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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善睡眠亚健康的生物多功能枕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床上用品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改善睡眠亚健康的生物多功能枕，包括记

忆枕和调节装置，记忆枕包括远红外棉枕套，远

红外棉枕套内包裹有记忆橡胶枕芯，记忆橡胶枕

芯上表面设有按摩颗粒，按摩颗粒下侧设有永磁

垫，记忆橡胶枕芯上侧设有椭圆孔，椭圆孔内侧

设有中药袋，记忆枕安装在调节装置上侧，调节

装置包括衬板和调节盒，调节盒外侧设有三个圆

孔，圆孔外侧设有六边形凹槽，调节盒设有与圆

孔相对应的固定槽，固定槽上侧连接有凸轮杆，

凸轮杆包括长杆和短杆，右侧短杆连接有限位

头，左侧短杆穿过调节盒上的圆孔、且端头螺纹

连接有与六边形凹槽相匹配的六边形把手。本实

用新型不仅能改善用户睡眠质量，还能够调节枕

头高度与倾斜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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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改善睡眠亚健康的生物多功能枕，其特征在于：包括记忆枕(1)和调节装置(2)，

所述记忆枕(1)包括远红外棉枕套(11)，所述远红外棉枕套(11)内包裹有记忆橡胶枕芯

(12)，所述记忆橡胶枕芯(12)上表面设有按摩颗粒(126)，所述按摩颗粒(126)下侧设有永

磁垫(125)，所述永磁垫(125)镶嵌在记忆橡胶枕芯(12)内部，所述记忆橡胶枕芯(12)左下

端设有电池盒(124)，所述电池盒(124)安装有电池，所述电池电连接有开关按钮，所述开关

按钮电连接有无线音响(123)，所述记忆橡胶枕芯(12)左上侧设有椭圆孔(121)，所述椭圆

孔(121)内侧设有中药袋，所述椭圆孔(121)外侧设有粘扣(122)，所述记忆枕(1)安装在调

节装置(2)上侧，所述调节装置(2)包括衬板(21)和调节盒(22)，所述调节盒(22)外侧设有

三个圆孔，所述圆孔外侧均设有六边形凹槽(221)，所述调节盒(22)设有与圆孔相对应的固

定槽(24)，所述固定槽(24)上侧连接有凸轮杆(23)，所述凸轮杆(23)包括长杆(231)和短杆

(232)，所述长杆(231)的纵截面为凸轮形状，所述短杆(232)固定连接在长杆(231)的两端，

右侧所述短杆(232)连接有限位头(233)，左侧所述短杆(232)穿过调节盒(22)上的圆孔、且

端头螺纹连接有与六边形凹槽(221)相匹配的六边形把手(2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善睡眠亚健康的生物多功能枕，其特征在于：所述记忆

枕(1)与衬板(21)长度尺寸均为800mm、宽度尺寸均为500mm。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改善睡眠亚健康的生物多功能枕，其特征在于：所述椭圆

孔(121)为通孔。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改善睡眠亚健康的生物多功能枕，其特征在于：所述记忆

橡胶枕芯(12)上表面每分米设有9个按摩颗粒(126)。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改善睡眠亚健康的生物多功能枕，其特征在于：所述远红

外棉枕套(11)设有拉链，所述远红外棉枕套(11)通过拉链固定包裹记忆橡胶枕芯(12)。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改善睡眠亚健康的生物多功能枕，其特征在于：所述六边

形把手(25)的厚度尺寸大于六边形凹槽(221)的深度尺寸。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改善睡眠亚健康的生物多功能枕，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

盒(22)长度尺寸为805mm、宽度尺寸为505mm。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9284807 U

2



一种改善睡眠亚健康的生物多功能枕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床上用品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改善睡眠亚健康的生物多功能

枕。

背景技术

[0002] 枕头是家庭必备的床上用品，一种睡眠工具。人体的脊柱，从正面看是一条直线，

但侧面看是具有三个生理弯曲的曲线。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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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觉时须采用枕头。枕头的高度一般是因人而异的，仰卧最佳的枕头高度在8-

15cm，枕头太高，无论是什么姿势睡觉都会影响睡眠，不能保持颈椎正常的前凸弯曲，反而

会向后，这就会加重颈椎负担，而且还可能有颈部僵硬的现象。枕头太低会引起面部和脸部

浮肿。一个理想的枕最基本的功能是要能够紧密适合颈椎的生理曲度，使工作学习生活一

天的人们，在睡眠之中解除颈椎肌肉、韧带的疲劳。现在市面上的枕头根据功能主要分为保

健型枕头和治疗型枕头。保健型枕头具有按摩功能，可在休息时，自然的对头部进行简单的

按摩，使长期的疲劳得到缓解，能让使用者感到明显舒适。治疗型枕头是针对有颈椎病或者

失眠的人群而设计的枕头，不仅具有简单的保健作用，更具有能够初步治疗颈椎，失眠等症

状的功能。但是现有的枕头通常只具备基础的按摩、保健功能，不能良好的改善睡眠质量，

并且枕头高度不能调节，无法适用于不同客户。本实用新型不仅可以改善用户睡眠质量，还

能够调节枕头高度与倾斜角度。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旨在提供一种改善睡眠亚健康的生物多功能枕，不仅可以

改善用户睡眠质量，还能够调节枕头高度与角度。

[0004]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改善睡眠亚健康的生物多功能枕，包括记忆枕和调节装置，所述记忆枕包括

远红外棉枕套，所述远红外棉枕套内包裹有记忆橡胶枕芯，所述记忆橡胶枕芯上表面设有

按摩颗粒，所述按摩颗粒下侧设有永磁垫，所述永磁垫镶嵌在记忆橡胶枕芯内部，所述记忆

橡胶枕芯左下端设有电池盒，所述电池盒安装有电池，所述电池电连接有开关按钮，所述开

关按钮电连接有无线音响，所述记忆橡胶枕芯左上侧设有椭圆孔，所述椭圆孔内侧设有中

药袋，所述椭圆孔外侧设有粘扣，所述记忆枕安装在调节装置上侧，所述调节装置包括衬板

和调节盒，所述调节盒外侧设有三个圆孔，所述圆孔外侧均设有六边形凹槽，所述调节盒设

有与圆孔相对应的固定槽，所述固定槽上侧连接有凸轮杆，所述凸轮杆包括长杆和短杆，所

述长杆的纵截面为凸轮形状，所述短杆固定连接在长杆的两端，右侧所述短杆连接有限位

头，左侧所述短杆穿过调节盒上的圆孔、且端头螺纹连接有与六边形凹槽相匹配的六边形

把手。

[0006] 采用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一种改善睡眠亚健康的生物多功能枕，远红外棉枕套采

用远红外纤维材料制成，能自发的产生远红外线，深入人体的皮肤以及皮下组织，使微细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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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扩张促进新陈代谢，记忆橡胶枕芯柔软舒适、富有弹性，不会因长期形变而变形，又具有

透气性，而永磁垫发出的电磁波，激发细胞的活性，活络经脉；椭圆孔中放置的中药袋内可

以放置中药药材如麝香、菊花、决明子等用于镇静安神，药物在空气中扩散被用户吸收，而

椭圆孔周边的粘扣用于固定中药袋；在使用生物多功能枕时，将六边形把手从六边形凹槽

中拔出，固定槽卡住限位头，通过选转六边形把手带动凸轮杆选转，使凸轮杆上侧的衬板升

高或降低，从而调节记忆枕高度，将六边形把手按入六边形凹槽中使记忆枕高度固定，由于

固定结构为六边形，所以凸轮杆可以调节六种高度，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记忆枕

高度，也可以根据凸轮杆不同高度组合调整记忆枕倾斜角度，用户头枕在记忆橡胶枕芯的

按摩颗粒上，按摩颗粒按摩用户穴位，使用户颈部和头部肌肉得到放松，按下开关按钮，无

线音箱启动，可以与用户手机相连，播放用户喜欢的歌曲，用于放松身心。本实用新型不仅

可以改善用户睡眠质量，还能够调节枕头高度。

[0007] 进一步限定，所述记忆枕与衬板长度尺寸均为800mm、宽度尺寸均为500mm。这样，

记忆枕与衬板尺寸设计合理，摆放在床上大小合适。

[0008] 进一步限定，所述椭圆孔为通孔。这样，保证中药袋不会卡在椭圆孔内部，方便中

药袋的放置和取出。

[0009] 进一步限定，所述记忆橡胶枕芯上表面每分米设有九个按摩颗粒。这样，按摩颗粒

分布更加科学合理，增强了按摩效果。

[0010] 进一步限定，所述远红外棉枕套设有拉链，所述远红外棉枕套通过拉链固定包裹

记忆橡胶枕芯。这样，远红外棉枕套与记忆橡胶枕芯紧密结合，美观实用又不影响生物枕头

功能。

[0011] 进一步限定，所述六边形把手厚度尺寸大于六边形凹槽深度尺寸。这样，可以轻松

将六边形把手从六边形凹槽中拔出，方便使用。

[0012] 进一步限定，所述调节盒长度尺寸为805mm、宽度尺寸为505mm。这样，调节盒刚好

可以将衬板和记忆枕放入调节盒中，起到固定作用，并且调节盒也不会显得过大而影响使

用。

附图说明

[0013] 本实用新型可以通过附图给出的非限定性实施例进一步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改善睡眠亚健康的生物多功能枕的实施例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改善睡眠亚健康的生物多功能枕的实施例中调节装置的结

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改善睡眠亚健康的生物多功能枕的实施例中凸轮杆的结构

示意图；

[0017] 图4为图3中A-A处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8]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如下：

[0019] 记忆枕1、远红外棉枕套11、记忆橡胶枕芯12、椭圆孔121、粘扣122、无线音响123、

电池盒124、永磁垫125、按摩颗粒126、调节装置2、衬板21、调节盒22、六边形凹槽221、凸轮

杆23、长杆231、短杆232、限位头233、固定槽24、六边形把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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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进一步说明。

[0021] 如图1、图2、图3、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改善睡眠亚健康的生物多功能枕，包

括记忆枕1和调节装置2，记忆枕1包括远红外棉枕套11，远红外棉枕套11内包裹有记忆橡胶

枕芯12，记忆橡胶枕芯12上表面设有按摩颗粒126，按摩颗粒126下侧设有永磁垫125，永磁

垫125镶嵌在记忆橡胶枕芯12内部，记忆橡胶枕芯12左下端设有电池盒124，电池盒124安装

有电池，电池电连接有开关按钮，开关按钮电连接有无线音响123，记忆橡胶枕芯12左上侧

设有椭圆孔121，椭圆孔121内侧设有中药袋，椭圆孔121外侧设有粘扣122，记忆枕1安装在

调节装置2上侧，调节装置2包括衬板21和调节盒22，调节盒22外侧设有三个圆孔，圆孔外侧

均设有六边形凹槽221，调节盒22设有与圆孔相对应的固定槽24，固定槽24上侧连接有凸轮

杆23，凸轮杆23包括长杆231和短杆232，长杆231的纵截面为凸轮形状，短杆232固定连接在

长杆231的两端，右侧短杆232连接有限位头233，左侧短杆232穿过调节盒22上的圆孔、且端

头螺纹连接有与六边形凹槽221相匹配的六边形把手25。

[0022] 采用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一种改善睡眠亚健康的生物多功能枕，远红外棉枕套11

采用远红外纤维材料制成，能自发的产生远红外线，深入人体的皮肤以及皮下组织，使微细

血管扩张促进新陈代谢，记忆橡胶枕芯12柔软舒适、富有弹性，不会因长期形变而变形，又

具有透气性，而永磁垫125发出的电磁波，激发细胞的活性，活络经脉；椭圆孔121中放置的

中药袋内可以放置中药药材如麝香、菊花、决明子等用于镇静安神，药物在空气中扩散被用

户吸收，而椭圆孔121周边的粘扣122用于固定中药袋；在使用生物多功能枕时，将六边形把

手25从六边形凹槽221中拔出，固定槽24卡住限位头233，通过选转六边形把手25带动凸轮

杆23选转，使凸轮杆23上侧的衬板21升高或降低，从而调节记忆枕1高度，将六边形把手25

按入六边形凹槽221中使记忆枕1高度固定，由于固定结构为六边形，所以凸轮杆23可以调

节六种高度，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记忆枕1高度，也可以根据凸轮杆23不同高度组

合调整记忆枕1倾斜角度，用户头枕在记忆橡胶枕芯12的按摩颗粒126上，按摩颗粒126按摩

用户穴位，使用户颈部和头部肌肉得到放松，按下开关按钮，无线音箱123启动，可以与用户

手机相连，播放用户喜欢的歌曲，用于放松身心。本实用新型不仅可以改善用户睡眠质量，

还能够调节枕头高度和。

[0023] 优选记忆枕1与衬板21长度尺寸均为800mm、宽度尺寸均为500mm。这样，记忆枕1与

衬板21尺寸设计合理，摆放在床上大小合适。实际上，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考虑记忆枕1与

衬板21的长度和宽度尺寸。

[0024] 优选椭圆孔121为通孔。这样，保证中药袋不会卡在椭圆孔121内部，方便中药袋的

放置和取出。实际上，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考虑能放置中药袋的其他结构形状。

[0025] 优选记忆橡胶枕芯12上表面每分米设有九个按摩颗粒126。这样，按摩颗粒126分

布更加科学合理，增强了按摩效果。实际上，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考虑按摩颗粒126的密度

大小。

[0026] 优选远红外棉枕套11设有拉链，远红外棉枕套11通过拉链固定包裹记忆橡胶枕芯

12。这样，远红外棉枕套11与记忆橡胶枕芯12紧密结合，美观实用又不影响生物枕头功能。

实际上，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考虑远红外棉枕套11与记忆橡胶枕芯12的固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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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优选六边形把手25厚度尺寸大于六边形凹槽221深度尺寸。这样，可以轻松将六边

形把手25从六边形凹槽221中拔出，方便使用。实际上，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考虑在六边形

把手25上增加结构解决六边形把手25从六边形凹槽221中拔出问题。

[0028] 优选调节盒22长度尺寸为805mm、宽度尺寸为505mm。这样，调节盒22刚好可以将衬

板21和记忆枕1放入调节盒22中，起到固定作用，并且调节盒22也不会显得过大而影响使

用。实际上，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考虑调节盒22的长度和宽度尺寸。

[0029] 上述实施例仅示例性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及其功效，而非用于限制本实用新

型。任何熟悉此技术的人士皆可在不违背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及范畴下，对上述实施例进行

修饰或改变。因此，凡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实用新型所揭示的精神

与技术思想下所完成的一切等效修饰或改变，仍应由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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