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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便携式多用助眠药

枕，属于寝具领域。包括外表面覆盖有枕套的枕

头主体，枕头主体上形成有趴睡凹槽、手部放入

腔和头部挡垫，还包括：对称分布于枕头主体两

侧的第一横向固定带、第二横向固定带；位于枕

头主体上部的竖向固定带，所述竖向固定带包括

第一竖向固定带和V型或U型结构的第二竖向固

定带；设置在枕头主体的上部的药眠包放入腔，

所述药眠包放入腔内放置有药眠包。本便携式多

用助眠药枕兼具有旅行头枕和趴枕的辅助睡眠

作用，可与多种座椅相固定以对座椅上的旅客头

部进行稳定支撑，可放置于桌面上以供人们趴睡

休息，可固定于腰部进行携带，尤其适合旅途出

行携带使用，具有的药眠包设计能够提高使用者

的睡眠速度和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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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携式多用助眠药枕，包括外表面覆盖有枕套的枕头主体(1)，所述枕头主体

(1)的上部中间位置开有趴睡凹槽(11)，下部形成有手部放入腔(12)，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对称分布于枕头主体(1)两侧的第一横向固定带(2a)和第二横向固定带(2b)，所述第

一横向固定带(2a)和第二横向固定带(2b)的组成包括连接于枕套的横向固定带头部(21)、

具有横向延展性的横向弹性中部(22)、设置有魔术贴的横向固定带尾部(23)；

位于枕头主体(1)上部的竖向固定带，所述竖向固定带包括第一竖向固定带(3a)和V型

或U型结构的第二竖向固定带(3b)，所述第一竖向固定带(3a)和第二竖向固定带(3b)的组

成包括连接于枕套的竖向固定带头部(31)、具有竖向延展性的竖向弹性中部(32)、设置有

魔术贴的竖向固定带尾部(33)；

设置在枕头主体(1)上部的药眠包放入腔(14)，所述药眠包放入腔(14)内放置有药眠

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式多用助眠药枕，其特征在于：所述枕头主体(1)的

上表面形成有向上凸起的头部挡垫(13)，所述头部挡垫(13)的数量为2个，对称分布于枕头

主体(1)的两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式多用助眠药枕，其特征在于：所述药眠包放入腔

(14)设置在枕头主体(1)的上表面、趴睡凹槽(11)的周侧。

4.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一种便携式多用助眠药枕，其特征在于：所述药眠包放入

腔(14)的数量为4个。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式多用助眠药枕，其特征在于：所述枕套的顶面和/

或底面安装有药眠包更换拉链(1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式多用助眠药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横向固定带

(2a)的尾部的正面设置为公面/母面魔术贴；所述第二横向固定带(2b)的尾部的背面设置

为母面/公面魔术贴，正面设置为公面/母面魔术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式多用助眠药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竖向固定带

(3b)的尾部的背面设置为母面/公面魔术贴，正面设置为公面/母面魔术贴；所述第一竖向

固定带(3a)的尾部的背面设置为母面/公面魔术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式多用助眠药枕，其特征在于：所述药眠包包括对药

材进行装纳的超薄防漏隔层。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式多用助眠药枕，其特征在于：所述枕套采用丝麻混

纺面料。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式多用助眠药枕，其特征在于：所述枕头主体(1)的

顶面上形成有内凹的水杯放入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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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携式多用助眠药枕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寝具领域，特别涉及一种便携式多用助眠药枕。

背景技术

[0002] 乘车旅途中或办公午休时，人们常用到旅行头枕或趴枕以支撑头部和颈部，从而

缓解身体疲劳和便于快速进入睡眠。乘车旅途用的头枕通常为环绕人体颈部的U型结构软

枕，其位置随人体头部姿势变化而变化，当车辆颠簸或人体无意识地调整睡姿时，其位置和

形状易受改变，导致无法发挥理想的支撑和固定头部作用，对防止颈椎在睡眠中因长时间

不正姿势而造成伤害，如颈椎侧弯、肩周炎等疾病的预防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甚至可能压迫

人体喉部，导致呼吸困难。办公室午休常用的趴枕枕面的中部形成有贯穿状态的趴睡凹槽，

该趴睡凹槽供人体趴睡时面部放入，可减小趴枕对面部五官的挤压，也便于维持呼吸道的

畅通。另外，这种结构的趴枕的背面通常形成有可供人体手部环抱放入的凹形腔。这类趴枕

结构固定，功能比较单一，不适合旅途随身携带使用。

[0003] 再者，当代人对健康和养生尤为关注，安神类药眠包对脑力劳动者、年长难入眠者

的辅助睡眠具有积极影响作用，而市面上的旅行头枕和趴枕鲜有携带可拆卸安神类药眠包

的设计。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以上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便携式多用助眠药枕，其兼具有

旅行头枕和趴枕的辅助睡眠作用，可与座椅相固定以对座椅上的旅客头部进行稳定支撑，

可放置于桌面上以供人们趴睡休息，且便于携带，尤其适合旅途携带使用，具有的药眠包设

计能够提高使用者的睡眠速度和睡眠质量。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便携式多用助眠药枕，包括外表面覆盖有枕套的枕头主体，所述枕头主体的

上部中间位置开有趴睡凹槽，下部形成有手部放入腔，还包括：

[0007] 对称分布于枕头主体两侧的第一横向固定带和第二横向固定带，所述第一横向固

定带和第二横向固定带的组成包括连接于枕套的横向固定带头部、具有横向延展性的横向

弹性中部、设置有魔术贴的横向固定带尾部；

[0008] 位于枕头主体上部的竖向固定带，所述竖向固定带包括第一竖向固定带和V型或U

型结构的第二竖向固定带，所述第一竖向固定带和第二竖向固定带的组成包括连接于枕套

的竖向固定带头部、具有竖向延展性的竖向弹性中部、设置有魔术贴的竖向固定带尾部；

[0009] 设置在枕头主体的上部的药眠包放入腔，所述药眠包放入腔内放置有具有安神功

能的药眠包。

[0010] 所述枕头主体的上表面形成有向上凸起的头部挡垫，所述头部挡垫的数量为2个，

对称分布于枕头主体的两侧。

[0011] 所述药眠包放入腔设置在枕头主体的上表面、趴睡凹槽的周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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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趴睡凹槽的周侧形成有若干颗粒状的按摩凸头。

[0013] 较佳的，所述药眠包放入腔的数量为4个，分别分布于趴睡凹槽的上、下、左、右四

个部位。

[0014] 较佳的，所述药眠包放入腔内可放入香囊。

[0015] 所述枕套的顶面安装有药眠包更换拉链，用于药眠包的更换、放置。

[0016] 所述枕套的底面安装有药眠包更换拉链，用于药眠包的更换、放置。

[0017] 所述第一横向固定带的尾部的正面设置为公面/母面魔术贴，所述第二横向固定

带的尾部的背面设置为母面/公面魔术贴，正面设置为公面/母面魔术贴。

[0018] 所述第二竖向固定带的尾部的背面设置为母面/公面魔术贴，正面设置为公面/母

面魔术贴。

[0019] 所述第一竖向固定带的尾部的背面设置为母面/公面魔术贴。

[0020] 所述药眠包包括对药材进行装纳的超薄防漏隔层。

[0021] 所述枕套采用丝麻混纺面料。

[0022] 所述枕头主体的顶面上形成有内凹的水杯放入槽。

[002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24] 1 .本助眠药枕可通过第一竖向固定带和第二竖向固定带和第一横向固定带和第

二横向固定带固定于大巴座椅、火车座椅、小汽车座椅上使用，适合旅途出行时的倚靠睡

眠；

[0025] 2.本助眠药枕可作为趴枕使用，可通过第一横向固定带和第二横向固定带固定于

人体腰部，方便旅途出行时的携带，便于随时趴伏小憩；

[0026] 3.具有的药眠包设计有利于使用者休息时的安神和放松，便于提升睡眠速度和睡

眠质量；

[0027] 4.药眠包可通过药眠包更换拉链进行快捷更换，利于保持药效。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三维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二三维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的主视图；

[0031] 图4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的俯视图；

[0032] 图5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的左视图；

[0033]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另一实施例的三维结构示意图。

[0034] 附图标记说明：1、头枕主体；11、趴睡凹槽；12、手部放入腔；  13、头部挡垫；14、药

眠包放入腔；15、药眠包更换拉链；16、水杯放入槽；2a、第一横向固定带；2b、第二横向固定

带；21、横向固定带头部；22、横向弹性中部；23、横向固定带尾部；3a、第一竖向固定带；3b、

第二竖向固定带；31、竖向固定带头部；32、竖向弹性中部；33、竖向固定带尾部。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描述，但应当理解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受具体实施方式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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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如图1至图5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便携式多用助眠药枕，包括外表面覆盖有

枕套的枕头主体1，枕套采用柔软抗皱、吸湿透气的丝麻混纺面料。枕头主体1的上部中间位

置开有趴睡凹槽11，供人们趴伏于桌面休息时脸部放入，下部形成有手部放入腔12，供人们

趴伏于桌面休息时手部环保于枕头主体1。

[0037] 此外，还包括对称分布于枕头主体1两侧的第一横向固定带2a  和第二横向固定带

2b，以及位于枕头主体1上部的竖向固定带。所述第一横向固定带2a和第二横向固定带2b的

组成包括连接于枕套的横向固定带头部21、具有横向延展性的横向弹性中部22、设置有魔

术贴的横向固定带尾部23。所述竖向固定带包括第一竖向固定带3a  和V型或U型结构的第

二竖向固定带3b，所述第一竖向固定带3a、第二竖向固定带3b的组成包括连接于枕套的竖

向固定带头部31、具有竖向延展性的竖向弹性中部32、设置有魔术贴的竖向固定带尾部 

33。本实施例中，第二竖向固定带3b采用V型结构，其竖向固定带头部31具有的两个连接头

端分布于第一竖向固定带3a的两侧，如图3所示。

[0038] 另外，还包括位于头部主体1的上部的药眠包放入腔14，该药眠包放入腔14内放置

有具有安神功能的药眠包。本实施例中，药眠包使用超薄防漏隔层进行包覆，便于整体更

换，也不影响药效发挥。药眠包放入腔14设置在枕头主体1的上表面、趴睡凹槽11的周侧，此

位置与人体头部、颈部的距离适宜。本实施例中，药眠包放入腔  14的数量为4个，分别分布

于趴睡凹槽11的上、下、左、右四个部位，利于充分发挥药眠包的药效。并且，使用者可根据

需求和爱好调整药眠包放入腔14内放入的药眠包的数量和种类，例如，可在一个药眠包放

入腔14内放置为香囊，以改善空气气味和愉悦心情。

[0039] 本实施例中，趴睡凹槽11的周侧形成有若干颗粒状的按摩凸头，使用者正面趴睡

或仰靠休息时，按摩凸头可刺激人体头部穴位。

[0040] 本实施例中，枕头主体1的上表面形成有向上凸起的头部挡垫  13，该头部挡垫13

的数量为2个，对称分布于枕头主体1的两侧。当助眠药枕固定于座椅上使用时，头部挡垫13

可限定人体头部的位置，利于健康睡姿的保持。

[0041] 本实施例中，枕套的顶面和底面均安装有药眠包更换拉链15，如图1和图2所示，便

于药眠包的更换、放置。

[0042] 本实施例中，第一横向固定带2a的尾部的正面设置为公面魔术贴，第二横向固定

带2b的尾部的背面设置为母面魔术贴，正面设置为公面魔术贴。使用时，先将第一横向固定

带2a向后弯曲形成半环状，再将第二横向固定带2b向后弯曲形成半环状，并使其尾部的母

面魔术贴粘贴于第一横向固定带2a的尾部的公面魔术贴上，从而形成封闭的圆环型，可固

定于人体腰部或座椅腰身。

[0043] 第二竖向固定带3b的尾部的背面设置为母面魔术贴，正面设置为公面魔术贴，第

一竖向固定带3a的尾部的背面设置为母面魔术贴。两条竖向固定带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助眠

药枕竖向固定时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可适用于大巴座椅类无小型头靠枕的座椅和小汽车

类带小型头靠枕的座椅。具体为，在小汽车类带小型头靠枕座椅上使用时，先将第一横向固

定带2a和第二横向固定带2b固定于座椅腰身，再将第二竖向固定带3b向后翻折，并使其V型

或U型结构形成的中部间隙穿过座椅的小型头靠枕，再使其尾部背面的母面魔术贴粘贴于

第二横向固定带2b尾部正面的公面魔术贴之上，以此完成第二竖向固定带  3b的固定，再将

第一竖向固定带3a向后翻折，紧贴座椅的小型头靠枕，而后将其尾部背面的母面魔术贴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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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于第二竖向固定带3b的尾部正面的公面魔术贴公面魔术贴之上，以此完成全部固定工

作。

[004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优化，枕头主体1的顶面上形成有内凹的水杯放入槽16，

如图6所示。当将助眠药枕固定于人体腰部携带时，可将水杯、饮料瓶放置于水杯放入槽16

内，以解放双手。

[0045]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

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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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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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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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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