一旁构件为将多个填充物

上下配置结合而形成的壁体结构左右配置形成的，所述填充物具备可在内部储存空气的密

封填充物；所述下连接板将所述左右第一旁构件的下端相互连接；所述第一室由所述下连

接板向下方延长伸出形成，由压载侧壁体和压载下连接板围绕形成密封空间，所述密封空

间内部能够填充压载水；所述第一旁构件由第一旁构件的下端构件向下方延长形成曲线

形，且面向垫体内侧的一侧面开放；所述中间块连接所述第一旁构件和所述压载侧壁体，沿

着垫体长度方向多个相隔设置而形成多个下面开放且一侧面不同任体下端侧构件连通的

气压舱；所述排液体积控制管路的一端延长至填充物内的填充物而另一端与外部的空气压

缩机连接，并设置排液调节阀控制供应或者排放压缩空气；通过所述排液体积控制管路供

应或排放压缩空气，给所述填充物的填充物及气压舱填满水或者排放水，从而可进行排液

调节；

[0058] 所述电磁支撑层设置在所述充水层100的水袋106和所述充气层的第一室之间，所

述电磁支撑层包括套筒、第一电磁铁、第一永磁铁，所述套筒内设有沿其移动的第一电磁

铁，所述第一永磁铁与所述套筒的端部固定，所述第一电磁铁与所述第一室固定，所述第一

永磁铁与所述水袋106固定，所述第一电磁铁的电源与所述服务器连接，所述服务器控制第

一电磁铁的电流大小和电流方向。

[0059] 本发明通过上述充气层和充水层作为枕体的填充物，可采纳水枕的柔软性、两双

性和气枕的支撑性、不晃动性的特点。并且，通过电磁支撑层调节这两个层予以连接和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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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从而调节这枕体的大致的高度，并且可根据服务器采集到的大数据来调节枕体的大致

高度。

[0060] 优选地，所述服务器根据用户的身高A、体重B、年龄C、平均睡眠时间D、性别；按如

下公式输出推荐枕体高度E，所述服务器通过推荐枕体高度E控制枕体的电磁支撑层的第一

电磁铁的电流大小和电流方向，使枕体的初始高度为推荐枕体高度E；

[0061]

[0062] 其中，用户的身高A的单位为厘米；

[0063] 体重B的单位为公斤；

[0064] 年龄C的单位为周岁；

[0065] 平均睡眠时间D的单位为小时；

[0066] 推荐枕体高度E的单位为厘米。

[0067] 本发明通过根据用户的实际情况定制枕体的高度，从而使用户在尚未调节高度的

情况下，能够根据大数据处理的算法得到一个较为舒适的枕体高度。

[0068] 优选地，所述显示模块以睡眠时间为横轴，以采集到的温度数据、高度数据、推荐

高度E、推荐温度F为纵轴回执折线图，并在所述显示模块上显示所述折线图，其中所述推荐

温度F为26℃。

[0069] 优选地，所述服务器包括

[0070] 子服务器调度模块，其用于与多个枕体的温度采集模块连接；

[0071] 子服务器，其与子服务器调度模块连接，其用于将采集的温度数据与存储模块中

的温度数据的平均值进行比较，若采集的温度数据小于存储模块中的温度数据的平均值的

一半，或大于存储模块中的温度数据的平均值的1.5倍时，则删除采集的温度数据；若采集

的温度数据在存储模块中的温度数据的平均值的一半和存储模块中的温度数据的平均值

的1.5倍之间时，则将所述采集的温度数据G、存储模块中的温度数据的平均值H、原存储模

块中存储的温度数据的个数K，按如下公式向所述显示模块输出改进建议温度L；

[0072]

[0073] 其中，采集的温度数据G、存储模块中的温度数据的平均值H、改进建议温度L的单

位为摄氏度，个数K的单位为个。

[0074] 本发明以存储模块中的温度数据的平均值H作为标准，以采集的温度数据G作为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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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浮动值，来进行改进建议温度L的输出，从而用更为循序渐进地向贴近于标准的存储模块

中的温度数据的平均值H而改进，为用户提供了更加平缓地温度改进指导。

[0075] 优选地，所述子服务器调度模块根据所述子服务器需要计算的数据的个数M、身高

A、体重B、年龄C、平均睡眠时间D、采集的温度数据G、存储模块中的温度数据的平均值H、按

如下公式输出计算的优先级评分P，然后根据所述优先级评分P安排子服务器的计算顺序；

[0076]

[0077] 本发明将用户输入的数据进行预处理，从而根据采集到的数据与常规数据的变化

程度来判定其处理的优先级，即，由于采集到的变化程度的数据对于计算出的数据的影响

不大，因此，其可以滞后处理。而差距较大，且在合理范围内的数据可优先得到处理，从而使

子服务器能够优先计算这种变化程度大的数据。

[0078] 优选地，所述服务器包括

[0079] 生成模块，所述生成模块被配置成生成与温度数据、高度数据枕体采集的联系的

数据MAC地址电子标签；

[0080] 电子标签转模模块，所述电子标签转模模块被配置成向在联系用户的终端设备中

使用的联系的转模由生成模块生成的数据MAC地址电子标签；

[0081] 温度数据、高度数据所在联系位置采集的接收模块，所述温度数据、高度数据所在

联系位置采集的接收模块被配置成从被联系接收温度数据、高度数据所在联系位置的信

息，所述温度数据、高度数据所在联系位置的信息包括从联系位置传给被联系位置的数据

MAC地址电子标签、指定被联系位置的字符长度信息、以及对应于被联系位置的联系用户的

判定信息；以及

[0082] 协调模块，所述协调模块被配置成彼此联系地协调对应于联系的联系用户的判定

信息和对应于被联系的联系用户的判定信息，对于所述对应于联系的联系用户的判定信息

和对应于被联系的联系用户的判定信息，生成模块生成的数据MAC地址电子标签与由温度

数据、高度数据所在联系位置采集的接收模块获得的数据MAC地址电子标签匹配；并且所述

终端设备包括：

[0083] 温度数据、高度数据枕体采集的输出模块，所述温度数据、高度数据枕体采集的输

出模块被配置成把由在联系用户的终端设备中使用的联系生成的温度数据、高度数据枕体

采集的输出给协调设备；

[0084] 开始模块，所述开始模块被配置成获得从协调设备转模的数据MAC地址电子标签，

并开始被联系，以便把数据MAC地址电子标签从联系传给被联系；以及

[0085] 温度数据、高度数据所在联系位置采集的输出模块，所述温度数据、高度数据所在

联系位置采集的输出模块被配置成把包含从联系获得的数据MAC地址电子标签的温度数

据、高度数据所在联系位置采集的输出给协调设备；

[0086] 所述协调设备协调多个数据中的每个数据之中的用户之间的特定关系，并且所述

协调设备设有温度数据、高度数据所在位置用户信息转模模块，所述温度数据、高度数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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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置用户信息转模模块被配置成向联系用户的终端设备的被联系转模至少一个用户的

用户信息，所述至少一个用户是候选的被联系用户，并且在被联系中与联系用户具有特定

关系；并且所述终端设备设有温度数据、高度数据所在位置用户信息接收模块，所述温度数

据、高度数据所在位置用户信息接收模块被配置成接收从协调设备转模的用户信息；

[0087] 所述终端设备设有：查询模块，所述查询模块被配置成从多个数据之中的在终端

设备中使用的数据，向协调设备查询对所述多个数据之中还未在终端设备中使用的数据的

联系；联系信息接收模块，所述联系信息接收模块被配置成接收与所述查询对应的联系信

息；以及显示控制模块，所述显示控制模块被配置成在显示屏幕上显示与联系信息相应的

联系情况。

[0088] 本发明通过上述配置可将用户的枕体数据加以联系，并从而以大数据的方式管理

枕体的温度数据、高度数据，并合理地处理体量庞大的数据信息。

[0089]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范

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

案作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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