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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了辐射能绷带系统，其包括多个治疗灯

和用于操作所述灯的控制器。电池驱动所述灯，

并且被固定到支撑所述灯和所述控制器的柔性

织物层。泡沫和反射层包括间隔物泡沫和辐射能

反射体。多个间隔物窗口与所述灯对齐，用于通

过其传递灯辐射。期望透明的网状物织物层覆盖

所述泡沫和反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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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辐射能绷带系统，包括：

多个治疗灯，其包括多个LED；

控制器，其用于操作所述灯；

能量源，其驱动所述灯和所述控制器；

柔性织物层，其支撑所述灯、所述能量源和所述控制器；

泡沫和反射层，其包括间隔物泡沫和辐射反射层并且具有与所述灯对齐的用于通过其

传递灯辐射的多个间隔物窗口，其中所述灯相对于所述泡沫和反射层的相对的表面被凹

进，而不是将所述灯安装在所述泡沫和反射层的相对的表面上，并且所述辐射反射层附接

到所述间隔物泡沫的表面平面；以及

透明的网状物织物层，其被布置为覆盖所述泡沫和反射层。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绷带系统，其中所述LED包括附接到所述泡沫和反射层以形成灯

和间隔物子组件的多个LED条。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绷带系统，其中所述灯和间隔物子组件是选择性地可移除的并

且可替换的。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绷带系统，其中所述间隔物泡沫是热隔绝的。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绷带系统，其中所述控制器包括用于限制灯的工作时间和使用

周期的计时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绷带系统，其中所述灯、所述控制器和所述能量源被布置在用于

系统柔性的所述柔性织物层上，用于在多个方向上系统柔性的织物层用于增强所述绷带系

统对使用者治疗区域的符合性。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绷带系统，其中所述柔性织物层是柔性的并且柔顺的以用于符

合使用者治疗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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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辐射能绷带系统

[0001] 本申请要求2013年3月15日提交的美国申请序列第61/791 ,738号的优先权权益，

其公开内容通过引用并入本文。

[0002] 通过引用并入

[0003] Tapper等人的2013年3月14日公布的“Light  Therapy  Platform  System”，美国专

利公布第US  2013-0066404  A1号，其公开内容通过引用以其整体并入本文。

[0004] 领域

[0005] 本实施方案涉及用于递送用于改善皮肤健康的基于光的皮肤疗法治疗、和/或使

用发光二极管(LED)光疗法缓解皮下组织的装置和方法，然而可以使用其他类型的光辐射

源。

[0006] 背景

[0007] 已知由LED(蓝光或红光)发出的某些光谱是用于通过有益于治愈或缓解肌肉或其

他皮下组织疼痛的更好的因子伤口的皮肤治疗的治疗剂。然而，需要为使用者/患者提供方

便的在家的光疗法递送装置，诸如可穿用的绷带，其是可调整的或是柔性的以符合不同的

尺寸和形状并且使用简单而没有使用者的不适。可选择方案是访问医生办公室以接受治

疗。

[0008] 之前已知的光疗法装置已经遭受涉及LED的暴露以及由使用者接触的驱动LED的

相关电路的问题。更具体地，在努力最大化到患者的光传递中，LED已经以允许它们由患者

物理地接合(例如，触摸)、或甚至接触治疗表面的方式布置，对于LED所述过程由于污垢和

油的积聚削弱。此外，任何此类接合对患者可以是危险的，所述患者被暴露于LED和相关电

路的尖锐的或热的边缘。详细的电路的暴露呈现吓人的并且不愉快的经历。

[0009] 伴随之前已知的装置的另一个问题是，LED布置是固定的并且不是可调整的以更

好地符合伤口的位置、尺寸或形状，或以相对于疼痛区域更好地放置。此类装置的LED不是

以多种模式选择性地可布置以更好地靠近伤口的特定疼痛区域。

[0010] 以最大化在暴露中的治疗效率同时维持使用的容易和方便的方式，提供使用光疗

法的益处的可选择的装置是期望的。为了这个原因，本公开内容公开多种轻重量、柔性并且

可调整的实施方案，本公开内容包含多种对使用者状况或需求响应的能量变化应用。

[0011] 概述

[0012] 本实施方案包括光疗法系统和装置，其包括用于放射灯诸如LED的治疗灯平台，所

述放射灯被布置在包括多层结构的组件中，其中LED被防护以免患者接触。

[0013] 本实施方案包括用于提供基于光的疗法的可调整/柔性的平台，所述平台无论基

于尺寸或状况可适于使用者的接受表面，其中可以在不受光的种类的限制并且不受疗法的

最终目的(即美丽、健康、疼痛缓解和/或伤口治愈)的限制的情况下应用光疗法。此类源可

以在辐射能递送的形式上变化。脉冲的光(IPL)、聚焦的光(激光)和操纵光能的其他方法被

包括在本实施方案内。光发射的其他方法可以包括连续的、脉冲的、聚焦的、漫射的、多波

长、单波长、可见的和/或不可见的光波长。

[0014] 本实施方案描述诸如具有从LED灯泡或LED条发出的LED光的成形的/合适的绷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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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所述绷带能够被调节以适应在期望的治疗区域内的差异。

[0015] 因此，本公开内容描述完全柔性的且可调整的LED装置，所述LED  装置提供改善的

可用性和光分散。此类装置包括光疗法绷带系统，所述光疗法绷带系统包括间隔和绝缘层，

以有效地提升来自患者的最后使用者的治疗区域(例如皮肤)的灯辐射。灯相对于绝缘层被

凹进并且进一步被透明的网状物层(sheer  mesh  layer)覆盖，以保护使用者以免能够接触

灯。

[0016] 附图简述

[0017] 图1A是包括腰部支柱的治疗灯平台的一个实施方案的平面图；

[0018] 图1B是图1A的装置的相对的平面图；

[0019] 图2是图1A和图1B的装置的分解视图；

[0020] 图3是在患者上的图1A和图1B的装置的透视图；

[0021] 图4A是包括膝盖支柱的另一个实施方案的透视图；

[0022] 图4B是图4A的装置的可选择的视图；

[0023] 图4C是图4A的装置的可选择的视图；

[0024] 图4D是图4A的装置的可选择的视图；

[0025] 图5是图4A的装置的分解透视图；

[0026] 图6是膝盖支柱的可选择的实施方案；

[0027] 图7是图6的装置的分解视图；

[0028] 图8是膝盖支柱的另一个实施方案；

[0029] 图9是膝盖支柱的另一个实施方案；

[0030] 图10是主题绷带系统的一个实施方案的顶部透视图；

[0031] 图11是图10的装置的底视图；以及

[0032] 图12是图10的装置的分解视图。

[0033] 详述

[0034] 本主题实施方案涉及包括方法和装置、优选地包括具有用于驱动在装置中的治疗

灯的可移除的、便携式电池组的可穿用的装置的光疗法系统。本主题装置展示包括光平台

的很多益处，其中平台和在平台中的灯在无人类触摸的使用期间可以相对于使用者是恰当

地可定位的。即，装置的结构的元件部分不仅支撑在使用者上的灯平台，而且用作用于灯相

对于使用者的治疗区域的适当的布置的导引物。装置的结构组件防止尖锐的或热的表面以

免由使用者可接合，因为灯相对于更靠近并且朝向患者治疗表面的内部反射表面被凹进。

传递电力到灯的电路元件部分还被包在柔性壁结构内。通过壁孔洞或网状物照射的治疗光

被传递到使用者，同时灯和电路有效地覆盖在层状壁结构内。因此，被恰当地隔开用于期望

的疗法治疗的表面被呈现到使用者，还提供改善的透气，以便最小化使用者不适的美学的

和吸引人的装置表面被呈现到使用者。其他益处涉及以绷带的形式的装置的可调整性，其

在使用者接受以匹配使用者的治疗表面例如背部或膝盖时形成。总组件有目的地由相对轻

的重量并且最小化的元件部分构建，用于使用者的容易使用和舒适性。

[0035] 更特别地，并且参考图1A、图1B和图2，本主题实施方案优选地包括诸如图3示出的

可以被患者/使用者穿用的腰部支柱10。支柱10可以通过在支柱的末端处的钩和环锁定织

物被支撑并且被贴附在使用者上。此类支柱将通常包括在面向患者的表面的对面的支柱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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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部上的用于较低的背部和臀部的热包裹物。绷带的LED平台包括弹性构件12，在所述弹

性构件12上，LED条14被安装在热隔绝和/或反射的支撑体层16上。重要的是，层16是柔性的

并且随弹性绷带12是可拉伸的。注意，将LED  连接到电池袋22的电线具有另外的长度，以允

许在LED条之间的尺寸。通过被接纳在电池袋22中的电池组20供应电力。LED光14与患者的

直接接合通过隔绝层24隔开，所述隔绝层24的范围可以从网状物布到可成形材料的柔性片

材，其中条被整体地模制。

[0036]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网状物布允许将灯辐射传递通过到患者而无反射。

[0037] 在另一个实施方案中，柔性的可成形的材料24可以具有孔洞(未示出)，所述孔洞

用作窗口以允许光通过，并且剩余物可以具有光反射表面。在此实施方案中，LED从患者有

效地隐藏，其中层24是网状物布，当然，患者可以看见LED顶端和相关的电路。

[0038] 本主题系统还可以包括控制系统以改变光强度、频率或方向。便携式电池组被包

括。

[0039] 本主题的可调整性通过用于以可调整的能量输出、可调整的波长、优先区、计时

器、以及类似物的形式的增强的柔性/可调整性的“智能”加工和传感器系统实现。传感器系

统的传感器利用在优先区上的或多或少的能量，将使本主题实施方案能够具有评估治疗区

域和规划智能治疗的能力。本主题实施方案从身体治疗区域诸如膝盖或背部、皮肤类型、年

龄、问题的总体严重性的立场出发可以是智能的并且具有相应地定制治疗的能力。

[0040] 在又一个实施方案中，灯被嵌入可成形材料的柔性片材中并且被整体模制为在材

料片材内的条。

[0041] 参考图4A、图4B、图4C、图4D和图5，示出LED绷带，其中LED  条以菱形图案布置，并

且弹性绷带被形成为在腿上拉到膝盖区域的一体的袖套。支柱的多结构层在图5中示出以

包括弹性绷带平台50、可以由急救毯材料构建的第一层参考材料54、LED光条52、以及覆盖

条52的表面层56。

[0042] 参考图6和图7，示出膝盖支柱的另一个可选择的实施方案，其中弹性绷带是如在

图6中示出的再次以菱形图案围绕患者的膝盖骨的包括诸如在图7中示出的多层结构的膝

盖的围裹物。

[0043] 图8和图9示出又其他的实施方案，其还可以用作包括诸如在图7 中示出的相同的

多层结构的围裹物膝盖支柱。

[0044] 在其他实施方案中，如在附图中所示，条图案可以被布置在不同的位置中，以更好

地匹配对所期望的患者区域的治疗。例如，条可以以一组或若干组一起成束，而不是被平均

地隔开。在该情况下，绷带材料将由将允许条被选择性地移动并且然后在不同的位置被贴

附到材料的材料构成。钩和环紧固织物可以完成此结构目标。

[0045] 图10和图11示出另一个实施方案，其中电池能量源被包在电池盖  72中，并且在主

要织物层76上用控制器74接纳。图10示出远离使用者治疗区域(未示出)的装置的顶层。图

11示出图10的装置的底表面，其中辐射的治疗灯通过多个间隔物窗口开口80传递到治疗区

域。

[0046] 图12更清楚地示出装置的部件元件。电池组72和控制器74被机械地附接或热结合

到主要织物层82，所述织物层可以通过被接纳在带扣84  和带扣接收器86组件内的带(未示

出)被固定到患者治疗区域。治疗灯优选地包括以使得LED对准窗口80的方式安装在泡沫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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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反射层94上的多个LED条90。到LED条90的电力经电线(未示出)从电池70传递。泡沫92和

反射层94包括热绝缘体和间隔物，以便在条90上的LED相对于层92的相对的表面被凹进，而

不是安装在层92的相对的表面上。条90  和泡沫层92形成子组件，所述子组件在一个实施方

案中是选择性地可移除的并且可替换的(从和到装置)。层92如条90一样是高度柔性的，以

便条90和层92子组件优选地沿与介于条中间的区域对齐的多个方向是柔性的以用于提供

是柔顺的以适当地并且舒适地覆盖非平坦的治疗区域的装置的总目的。层92被定尺寸，以

便在LED条90上的灯不破坏层92的表面平面，在层92上附接反射层94。反射层94优选地包括

适用于反射灯的辐射能的一些类型的柔性箔。第二织物层96用透明的网状物98覆盖泡沫92

和反射层94，所述透明的网状物98允许灯辐射在最小的阻塞下传递到治疗区域。效果是来

自LED条90的灯的辐射能的多个膨胀的锥形体的那种，其通过泡沫层92和反射层94传递用

于治疗区域的疗法治疗。

[0047] 控制器74旨在以若干方式将装置的操作的方面通信到使用者。当使用者开动开关

时指示器诸如光或蜂鸣发声器将使使用者知道装置正在运转。控制器将记录操作的时间到

预先确定的界限，诸如10分钟或15分钟。此外，控制器将计算使用或周期会话以经由控制器

显示器向使用者指示已经运行多少会话，并且此外，在会话已经出现如此多次以致在产生

疗法辐射中的LED效率已经被降低使得装置应该不再被使用之后禁用装置。在会话已经超

时之后，控制器还将停用指示灯，或可以可选择地将另一种声音蜂鸣发送到使用者。可选择

地，指示器还可以提供指示电池寿命或灯故障。

[0048] 将理解，上文公开的变体和其他特征和功能、或其可选择方案可以组合成许多其

他不同的系统或应用。随后可以由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做出多种目前未预见或未预料的可选

择方案、修改、变型或其中的改进，这些也旨在被以下的权利要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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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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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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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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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

图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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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C

图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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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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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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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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