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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各部位软硬度不同的冬夏两用床垫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各部位软硬度不同

的冬夏两用床垫，涉及床上用品领域，包括保暖

层、降温层以及设置在保暖层和降温层之间的支

撑层，所述的降温层和支撑层之间还设有软硬度

调整层，所述软硬度调整层由多个软硬度不同的

绵体对应人体部位依次排列组成；与现有技术相

比，本实用新型的床垫设有降温层，使用时直接

躺在床垫上即可，不需要再铺上凉席，使用方便，

且更为凉爽冰凉；还设有软硬度调整层，软硬度

调整层根据人体科学，按照人体不同的部位对应

设置不同软硬度的绵体，使床垫软硬适中，适用

于各种人群，并且，在冬季使用时，不会过于闷

热；在夏季使用时，不容易着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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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各部位软硬度不同的冬夏两用床垫，包括保暖层、降温层以及设置在保暖层和

降温层之间的支撑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降温层和支撑层之间还设有软硬度调整层，所述

软硬度调整层由多个软硬度不同的绵体对应人体部位依次排列组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软硬度调整层由硬白绵体、软白绵体、记

忆棉、软白绵体、硬白绵体五个绵体对应人体的头部、肩部、腰部、腿部、脚部依次排列组成，

所述的硬白绵体、软白绵体为软硬度不同的高密度海绵体。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硬白绵体的40％压陷硬度值范围为160N

～170N，70％压陷硬度值范围为455N～465N；所述软白绵体的40％压陷硬度值范围为130N

～140N，70％压陷硬度值范围为410N～420N。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暖层与支撑层之间也设有软硬度调整

层。

5.如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暖层、支撑层、软硬度调整层、降温

层之间采用水性胶粘贴连接。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暖层由天然乳胶制成。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降温层由记忆棉制成，所述的记忆棉表

面设有凝胶涂层。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层由高密度海绵制成。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层上下两面设有多道切槽。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暖层、降温层、软硬度调整层上设有

若干贯穿的小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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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各部位软硬度不同的冬夏两用床垫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床上用品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各部位软硬度不同的冬夏两用床

垫。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工作压力的增大，人们对睡眠舒适度和睡眠质量的要

求越来越高；床垫作为一种家居生活必备品，消费者在选购过程中的衡量标准也越来越高；

专业评价床垫的标准是从床垫的功能性、舒适性、使用安全性等角度分析。

[0003] 现有的床垫，基本均有正反两面，如正面为软面，适用于年纪较大者或冬天使用；

反面为硬面，适用于儿童或夏天使用；中国实用新型专利  CN201452387U公开了一种冬夏两

用床垫包括支撑层、第一缓冲层、第二缓冲层、棉布及包边布，在支撑层的两面分别设置有

第一缓冲层和第二缓冲层，在第二缓冲层下面绗缝有棉布，床垫的四周缝制有包边布，在第

一缓冲层的上面设置有保暖层。

[0004] 这种床垫各个层面的软硬度都是整体预设的，各部位软硬度都是一样的，比较单

一且不舒适，显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人群；有的人冬天使用时觉得太软不着力，身体大面积

陷入保暖层过于闷热；有的人夏天使用时觉得太硬，身体与床垫之间的间隙较大，在空调房

中睡眠容易着凉，并且棉布本身并不具有降温冰凉的效果，不开空调时，还得搭配凉席使

用。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人特别研发了一种各部位软硬度不同的冬夏两用床垫，本案由

此产生。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各部位软硬度不同的冬夏两用床垫。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各部位软硬度不同的冬

夏两用床垫，包括保暖层、降温层以及设置在保暖层和降温层之间的支撑层，所述的降温层

和支撑层之间还设有软硬度调整层，所述软硬度调整层由多个软硬度不同的绵体对应人体

部位依次排列组成。

[0008] 进一步的，软硬度调整层由硬白绵体、软白绵体、记忆棉、软白绵体、硬白绵体五个

绵体对应人体的头部、肩部、腰部、腿部、脚部依次排列组成，所述的硬白绵体、软白绵体为

软硬度不同的高密度海绵体。

[0009] 进一步的，硬白绵体、软白绵体的密度相同，所述硬白绵体的40％压陷硬度值范围

为160N～170N，70％压陷硬度值范围为455N～465N；所述软白绵体的40％压陷硬度值范围

为130N～140N，70％压陷硬度值范围为  410N～420N。

[0010] 进一步的，保暖层与支撑层之间也设有软硬度调整层。

[0011] 进一步的，保暖层、降温层、支撑层、软硬度调整层之间采用水性胶粘贴连接。

[0012] 进一步的，保暖层由天然乳胶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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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进一步的，降温层由记忆棉制成，所述的记忆棉表面设有凝胶涂层。

[0014] 进一步的，支撑层由高密度海绵制成。

[0015] 进一步的，支撑层上下两面设有切槽。

[0016] 进一步的，保暖层、降温层、软硬度调整层上设有若干贯穿的小孔。

[0017] 由上述对本实用新型的描述可知，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床垫设有降温

层，使用时直接躺在床垫上即可，不需要再铺上凉席，使用方便，且更为凉爽冰凉；还设有软

硬度调整层，软硬度调整层根据人体科学，按照人体不同的部位对应设置不同软硬度的绵

体，使床垫软硬适中，适用于各种人群，并且，在冬季使用时，不会过于闷热；在夏季使用时，

不容易着凉。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第一种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第一种实施例分解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第二种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第二种实施例分解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

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

例。

[0023] 具体实施例一：

[0024] 参照图1～图2所示，为本发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及分解示意图，公开了一种各部

位软硬度不同的冬夏两用床垫，包括保暖层1、降温层2以及设置在保暖层1和降温层2之间

的支撑层3，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降温层2和支撑层3之间还设有软硬度调整层4，所述软硬度

调整层4由多个软硬度不同的绵体对应人体部位依次排列组成。

[0025] 所述的保暖层1、降温层2、支撑层3、软硬度调整层4之间采用水性胶粘贴连接。

[0026] 软硬度调整层4由硬白绵体41、软白绵体42、记忆棉43、软白绵体42、硬白绵体41五

个绵体对应人体的头部、肩部、腰部、腿部、脚部依次排列组成，所述的硬白绵体41、软白绵

体42为软硬度不同的高密度海绵体。

[0027] 硬白绵体41与软白绵体42的密度相同，所述硬白绵体41的40％压陷硬度值为

160N，70％压陷硬度值为455N；所述软白绵体42的40％压陷硬度值为130N，70％压陷硬度值

为410N。

[0028] 所述的保暖层1由天然乳胶制成；降温层2由记忆棉制成，所述的记忆棉与软硬度

调整层4的记忆棉43材质相同，记忆棉表面设有凝胶涂层22，凝胶涂层22具有降温、冰凉的

效果，可以使人体温度降低4～5℃；支撑层3 由高密度海绵制成。

[0029] 保暖层1上设有若干个贯穿保暖层1的小孔11，降温层2上设有若干个贯穿降温层2

的小孔21，支撑层3上下两面设有多道倒三角形的切槽31，软硬度调整层4上可以设置若干

小孔，也可以不设置小孔。

[0030] 由上述可知，本实施例的冬夏两用的床垫，保暖层1、降温层2上均设有若干小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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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软硬度调整层4上也可以设置若干小孔，支撑层3上下两面设有倒三角形的切槽，整个

床垫内部通透，十分透气。

[0031] 软硬度调整层4由五块软硬度不同的绵体组成，分别对应人体的头部、肩部、腰部、

腿部、脚部，人体躺在上面，不同的部位便能感觉到不同的软硬度，并且这种软硬度是根据

人体结构科学设置的软硬度，所以十分舒适。

[0032] 夏季使用床垫时，将硬面降温层2翻至上层，人体躺在降温层2上，降温层2表面的

凝胶涂层可以使人体温度降低4～5℃，十分冰凉舒爽；降温层  2的下方便是软硬度调整层

4，可以直接清晰的感受到软硬度调整层4不同板块之间不同的软硬度，并且，软硬度调整层

4使床垫硬面不会太硬，使人体曲线沉入床垫，减少与床垫之间的间隙，在空调房中睡眠，不

容易着凉；不开空调时，由于身体与降温层2的接触面积加大，也会感到更为冰凉。

[0033] 冬季使用床垫时，将软面保暖层1翻至上层，人体躺在保暖层1上，保暖层1由天然

乳胶制成，十分柔软保暖；保暖层1之下便是支撑层3，保暖层1虽然柔软却不会使人体过于

沉入床垫之中而造成过于闷热。

[0034] 具体实施例二：

[0035] 参照图3～图4所示，为本发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及分解示意图，如实施例一所述

的床垫，保暖层1与支撑层3之间设有另一组软硬度调整层4’，所述软硬度调整层4’由硬白

绵体41’、软白绵体42’、记忆棉43’、软白绵体42’、硬白绵体41’五个绵体对应人体的头部、

肩部、腰部、腿部、脚部依次排列组成，所述的硬白绵体41’、软白绵体42’为软硬度不同的高

密度海绵体。

[0036] 硬白绵体41’与软白绵体42’的密度相同，所述硬白绵体41’的40％压陷硬度值为

170N，70％压陷硬度值为465N；所述软白绵体42’的40％压陷硬度值为140N，70％压陷硬度

值为420N。

[0037] 由上述可知，本实施例的冬夏两用的床垫，夏季使用床垫时，将硬面降温层2翻至

上层，人体躺在降温层2上，降温层2表面的凝胶涂层可以使人体温度降低4～5℃，十分冰凉

舒爽；降温层2的下方便是软硬度调整层4，可以直接清晰的感受到软硬度调整层4不同板块

之间不同的软硬度，并且，软硬度调整层4使床垫硬面不会太硬，使人体曲线沉入床垫，减少

与床垫之间的间隙，在空调房中睡眠，不容易着凉；不开空调时，由于身体与降温层  2的接

触面积加大，也会感到更为冰凉。

[0038] 冬季使用床垫时，将软面保暖层1翻至上层，人体躺在保暖层1上，保暖层1由天然

乳胶制成，十分柔软保暖；保暖层1之下便是软硬度调整层4’，保暖层1虽然柔软却不会使人

体过于沉入床垫之中而造成过于闷热。

[0039] 与实施例一相比，本实施例的床垫在冬季使用时，也能清晰的感受到软硬度调整

层4’不同板块之间不同的软硬度，睡眠时更为舒适，提高了人们的睡眠质量。

[0040] 上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设计构思并不局限于

此，凡利用此构思对本实用新型进行非实质性的改动，均应属于侵犯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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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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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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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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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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