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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羽绒制品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

一种羽绒被；包括被套和被芯；被芯套装在被套

内，且被芯侧壁上均匀设有卡扣，通过卡扣将被

芯分为多个区域，从而将被芯内的羽绒进行分

区，减小羽绒在被芯中跑偏的情况；当人们在使

用羽绒被的过程中，由于羽绒被在使用过程中会

被不断的翻滚，从而造成羽绒被中的羽绒会在被

芯内分布不均匀，进而造成羽绒被的保温效果受

到影响，当在被芯侧壁上均匀设有卡扣后，卡扣

能够将被芯划分为多个区域，从而使得羽绒被在

使用过程中，羽绒只会在区域里跑偏，从而使得

羽绒被中的羽绒在使用过程中能够提高分布的

均匀度，进而保证了羽绒被的保温效果，增强羽

绒被的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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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羽绒被，其特征在于：包括被套(1)和被芯(2)；所述被芯(2)套装在被套(1)内，

且被芯(2)侧壁上均匀设有卡扣(21)，通过卡扣(21)将被芯(2)分为多个区域，从而将被芯

(2)内的羽绒进行分区，减小羽绒在被芯(2)中跑偏的情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羽绒被，其特征在于：所述卡扣(21)之间的被芯(2)内侧

壁上设有聚氨酯膜胶层(22)，使得当卡扣(21)卡紧时，聚氨酯膜胶层(22)能够对卡扣(21)

之间的被芯(2)内侧壁进行粘贴，从而进一步减小羽绒在被芯(2)中跑偏的情况。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羽绒被，其特征在于：所述被套(1)内侧壁上设有一号软

磁铁(11)；所述被芯(2)外侧壁在靠近一号软磁铁(11)处设有二号软磁铁(23)，且一号软磁

铁(11)和二号软磁铁(23)之间存在相互吸引力，使得当被芯(2)套入被套(1)内时，能够对

被芯(2)的位置进行固定，防止被芯(2)在被套(1)内的位置发生偏离。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羽绒被，其特征在于：所述卡扣(21)外侧设有海绵层

(211)，有效防止人们在使用羽绒被时，卡扣(21)对人身体造成伤害。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羽绒被，其特征在于：所述被芯(2)内表面设有化纤层

(24)，化纤层(24)表面产生的静电能够吸附羽绒，从而进一步减小羽绒在被芯(2)中跑偏的

情况。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羽绒被，其特征在于：所述一号软磁铁(11)和二号软磁铁

(23)的个数为8个，且被芯(2)的四条外侧壁上各均匀设有两个一号软磁铁(11)，从而保证

了被芯(2)在被套(1)内位置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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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羽绒被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羽绒制品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羽绒被。

背景技术

[0002] 羽绒被的填充物主要是羽绒，羽绒是长在鹅、鸭的腹部，成芦花朵状的绒毛，成片

状的叫羽毛；由于羽绒是一种动物性蛋白质纤维，比棉花(植物性纤维素)保温性高，且羽绒

球状纤维上密布千万个三角形的细小气孔，能随气温变化而收缩膨胀，产生调温功能，可吸

收人体散发流动的热气，隔绝外界冷空气的入侵；羽绒被应该是最保暖的被子，因为羽绒被

的主要填充物是鹅绒和鸭绒两种。两者相比较，鹅绒被要比鸭绒的好一些。一般来讲，含绒

50％上的为优质羽绒被。但是透气性差点，比较闷。其次是蚕丝被、澳洲羊毛做的羊绒被和

羊毛被。蚕丝被种类也多，桑蚕丝最好，一般冬天4-6斤蚕丝就够。柞蚕丝等就便宜的多了；

羊毛最好选澳毛，比较细长，保暖性和贴身性好，只是价格高；再次是棉花和化学纤维了。

[0003] 虽然羽绒被在我们如今的日常生活中已经使用的特别广泛了，但常见的羽绒被内

的羽绒在使用过程中极易跑偏，造成羽绒被局部保暖效果极差，影响使用。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解决常见的羽绒被内的羽绒在使用过程中极易跑偏，

造成羽绒被局部保暖效果极差，影响使用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羽绒被。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羽绒被，包括被

套和被芯；所述被芯套装在被套内，且被芯侧壁上均匀设有卡扣，通过卡扣将被芯分为多个

区域，从而将被芯内的羽绒进行分区，减小羽绒在被芯中跑偏的情况；工作时，当人们在使

用羽绒被的过程中，由于羽绒被在使用过程中会被不断的翻滚，从而造成羽绒被中的羽绒

会在被芯内分布不均匀，进而造成羽绒被的保温效果受到影响，当在被芯侧壁上均匀设有

卡扣后，卡扣能够将被芯划分为多个区域，从而使得羽绒被在使用过程中，羽绒只会在区域

里跑偏，从而使得羽绒被中的羽绒在使用过程中能够提高分布的均匀度，从而保证了羽绒

被的保温效果，增强羽绒被的使用效果。

[0006] 优选的，所述卡扣之间的被芯内侧壁上设有聚氨酯膜胶层，使得当卡扣卡紧时，聚

氨酯膜胶层能够对卡扣之间的被芯内侧壁进行粘贴，从而进一步减小羽绒在被芯中跑偏的

情况；工作时，当人们在使用羽绒被的过程中，由于羽绒被在使用过程中会被不断的翻滚，

从而造成羽绒被中的羽绒会在被芯内分布不均匀，进而造成羽绒被的保温效果受到影响，

当在被芯侧壁上均匀设有卡扣后，能够将被芯划分为多个区域，从而提高羽绒分布的均匀

度，当在卡扣之间的被芯内侧壁上设有聚氨酯膜胶层时，聚氨酯膜胶层能够将卡扣之间的

被芯内侧壁进行粘贴，从而进一步减小羽绒在被芯中的跑偏情况，保证了羽绒被中的保温

效果，避免羽绒被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羽绒在被芯中分布不均的情况。

[0007] 优选的，所述被套内侧壁上设有一号软磁铁；所述被芯外侧壁在靠近一号软磁铁

处设有二号软磁铁，且一号软磁铁和二号软磁铁之间存在相互吸引力，使得当被芯套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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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内时，能够对被芯的位置进行固定，防止被芯在被套内的位置发生偏离；工作时，当被芯

套入被套中，由于被套内侧壁上设有一号软磁铁；被芯外侧壁在靠近一号软磁铁处设有二

号软磁铁，且一号软磁铁和二号软磁铁之间存在相互吸引力，从而保证被芯在被套中的位

置，防止在羽绒被的使用过程中，被芯在被套中跑偏，从而提高了羽绒被的使用效果，增强

羽绒被在使用过程中的稳定性。

[0008] 优选的，所述卡扣外侧设有海绵层，有效防止人们在使用羽绒被时，卡扣对人身体

造成伤害；工作时，当人们在使用羽绒被的过程中，由于羽绒被在使用过程中会被不断的翻

滚，从而造成羽绒被中的羽绒会在被芯内分布不均匀，进而造成羽绒被的保温效果受到影

响，当在被芯侧壁上均匀设有卡扣后，卡扣能够将被芯划分为多个区域，从而保证羽绒被中

羽绒分布的均匀度，但当人们在使用羽绒被时，卡扣会对人身体造成伤害，因此在卡扣外侧

设有海绵层，减小卡扣对人身体造成的伤害，从而提高羽绒被的使用效果。

[0009] 优选的，所述被芯内表面设有化纤层，化纤层表面产生的静电能够吸附羽绒，从而

进一步减小羽绒在被芯中跑偏的情况；工作时，当人们在使用羽绒被的过程中，由于羽绒被

在使用过程中会被不断的翻滚，从而造成羽绒被中的羽绒会在被芯内分布不均匀，进而造

成羽绒被的保温效果受到影响，因此在被芯内表面设有化纤层，由于化纤层之间相互摩擦

会产生大量的静电，从而使得化纤层表面能够吸附大量的羽绒，进而进一步对羽绒的位置

进行固定，减小羽绒在被芯中跑偏的情况，提高羽绒被的保温效果。

[0010] 优选的，所述一号软磁铁和二号软磁铁的个数为8个，且被芯的四条外侧壁上各均

匀设有两个一号软磁铁，从而保证了被芯在被套内位置的稳定性；工作时，当被芯套入被套

中，由于被套内侧壁上设有一号软磁铁；被芯外侧壁在靠近一号软磁铁处设有二号软磁铁，

且一号软磁铁和二号软磁铁之间存在相互吸引力，从而保证被芯在被套中的位置，当一号

软磁铁和二号软磁铁的个数为8个，且被芯的四条外侧壁上各均匀设有两个一号软磁铁后，

进一步的提高一号软磁铁和二号软磁铁对于被芯在被套中位置的固定作用，增强羽绒被的

保温效果，提高羽绒被的使用性。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2] 1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羽绒被，通过卡扣将被芯分为多个区域，从而将被芯内的羽

绒进行分区，减小羽绒在被芯中跑偏的情况，从而保证了羽绒被的保温效果，增强羽绒被的

使用效果。

[0013] 2.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羽绒被，通过一号软磁铁和二号软磁铁之间存在的相互吸引

力，使得当被芯套入被套内时，能够对被芯的位置进行固定，防止被芯在被套内的位置发生

偏离。

附图说明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立体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的剖视图；

[0017] 图3是图2中的A处局部放大图；

[0018] 图中：被套1、一号软磁铁11、被芯2、卡扣21、海绵层211、聚氨酯膜胶层22、二号软

磁铁23、化纤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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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0] 如图1至图3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羽绒被，包括被套1和被芯2；所述被芯2套装

在被套1内，且被芯2侧壁上均匀设有卡扣21，通过卡扣21将被芯2分为多个区域，从而将被

芯2内的羽绒进行分区，减小羽绒在被芯2中跑偏的情况；工作时，当人们在使用羽绒被的过

程中，由于羽绒被在使用过程中会被不断的翻滚，从而造成羽绒被中的羽绒会在被芯2内分

布不均匀，进而造成羽绒被的保温效果受到影响，当在被芯2侧壁上均匀设有卡扣21后，卡

扣21能够将被芯2划分为多个区域，从而使得羽绒被在使用过程中，羽绒只会在区域里跑

偏，从而使得羽绒被中的羽绒在使用过程中能够提高分布的均匀度，从而保证了羽绒被的

保温效果，增强羽绒被的使用效果。

[002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卡扣21之间的被芯2内侧壁上设有聚氨酯膜胶

层22，使得当卡扣21卡紧时，聚氨酯膜胶层22能够对卡扣21之间的被芯2内侧壁进行粘贴，

从而进一步减小羽绒在被芯2中跑偏的情况；工作时，人们在使用羽绒被的过程中，由于羽

绒被在使用过程中会被不断的翻滚，从而造成羽绒被中的羽绒会在被芯2内分布不均匀，进

而造成羽绒被的保温效果受到影响，当在被芯2侧壁上均匀设有卡扣21后，能够将被芯2划

分为多个区域，从而提高羽绒分布的均匀度，当在卡扣21之间的被芯2内侧壁上设有聚氨酯

膜胶层22时，聚氨酯膜胶层22能够将卡扣21之间的被芯2内侧壁进行粘贴，从而进一步减小

羽绒在被芯2中的跑偏情况，保证了羽绒被中的保温效果，避免羽绒被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羽

绒在被芯2中分布不均的情况。

[002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被套1内侧壁上设有一号软磁铁11；所述被芯2

外侧壁在靠近一号软磁铁11处设有二号软磁铁23，且一号软磁铁11和二号软磁铁23之间存

在相互吸引力，使得当被芯2套入被套1内时，能够对被芯2的位置进行固定，防止被芯2在被

套1内的位置发生偏离；工作时，当被芯2套入被套1中，由于被套1内侧壁上设有一号软磁铁

11；被芯2外侧壁在靠近一号软磁铁11处设有二号软磁铁23，且一号软磁铁11和二号软磁铁

23之间存在相互吸引力，从而保证被芯2在被套1中的位置，防止在羽绒被的使用过程中，被

芯2在被套1中跑偏，从而提高了羽绒被的使用效果，增强羽绒被在使用过程中的稳定性。

[002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卡扣21外侧设有海绵层211，有效防止人们在使

用羽绒被时，卡扣21对人身体造成伤害；工作时，当人们在使用羽绒被的过程中，由于羽绒

被在使用过程中会被不断的翻滚，从而造成羽绒被中的羽绒会在被芯2内分布不均匀，从而

造成羽绒被的保温效果受到影响，当在被芯2侧壁上均匀设有卡扣21后，卡扣21能够将被芯

2划分为多个区域，从而保证羽绒被中羽绒分布的均匀度，但当人们在使用羽绒被时，卡扣

21会对人身体造成伤害，因此在卡扣21外侧设有海绵层211，减小卡扣21对人身体造成的伤

害，从而提高羽绒被的使用效果。

[002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被芯2内表面设有化纤层24，化纤层24表面产生

的静电能够吸附羽绒，从而进一步减小羽绒在被芯2中跑偏的情况；工作时，当人们在使用

羽绒被的过程中，由于羽绒被在使用过程中会被不断的翻滚，从而造成羽绒被中的羽绒会

在被芯2内分布不均匀，进而造成羽绒被的保温效果受到影响，因此在被芯2内表面设有化

纤层24，由于化纤层24之间相互摩擦会产生大量的静电，从而使得化纤层24表面能够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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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羽绒，进而进一步对羽绒的位置进行固定，减小羽绒在被芯2中跑偏的情况，提高羽

绒被的保温效果。

[002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一号软磁铁11和二号软磁铁23的个数为8个，且

被芯2的四条外侧壁上各均匀设有两个一号软磁铁11，从而保证了被芯2在被套1内位置的

稳定性；工作时，当被芯2套入被套1中，由于被套1内侧壁上设有一号软磁铁11；被芯2外侧

壁在靠近一号软磁铁11处设有二号软磁铁23，且一号软磁铁11和二号软磁铁23之间存在相

互吸引力，从而保证被芯2在被套1中的位置，当一号软磁铁11和二号软磁铁23的个数为8

个，且被芯2的四条外侧壁上各均匀设有两个一号软磁铁11后，进一步的提高一号软磁铁11

和二号软磁铁23对于被芯2在被套1中位置的固定作用，增强羽绒被的保温效果，提高羽绒

被的使用性。

[0026] 工作时，当人们在使用羽绒被的过程中，由于羽绒被在使用过程中会被不断的翻

滚，从而造成羽绒被中的羽绒会在被芯2内分布不均匀，进而造成羽绒被的保温效果受到影

响，当在被芯2侧壁上均匀设有卡扣21后，卡扣21能够将被芯2划分为多个区域，从而使得羽

绒被在使用过程中，羽绒只会在区域里跑偏，从而使得羽绒被中的羽绒在使用过程中能够

提高分布的均匀度，进而保证了羽绒被的保温效果，增强羽绒被的使用效果；当人们在使用

羽绒被的过程中，由于羽绒被在使用过程中会被不断的翻滚，从而造成羽绒被中的羽绒会

在被芯2内分布不均匀，进而造成羽绒被的保温效果受到影响，当在被芯2侧壁上均匀设有

卡扣21后，能够将被芯2划分为多个区域，从而提高羽绒分布的均匀度，当在卡扣21之间的

被芯2内侧壁上设有聚氨酯膜胶层22时，聚氨酯膜胶层22能够将卡扣21之间的被芯2内侧壁

进行粘贴，从而进一步减小羽绒在被芯2中的跑偏情况，保证了羽绒被中的保温效果，避免

羽绒被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羽绒在被芯2中分布不均的情况；当被芯2套入被套1中，由于被套

1内侧壁上设有一号软磁铁11；被芯2外侧壁在靠近一号软磁铁11处设有二号软磁铁23，且

一号软磁铁11和二号软磁铁23之间存在相互吸引力，从而保证被芯2在被套1中的位置，防

止在羽绒被的使用过程中，被芯2在被套1中跑偏，从而提高了羽绒被的使用效果，增强羽绒

被在使用过程中的稳定性；当人们在使用羽绒被的过程中，由于羽绒被在使用过程中会被

不断的翻滚，从而造成羽绒被中的羽绒会在被芯2内分布不均匀，进而造成羽绒被的保温效

果受到影响，当在被芯2侧壁上均匀设有卡扣21后，卡扣21能够将被芯2划分为多个区域，从

而保证羽绒被中羽绒分布的均匀度，但当人们在使用羽绒被时，卡扣21会对人身体造成伤

害，因此在卡扣21外侧设有海绵层211，减小卡扣21对人身体造成的伤害，从而提高羽绒被

的使用效果；当人们在使用羽绒被的过程中，由于羽绒被在使用过程中会被不断的翻滚，从

而造成羽绒被中的羽绒会在被芯2内分布不均匀，进而造成羽绒被的保温效果受到影响，因

此在被芯2内表面设有化纤层24，由于化纤层24之间相互摩擦会产生大量的静电，从而使得

化纤层24表面能够吸附大量的羽绒，进而进一步对羽绒的位置进行固定，减小羽绒在被芯2

中跑偏的情况，提高羽绒被的保温效果；当被芯2套入被套1中，由于被套1内侧壁上设有一

号软磁铁11；被芯2外侧壁在靠近一号软磁铁11处设有二号软磁铁23，且一号软磁铁11和二

号软磁铁23之间存在相互吸引力，从而保证被芯2在被套1中的位置，当一号软磁铁11和二

号软磁铁23的个数为8个，且被芯2的四条外侧壁上各均匀设有两个一号软磁铁11后，进一

步的提高一号软磁铁11和二号软磁铁23对于被芯2在被套1中位置的固定作用，增强羽绒被

的保温效果，提高羽绒被的使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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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

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

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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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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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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