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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热疗床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热疗床，包括，床体，

其设置有床板，所述床板上设置有加热板；药物

层，其布置于所述床板上；透气隔离层，其布置于

所述药物层上方。其结构简单、使用方便，能够对

人体进行热疗，通过温热效应利于药物层的药离

子被人体吸收，可以使细胞活化，进而产生皮脑

效应，从而有效的提高人体的含氧量，并增强免

疫力，改善体内微循环，缓解关节疼痛，平衡身体

酸碱度，促进新陈代谢，以达到“不吃药”对身体

进行调理和治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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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热疗床，其特征在于，包括：

床体，其设置有床板，所述床板上设置有加热板；

药物层，其布置于所述床板上；

透气隔离层，其布置于所述药物层上方；

罩体，其扣设于所述床板的上方；所述罩体包括第一罩体和第二罩体，所述第一罩体的

两端开口，并扣合在所述床板上方，以在床板上形成船舱式的容置空间；所述第二罩体一端

开口，且以开口朝向所述床板头部的方向扣合在所述床板的尾部；所述第二罩体位于床尾

的一侧开设有孔径可调的透气孔；

另外，所述床板的两侧沿床体的长度方向设置有凹槽，所述第一罩体的两边缘分别嵌

入所述凹槽，以使所述第一罩体能沿所述床体长度方向在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间滑动；在

第一位置所述第二罩体位于第一罩体的内部；在第二位置第一罩体的一端与第二罩体的开

口处的边缘相卡接，以将所述床板的长度的4/5覆盖，形成热疗时的舱体。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热疗床，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控制面板，其设置于床体或者罩体上，加热板受控于所述控制面板。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热疗床，其特征在于，床板的上表面以及所述罩体面向所述床板

的一面均设置有远红外灯，所述远红外灯受控于所述控制面板。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热疗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床体的下部设置有储物柜，所述床体

的一侧设置有可抽拉的显示器。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热疗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储物柜的顶部设置有紫外线灯，所述

紫外线灯受控于控制面板。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热疗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床板和加热板间设置有隔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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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疗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保健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热疗床。

背景技术

[0002] 热疗(Hyperthermia)一词源于希腊语，原意是指"高热"或"过热"。热疗又名熏蒸，

中药外治疗法的德国医学家在热疗德国医学家在热疗分支。中药熏蒸疗法又称为中药蒸煮

疗法、中药汽浴疗等、药透疗法，热雾疗法等。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被称为"烘雅"。中药熏

蒸是以热药蒸汽为治疗因子的化学、物理综合疗法。这种方法最早用于临床的自先秦就有

记载，后世不乏其术。到清代，中药熏蒸趋于成熟。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

异，中药熏蒸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均亦有相应发展，逐渐泛用于休闲保健、康复疗养和临床

治疗疾病的诸多方面。

[0003] 但是，目前传统熏蒸如艾灸等，需要把药放在器具里，然后把器具靠近要熏蒸部位

进行熏蒸，如此操作费时费力，药物渗透很难达到理想深度，治疗范围局限，治疗效果欠佳，

治疗效率低下。且肌肤在艾灸时裸露在外，很容易受冷气侵袭，引起身体不适，因此，迫切需

要一种操作简单、快捷高效的适用于药物熏蒸疗法的设备。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一个目的是解决至少上述问题，并提供至少后面将说明的优点。

[0005] 本实用新型还有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热疗床，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将传统中医的

裹药治疗和现代设备相结合，实现内病外治，未病养生。

[0006] 为了实现根据本实用新型的这些目的和其它优点，提供了一种热疗床，包括：

[0007] 床体，其设置有床板，所述床板上设置有加热板；

[0008] 药物层，其布置于所述床板上；

[0009] 透气隔离层，其布置于所述药物层上方。

[0010] 优选的是，所述的热疗床中，还包括：

[0011] 罩体，其扣设于所述床板的上方。

[0012] 优选的是，所述的热疗床中，还包括：

[0013] 控制面板，其设置于床体或者罩体上，加热板受控于所述控制面板。

[0014] 优选的是，所述的热疗床中，所述罩体包括第一罩体和第二罩体，所述第一罩体的

两端开口，并扣合在所述床板上方，以在床板上形成船舱式的容置空间；所述第二罩体一端

开口，且以开口朝向所述床板头部的方向扣合在所述床板的尾部。

[0015] 优选的是，所述的热疗床中，所述床板的两侧沿床体的长度方向设置有凹槽，所述

第一罩体的两边缘分别嵌入所述凹槽，以使所述第一罩体能沿所述床体长度方向在第一位

置和第二位置间滑动；在第一位置所述第二罩体位于第一罩体的内部；在第二位置第一罩

体的一端与第二罩体的开口处的边缘相卡接，以将所述床板的长度的4/5覆盖，形成热疗时

的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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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优选的是，所述的热疗床中，所述第二罩体位于床尾的一侧开设有孔径可调的透

气孔。

[0017] 优选的是，所述的热疗床中，所述床体的下部设置有储物柜，所述床体的一侧设置

有可抽拉的显示器。

[0018] 优选的是，所述的热疗床中，所述储物柜的顶部设置有紫外线灯，所述紫外线灯受

控于控制面板。

[0019] 优选的是，所述的热疗床中，所述床板和加热板间设置有隔热板。

[0020] 本实用新型至少包括以下有益效果：

[0021] 本实用新型以中医内病外治为基础，通过在床体上设置加热板，并在加热板上设

置药物层和透气隔离层，通过加热板与药物层相结合，使君臣佐使展示最大化的功效。用户

平躺在药物层上，在加热板的辅助作用下，通过温热效应使细胞活化，进而产生皮脑效应，

这时渗透力极强的药离子汇集于人体背部腧穴，能够经由毛孔摄入人体，深入腠理、筋骨，

直接吸收，由内透表、通经活络发汗而不伤脾胃，迅速取得内服药所不能达到的吸收效果，

进而使得药效更加显著，且通过内病外治实现了无毒副作用，稳定可靠，肝肾不受损，皮肤

吃药，不伤肠胃，避免了口服药对人体的毒副作用。同时，热疗效应使人体细胞活化的情况

下，能够有效的提高人体的含氧量，并增强免疫力，改善体内微循环，缓解关节疼痛，平衡身

体酸碱度，促进新陈代谢，真正实现了有病治病，未病养生的效果。

[0022] 本实用新型的其它优点、目标和特征将部分通过下面的说明体现，部分还将通过

对本实用新型的研究和实践而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所理解。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热疗床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令本领域技术人员参照说明

书文字能够据以实施。

[0025] 应当理解，本文所使用的诸如“具有”、“包含”以及“包括”术语并不配出一个或多

个其它元件或其组合的存在或添加。

[0026]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热疗床，包括：床体1，其设置有床板2，所述床板2

上设置有加热板3；药物层4，其布置于所述床板2上；透气隔离层，其布置于所述药物层4上

方。

[0027] 在上述方案中，通过在药物层上设置透气隔离层，能够既不妨碍药物成本渗入人

体，又能防止药渣沾到用户身上，提高了用户的使用体验。通过在加热板上设置药物层，药

物层的药物成分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更换，以利于不同用户得到不同的使用效果。

[0028] 一个优选方案中，还包括：罩体，其扣设于所述床板2的上方。

[0029] 在上述方案中，通过在床板上方扣设罩体，使得在热疗过程中，避免人体被外界冷

空气侵袭，引起不适，从而保证了热疗的舒适性和热疗效果，另一方面提高了所述热疗床的

保温效果，节省了能源和使用成本。

[0030] 一个优选方案中，还包括：控制面板5，其设置于床体1或者罩体上，加热板3受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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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控制面板5。

[0031] 在上述方案中，通过控制面板控制加热板的温度，使得用户可在床体上进行热疗，

使用方便，理疗效果好。

[0032] 一个优选方案中，所述床板2的上表面以及所述罩体面向所述床板2的一面均设置

有远红外灯，所述远红外灯受控于所述控制面板5。

[0033] 在上述方案中，通过在床板以及罩体面向所述床板的一面均设置远红外灯，利用

远红外灯发出的远红外线，能够使得分子同频共振，吸收能量，进而形成热效应，使得用户

肌体深层温度上升，微血管扩张，加快了血液循环，速效温通网络神经、穴道、皮肤、毛孔、经

络、血管，实现了排除瘀血、瘀毒，即修护了组织器官，还原机体功能。且用户可以通过控制

面板方便的控制所述远红外灯，使用方便灵活，且所述控制面板可以通过线路与远红外灯

和加热板连接，同时还可以采用无线通讯方式与所述远红外灯和加热板进行连接，使得控

制面板的安装和使用更加方便，且避免了线路的排布，使得所述热疗床使用更加安全。

[0034] 一个优选方案中，所述罩体包括第一罩体6和第二罩体7，所述第一罩体6的两端开

口，并扣合在所述床板2上方，以在床板2上形成船舱式的容置空间；所述第二罩体7一端开

口，且以开口朝向所述床板2头部的方向扣合在所述床板2的尾部。

[0035] 在上述方案中，通过设置罩体分为第一罩体和第二罩体，且第二罩体一端开口，使

得罩体和床板间的热疗空间更加紧密，减少凉气进入罩体，避免在热疗过程中用户受到凉

风侵袭，引起不适。

[0036] 一个优选方案中，所述床板2的两侧沿床体1的长度方向设置有凹槽8，所述第一罩

体6的两边缘分别嵌入所述凹槽8，以使所述第一罩体6能沿所述床体1长度方向在第一位置

和第二位置间滑动；在第一位置所述第二罩体7位于第一罩体6的内部；在第二位置第一罩

体6的一端与第二罩体7的开口处的边缘相卡接，以将所述床板2的长度的4/5覆盖，形成热

疗时的舱体。

[0037] 在上述方案中，通过设置第一罩体可在床板上滑动，使得用户在躺于床板上前，将

第一罩体滑动至第二罩体的外部，方便用户的躺入，进而在用户躺入后，将第一罩体滑动至

第二位置，使得用户除头部外均位于舱体内部，便于加热板的温度保持，以提高用户的热疗

效果。

[0038] 一个优选方案中，所述第二罩体7位于床尾的一侧开设有孔径可调的透气孔。

[0039] 在上述方案中，通过在第二罩体的一侧开设透气孔，可以提高所述热疗床的透气

性，以提高使用者的舒适度，且通过将透气孔设置为孔径可调，可根据不同使用者的需要或

者外界环境温度，对透气孔的大小进行调整，以适应不同使用者的需要。

[0040] 一个优选方案中，所述床体1的下部设置有储物柜9，所述床体1的一侧设置有可抽

拉的显示器。

[0041] 在上述方案中，通过在床体下部设置储物柜，可以方便物品的放置；通过在床体的

一侧设置可抽拉的显示器，可在使用时将显示器由床体内抽出，用于床体各功能的设置和

调整，而在不使用时，可将显示器收纳至床体内，方便且避免显示器损坏。

[0042] 一个优选方案中，所述储物柜9的顶部设置有紫外线灯，所述紫外线灯受控于所述

控制面板5。

[0043] 在上述方案中，通过在储物柜的顶部设置紫外线灯，可在储物柜内放置热疗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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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衣物用具等，并通过紫外线灯对储物柜内的物品进行消毒，以提高物品的安全的卫生，

避免不同用户使用时因细菌引发交叉感染。

[0044] 一个优选方案中，所述床板2和加热板3间设置有隔热板。

[0045] 在上述方案中，通过在床板和加热板间设置隔热板，使得加热板的热量不会散发

至床板下方，以利于加热板温度的保持，同时节省了能源。

[0046] 尽管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案已公开如上，但其并不仅仅限于说明书和实施方式中

所列运用，它完全可以被适用于各种适合本实用新型的领域，对于熟悉本领域的人员而言，

可容易地实现另外的修改，因此在不背离权利要求及等同范围所限定的一般概念下，本实

用新型并不限于特定的细节和这里示出与描述的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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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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