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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 Bedding 是⼀家位于阳光明媚的新加坡和曼⾕的⼩型企

业，向⼀些较⼤的枕头品牌竞争。我们专注并决⼼⽤最佳可

调节的枕头去提⾼睡眠质量来取得成功。我们通过创新、优

质和实惠的床上⽤品以客⼾满意度来衡量我们的成功。

 

在  Ora Bedding，我们相信更好的睡眠可以为您和您所爱的

⼈提供新的灵感来开始新的⼀天。

ORA BEDDING

https://www.orabedding.com/


这是 
ORAFLEX
可调的碎记忆绵⽵枕





乍看之下



可调节
硬度和⾼度可调

软的还是硬的？你决定！



减少不良睡眠
选择错误的枕头会导致失眠、辗转反侧、失眠和打鼾。

让您在早上头痛、颈部疼痛并感到沮丧。

每个⼈都是不同

的，“均码，通⽤”的枕

头忽略了个体的需

求。因此，我们创造

了可调节的枕头以适

应不同的体型和睡眠

需求。



只需通过移除或添加碎记忆绵来调整枕头⾼度即

可达到完美的⾼度。

可调节为任何睡姿

仰睡者 侧睡者 趴睡者



O R A F L E X

四重通⻛™

-  科技  -

专为卓越的散热和⽓流循环⽽设计；旨在减少

⽓味，提⾼舒适度，并改善⽀撑

⽵纤维技术⽵纤维技术

蓝凝胶注⼊技术蓝凝胶注⼊技术 360° 透⽓⽹技术360° 透⽓⽹技术

2" 扣板设计2" 扣板设计



ORAFLEX 四重通⻛™ 科技 

1

2

3

4

⽵纤维技术

温度调节，⾮常透⽓，并且不会将热量困在⾝体附

近。它还可以“吸⾛”⽔分，⾮常适合温暖潮湿的⽓候。

2" 扣板设计

提供头部和颈部之间的端到端倾斜度调整，有助于脊柱

对⻬。它还允许更均匀的填充分布；平衡⽓流。

蓝凝胶注⼊技术

BLUE-GEL 注⼊的碎记忆绵 (SMF) 可产⽣⽓袋；让空⽓

在枕头内⾃由流通。

360° 透⽓⽹技术

与 OraFlex 360° VENTING MESH ⼀起设计⽤于更好的

散热、⽓流、循环、舒适和减少⽓味。



温度调节舒适 

枕头重新发明

ORA F L E X  四重通⻛™  技术与您的⾝体协同⼯

作，让您整夜保持最佳温度。与其他枕头相⽐，它

吸收热量和⽔分的速度是其他枕头的两倍，可将您

睡眠中的湿度降低 50%！



奢华的⽵纤维

低过敏性和⽆过敏原

可拆卸的外罩由源⾃⽵纤维和超细

⼈造丝制成，使我们的枕头超柔

软，也适合⽪肤敏感和过敏的⼈。

 
它的柔软度是棉花的2倍，耐⽤度

是棉花的5倍。

O R A F L E X



⽵纤维的好处
不再有令⼈⽑⻣悚然的细菌！

OraFlex 具有抗真菌、抗菌和抗尘螨功能；让令⼈⽑⻣
悚然的细菌远离您和亲⼈。与传统棉花相⽐，它也更

不容易发霉。

O R A F L E X

没有汗流浃背的夜晚！

 ⽵纤维⾃然地将⽔分从您的⾝体中吸⾛，这意味着您
不会感到出汗或湿冷。它还可以增加透⽓性、低过敏

性和让您整夜保持凉爽和舒适⽽闻名。



⼀枕⼆⾯

我们相信完美的枕头必须兼

具功能性和美观性。每个⼈

都有不同的⼝味。因此，我

们特意采⽤了双⾯设计。

 

⼀侧编织成⼩⽽简约的⽅形

图案，优雅⽽体⾯，触感柔

软。另⼀⾯以3D三⻆形图
案编织，赋予其时尚现代的

外观，并具有光滑的触感。

美丽⽽舒适



5 独特的 3D 织布设计

1 收获于天然⽵⼦植物

2 加⼯成⽵纤维

3 纺成⽵纱

4 编织成⽵纤维

⽵布制作⼯艺
我们选择⽵纤维作为枕套的原因有很

多。⽵⼦是⼀种⾰命性的⾯料，具有⽆

与伦⽐的优势，包括强度、多功能性和

奢华触感。由此产⽣的织物柔软、舒适

且吸⽔，⾮常适合制作枕头套！

这就是我们如何将⽐钢硬的东西变成⽐

棉花柔软 2 倍的织物

https://www.orabedding.com/


优质的
碎记忆绵

蓝凝胶注⼊

ORAFLEX 是可塑的，因为各个
碎记忆绵块独⽴移动，完美贴合您

的头部轮廓，提供完美⽀撑⼒，有

助于减轻压⼒，缓解疼痛。它还注

⼊了蓝⾊凝胶，可进⼀步降低枕头

温度，带来额外的舒适感。

O R A F L E X



好处
 碎记忆绵⽐传统的块
状记忆绵更透⽓和凉

爽，因为它们会产⽣⽓

⽳，让空⽓⾃由流通。

这种⽓流类似于⽻绒

（鹅或鸭）枕头的舒适

度，使 OraFlex 柔软
舒适，更没有虐待动物

和过敏原。

它是可塑的！

为什么要切碎？

与传统的块状记忆绵

不同，它不吸热⽓。



卓越的头颈⽀撑

OraFlex ⽀撑并缓解头部和颈部的压⼒，让您醒来后
感觉焕然⼀新，开始新的⼀天。  OraFlex 已经过严格
的实验室测试，可保持  2000 多个晚上不变形，并提

供  5 年保修。

5年保修5年保修



睡得安⼼
我们很⾃豪 OraFlex 已通过 OEKO-TEK 认
证，对⼈类健康⽆毒、安全且⽆害。

我们只使⽤新鲜制作的 CertiPUR-US® 认
证的蓝凝胶灌注记忆绵，确保它不含甲醛、

汞、铅、阻燃剂，并且 VOC 排放量低。

安全⽆害

新鲜制作



外罩和内罩都可机洗。

双套可机洗

采⽤隐形YKK拉链。较⼩的拉拔
器也降低了硬件配件对⾯部造
成伤害的⻛险。

⾼级  YKK 双拉链

200 克 OraFlex 记忆绵免费提
供给您额外的紧实度和⽀撑度。
它配有⼀个抽绳袋，便于存放。

额外  200G 的  ”美好“

重要的细节



新加坡和泰国
*我们也以统⼀运费在全球其它国家发货。单⼀收费不限数量。

免运费

在您舒适的家中试⽤。没有

⻛险。不喜欢？全额退款。

30晚试⽤

来⾃诚实公司的真正保

证。

5年保修



分享ORAFLEX之旅
此外，我们还测试了 10 多种不

同的⾯料。从 100% 涤纶、100%

棉、丝绸、天丝、棉混纺与相变

材料或银浸、多种混纺等，发现

最好的混纺是⽵丝和超细纤维！

我们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来完

美您的睡眠体验。

产品研发

我们花了 10 多个⽉的时间从设

计、原型、测试到最终⽣产

OraFlex 枕头。我们最初的设计

包括使⽤可移动夹层来实现该可

调性，并测试了多种填充物，例

如固体记忆绵、聚酯、⽻⽑/⽻

绒混合物和乳胶。然⽽，经过

Beta 测试后，我们很快意识到分

层枕头并不能提供我们正在寻找

的微调性。



成品尺⼨: 71cm x 46cm
科技: OraFlex 四重通⻛™
填物: 带有超细纤维的 Blue-Gel
Infused Visco 聚氨酯泡沫

尺⼨和细节
外罩: ⽵粘胶丝与超细纤维混纺
和内罩: 100% 聚酯纤维



分开的外枕和内枕。
清洗前取出内部填充物。
使⽤随附的抽绳袋临时存放填充物。
将盖⼦翻过来。
不要使⽤漂⽩剂或织物柔软剂。
不需要熨烫。
只能机冷洗涤和烘⼲。

只能机冷洗涤和烘⼲。
冷⽔洗涤，细腻循环。
不要使⽤漂⽩剂或织物柔软剂。
低温烘⼲并确保内枕在使⽤前完全⼲
燥。
这可能需要⼏个周期，具体取决于您
的洗⾐机和烘⼲机。

每天⽤⼿将枕头弄松，然后每个⽉在
低温下烘⼲  15-20 分钟。这样可以更
新和振兴记忆绵。
使⽤洗⾐袋清洗外罩。
我们建议您每年只清洗⼀次碎记忆
绵。
不要将记忆绵直接放在阳光下晒⼲。

可拆卸的外罩和内罩：

内枕：

使⽤安全别针固定拉链，这样在洗涤过程
中切碎的记忆绵就不会溢出

提⽰：

洗涤和护理

将枕头放在烘⼲机中，并⽤烘
⼲机纸低温  10 -  15 分钟。这
会使枕头膨起。

如何准备  ORAFLEX

没有烘⼲机？您也可以⽤⼿把
它弄松或把枕头放在外⾯吹⼀
天。

新的记忆绵往往有 “放⽓ ”的⽓
味，但它们不会伤害你。我们
只使⽤新鲜制作的泡沫，并通
过  CertiPUR-US® 认证，确
保您的安全。为了减少⽓味，
只需将枕头放在烘⼲机低温，
⽤烘⼲机纸放置⼏个⼩时。或
者，将内部枕头放在外⾯通⻛
⼏天。

OraFlex 枕头都是全新制作的，可以开
箱即⽤。但是，如果您更喜欢清洗它，我
们建议您按照以下说明进⾏操作



ORA BEDDING

oraflex@orabedding.com

合作或批发

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疑问，

包括合作、联盟营销、区

域分销，或者您属于任何

需要枕头捐赠的慈善组

织，请与我们联系！

mailto:oraflex@orabedding.com
https://www.orabedding.com/


115 Jalan Kelichap
Singapore 534319
WhatsApp: +65 8897-8971
oraflex@orabedding.com

新加坡

可调的碎记忆绵⽵枕

ORAFLEX

276/283 Mantana Srinakarin Romklow,
Khwaeng Min Buri. Bangkok 10510
Thailand
LINE: @orabedding.th

泰国

@ORABEDDING.TH

@orabedding

https://wa.me/6588978971
https://lin.ee/CUZfNsV
https://www.orabedding.com/
https://www.instagram.com/orabedding/
https://www.facebook.com/Orabedd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6QMHoARk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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