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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可调节的保健枕头，包括枕

套，以及在枕套内的沿枕头长度方向依次设置的

第一枕芯、第二枕芯和第三枕芯；第一枕芯的高

度和第三枕芯的高度分别大于第二枕芯的高度；

第一枕芯和所述第三枕芯内填充有片状或壳状

的第一填充物，第一填充物的容积率大于95%；第

二枕芯内填充有球形或类球形的植物种子作为

第二填充物，第二填充物的容积率为80%至90%。

本实用新型的保健枕头能够调整形状和高度，有

效保护颈部的正常生理弯曲，维持人们睡眠时的

正常生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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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调节的保健枕头，包括枕套，其特征在于：

所述可调节的保健枕头还包括在所述枕套内的沿枕头长度方向依次设置的第一枕芯、

第二枕芯和第三枕芯；

所述第一枕芯的高度和所述第三枕芯的高度分别大于所述第二枕芯的高度；

所述第一枕芯和所述第三枕芯内填充有片状或壳状的第一填充物，所述第一填充物的

容积率大于95%；

所述第二枕芯内填充有球形或类球形的植物种子作为第二填充物，所述第二填充物的

容积率为80%至9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节的保健枕头，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填充物为植物种子的壳；所述第二填充物为豆类。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调节的保健枕头，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填充物为苦荞麦壳；所述第二填充物为绿豆。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节的保健枕头，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枕芯和所述第三枕芯的长度、宽度以及高度相同。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节的保健枕头，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枕芯、所述第二枕芯和所述第三枕芯的宽度相同。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项所述的可调节的保健枕头，其特征在于：

所述枕套在沿枕头长度方向上具有三个分开的腔室，分别用于放置所述第一枕芯、所

述第二枕芯和所述第三枕芯。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可调节的保健枕头，其特征在于：

所述枕套通过缝合线缝合或通过布片分隔成三个分开的所述腔室。

8.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项所述的可调节的保健枕头，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枕芯、所述第二枕芯和所述第三枕芯分别包括袋体，所述第一填充物和所述

第二填充物分别放置在对应的所述袋体内。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可调节的保健枕头，其特征在于：

所述袋体以及所述枕套为棉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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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节的保健枕头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枕头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能够自主调节的保健枕头。

背景技术

[0002] 枕头作为一种睡眠用具，可以在人们睡眠时保护颈部的正常生理弯曲，维持人们

睡眠时正常的生理活动，因此是生活中最重要的用具之一。枕头一般由枕芯和枕套两个部

分组成，枕芯套在枕套内部，枕套易于拆下清洗。

[0003] 现有的枕头包括化纤枕、羽绒枕、记忆枕和乳胶枕。其中，化纤枕采用普通的人造

纤维制成，其价格便宜，但由于化纤材质不透气，缺乏弹性，长使用时间后容易变形，枕头容

易呈现高低不平的情况。羽绒枕一般以鹅、鸭等三角形骨架架构的绒毛为主要成分，具有较

好的柔软度、回弹性、保温性以及良好的吸湿性和放湿性，使用时不会有闷热感，可以通过

调整羽绒和羽枝的比例调节枕头的软硬以及高低程度，但羽绒枕不便于清洗。记忆枕一般

采用高密度、吸震、可透气的记忆科技棉制成，能够充分感应人体的重量及温度特性，利用

温度感应下陷可模拟人体体形从而给各部位完全的支撑，具有良好的舒适度，但常见的记

忆枕采用的慢回弹材料是一种化学物质，长期使用可能会对人体带来危害。乳胶枕一般用

天然橡树提炼汁液再高温发泡而成，乳胶枕表面具有3000多个气孔，具有类似海绵的结构，

质地柔软舒适，弹性佳，抗菌性好，使用寿命长，不易变形，对人体颈椎有较高的支撑力。

[0004] 现有技术中还存在利用各种材料制成的枕头，例如由玉、磁石等制成的石类枕，由

檀木、柏木等制成的木类枕，决明子、蚕砂、菊花等制成的中药枕，还有水枕、气枕、茶叶枕

等。这些枕头具有不同的特点，性能也各有优劣。其中，具有一定药用效果并且环保的植物

枕头目前受到了广泛欢迎。例如决明子枕，其枕芯内含有决明子，决明子比较坚硬，可以对

头部和颈部进行穴位按摩，且决明子性微寒，略带有青草味道，但气味维持时间不久，其效

果主要看个人体质。

[0005] 但现有的枕头大多不能按照人体头部的生理曲线即时调整形状和高度，不能适应

睡眠时仰卧和侧卧的变化情况。当需要调整枕头高度时，还需要拆开枕芯取出填充物，操作

十分麻烦。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按照人体头部、颈部和肩部

的生理曲线以及睡眠时仰卧和侧卧的变化情况而进行设计，并且能够根据个体情况自行调

整形状和高度的保健枕头。

[0007] 为实现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可调节的保健枕头，包括枕套，

还包括在枕套内的沿枕头长度方向依次设置的第一枕芯、第二枕芯和第三枕芯；其中，第一

枕芯的高度和第三枕芯的高度分别大于第二枕芯的高度；第一枕芯和第三枕芯内填充有片

状或壳状的第一填充物，第一填充物的容积率大于95%；第二枕芯内填充有球形或类球形的

植物种子作为第二填充物，第二填充物的容积率为80%至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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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由上可见，本实用新型的保健枕头包括三个枕芯，其中位于中间的第二枕芯高度

较小，用于仰卧时支撑人体颈部；位于两边的第一枕芯和第三枕芯高度较大，用于侧卧时支

撑人体头部。第二枕芯采用了合适容积率的第二填充物，枕头的使用者只需手动捏压即可

调整枕头的形状和高度，操作简单方便，并且可调整到任意的高度和形状，灵活性很高。第

二填充物颗粒之间的摩擦力可以保持第二枕芯的形状，且当人体仰卧时，主要通过颈部与

第二枕芯接触，头部和肩部分别位于第二枕芯宽度方向上的两侧，进一步起到固定第二枕

芯形状的作用，第二填充物对头部、颈部和肩部还可以起到按摩作用。第一枕芯和第三枕芯

采用了较大容积率的第一填充物，其高度不能即时调整，但在设计枕头时，可以根据肩宽设

计第一枕芯和第三枕芯的高度，或者设置不同高度规格的枕头。优选的，第二填充物具有比

第一填充物更高的硬度。本实用新型的枕头能够有效保护颈部的正常生理弯曲，维持人们

睡眠时的正常生理活动，同时具有颈部穴位按摩的功能。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保健枕头

的第二枕芯可根据个体适应情况调整高度与弧度，使枕头与颈部贴合，顺应颈部生理曲度，

利于放松颈部肌肉。第一枕芯和所述第三枕芯不能调整高度。

[0009] 在本实用新型中，“容积率”是指体积填充率；枕头的长度方向是指沿枕头较长的

边延伸的方向；枕芯的高度是指枕头使用时垂直于地面的方向上的高度；枕芯的长度是指

在枕头长度方向上的枕芯的长度；枕芯的宽度是指在垂直于枕头长度方向的方向上的枕芯

的宽度。

[0010]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第一填充物为植物种子的壳；第二填充物为豆类。

[0011] 为了提高枕头的环保性，可以采用天然植物材料作为填充物，具体地，第一填充物

可以是植物种子的壳，例如可以通过植物种子脱粒后，经筛洗和灭菌处理而获得，利用废弃

的壳作为枕芯具有环保、降低成本的效果；第二填充物可以是豆类，优选粒径较小的豆类。

[0012]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第一填充物为苦荞麦壳；第二填充物为绿豆。

[0013] 为了进一步提高枕头的舒适度并取得治疗效果，第一填充物可以选择苦荞麦壳，

苦荞麦壳呈菱形镂空状或呈三角形，其韧性强、弹性高、透气性好，同时冬暖夏凉，具有活血

通脉、镇静安神、益智醒脑、调养脏腑以及和调阴阳等作用。苦荞麦壳作为枕芯，睡觉时可以

达到闻香疗病的效果，长期使用苦荞麦壳作为枕芯的枕头可以促进和改善人体脑部血液循

环，缓解头部、颈部和肩部疼痛。第二填充物可以选择绿豆，绿豆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几乎

没有气味。绿豆具有一定表面粗糙度，流动性适中，能够保证第二枕芯形状易于调整，并保

持稳定的形状，且绿豆具有一定的硬度，能形成细小的突起，对人体头部、颈部和肩部提供

良好的按摩作用。采用绿豆和苦荞麦壳两种不同的填充物，不仅能够满足枕头的功能需要，

还可以提供一定的药用价值。

[0014]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第一枕芯和所述第三枕芯的长度、宽度以及高度相同。

[0015] 本实用新型的第一枕芯和第三枕芯相对于第二枕芯对称设置，优选第一枕芯和所

述第三枕芯的长度、宽度以及高度相同。也可以根据个体的习惯差异等选择不同的长度、宽

度以及高度的第一枕芯和所述第三枕芯。

[0016]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第一枕芯、第二枕芯和第三枕芯的宽度相同。

[0017] 本实用新型的第一枕芯、第二枕芯和第三枕芯可以具有相同的宽度，也可以根据

个体的习惯差异等选择不同的枕芯宽度和长度，进行个性化定制。

[0018]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枕套在沿枕头长度方向上具有三个分开的腔室，分别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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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第一枕芯、第二枕芯和第三枕芯。

[0019] 为了进一步防止第一枕芯、第二枕芯和第三枕芯移动导致重叠等，将枕套划分为

三个腔室，分别置放三个枕芯，以固定三个枕芯的位置。

[0020] 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枕套通过缝合线缝合或通过布片分隔成三个分开的腔

室。

[0021] 枕套的三个腔室可以通过沿枕头宽度方向延伸的缝合线将枕套的上层布料和下

层布料缝合而得，也可以用布片分别与上层布料和下层布料缝合，从而形成分隔的腔室。

[0022]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第一枕芯、第二枕芯和第三枕芯分别包括袋体，第一填充物

和第二填充物分别放置在对应的袋体内。

[0023] 由上可见，本实用新型的枕芯可以是由袋体以及袋体内的填充物组成，便于取出、

处理和更换。

[0024] 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袋体和枕套为棉织品。棉织品与皮肤接触时安全无毒，能

够提供良好的舒适感。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实用新型保健枕头实施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实用新型保健枕头实施例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是图2中A-A截面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是图2中B-B截面的第二枕芯结构示意图；

[0029] 图5是图2中B-B截面的第二枕芯在另一状态下的结构示意图。

[003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可调节的保健枕头，如图1至图2所示，该枕头包括枕套1，枕

套1被分隔成三个腔室，沿枕头长度方向依次为第一腔室11、第二腔室12和第三腔室13，三

个腔室的长度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三个腔室的宽度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为了使

枕套1便于加工，三个腔室的长度和宽度可以相同。其中“长度”是指沿枕头长度方向的距

离，“宽度”是指垂直于枕头长度方向的方向上的距离。

[0032] 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的第一腔室11内放置有第一枕芯21，第二腔室12内放置有第

二枕芯22，第三腔室13内放置有第三枕芯23。其中第一枕芯21的高度和第三枕芯23的高度

分别大于第二枕芯22的高度。在本实施例中，第一枕芯21和第三枕芯23的宽度、长度和高度

均相同。

[0033] 第一枕芯21和第三枕芯23内填充有第一填充物，第一填充物的容积率大于95%。第

一填充物可以是柔软的片状或壳状的填充物。在本实施例中，第一填充物为苦荞麦壳。第二

枕芯22内填充有第二填充物，第二填充物的容积率为80%至90%，优选81%以上。第二填充物

可以是球形或类球形的相对较硬的填充物。在本实施例中，第二填充物为绿豆。第一枕芯

21、第二枕芯22和第三枕芯23均由袋体填充填充物而形成，枕芯可以容易地从枕套中取出，

进行晾晒或替换等操作。袋体和枕套优选采用棉织物。

[0034] 本实施例的枕头在使用时，如图4至图5所示，只要用手捏压第二枕芯22，即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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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枕芯22的形状和高度。在调整过程中，第二枕芯22的宽度可以保持不变。第二枕芯22在

人体仰卧时可以支撑人体颈部，并且第二枕芯22在宽度方向上的两侧分别支撑人体的头部

和肩部，有利于枕芯形状的维持，同时也可以起到对头部和肩部穴位按摩的作用。当人体侧

卧的时候，头部可以枕在第一枕芯21或第三枕芯23上，第一枕芯21和第三枕芯23的高度复

合人体肩部的宽度，提高侧卧时的舒适度。同时，采用绿豆和苦荞麦壳也可以具有一定调节

身体健康状况的功效，并且绿色环保，成本也较低。本实施例的枕头按照人体头部、颈部和

肩部的生理曲线以及睡眠时仰卧和侧卧的变化情况而进行设计，使用者能够根据个体情况

自行调整形状和高度，能够有效保护颈部的正常生理弯曲，维持人们睡眠时的正常生理活

动。

[0035]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以上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

型，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本实用新型可以有各种变化和更改，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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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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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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