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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带充气围挡的按摩床垫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带充气围挡的按摩

床垫，包括床垫本体，床垫本体的边缘处设有多

个充气围挡；充气围挡包括硬质插接头和软质充

气部；硬质插接头的一端插入凹槽内，另一端与

软质充气部连通；硬质插接头上设有进气口，进

气口与充气装置连接；床垫本体分为头颈区、腰

背区和腿脚区；其中头颈区设有头枕，头枕内设

有揉捏按摩器；腰背区设有弧形的腰部支撑垫，

腰部支撑垫上纵向开设有两个弧形凹槽以及设

置在其之间的矩形凹槽，弧形凹槽和矩形凹槽内

均设有多个振动器。该床垫不仅具有防跌落作

用，还具有按摩功效，可暂时将用户与周围环境

隔开，有助于提升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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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充气围挡的按摩床垫，包括床垫本体(1)，其特征在于，床垫本体(1)的边缘处

设有多个充气围挡(11)；充气围挡(11)包括硬质插接头(111)和软质充气部(112)；硬质插

接头(111)的一端插入与其相匹配的凹槽(12)内，另一端与软质充气部(112)连通；凹槽

(12)设置在床垫本体(1)边缘处；硬质插接头(111)上设有进气口(13)，进气口(13)与充气

装置(14)连接；

床垫本体(1)分为头颈区(2)、腰背区(3)和腿脚区(4)；其中头颈区(2)设有头枕(21)，

头枕(21)内设有揉捏按摩器(22)；腰背区(3)设有弧形的腰部支撑垫(31)，腰部支撑垫(31)

上纵向开设有两个弧形凹槽(32)以及设置在其之间的矩形凹槽(33)，弧形凹槽(32)和矩形

凹槽(33)内均设有多个振动器(3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充气围挡的按摩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头颈区(2)与腰

背区(3)之间的床垫本体(1)上设有压力传感器(5)，压力传感器(5)与微控制器(6)连接；揉

捏按摩器(22)和振动器(34)分别与微控制器(6)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充气围挡的按摩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充气装置(14)包

括充气筒(141)、电机(142)和设置在充气筒(141)内的活塞(143)；第二推杆(144)的一端与

活塞(143)连接，另一端设有齿条(145)；电机(142)输出轴与齿轮(146)连接，齿轮(146)与

齿条(145)相啮合；电机(142)与微控制器(6)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充气围挡的按摩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充气围挡(11)在

充气后为圆柱形；若干个充气围挡(11)组成气墙单元，气墙单元内的充气围挡(11)之间相

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充气围挡的按摩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腰部支撑垫(31)

与床垫本体(1)可拆卸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充气围挡的按摩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弧形凹槽(32)的

弧度与腰部支撑垫(31)的弧度一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充气围挡的按摩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弧形凹槽(32)和

矩形凹槽(33)之间设有加热带(35)，加热带(35)与腰部支撑垫(31)可拆卸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带充气围挡的按摩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加热带(35)与外

部电源相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充气围挡的按摩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床垫本体(1)的

底部设有防潮吸湿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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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充气围挡的按摩床垫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智能家居领域，涉及一种床垫，尤其涉及一种带充气围挡的按摩

床垫。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多的追求生活享受，按摩能够使人肌肉放

松、消除疲劳，因此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按摩产品。按摩床垫就是按摩产品的一种。目前市

场上的按摩床垫功能单一，躺在上面身体不够舒适，使用者往往需要借助其他按摩工具对

自身不适部位进行按摩理疗，同时周围环境容易影响睡眠者的睡眠质量。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带充气围挡的按摩床垫，能够暂时将用

户与周围环境隔开，提高睡眠质量；同时可对用户颈部和腰背进行按摩，提高使用舒适度。

[0004]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5] 一种带充气围挡的按摩床垫，包括床垫本体，床垫本体的边缘处设有多个充气围

挡，若干个充气围挡组成气墙单元，相邻的气墙单元之间相连通；充气围挡包括硬质插接头

和软质充气部；硬质插接头的一端插入与其相匹配的凹槽内，另一端与软质充气部连通；凹

槽设置在床垫本体边缘处；硬质插接头上设有进气口，进气口与充气装置连接；

[0006] 床垫本体分为头颈区、腰背区和腿脚区；其中头颈区设有头枕，头枕内设有揉捏按

摩器；腰背区设有弧形的腰部支撑垫，腰部支撑垫上纵向开设有两个弧形凹槽以及设置在

其之间的矩形凹槽，弧形凹槽和矩形凹槽内均设有多个振动器。

[0007] 进一步，所述的头颈区与腰背区之间的床垫本体上设有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

与微控制器连接；揉捏按摩器和振动器分别与微控制器连接。

[0008] 进一步，所述的充气装置包括充气筒、电机和设置在充气筒内的活塞；第二推杆的

一端与活塞连接，另一端设有齿条；电机输出轴与齿轮连接，齿轮与齿条相啮合；电机与微

控制器连接。

[0009] 进一步，所述的充气围挡在充气后为圆柱形，若干个充气围挡组成气墙单元，气墙

单元内的充气围挡之间相连通。

[0010] 进一步，所述的腰部支撑垫与床垫本体可拆卸连接。

[0011] 进一步，两个所述的弧形凹槽相对于腰部支撑垫向下弯曲。

[0012] 进一步，所述的弧形凹槽和矩形凹槽之间设有加热带，加热带与腰部支撑垫可拆

卸连接。

[0013] 进一步，所述的加热带与外部电源相连接。

[0014] 进一步，所述的床垫本体的底部设有防潮吸湿垫。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16]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带充气围挡的按摩床垫，在床垫本体的边缘处设有多个充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10169508 U

3



气围挡，可暂时将使用者与外界环境隔开，提供独立的睡眠环境，有助于提升睡眠质量，也

可防止使用者跌落；同时在头颈区和腰背区分别设置按摩装置，能够对使用者的颈部和腰

背进行按摩，同时通过在腰背区设置弧形的腰部支撑垫，能够对人体腰部形成支撑，使腰椎

自然放松，提高使用舒适度。使用时，先使用充气装置向充气围挡内充气，使充气围挡竖直

立于床垫本体的边缘处；使用者躺在该床垫上，腰部支撑垫对使用者腰部形成支撑，压力传

感器感应到压力将信号传递至微控制器，微控制器控制头枕内的揉捏按摩器对使用者颈部

进行揉捏按摩，同时弧形凹槽与矩形凹槽内的振动器工作，对使用者背部进行振动按摩，减

缓疲劳。

[0017] 该带充气围挡的按摩床垫不仅具有防跌落作用，而且具有按摩的功效，可暂时将

用户与周围环境隔开，提供独立的睡眠环境，提高睡眠质量；同时通过腰部支撑垫能够对人

体腰部形成支撑，使腰椎自然放松，同时可对使用者身体多个部位进行按摩，极大了提高了

用户体验。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带充气围挡的按摩床垫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充气围挡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充气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带充气围挡的按摩床垫的电路流程框图。

[0022] 其中，1为床垫本体，11为充气围挡，111为硬质插接头，112为软质充气部，12为凹

槽，13为进气口，14为充气装置，141为充气筒，142为电机，143为活塞，144为第二推杆，145

为齿条，146为齿轮，2为头颈区，21为头枕，22为揉捏按摩器，3为腰背区，31为腰部支撑垫，

32为弧形凹槽，33  为矩形凹槽，34为振动器，35为加热带，4为腿脚区，5为压力传感器，6  为

微控制器，7为防潮吸湿垫，8为显示屏。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细描述，所述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而不

是限定。

[0024] 一种带充气围挡的按摩床垫，包括床垫本体1，床垫本体1的边缘处设有多个充气

围挡11，若干个充气围挡11组成气墙单元，相邻的气墙单元之间相连通；充气围挡11包括硬

质插接头111和软质充气部；硬质插接头111 的一端插入与其相匹配的凹槽12内，另一端与

软质充气部112连通；凹槽  12设置在床垫本体1边缘处；硬质插接头111上设有进气口13，进

气口13  与充气装置14连接；

[0025] 床垫本体1分为头颈区2、腰背区3和腿脚区4；其中头颈区2设有头枕  21，头枕21内

设有揉捏按摩器22；腰背区3设有弧形的腰部支撑垫31，腰部支撑垫31上纵向开设有两个弧

形凹槽32以及设置在其之间的矩形凹槽33，弧形凹槽32和矩形凹槽33内均设有多个振动器

34。

[0026] 具体的，充气围挡11可设置在床垫本体1的长度方向的一端和宽度方向的一端，也

可以在床垫本体1四周均设置充气围挡11。若干个充气围挡11  组成多个气墙单元，相邻的

气墙单元之间相连通，多个气墙单元拼接形成气墙，为用户提供独立的睡眠环境；充气围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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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包括硬质插接头111和软质充气部；硬质插接头111的一端插入与其相匹配的凹槽12内，

另一端与软质充气部112连通；凹槽12设置在床垫本体1边缘处；硬质插接头111上设有进气

口13，进气口13与充气装置14连接；充气装置14对充气围挡11充气后软质充气部112充气后

竖立于床垫本体1上。

[0027] 用户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充气围挡11，利用充气装置14对充气围挡11  进行充气，

使充气围挡11竖立于床垫本体1的边缘处，对使用者起到很好的围挡作用，形成一个独立的

睡眠空间，有助于睡眠，同时也可防跌落，保护使用者的安全。若使用者不需要使用充气围

挡11时，可将充气围挡11从凹槽12中取出，拆除充气围挡11；也可以拆除部分气墙单元，根

据使用者的需要进行拆卸。

[0028] 进一步，所述的头颈区2与腰背区3之间的床垫本体1上设有压力传感器5，压力传

感器5与微控制器6连接；揉捏按摩器22和振动器34均与微控制器6连接。

[0029] 具体的，所述的揉捏按摩器22和振动器34可分别通过各自开关进行控制；进一步

的，为了方便对上述器件进行控制，还在头颈区2与腰背区3之间的床垫本体1上设置压力传

感器5，压力传感器5与微控制器6连接；揉捏按摩器22和振动器34分别与微控制器6连接；由

微控制器6控制各器件的开关的关断。

[0030] 床垫本体1沿横向分为头颈区2和腰背区3，分别用于对使用者的头颈及腰背进行

按摩。微控制器6可设置在床垫本体2内，使用者在使用时可平躺在该带充气围挡的按摩床

垫上，压力传感器5感应到压力信号，将压力信号传递给微控制器6，微控制器6分别控制揉

捏按摩器22和振动器34工作。在腰背区3设置弧形的腰部支撑垫31主要是用于对使用者腰

部形成支撑，避免使用者平躺时腰部不能与床垫完全贴合而造成腰部悬空，从而导致腰部

不适。腰部支撑垫31与人体腰部曲线吻合，对使用者腰部形成较好的支撑，增加用户的使用

舒适度。

[0031] 需要说明的是，所述的揉捏按摩器22和振动器34均采用现有技术。揉捏按摩器22

主要用于对使用者的颈部进行按摩，减少使用者的颈部不适；弧形凹槽32和矩形凹槽33内

的振动器34主要用于对使用者腰部和背部进行振动按摩，矩形凹槽33内的振动器34可对使

用者脊椎部位进行振动按摩，同时弧形凹槽32内的振动器34对使用者的腰背进行振动按

摩；弧形凹槽32  内的振动器34沿弧形凹槽32呈弧形排布，与腰部支撑垫31的弧度一致，且

与人体背部曲线一致，有利于增强按摩效果，提高舒适性。

[0032] 进一步，所述的充气装置14包括充气筒141、电机142和设置在充气筒  141内的活

塞143；第二推杆144的一端与活塞143连接，另一端设有齿条  145；电机142输出轴与齿轮

146连接，齿轮146与齿条145相啮合；电机  142与微控制器6连接。

[0033] 进一步，所述的充气围挡11在充气后为圆柱形。若干个充气围挡11组成气墙单元，

气墙单元内的充气围挡11之间相连通。相邻的气墙单元拼接在一起，形成气墙，可暂时将使

用者与外界环境隔开，提供独立的睡眠环境，有助于提升睡眠质量。

[0034] 进一步，所述的腰部支撑垫31与床垫本体1可拆卸连接。腰部支撑垫  31与床垫本

体1可通过拉链或魔术贴的方式连接，方便拆卸。

[0035] 进一步，两个所述的弧形凹槽32相对于腰部支撑垫31向下弯曲。弧形凹槽32的弧

度与腰部支撑垫31的弧度一致。弧形凹槽32内振动器34沿弧形凹槽32的弧度呈弧形排布，

与人体背部曲线相吻合，能够对脊椎及脊椎两侧部位起到按摩作用，有利于提高振动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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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减轻背部不适。

[0036] 进一步，所述的弧形凹槽32和矩形凹槽33之间设有加热带35，加热带  35与腰部支

撑垫31可拆卸连接。通电后加热带35工作，对人体腰背进行加热，促进背部血液循环，增强

按摩效果。加热带35与腰部支撑垫31可通过拉链或魔术贴的方式可拆卸连接，使用者可根

据个人需要使用。

[0037] 进一步，所述的加热带35与外部电源连接，外部电源为加热带35提供电源作用，使

加热带35通电工作。

[0038] 进一步，所述的床垫本体1的底部设有防潮吸湿垫7。防潮吸湿垫7内填充有超级高

分子吸湿纤维，使床垫具备防潮吸湿的功能。

[0039] 需要说明的是，所述的压力传感器5的型号为PT124B-111T。所述的压力传感器5实

时监控床垫上的压力，并反馈至微控制器6，从而判断该床垫上方是否有用户，在没有用户

躺在床垫上方时，自动进入待机状态。

[0040] 进一步，所述的微控制器6的型号为I57200。所述的微控制器6设置在床垫本体1

内，床垫本体1上还可设置显示屏，用于显示按摩状态或待机状态。

[0041] 该带充气围挡的按摩床垫可采用天然乳胶材质，其厚度为15～25cm。

[0042] 由以上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带充气围挡的按摩床垫，在床垫本体1的

边缘处设有多个充气围挡11，若干充气围挡11组成气墙单元，可暂时将使用者与外界环境

隔开，提供独立的睡眠环境，有助于提升睡眠质量，也可防止使用者跌落；同时通过在头颈

区2和腰背区3分别设置按摩装置，能够对使用者颈部和腰背进行按摩，同时通过在腰背区3

设置弧形的腰部支撑垫31，能够对人体腰部形成支撑，使腰椎自然放松，提高使用舒适度。

使用时，先使用充气装置14向充气围挡11内充气，使充气围挡11竖直立于床垫本体1的边缘

处；使用者躺在该床垫上，腰部支撑垫31对使用者腰部形成支撑，压力传感器5感应到压力

将信号传递至微控制器6，微控制器6控制头枕21内的揉捏按摩器22对使用者颈部进行揉捏

按摩，同时弧形凹槽32  与矩形凹槽33内的振动器34工作，对使用者背部进行振动按摩，减

缓疲劳。

[0043] 该带充气围挡的按摩床垫不仅具有防跌落功能，还具有按摩功效，可暂时将用户

与周围环境隔开，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同时通过腰部支撑垫31  能够对人体腰部形成支

撑，使腰椎自然放松，同时可对使用者颈部和腰背多个部位进行按摩，极大了提高了用户体

验。

[0044] 以上给出的实施例是实现本实用新型较优的例子，本实用新型不限于上述实施

例。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所做出的任何非本质的添加、

替换，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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