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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更适用于高原的利睡

眠多用睡衣，为解决现有睡衣睡眠困难问题，是

下边敞口至少到膝盖的矩形口袋式衣体上端中

部制有竖向脖口，两侧上端分别制有横向臂口。

在后背与前胸之间的衣体两侧分别设置有上身

两侧衣料感知件；或者在后背与前胸之间的衣体

两侧分别设置有上身两侧衣料感知件，和在衣体

两肩部分别设置有两肩衣料感知件；或者在衣体

两肩部分别设置有两肩衣料感知件。衣料感知件

由透气软质衣料材料制成。具有作为睡衣利于睡

眠，一衣多用，且非常易于制作，一点也不浪费衣

料，异常地节能环保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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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更适用于高原的利睡眠多用睡衣，其特征在于下边敞口至少到膝盖的矩形口袋

式衣体上端中部制有竖向脖口，两侧上端分别制有横向臂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更适用于高原的利睡眠多用睡衣，其特征在于所述脖口和臂口

是衣料折边的剪开原口，或者是衣料折边剪开后的锁或包边或折缝口，或者是两片衣料边

并列的衣料边口，或者是两片衣料边并列的衣料边锁或包边或折缝口，或者是一片衣料边

并列的原始衣料边口与另一片衣料边并列的衣料边锁或包边或折缝口的并列口。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更适用于高原的利睡眠多用睡衣，其特征在于衣体腰部或者腰

部与臀部之间设置制有环形分布的腰臀部衣料感知件。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更适用于高原的利睡眠多用睡衣，其特征在于衣料腰臀部感知

件为衣料腰臀带连配机构或者用于束腰臀的衣料束腰臀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更适用于高原的利睡眠多用睡衣，其特征在于在后背与前胸之

间的衣体两侧分别设置有上身两侧衣料感知件；或者在后背与前胸之间的衣体两侧分别设

置有上身两侧衣料感知件，和在衣体两肩部分别设置有两肩衣料感知件；或者在衣体两肩

部分别设置有两肩衣料感知件。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更适用于高原的利睡眠多用睡衣，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身两侧衣

料感知件和两肩衣料感知件分别是围巾能从中穿束的上身两侧围巾竖带鼻和两肩围巾横

带鼻。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更适用于高原的利睡眠多用睡衣，其特征在于所述围巾是一条，

从脖后向前穿过两肩围巾横带鼻，再从胸前交叉绕过向后穿过上身两侧围巾竖带鼻；或者

所述围巾是一条，从脖前向后穿过两肩围巾横带鼻，再从后背交叉绕过向前穿过上身两侧

围巾竖带鼻；或者所述围巾是两条，一条从脖后向前穿过两肩围巾横带鼻，再从胸前交叉绕

过向后穿过上身两侧围巾竖带鼻，另一条从脖前向后穿过两肩围巾横带鼻，再从后背交叉

绕过向前穿过上身两侧围巾竖带鼻。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更适用于高原的利睡眠多用睡衣，其特征在于所述围巾至少中

部两层面料内侧装有射线屏蔽材料层。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更适用于高原的利睡眠多用睡衣，其特征在于所述衣体至少在

遮盖腹部和裆部的中段两面衣料内侧装有射线屏蔽材料层。

10.根据权利要求8或者9所述更适用于高原的利睡眠多用睡衣，其特征在于所述射线

屏蔽材料层为一层射线屏蔽布层或者为一层铝薄层或者为两铝薄面层中间夹一层或多层

贵金属薄膜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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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适用于高原的利睡眠多用睡衣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睡衣，特别是涉及一种更适用于高原的利睡眠多用睡衣。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睡眠不好，身份必然不好，精神也不会好；所以，睡眠是人生大事。睡衣

本来是专门为睡眠设计的，可是，在难于入眠或失眠时，并没有应有的帮助睡眠作用。例如

在高原缺氧状态下的，熬夜过度条件下的，心肺不佳情况下，心理过于活跃状况的失眠更是

没有显著效果。特别是在高原缺氧条件下，难于入睡，半夜被憋醒，睡眠质量差，非常不容易

进入深度睡眠是低海拔区域人来高原必须承受的痛苦；在空气干燥的时节，这种情况还会

更加严重。为此人们想出，在睡前饮酒，特别是饮啤酒和失眠时，吸烟的方法来促进睡眠和

缓解失眠痛苦。但是，本来失眠就是因为缺氧造成的，饮酒后消化更要快速消耗大量氧气，

虽然会有些麻痹神经促眠作用，因加剧缺氧造成的长远性身体伤害更是获得的稍许促眠作

用远不能抵的；吸烟消耗氧气，加剧缺氧，及对心肺的永久性伤害，更是所获得的缓解失眠

痛苦所不能相抵的。为此，现实社会，特别是高原，急需要一种能够明显利用睡眠的新型睡

衣。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提供一种更适用于高原的利睡眠

多用睡衣。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更适用于高原的利睡眠多用睡衣，其特别之处在于

下边敞口至少延伸到膝盖附近的矩形口袋式衣体上端中部制有竖向脖口，两侧上端分别制

有横向臂口。竖向脖口是与其所在的衣体肩上边横向平直的口，横向臂口是与其所在的衣

体侧边竖向平直的口，也就是直边口。这样，穿着睡眠时，脖口和臂口大敞开，不会有袖子及

袖口和领子及领口束缚，加上本身宽敞的衣体，能让脖颈部和手臂及整体的血液循环不受

压迫、束缚，强化舒适性，特别是高原睡眠时不容易回流的静脉血液，容易回流，从而，取得

利于睡眠的优异技术效果。所以特别适合作为睡衣穿用，宽松不束缚性能的也非常适合用

作孕妇穿着，更可以作为日常穿着的外套服装，还能作为床单和被单用，比如，在列车轮船

卧铺上，铺在床上可以作为卫生隔层，盖在身上即可以作为被单保暖，也可以作为上层卫生

隔层，在野外时，还可以作为铺垫；配上系带，还可以作为防污或者保暖的围裙，注：高原常

用厚暖围裙来强化御寒，例如西藏山南的扎囊县就以盛产保暖围裙而著名。上收后用腰带

或系带扎住，还可以变成短衣，因为是规矩的长方形，还可以作为应急窗帘使用等等。特别

是在高原拉萨，本来穿什么都难于入眠，穿上它就能够取得非常好的入眠及睡眠效果，比起

常用的睡衣，更是有显著优越的促眠睡眠效果。另外，制作时，整块布料，对拆缝合，留和开

脖口，臂口，不需要裁剪掉一点衣料，不浪费一点布料，非常非常地节能环保。因此，其具有

作为睡衣利于睡眠，一衣多用，且非常易于制作，一点也不浪费衣料，异常地节能环保的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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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作为优化，所述脖口和臂口是衣料折边的剪开原口，或者是衣料折边剪开后的锁

或包边或折缝口，或者是两片衣料边并列的衣料边口，或者是两片衣料边并列的衣料边锁

或包边或折缝口，或者是一片衣料边并列的原始衣料边口与另一片衣料边并列的衣料边锁

或包边或折缝口的并列口。所述睡衣是两片同样竖长矩形衣料合并后，上边缝合制成中间

带竖向脖口和对合的两侧边缝合制成两侧上端带臂口及下边锁或包边或折缝成下体口的

竖长方形成衣。或者所述睡衣是由一片矩形衣料横向对折重合后，上边缝合制成中间带竖

向脖口和对合的一侧边缝合成上端带臂口及对拆的另一侧上端挖缝臂口和下边锁或包边

或折缝成下体口的竖长方形成衣。或者是睡衣是由一片矩形衣料竖向对折重合后，对折的

上边中部挖缝成竖向脖口和对合的两侧边缝合成上端带臂口及下边锁或包边或折缝成下

体口的竖长方形成衣。

[0006] 作为优化，衣体腰部或者腰部与臀部之间设置制有环形分布的腰臀部衣料感知

件。衣料腰臀部感知件由透气软质衣料材料制成。

[0007] 作为优化，衣料腰臀部感知件为衣料腰臀带连配机构或者用于束腰臀的衣料束腰

臀带。衣料腰臀带连配机构是沿腰部环绕分布的多个并列的竖向腰臀带鼻。腰臀带鼻用于

穿配腰臀带。

[0008] 作为优化，在后背与前胸之间的衣体两侧分别设置有上身两侧衣料感知件；或者

在后背与前胸之间的衣体两侧分别设置有上身两侧衣料感知件，和在衣体两肩部分别设置

有两肩衣料感知件；或者在衣体两肩部分别设置有两肩衣料感知件。衣料感知件由透气软

质衣料材料制成。

[0009] 作为优化，所述上身两侧衣料感知件和两肩衣料感知件分别是围巾能从中穿束的

上身两侧围巾竖带鼻和两肩围巾横带鼻。

[0010] 作为优化，所述围巾是一条，从脖后向前穿过两肩围巾横带鼻，再从胸前交叉绕过

向后穿过上身两侧围巾竖带鼻；或者所述围巾是一条，从脖前向后穿过两肩围巾横带鼻，再

从后背交叉绕过向前穿过上身两侧围巾竖带鼻；或者所述围巾是两条，一条从脖后向前穿

过两肩围巾横带鼻，再从胸前交叉绕过向后穿过上身两侧围巾竖带鼻，另一条从脖前向后

穿过两肩围巾横带鼻，再从后背交叉绕过向前穿过上身两侧围巾竖带鼻。围巾的一端臂段

或两端臂段还可以进一步装有旋绕端臂形成袖筒的袖筒连接装置。这样一臂旋绕成袖筒

时，可以像藏装一样，在高原寒冷时，单独把左臂用围巾旋绕上围巾式袖筒，以防左臂寒冷

对内脏及身体的不利影响，袒露的右臂，也不会影响高原烈日下的正常身体散热。更可以把

左右臂都用围巾旋绕上围巾式袖筒，以防止更加严酷的寒冷。所述袖筒连接装置可以是围

巾两端的两侧分别制有扣眼和装有与所述扣眼配合的扣子。也可以是围巾两端的两侧安装

拉链，也可以是围巾两端的两侧的一面边装尼龙粘带，与之相对的另一面边装成龙钩带。

[0011] 作为优化，所述围巾至少中部两层面料内侧装有射线屏蔽材料层。这样从前向后

围在脖子处时，能够很好地屏蔽危害甲状腺的环境射线。

[0012] 作为优化，所述衣体至少在遮盖腹部和裆部的中段两面衣料内侧装有射线屏蔽材

料层。

[0013] 作为优化，所述射线屏蔽材料层为一层射线屏蔽布层或者为一层铝薄层或者为两

铝薄面层中间夹一层或多层贵金属薄膜层。夹一层贵金属薄膜层时，可以为铜薄膜层、银薄

膜层、金薄膜层中的任意一种。夹多层贵重金属膜层时，中间夹的多层贵重金属膜层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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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层铜薄膜中间夹一层银膜，也可以是两层铜薄膜中间夹一层金膜。也可以是两层银薄膜

中间夹一层金膜，更可以是两层铜薄膜中间夹中间夹一层金膜的两层银膜，也就是两层铜

薄膜中间夹的是两层银膜中间夹一层金膜的复合膜，加上两面层铝膜共计由七层金属膜构

成射线屏蔽层。这样，穿着时能够很好地屏蔽危害人体腹部和生殖腺的环境射线。宽敞的衣

体，特别适合于孕妇穿用。

[0014]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实用新型更适用于高原的利睡眠多用睡衣具有作为睡衣

利于睡眠，一衣多用，且非常易于制作，一点也不浪费衣料，异常地节能环保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5] 图1-10分别是本实用新型更适用于高原的利睡眠多用睡衣第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图10-12分别是本实用新型更适用于高原的利睡眠

多用睡衣配用的第一、二、三种围巾的结构示意图。图13-14分别是本实用新型更适用于高

原的利睡眠多用睡衣第十、十一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实施例一，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更适用于高原的利睡眠多用睡衣，下边敞口10

至少延伸到膝盖附近的矩形口袋式衣体1上端中部制有竖向脖口2，两侧上端分别制有横向

臂口3。竖向脖口是与其所在的衣体肩上边横向平直的口，横向臂口是与其所在的衣体侧边

竖向平直的口，也就是直边口。这样，穿着睡眠时，脖口和臂口大敞开，不会有袖子及袖口和

领子及领口束缚，加上本身宽敞的衣体，能让脖颈部和手臂及整体的血液循环不受压迫、束

缚，强化舒适性，特别是高原睡眠时不容易回流的静脉血液，容易回流，从而，取得利于睡眠

的优异技术效果。所以特别适合作为睡衣穿用，宽松不束缚性能的也非常适合用作孕妇穿

着，更可以作为日常穿着的外套服装，还能作为床单和被单用，比如，在列车轮船卧铺上，铺

在床上可以作为卫生隔层，盖在身上即可以作为被单保暖，也可以作为上层卫生隔层，在野

外时，还可以作为铺垫；配上系带，还可以作为防污或者保暖的围裙，注：高原常用厚暖围裙

来强化御寒，例如西藏山南的扎囊县就以盛产保暖围裙而著名。上收后用腰带或系带扎住，

还可以变成短衣等等。特别是在高原拉萨，本来穿什么都难于入眠，穿上它就能够取得非常

好的入眠及睡眠效果，比起常用的睡衣，更是有显著优越的促眠睡眠效果。另外，制作时，整

块布料，对拆缝合，留和开脖口，臂口，不需要裁剪掉一点衣料，不浪费一点布料，非常非常

地节能环保。因此，其具有作为睡衣利于睡眠，一衣多用，且非常易于制作，一点也不浪费衣

料，异常地节能环保的优点。

[0017] 所述脖口和臂口是衣料折边的剪开原口，或者是衣料折边剪开后的锁或包边或折

缝口，或者是两片衣料边并列的衣料边口，或者是两片衣料边并列的衣料边锁或包边或折

缝口，或者是一片衣料边并列的原始衣料边口与另一片衣料边并列的衣料边锁或包边或折

缝口的并列口。所述睡衣是两片同样竖长矩形衣料合并后，上边缝合制成中间带竖向脖口

和对合的两侧边缝合制成两侧上端带臂口及下边锁或包边或折缝成下体口的竖长方形成

衣。或者所述睡衣是由一片矩形衣料横向对折重合后，上边缝合制成中间带竖向脖口和对

合的一侧边缝合成上端带臂口及对拆的另一侧上端挖缝臂口和下边锁或包边或折缝成下

体口的竖长方形成衣。或者是睡衣是由一片矩形衣料竖向对折重合后，对折的上边中部挖

说　明　书 3/6 页

5

CN 211268713 U

5



缝成竖向脖口和对合的两侧边缝合成上端带臂口及下边锁或包边或折缝成下体口的竖长

方形成衣。

[0018] 实施例二，如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与上述实施例一的区别在于：衣体1腰部或者腰

部与臀部之间设置制有环形分布的腰臀部衣料感知件4。衣料腰臀部感知件4由透气软质衣

料材料制成，是一条透气软质衣料制成的横向围绕固定在衣体腰臀部的环形带。所述设置

是缝固。

[0019] 实施例三，如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与上述实施例二的区别在于：衣体1腰部或者腰

部与臀部之间设置制有环形分布的腰臀部衣料感知件4。衣料臀腰部感知件4由透气软质衣

料材料制成。衣料臀腰部感知件4为用于束腰臀的衣料束腰臀带。该束腰臀带是由衣料材料

制成的横长条形，中部固装在衣体腰臀部的后面和两侧面，放开的两端部用于在前面系扎

在一起，或者环绕系扎在后面或一侧。所述设置是缝固。

[0020] 实施例四，如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与上述实施例三的区别在于：衣料臀腰部感知

件4是衣料腰臀带连配机构。衣料腰带连配机构是沿腰臀部横向环绕分布的多个并列的竖

向腰臀带鼻。用于穿配腰臀带。

[0021] 实施例五，如图5所示，本实用新型与上述实施例一的区别在于：在后背与前胸之

间的衣体1两侧分别设置有上身两侧衣料感知件4，和在衣体1两肩部分别设置有两肩衣料

感知件4。上身两侧衣料感知件4是由透气软质衣料材料制成的竖向长条。两肩衣料感知件4

是由透气软质衣料材料制成的横向长条。所述设置是缝固。也可以是单独在后背与前胸之

间的衣体两侧分别设置有上身两侧衣料感知件；或者在衣体两肩部分别设置有两肩衣料感

知件。衣料感知件由透气软质衣料材料制成。

[0022] 实施例六，如图6所示，本实用新型与上述实施例五的区别在于：还进一步在衣体1

腰部或者腰部与臀部之间设置制有环形分布的腰臀部衣料感知件4。衣料腰臀部感知件4由

透气软质衣料材料制成，是一条透气软质衣料制成的横向围绕固定在衣体腰臀部的环形

带。所述设置是缝固。

[0023] 实施例七，如图7所示，本实用新型与上述实施例五的区别在于：所述上身两侧衣

料感知件4和两肩衣料感知件4分别是围巾能从中穿束的上身两侧围巾竖带鼻和两肩围巾

横带鼻。所述围巾是一条，从脖后向前穿过两肩围巾横带鼻，再从胸前交叉绕过向后穿过上

身两侧围巾竖带鼻；或者所述围巾是一条，从脖前向后穿过两肩围巾横带鼻，再从后背交叉

绕过向前穿过上身两侧围巾竖带鼻；或者所述围巾是两条，一条从脖后向前穿过两肩围巾

横带鼻，再从胸前交叉绕过向后穿过上身两侧围巾竖带鼻，另一条从脖前向后穿过两肩围

巾横带鼻，再从后背交叉绕过向前穿过上身两侧围巾竖带鼻。

[0024] 实施例八，如图8所示，本实用新型与上述实施例七的区别在于：除外所述上身两

侧衣料感知件4和两肩衣料感知件4分别是围巾能从中穿束的上身两侧围巾竖带鼻和两肩

围巾横带鼻外。还进一步设置有衣料臀腰部感知件4，衣料臀腰部感知件4是设置成衣料腰

臀带连配机构。衣料腰带连配机构是沿腰臀部横向环绕分布的多个并列的竖向腰臀带鼻。

用于穿配腰臀带。

[0025] 实施例九，如图9所示，本实用新型与上述实施例七的区别在于：除外所述上身两

侧衣料感知件4和两肩衣料感知件4分别是围巾能从中穿束的上身两侧围巾竖带鼻和两肩

围巾横带鼻外。衣体1腰部或者腰部与臀部之间还设置制有环形分布的腰臀部衣料感知件

说　明　书 4/6 页

6

CN 211268713 U

6



4。衣料臀腰部感知件4由透气软质衣料材料制成。衣料臀腰部感知件4为用于束腰臀的衣料

束腰臀带。该束腰臀带是由衣料材料制成的横长条形，中部固装在衣体腰臀部的后面和两

侧面，放开的两端部用于在前面系扎在一起，或者环绕系扎在后面或一侧。所述设置是缝

固。

[0026] 实施例十，如图10所示，本实用新型更适用于高原的利睡眠多用睡衣配用的围巾5

是围巾5的两端臂段装有旋绕端臂形成袖筒的袖筒连接装置。也可以是围巾5的一端臂装有

旋绕臂形成袖筒的袖筒连接装置。这样一臂旋绕成袖筒时，可以像藏装一样，在高原寒冷

时，单独把左臂用围巾旋绕上围巾式袖筒，以防左臂寒冷对内脏及身体的不利影响，袒露的

右臂，也不会影响高原烈日下的正常身体散热。更可以把左右臂都用围巾旋绕上围巾式袖

筒，以防止更加严酷的寒冷。所述袖筒连接装置是围巾5两端的两侧的一面边装尼龙粘带

50，与之相对的另一面边装成龙钩带51。也可以是围巾两端的两侧分别制有扣眼和装有与

所述扣眼配合的扣子。也可以是围巾两端的两侧安装拉链。

[0027] 实施例十一，如图11所示，本实用新型更适用于高原的利睡眠多用睡衣配用的围

巾5是至少中部的两层面料内装有射线屏蔽材料层。这样从前向后围在脖子处时，能够很好

地屏蔽危害甲状腺的环境射线。所述射线屏蔽材料层为一层射线屏蔽布6层。所述射线屏蔽

材料层也可以为一层铝薄层。

[0028] 实施例十二，如图12所示，本实用新型更适用于高原的利睡眠多用睡衣配用的围

巾5是至少中部的两层面料内装有射线屏蔽材料层。这样从前向后围在脖子处时，能够很好

地屏蔽危害甲状腺的环境射线。所述射线屏蔽材料层为两铝薄面层7中间夹一层或多层贵

金属薄膜层8。夹一层贵金属薄膜层时，可以为铜薄膜层、银薄膜层、金薄膜层中的任意一

种。夹多层贵重金属膜层时，中间夹的多层贵重金属膜层可以是两层铜薄膜中间夹一层银

膜，也可以是两层铜薄膜中间夹一层金膜。也可以是两层银薄膜中间夹一层金膜，更可以是

两层铜薄膜中间夹中间夹一层金膜的两层银膜，也就是两层铜薄膜中间夹的是两层银膜中

间夹一层金膜的复合膜，加上两面层铝膜共计由七层金属膜构成射线屏蔽层。

[0029] 实施例十三，如图13所示，本实用新型更适用于高原的利睡眠多用睡衣，下边敞口

10至少延伸到膝盖附近的矩形口袋式衣体1上端中部制有竖向脖口2，两侧上端分别制有横

向臂口3。所述衣体1至少在遮盖腹部和裆部的中段两面衣料内侧装有射线屏蔽材料层。所

述射线屏蔽材料层为一层射线屏蔽布6层。所述射线屏蔽材料层也可以为一层铝薄层。所述

射线屏蔽材料层为两铝薄面层7中间夹一层或多层贵金属薄膜层8。夹一层贵金属薄膜层

时，可以为铜薄膜层、银薄膜层、金薄膜层中的任意一种。夹多层贵重金属膜层时，中间夹的

多层贵重金属膜层可以是两层铜薄膜中间夹一层银膜，也可以是两层铜薄膜中间夹一层金

膜。也可以是两层银薄膜中间夹一层金膜，更可以是两层铜薄膜中间夹中间夹一层金膜的

两层银膜，也就是两层铜薄膜中间夹的是两层银膜中间夹一层金膜的复合膜，加上两面层

铝膜共计由七层金属膜构成射线屏蔽层。这样，穿着时能够很好地屏蔽危害人体腹部和生

殖腺的环境射线。宽敞的衣体，特别适合于孕妇穿用。

[0030] 实施例十四，如图14所示，本实用新型更适用于高原的利睡眠多用睡衣，下边敞口

10至少延伸到膝盖附近的矩形口袋式衣体1上端中部制有竖向脖口2，两侧上端分别制有横

向臂口3。所述衣体1至少在遮盖腹部和裆部的中段两面衣料内侧装有射线屏蔽材料层。所

述衣体1至少在遮盖腹部和裆部的中段两面衣料内侧装有射线屏蔽材料层。所述射线屏蔽

说　明　书 5/6 页

7

CN 211268713 U

7



材料层为两铝薄面层7中间夹一层或多层贵金属薄膜层8。夹一层贵金属薄膜层时，可以为

铜薄膜层、银薄膜层、金薄膜层中的任意一种。夹多层贵重金属膜层时，中间夹的多层贵重

金属膜层可以是两层铜薄膜中间夹一层银膜，也可以是两层铜薄膜中间夹一层金膜。也可

以是两层银薄膜中间夹一层金膜，更可以是两层铜薄膜中间夹中间夹一层金膜的两层银

膜，也就是两层铜薄膜中间夹的是两层银膜中间夹一层金膜的复合膜，加上两面层铝膜共

计由七层金属膜构成射线屏蔽层。这样，穿着时能够很好地屏蔽危害人体腹部和生殖腺的

环境射线。宽敞的衣体，特别适合于孕妇穿用。

[0031]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实用新型更适用于高原的利睡眠多用睡衣具有作为睡衣

利于睡眠，一衣多用，且非常易于制作，一点也不浪费衣料，异常地节能环保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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