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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功

能温热床垫，包括：温热垫子，位于温热床垫的上

部并且具有供应热的电热线；床垫本体，设于温

热垫子的下部，支持温热垫子并且设有具备弹性

的缓冲件；按摩模块，安装在所述床垫本体内，为

了按摩或揉捏而产生振动；控制单元，包含温热

垫子的温度及按摩模块所发生的振动强度在内

地对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功能温热床垫进行

控制；床垫本体以分割成2个以上的形态形成而

能够折叠成捆。该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功能温

热床垫在温热床垫结合按摩模块而大幅提高温

热疗法与按摩揉捏的治疗效果，简化了提供按摩

功能的按摩模块的结构而大幅提高了使用便利

性及维护保养的容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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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功能温热床垫，其特征在于，

包括：

温热垫子，位于所述温热床垫的上部并且具有供应热的电热线；

床垫本体，设于所述温热垫子的下部，支持所述温热垫子并且设有具备弹性的缓冲件；

按摩模块，安装在所述床垫本体内，为了按摩或揉捏而产生振动；

控制单元，包含所述温热垫子的温度及按摩模块所发生的振动强度在内地对兼具复合

治疗功能的多功能温热床垫进行控制；

所述床垫本体以分割成2个以上的形态形成而能够折叠成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功能温热床垫，其特征在于，

所述温热垫子可拆卸地通过拉链或魔术贴结合到所述垫的上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功能温热床垫，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温热垫子的上部固定安装多个生物陶瓷或远红外线辐射物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功能温热床垫，其特征在于，

所述按摩模块设于所述床垫本体的中央部，

所述床垫本体为了减少体积而以所述按摩模块为中央分割成可折叠成捆的3块地形

成。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功能温热床垫，其特征在于，

所述按摩模块包括：模块壳体，构成按摩模块的整体形状；振动中心轴，设于所述模块

壳体的中央；振动板，设于所述振动中心轴的上部并且以振动中心轴为中心轴进行上下往

复移动而产生振动；驱动单元，驱使所述振动板往复移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功能温热床垫，其特征在于，

所述驱动单元以所述按摩模块的中心支撑轴为中心设于某一侧，

包括为了驱使所述振动板上下往复移动而旋转的偏心件、驱使所述偏心件旋转的驱动

马达地构成。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功能温热床垫，其特征在于，

所述偏心件和所述振动板通过隔离件连接以便维持一定间距，所述隔离件则通过轴承

连接到所述旋转的偏心件与上下振动的振动板。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功能温热床垫，其特征在于，

所述模块壳体的下部设有吸盘形态的固定部以便把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功能温热

床垫固定到安装了温热床垫的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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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功能温热床垫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执行多种功能的多功能温热床垫，更详细地说，该多功能温热床

垫是一种为了促进血液循环或者让肌肉放松以便缓解疼痛而执行对全身加热的温热疗法

的温热疗法用垫，其不仅施行温热疗法，还同时进行按摩或揉捏而大幅提高温热疗法及按

摩的治疗效果。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来说，温热疗法是一种通过温热改善血液循环及物质代谢并且让肌肉放松而

解除肌肉疲劳，从而有助于治疗包含肌肉酸痛在内的很多疾病的方法。温热疗法包括利用

温水的温浴、汗蒸浴室之类的蒸汽浴及桑拿浴等，现有技术虽然揭示了为治疗特定部位的

肌肉酸痛及受伤部位而利用远红外线等的热敷机，但温热床垫并不是以特定部位为对象而

是以全身为对象改善血液循环及物质代谢。

[0003] 除了温热疗法以外，用来改善血液循环并治疗肌肉酸痛及受伤部位的物理治疗方

法可以举例按摩揉捏等方法，通常会另行备妥用于温热疗法的热敷机和用于按摩揉捏的按

摩器材后根据使用者的患病种类而通过各个器材进行温热疗法或按摩揉捏。

[0004] 现有的温热疗法床垫通过让热水循环的方式产生用于治疗的温热，但大部分内置

电热线后调整温热床垫的温度。而且，现有的温热床垫一体地形成了产生温热的电热部和

让使用者舒适便利地使用的海绵或记忆聚氨酯之类的缓冲件，因此导致温热床垫的尺寸较

大而难以保管。

[0005] 为了解决该问题，韩国实用新型注册第20-0335381号另行准备温热床垫与指压床

垫并且根据使用用途附接在上下部或侧面后使用而提高了多功能温热疗法床垫的空间使

用效率，但温热疗法床垫与指压床垫设于额外的空间而无法同时执行温热疗法与指压，为

了在温热疗法中使用指压而需要让使用者移动。而且，由于温热床垫的大小没有改变而降

低了空间使用效率。而且，各床垫需要另行配备控制器而使得使用及控制操作不方便。

[0006] 而且，作为现有技术的韩国实用新型注册第20-0426742号揭示了在床垫本体内设

有多个槽并且把多个按摩器设于槽内的温热按摩垫，另行配备多个按摩器并且个别地安装

在床垫内的槽而使得制作工艺复杂并且较难维护保养，需要额外的配线连接到个别按摩器

而使得控制较为复杂。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旨在解决所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功能

温热床垫，在温热床垫结合按摩模块而大幅提高温热疗法与按摩揉捏的治疗效果，简化提

供按摩功能的按摩模块的结构而大幅提高使用便利性及维护保养的容易性，可包含按摩模

块地把床垫予以分割折叠成捆而得以轻易地实现保管及移动，让按摩模块以中心轴为基准

按照跷跷板形态进行振动而使得驱动单元简约化并且容易控制。

[0008] 为了达到所述目的，本发明的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功能温热床垫包括：温热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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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位于所述温热床垫的上部并且具有供应热的电热线；床垫本体，设于所述温热垫子的下

部，支持所述温热垫子并且设有具备弹性的缓冲件；按摩模块，安装在所述床垫本体内，为

了按摩或揉捏而产生振动；控制单元，包含所述温热垫子的温度及按摩模块所发生的振动

强度在内地对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功能温热床垫进行控制；所述床垫本体以分割成2个

以上的形态形成而能够折叠成捆。

[0009] 而且，所述温热垫子可拆卸地通过拉链或魔术贴结合到所述床垫本体的上部。

[0010] 而且，在所述温热垫子的上部固定安装多个生物陶瓷或远红外线辐射物质。

[0011] 而且，所述按摩模块设于所述床垫本体的中央部，所述床垫本体为了减少体积而

以所述按摩模块为中央分割成可折叠成捆的3块地形成。

[0012] 而且，所述按摩模块包括：模块壳体，构成按摩模块的整体形状；振动中心轴，设于

所述模块壳体的中央；振动板，设于所述振动中心轴的上部并且以振动中心轴为中心轴进

行上下往复移动而产生振动；驱动单元，驱使所述振动板上下往复移动。

[0013] 而且，所述驱动单元以所述按摩模块的中心支撑轴为中心设于某一侧，包括为了

驱使所述振动板上下往复移动而旋转的偏心件、驱使所述偏心件旋转的驱动马达地构成。

[0014] 而且，所述偏心件和所述振动板通过隔离件连接以便维持一定间距，所述隔离件

则通过轴承连接到所述旋转的偏心件与上下振动的振动板。

[0015] 而且，所述模块壳体的下部设有吸盘形态的固定部以便把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

功能温热床垫固定到安装了温热床垫的地板。

[0016] 如前所述地构成的本发明把温热疗法用垫子与按摩模块组合安装到一个床垫而

得以同时进行温热疗法与按摩揉捏，还能大幅提高温热疗法及按摩揉捏的效果。

[0017] 通过一个驱动单元与振动板组成按摩模块而得以让按摩模块的结构简约化，通过

一个驱动单元执行按摩揉捏而能够轻易地进行控制。

[0018] 以分割方式构成按摩模块及床垫本体而得以折叠成捆，因此容易移动及保管。

[0019] 以能够和床垫本体分离的方式构成执行温热功能的温热垫子而能够另行维护保

养并且在保管移动时大幅减少空间。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功能温热床垫的立体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功能温热床垫的分解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功能温热床垫折叠成捆后的立

体图。

[0023] 图4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按摩模块的立体图。

[0024] 图5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按摩模块的内部立体图。

[0025] 图6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按摩模块的分解立体图。

[0026] 图7是在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按摩模块通过隔离件连接的侧视图。

[0027] 符号说明

[0028] 温热垫子：100

[0029] 床垫本体：200a、200b

[0030] 按摩模块：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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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控制单元：400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功能温热床垫。

[0033] 图1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功能温热床垫的立体图，图2是

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功能温热床垫的分解图，图3是本发明一个实

施例的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功能温热床垫折叠成捆后的立体图，图4是本发明一个实施

例的按摩模块的立体图，图5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按摩模块的内部立体图，图6是本发明

一个实施例的按摩模块的分解立体图，图7是在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按摩模块通过隔离件

连接的侧视图。

[0034] 本发明揭示一种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功能温热床垫，该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

功能温热床垫把执行温热疗法的温热垫子100与执行按摩揉捏的按摩模块300包含在一个

床垫而能够在执行温热疗法的同时执行按摩揉捏，让温热疗法及按摩揉捏起到相乘效果而

大幅提高各自的治疗效果。

[0035] 本发明的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功能温热床垫包括：温热垫子100，供应执行温热

疗法的热，上部设有发挥出有益健康的效果的生物陶瓷之类功能性物质；床垫本体200a、

200b，在温热垫子100的下部支持温热垫子100并且为了在使用者躺下时给予舒适感而设有

缓冲件；按摩模块300，位于床垫本体200a、200b内，为了向躺在温热垫子100上的使用者提

供按摩揉捏而产生上下波动的振动；控制单元400，为了温热疗法而调节温热垫子100的温

度，包含按摩模块300的振动强度在内地对本发明的兼具复合治疗功能的多功能温热床垫

进行控制。

[0036] 基本上，本发明的温热垫子100基本执行下列功能，亦即，在内部设有电热线而借

由通过控制单元400供应的电产生热、通过设于其上部的生物陶瓷、远红外线辐射体之类功

能物质部150提供有益于人体的效果。如前所述，温热疗法指的是对身体供应热量促进遭受

损伤的组织再生并且让肌肉放松而治疗肌肉酸痛及受伤部位的方法，本发明的温热垫子

100是一种不倾向具部热敷而是均匀地为全身供应热量以便促进物质代谢的广范围温热疗

法的构成要素。

[0037] 本发明的温热垫子100的结构在垫子内部均匀地配置电热线并且借由通过控制单

元400供应的电产生热。而且，在电热线的上下部配置绝缘件并且以能够防水的材质构成垫

子的外部披覆物以便在温热疗法过程中防止使用者身上发生的汗之类的水分导致触电之

类的事故。

[0038] 现有的温热床垫由于床垫本体与温热垫子一体地形成而不容易保管或移动，本发

明的温热垫子100则可以通过垫子附接部500和床垫本体200a、200b结合或分离而能够仅仅

拆下温热垫子100后另外移动或保管，因此使用起来比较方便，温热垫子100故障或需要维

护保养时可以从床垫本体200a、200b拆下后修理或维护保养，因此其维护管理比较方便。在

温热垫子100的侧面设有拉链或者在温热垫子100的下部设有魔术贴(velcro)布料而使得

垫子附接部500能够轻易地和床垫本体200a、200b结合或分离。

[0039] 而且，本发明的温热床垫设有其上部具备生物陶瓷或远红外线辐射体等的功能物

质部150而在执行温热疗法的同时还能对使用者的身体产生有益效果，因此能大幅提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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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疗法的效果。

[0040] 本发明的床垫本体200a、200b位于温热垫子100的下部并且支持温热垫子100，为

了在使用者躺在温热垫子100的上部时给予缓冲而设有棉、记忆聚氨酯等具备伸缩性的缓

冲件。

[0041] 现有的温热床垫由于其尺寸需要覆盖使用者的全身而较难移动及保管，但本发明

的床垫本体200a、200b把本体分割成多个而分割的部位则设有折叠部210而在移动或保管

时拆下上部的温热垫子100并且如图3所示地减少床垫本体200a、200b的体积以便移动及保

管，因此其使用起来颇为方便。

[0042] 而且，床垫本体200a、200b的下部设有固定部220而得以把床垫本体200a、200b固

定到地板，能在使用过程中防止床垫游动。固定部220可以采取各种方式，采取吸盘形态的

话，虽然在粗糙的地板上的固定力稍微减弱但可以在地板上轻易地装卸床垫。

[0043] 本发明的按摩模块300为了向使用者提供温热垫子100所供应的热以及按摩揉捏

而以地板为基准提供上下波动的振动。

[0044] 提供按摩揉捏的现有装置大部分通过按摩椅等提供该功能，虽然也有设于床垫后

提供按摩或指压的装置，但是把多个按摩装置分散地安装到床垫或者另行配备用于按摩指

压的床垫而无法同时进行温热疗法与按摩，或者制造过程复杂而且较难使用。

[0045] 而且，用来提供按摩的模块结构复杂并且维护保养困难而比较频繁地发生故障。

[0046] 本发明的按摩模块300由模块壳体310构成按摩模块300的整体形状并且在模块壳

体310内安装驱动单元340与振动中心轴320，以振动中心轴320为中心在一侧安装偏心件

346而使得设于上部的振动板330随着偏心件346的旋转进行上下往复移动地提供按摩及揉

捏。

[0047] 亦即，本发明的特征之一为，并没有在各部位都设有用于按摩的驱动单元340，把

振动中心轴320设于按摩模块300的中央部并且在振动板330的一侧让偏心件346旋转而让

振动板330的一侧进行上下往复运动，从而以振动中心轴320为中心让振动板330实现跷跷

板运动地提供按摩功能。凭此，可以把驱动单元340仅仅设于一侧而使得结构简约化并且仅

靠驱动单元340所含驱动马达344的转数就能简单地调整按摩强度，由于只安装一个驱动单

元340而得以降低生产成本并且方便维护保养。

[0048] 下面详细说明利用一个驱动单元340产生上下振动的原理，设于振动中心轴320的

驱动马达344旋转时旋转力通过皮带(belt)345传递到偏心件346并且使得偏心件346以固

定件343为中心进行旋转，从而导致偏心件346的高度改变而使得振动板330上下振动。振动

板330的一侧进行上下振动的话，振动板330以振动中心轴320为中心凭借跷跷板原理让另

一侧也进行上下振动，凭此让整个振动板330进行上下振动而得以为使用者提供按摩功能。

前面说明的按摩模块300是针对偏心件346直接接触振动板330的情形进行的说明，这种情

况下，偏心件346旋转而改变高低并且因而让振动板330以振动中心轴320为中心发生振动。

然而，偏心件346直接接触振动板330虽然能让结构变得简单，但偏心件346的高低变化会使

得振动板330的振动不规则而可能发生颠簸的噪音。为了防止该噪音并且让振动柔和而通

过隔离件342连接偏心件346与振动板330并且让偏心件346及振动板330通过轴承连接到隔

离件342的话，可以把振动板330的振动范围维持在一定范围并且即使振动板330的上部被

施加非常大的荷重也能坚固地支撑而提高了耐久性。图7是示出通过隔离件342连接振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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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的侧视图，随着偏心件346的旋转而改变隔离件342的高低并且让连接到隔离件342的振

动板330的高低也改变，从而使得振动板330以振动中心轴320为中心进行振动。

[0049] 凭此，可以通过简单的结构为使用者提供按摩功能，把按摩模块300置于床垫本体

200a、200b的中央部时，能够把按摩功能及设于其上部的温热垫子100所提供的热一起提供

给使用者而得以凭借相乘效果大幅提高温热疗法效果及按摩揉捏效果。

[0050] 尤其是，温热垫子100所提供的热能让肌肉放松、促进物质代谢，还能通过按摩模

块300所提供的按摩或揉捏让脊椎放松，还能对较难按摩的骨盆等部位实行按摩或揉捏。

[0051] 而且，本发明在使用者趴下后使用时可以对腹部或肠部进行揉捏而得以发挥出温

热疗法和减肥等效果。

[0052] 而且，使用者能把所需部位置于按摩模块300所在的部分而得以如同按摩椅等器

械捏肩及揉捏下体一样地对各部位发挥出按摩或揉捏效果。

[0053] 如图5所示，本发明仅仅具备一个驱动单元340即可，因此把提供驱动力的驱动马

达344置于振动中心轴320内部时能大幅提高空间使用效率。按摩模块300的模块壳体310通

常使用金属材质制作并且按摩模块300的重量也是温热床垫中最重的部位，优选地，把固定

部220安装在按摩模块300的下部以便防止垫的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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