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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调节曲度的脊椎治疗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可调节曲度的脊椎治疗装

置，包括可调节脊椎垫块，减震防滑底座结构，可

调加厚轴杆结构，震动按摩块结构，理疗加热垫

结构，智能控装置和防尘袋结构，所述的减震防

滑底座结构安装在可调节脊椎垫块的底部。本发

明卡块和卡槽的设置，有利于方便根据病人的需

求将第二脊椎垫块插接在第一脊椎垫块内或将

第三脊椎垫块插接在调节第二脊椎垫块内；缓冲

插管，定位插杆和缓冲弹簧的设置，有利于提高

该装置的减震效果，使得病人在使用时更加舒

适；轴杆本体通过连接板与轴杆本体轴接的设

置，有利于方便多个轴杆本体连接在一起，且便

于调节轴杆本体的叠加层数，进而方便调节该装

置的曲度高度，使得使用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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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调节曲度的脊椎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可调节曲度的脊椎治疗装置，包括

可调节脊椎垫块(1)，减震防滑底座结构(2)，可调加厚轴杆结构(3)，震动按摩块结构(4)，

理疗加热垫结构(5)，智能控装置(6)和防尘袋结构(7)，所述的减震防滑底座结构(2)安装

在可调节脊椎垫块(1)的底部；所述的可调加厚轴杆结构(3)卡接在可调节脊椎垫块(1)的

上部；所述的震动按摩块结构(4)卡接在可调加厚轴杆结构(3)的上部；所述的理疗加热垫

结构(5)粘接在震动按摩块结构(4)的上部；所述的智能控装置(6)镶嵌在可调节脊椎垫块

(1)的前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防尘袋结构(7)嵌入在可调节脊椎垫块(1)的前表面左侧；所

述的可调加厚轴杆结构(3)包括轴杆本体(31)，凸头(32)，连接板(33)和固定销(34)，所述

的凸头(32)轴接在轴杆本体(31)的左右两端；所述的轴杆本体(31)设置有多个；所述的轴

杆本体(31)通过连接板(33)与轴杆本体(31)轴接；所述的固定销(34)焊接在凸头(32)的外

侧。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节曲度的脊椎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震动按摩块结

构(4)包括按摩垫(41)，按摩球(42)和震动电机(43)，所述的按摩球(42)分别嵌入在按摩垫

(41)的前表面；所述的震动电机(43)安装在按摩球(42)的内部。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节曲度的脊椎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理疗加热垫结

构(5)包括海绵垫(51)，加热丝(52)和磁石块(53)，所述的加热丝(52)和磁石块(53)分别嵌

入在海绵垫(51)的内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节曲度的脊椎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可调节脊椎垫

块(1)包括第一脊椎垫块(11)，第二脊椎垫块(12)，第三脊椎垫块(13)，卡槽(14)和卡块

(15)，所述的卡槽(14)分别开设在第一脊椎垫块(11)和第二脊椎垫块(12)的右侧上下两

端；所述的卡块(15)分别固定在第二脊椎垫块(12)和第三脊椎垫块(13)的左侧上下两端；

所述的卡块(15)插接在卡槽(14)内。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节曲度的脊椎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减震防滑底座

结构(2)包括防滑底座本体(21)，固定板(22)，缓冲插管(23)，定位插杆(24)和缓冲弹簧

(25)，所述的固定板(22)设置在防滑底座本体(21)的上部；所述的缓冲插管(23)分别焊接

在固定板(22)的上部；所述的定位插杆(24)分别焊接在防滑底座本体(21)的上部；所述的

定位插杆(24)插接在缓冲插管(23)内；所述的缓冲弹簧(25)套接在定位插杆(24)的外侧。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节曲度的脊椎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尘袋结构

(7)包括放置盒(71)，防尘套袋(72)和拉链(73)，所述的防尘套袋(72)放置在放置盒(71)的

内部；所述的拉链(73)横向缝接在放置盒(71)的下部。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节曲度的脊椎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智能控装置

(6)包括控制外壳(61)，触摸屏(62)，微型PLC(63)和电源开关(64)，所述的触摸屏(62)和电

源开关(64)分别镶嵌在控制外壳(61)的前表面；所述的微型PLC(63)螺栓安装在控制外壳

(61)的内部。

8.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调节曲度的脊椎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按摩垫(41)的

上表面四周还缝接有魔术贴公扣(411)。

9.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可调节曲度的脊椎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滑底座本体

(21)和固定板(22)之间的缝隙外侧还设置有可伸缩波纹硅胶防尘套(26)。

10.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可调节曲度的脊椎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缓冲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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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和定位插杆(24)分别设置有多个；所述的缓冲插管(23)与缓冲插管(23)和定位插杆

(24)之间的间距设置为5cm至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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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调节曲度的脊椎治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脊椎治疗装置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可调节曲度的脊椎治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脊柱病变引起的疼痛，特别是颈椎、腰椎和腰骶椎病变引起的疼痛是常见病，主要

是由于脊柱的椎体改变所导致，如常见的腰椎压缩性骨折、腰椎的爆裂性骨折，当然骨折常

常伴有明显的外伤病史，另外腰椎的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骨肿瘤等腰椎疾病而是可能会引

起疼痛，其次引起脊柱疼痛的原因应该考虑的是椎间盘的问题，如椎间盘突出症、椎间盘滑

脱、椎间盘纤维化等疾病，另外椎体及椎间盘病变压迫神经的也可引起出脊柱疼痛的症状

外常常还会伴有相关神经支配的范围的症状。

[0003] 中国专利申请号为201510154269 .X，发明创造的名称为一个治疗脊柱病变的装

置，装置由底部有孔洞的平板，中间层的圆柱插件，以及顶部的缓冲层组成。

[0004] 但是现有的脊椎治疗装置还存在着不方便根据病人需求调节该装置高度，按摩磁

疗效果差和功能不丰富的问题。

[0005] 因此，发明一种可调节曲度的脊椎治疗装置显得非常必要。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可调节曲度的脊椎治疗装置，以解决现

有的脊椎治疗装置不方便根据病人需求调节该装置高度，按摩磁疗效果差和功能不丰富的

问题。一种可调节曲度的脊椎治疗装置，包括可调节脊椎垫块，减震防滑底座结构，可调加

厚轴杆结构，震动按摩块结构，理疗加热垫结构，智能控装置和防尘袋结构，所述的减震防

滑底座结构安装在可调节脊椎垫块的底部；所述的可调加厚轴杆结构卡接在可调节脊椎垫

块的上部；所述的震动按摩块结构卡接在可调加厚轴杆结构的上部；所述的理疗加热垫结

构粘接在震动按摩块结构的上部；所述的智能控装置镶嵌在可调节脊椎垫块的前表面中间

位置；所述的防尘袋结构嵌入在可调节脊椎垫块的前表面左侧；所述的可调加厚轴杆结构

包括轴杆本体，凸头，连接板和固定销，所述的凸头轴接在轴杆本体的左右两端；所述的轴

杆本体设置有多个；所述的轴杆本体通过连接板与轴杆本体轴接；所述的固定销焊接在凸

头的外侧。

[0007] 优选的，所述的震动按摩块结构包括按摩垫，按摩球和震动电机，所述的按摩球分

别嵌入在按摩垫的前表面；所述的震动电机安装在按摩球的内部。

[0008] 优选的，所述的理疗加热垫结构包括海绵垫，加热丝和磁石块，所述的加热丝和磁

石块分别嵌入在海绵垫的内部。

[0009] 优选的，所述的可调节脊椎垫块包括第一脊椎垫块，第二脊椎垫块，第三脊椎垫

块，卡槽和卡块，所述的卡槽分别开设在第一脊椎垫块和第二脊椎垫块的右侧上下两端；所

述的卡块分别固定在第二脊椎垫块和第三脊椎垫块的左侧上下两端；所述的卡块插接在卡

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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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优选的，所述的减震防滑底座结构包括防滑底座本体，固定板，缓冲插管，定位插

杆和缓冲弹簧，所述的固定板设置在防滑底座本体的上部；所述的缓冲插管分别焊接在固

定板的上部；所述的定位插杆分别焊接在防滑底座本体的上部；所述的定位插杆插接在缓

冲插杆内；所述的缓冲弹簧套接在定位插杆的外侧。

[0011] 优选的，所述的防尘袋结构包括放置盒，防尘套袋和拉链，所述的防尘套袋放置在

放置盒的内部；所述的拉链横向缝接在放置盒的下部。

[0012] 优选的，所述的智能控装置包括控制外壳，触摸屏，微型PLC和电源开关，所述的触

摸屏和电源开关分别镶嵌在控制外壳的前表面；所述的微型PLC螺栓安装在控制外壳的内

部。

[0013] 优选的，所述的按摩垫的上表面四周还缝接有魔术贴公扣。

[0014] 优选的，所述的海绵垫的下表面四周还缝接有魔术贴母扣。

[0015] 优选的，所述的魔术贴母扣粘接在魔术贴公扣的上部。

[0016] 优选的，所述的防滑底座本体和固定板之间的缝隙外侧还设置有可伸缩波纹硅胶

防尘套。

[0017] 优选的，所述的缓冲插管和定位插杆分别设置有多个；所述的缓冲插管与缓冲插

管和定位插杆之间的间距设置为5cm至10cm。

[0018] 优选的，所述的触摸屏与微型PLC的输入端电性连接；所述的震动电机和加热丝分

别与微型PLC的输出端电性连接。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0] 1 .本发明中，所述的卡块和卡槽的设置，有利于方便根据病人的需求将第二脊椎

垫块插接在第一脊椎垫块内或将第三脊椎垫块插接在调节第二脊椎垫块内。

[0021] 2.本发明中，所述的缓冲插管，定位插杆和缓冲弹簧的设置，有利于提高该装置的

减震效果，使得病人在使用时更加舒适。

[0022] 3.本发明中，所述的可伸缩波纹硅胶防尘套的设置，有利于防止灰尘杂物进入到

防滑底座本体和固定板之间的缝隙中。

[0023] 4.本发明中，所述的轴杆本体通过连接板与轴杆本体轴接的设置，有利于方便多

个轴杆本体连接在一起，且便于调节轴杆本体的叠加层数，进而方便调节该装置的曲度高

度，使得使用更加方便。

[0024] 5.本发明中，所述的固定销的设置，有利于方便将可调加厚轴杆结构固定在可调

节脊椎垫块的上方，防止轴杆本体滑动，进一步提高轴杆本体的固定效果。

[0025] 6.本发明中，所述的按摩球和震动电机的设置，有利于提高对病人的按摩效果。

[0026] 7.本发明中，所述的加热丝和磁石块的设置，有利于提高对病人的磁疗效果。

[0027] 8.本发明中，所述的魔术贴公扣和魔术贴母扣的设置，有利于方便理疗加热垫结

构粘接在震动按摩块结构上，且方便拆卸。

[0028] 9 .本发明中，所述的防尘套袋的设置，有利于方便在不使用时，将该装置全部套

起，进而提高防尘效果。

[0029] 10.本发明中，所述的放置盒的设置，有利于方便存放防尘套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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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是本发明的可调节脊椎垫块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3是本发明的减震防滑底座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4是本发明的可调加厚轴杆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5是本发明的震动按摩块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6是本发明的理疗加热垫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7是本发明的智能控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8是本发明的防尘袋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中：

[0039] 1、可调节脊椎垫块；11、第一脊椎垫块；12、第二脊椎垫块；13、第三脊椎垫块；14、

卡槽；15、卡块；2、减震防滑底座结构；21、防滑底座本体；22、固定板；23、缓冲插管；24、定位

插杆；25、缓冲弹簧；26、可伸缩波纹硅胶防尘套；3、可调加厚轴杆结构；31、轴杆本体；32、凸

头；33、连接板；34、固定销；4、震动按摩块结构；41、按摩垫；411、魔术贴公扣；42、按摩球；

43、震动电机；5、理疗加热垫结构；51、海绵垫；511、魔术贴母扣；52、加热丝；53、磁石块；6、

智能控装置；61、控制外壳；62、触摸屏；63、微型PLC；64、电源开关；7、防尘袋结构；71、放置

盒；72、防尘套袋；73、拉链。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41] 实施例：

[0042] 如附图1至附图8所示

[0043] 本发明提供一种可调节曲度的脊椎治疗装置，包括可调节脊椎垫块1，减震防滑底

座结构2，可调加厚轴杆结构3，震动按摩块结构4，理疗加热垫结构5，智能控装置6和防尘袋

结构7，所述的减震防滑底座结构2安装在可调节脊椎垫块1的底部；所述的可调加厚轴杆结

构3卡接在可调节脊椎垫块1的上部；所述的震动按摩块结构4卡接在可调加厚轴杆结构3的

上部；所述的理疗加热垫结构5粘接在震动按摩块结构4的上部；所述的智能控装置6镶嵌在

可调节脊椎垫块1的前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防尘袋结构7嵌入在可调节脊椎垫块1的前表

面左侧；所述的可调加厚轴杆结构3包括轴杆本体31，凸头32，连接板33和固定销34，所述的

凸头32轴接在轴杆本体31的左右两端；所述的轴杆本体31设置有多个；所述的轴杆本体31

通过连接板33与轴杆本体31轴接；所述的固定销34焊接在凸头32的外侧。

[0044]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震动按摩块结构4包括按摩垫41，按摩球42和震动

电机43，所述的按摩球42分别嵌入在按摩垫41的前表面；所述的震动电机43安装在按摩球

42的内部。

[0045]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理疗加热垫结构5包括海绵垫51，加热丝52和磁石

块53，所述的加热丝52和磁石块53分别嵌入在海绵垫51的内部。

[0046]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可调节脊椎垫块1包括第一脊椎垫块11，第二脊椎

垫块12，第三脊椎垫块13，卡槽14和卡块15，所述的卡槽14分别开设在第一脊椎垫块11和第

二脊椎垫块12的右侧上下两端；所述的卡块15分别固定在第二脊椎垫块12和第三脊椎垫块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07496066 B

6



13的左侧上下两端；所述的卡块15插接在卡槽14内。

[0047]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减震防滑底座结构2包括防滑底座本体21，固定板

22，缓冲插管23，定位插杆24和缓冲弹簧25，所述的固定板22设置在防滑底座本体21的上

部；所述的缓冲插管23分别焊接在固定板22的上部；所述的定位插杆24分别焊接在防滑底

座本体21的上部；所述的定位插杆24插接在缓冲插管23内；所述的缓冲弹簧25套接在定位

插杆24的外侧。

[0048]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防尘袋结构7包括放置盒71，防尘套袋72和拉链73，

所述的防尘套袋72放置在放置盒71的内部；所述的拉链73横向缝接在放置盒71的下部。

[0049]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智能控装置6包括控制外壳61，触摸屏62，微型

PLC63和电源开关64，所述的触摸屏62和电源开关64分别镶嵌在控制外壳61的前表面；所述

的微型PLC63螺栓安装在控制外壳61的内部。

[0050]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按摩垫41的上表面四周还缝接有魔术贴公扣411。

[0051]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海绵垫51的下表面四周还缝接有魔术贴母扣511。

[0052]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魔术贴母扣511粘接在魔术贴公扣411的上部。

[0053]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防滑底座本体21和固定板22之间的缝隙外侧还设

置有可伸缩波纹硅胶防尘套26。

[0054]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缓冲插管23和定位插杆24分别设置有多个；所述的

缓冲插管23与缓冲插管23和定位插杆24之间的间距设置为5cm至10cm。

[0055]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触摸屏62与微型PLC63的输入端电性连接；所述的

震动电机43和加热丝52分别与微型PLC63的输出端电性连接。

[0056] 工作原理

[0057] 本发明在工作过程中，根据病人对腰部脊椎或颈部脊椎治疗，可调节第一脊椎垫

块11，第二脊椎垫块12和第三脊椎垫块13的连接位置，需要对病人的腰部治疗时，将第三脊

椎垫块13插接在第二脊椎垫块12内即可，需要对颈部治疗时，将第二脊椎垫块12插接在第

一脊椎垫块11内即可，使用时根据病人所需的高度调节轴杆本体31在第一脊椎垫块11，第

二脊椎垫块12和第三脊椎垫块13上的重叠层数，并利用固定销34对其固定，然后将震动按

摩块结构4放置在可调加厚轴杆结构3上，并利用固定销34固定，最后将理疗加热垫结构5粘

贴在震动按摩块结构4的上部，病人躺在该装置上部，并打开电源开关64利用震动电机43，

加热丝52和磁石块53对病人进行按摩治疗，在不使用该装置时，将防尘套袋72在放置盒71

内拿出，并套接在该装置的外侧，且提高防尘效果。

[0058] 利用本发明所述的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启发下，

设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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