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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

赫兹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包括以下重量份

数的原料：SiO2：15~28、Al2O3：3-8，硒：1~3、锗：2~
5、Fe2O3：10~15、赭石：35~45，氧化锌：20~35、

CaCO3：65~80、稀土钯：0.1~0.5，SiOx：1~10。将各

组分原料按照所述比例混合，经过粉碎，进入无

氧环境下加热到600~1200℃，维持3~8小时，进行

二次粉碎，细度达到3000~8000目；然后再次经过

粉碎和粉末加工，细度达到10000目以上，经过太

赫兹辐照线进行增强处理，得到具有治疗保健效

果的太赫兹材料，可以加工制造成多种理疗器

材，对人体的作用速度快、效果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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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SiO2：

15~28、Al2O3：3-8，硒：1~3、锗：2~5、Fe2O3：10~15、赭石：35~45，氧化锌：20~35、CaCO3：65~80、

稀土钯：0.1~0.5，SiOx：1~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1）将粗硅Si、SiO2和备长炭按照重量比1:（3~5）:（5~10）的比例混合，在无氧的环境下

加温到700~1500℃，维持1~8小时，生成黑色结晶体SiOx；

（2）将制成的SiOx与其他各组分原料按照所述比例混合，经过粉碎，细度达到200~500

目，适量加水后搅拌，经过圆形转盘变成小球，进入无氧环境下加热到600~1200℃，维持3~8

小时，进行二次粉碎，细度达到3000~8000目；

（3）检测红外发射率≥0.92，然后再次经过粉碎和粉末加工，细度达到10000目以上，经

过太赫兹辐照线进行增强处理，得到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太赫兹辐照线进行增强处理的频率被设置成1~7个不同频率，分别是2.3x1011、5.5x1011、

1.1x1012、2.3x1012、5.5x1012、1.1x1013、2.3x1013  Hz。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太赫兹辐照线包括太赫兹辐照组件、传动带（011）和隧道框架（012）；太赫兹辐照组件安

装在隧道框架（012）上，传送带（011）贯穿隧道框架（012）设置，太赫兹辐照组件与传送带

（011）相配合；所述太赫兹辐照组件包括太赫兹波电子发生器和电缆，所述太赫兹波电子发

生器包括逻辑单元（01）、基波单元（02）、均衡电路（03）、放大器（04）和辐射器（05）；太赫兹

波电子发生器通过电缆与辐射器（05）连接，辐射器（05）贴附在隧道框架（012）内壁。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基波单元包括若干个并联设置的基波模块，所述基波模块，包括驱动器（06）、BAW滤波器

（07）、电荷泵（08）、电光子跃迁模块（09）和谐振腔（010）；逻辑单元（01）通过驱动器（06）控

制电荷泵（08）的启闭，外部电源经BAW滤波器（07）和电荷泵（08）给电光子跃迁模块（09）供

电，电光子跃迁模块（09）内产生的电子束传输到谐振腔（010）内形成稳定的太赫兹基波；逻

辑单元（01）控制各基波模块发射出太赫兹基波，太赫兹基波传输到均衡电路（03），均衡电

路（03）对接收到的太赫兹基波进行调理得到复合太赫兹波，复合太赫兹波传输给放大器

（04），放大器（04）对接收到的复合太赫兹波进行放大得到放大太赫兹波，放大太赫兹波传

输到辐射器（05）。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电光子跃迁模块（09），包括电子枪（035）、脉冲偏转线圈（036）、电子束（037）、阳极（038）、

跃迁腔（039）；跃迁腔（039）与谐振腔（010）连通，且电子枪（035）和脉冲偏转线圈（036）安装

在跃迁腔（039）内，且脉冲偏转线圈（036）之间构成选频电场；阳极（038）安装在谐振腔

（010）内壁；电子枪（035）经电荷泵（08）和滤波器（07）与外部电源经BAW连接，电子枪（035）

发射电子束（037）到脉冲偏转线圈（036）构成的选频电场内，选频后的电子束进入谐振腔

（010）谐振后被阳极（038）接收形成太赫兹基波。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所述的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在缓解/治疗痛经产

品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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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将太赫兹材料加入硅胶基材中制成硅胶理

疗片置于生理期内裤中或将太赫兹材料制成硅胶理疗片置于理疗袋中；所述硅胶理疗片中

太赫兹材料的加入量为10～55wt%，硅胶理疗片的制备方法同常规硅胶片一致。

9.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所述的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在制备理疗设备中的

应用。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以太赫兹材料作为理疗设备的原材料之

一制备理疗设备或将太赫兹材料加入硅胶基材中制成硅胶理疗片应用在各种理疗设备，所

述理疗设备包括但不限于理疗仪、理疗睡袋、隧道式理疗仓、坐式理疗仓、平躺式理疗仓、理

疗服装、理疗卧具、理疗带，所述硅胶理疗片中太赫兹材料的加入量为10～55wt%，硅胶理疗

片的制备方法同常规硅胶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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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太赫兹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红外理疗手段已经非常普及了。但治疗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仅可作为辅助治

疗和康复使用。同时其设备尺寸较大，完全便携的只能是暖宝宝、自发热帖一类的产品，这

类产品用过的垃圾对环境是有污染的，国产双面胶普遍会引起过敏，不便于多日连续使用，

即便连续使用也几乎没有治疗效果。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及

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SiO2：15~28、Al2O3：

3-8，硒：1~3、锗：2~5、Fe2O3：10~15、赭石：35~45，氧化锌：20~35、CaCO3、65~80、稀土钯：0.1~
0.5，SiOx：1-10。

[0005] 所述的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粗硅Si、SiO2和备长炭按照重量比1:（3~5）:（5~10）的比例混合，在无氧的环境下

加温到700~1500℃，维持1~8小时，生成黑色结晶体SiOx；

（2）将制成的SiOx与其他各组分原料按照所述比例混合，经过粉碎，细度达到200~500

目，适量加水后搅拌（以形成圆球为宜），经过圆形转盘变成小球，进入无氧环境下加热到

600~1200℃，维持3~8小时，进行二次粉碎，细度达到3000~8000目；

（3）检测红外发射率≥0.92，然后再次经过粉碎和粉末加工，细度达到10000目以上，经

过太赫兹辐照线进行增强处理，得到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

[0006] 太赫兹辐照线进行增强处理的频率被设置成1~7个不同频率（频段），分别是

2.3x1011、5.5x1011、1.1x1012、2.3x1012、5.5x1012、1.1x1013、2.3x1013  Hz。

[0007] 所述太赫兹辐照线包括太赫兹辐照组件、传动带和隧道框架；太赫兹辐照组件安

装在隧道框架上，传送带贯穿隧道框架设置，太赫兹辐照组件与传送带相配合；所述太赫兹

辐照组件包括太赫兹波电子发生器和电缆，所述太赫兹波电子发生器，包括逻辑单元、基波

单元、均衡电路、放大器和辐射器，太赫兹波电子发生器通过电缆与辐射器连接，辐射器贴

附在隧道框架内壁。

[0008] 所述基波单元包括若干个并联设置的基波模块，所述基波模块，包括驱动器、BAW

滤波器、电荷泵、电光子跃迁模块和谐振腔；逻辑单元通过驱动器控制电荷泵的启闭，外部

电源经BAW滤波器和电荷泵给电光子跃迁模块供电，电光子跃迁模块内产生的电子束传输

到谐振腔内形成稳定的太赫兹基波；逻辑单元控制各基波模块发射出太赫兹基波，太赫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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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波传输到均衡电路，均衡电路对接收到的太赫兹基波进行调理得到复合太赫兹波，复合

太赫兹波传输给放大器，放大器对接收到的复合太赫兹波进行放大得到放大太赫兹波，放

大太赫兹波传输到辐射器。

[0009] 所述电光子跃迁模块，包括电子枪、脉冲偏转线圈、电子束、阳极、跃迁腔；跃迁腔

与谐振腔连通，且电子枪和脉冲偏转线圈安装在跃迁腔内，且脉冲偏转线圈之间构成选频

电场；阳极安装在谐振腔内壁；电子枪经电荷泵和滤波器与外部电源经BAW连接，电子枪发

射电子束到脉冲偏转线圈36构成的选频电场内，选频后的电子束进入谐振腔谐振后被阳极

接收形成太赫兹基波。

[0010] 所述的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在缓解/治疗痛经产品中的应用：将太赫

兹材料加入硅胶基材中制成硅胶理疗片置于生理期内裤中或将太赫兹材料制成硅胶理疗

片置于理疗袋中；所述硅胶理疗片中太赫兹材料的加入量为10～55wt%，硅胶理疗片的制备

方法同常规硅胶片一致；或者将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以热敷袋的形式应用；或

者加入现有的诸如“暖宝宝”的产品中进行应用。

[0011] 所述的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在制备理疗设备中的应用：以太赫兹材料

作为理疗设备的原材料之一制备理疗设备或将太赫兹材料加入硅胶基材中制成硅胶理疗

片应用在各种理疗设备，所述理疗设备包括但不限于理疗仪、理疗睡袋、隧道式理疗仓、坐

式理疗仓、平躺式理疗仓、理疗服装、理疗卧具、理疗带，所述硅胶理疗片中太赫兹材料的加

入量为10～55wt%，硅胶理疗片的制备方法同常规硅胶片一致。

[0012] 太赫兹被很多专家界定在远红外的远端，这个频率刚好与原子中的电子旋转频率

相似，因而可以与组成细胞的原子（尤其是其中的极性分子——水）产生共振，提高分子活

性和渗透能力，进而打通血脉。由于太赫兹波具有反应物质结构与性质的指纹特性，并且光

子能量低，远远小于X射线的能量，不会对生物大分子、生物细胞和组织产生有害电离（摘自

《我国应加快太赫兹技术生物医学应用的研究》科技日报2014年04月13日）。因此治疗过程

十分安全。

[0013] 本发明的太赫兹材料可以加工制造成多种理疗器材，可以加热使用也可以常温使

用，可以是理疗设备，也可以是护具、卧具等。这些理疗器材可以治疗各种骨肉疼痛、眩晕失

眠、各种炎症、各种免疫疾病、晚期癌症等常见疾病。

[0014] 本发明提供的粉状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该材料可以制造成具有理

疗、保健、治疗作用的装置，经过多次测试，证明该材料对人体的作用速度快、效果稳定、完

全没有副作用，而且这些装置都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的用于保健治疗的太赫兹材料对比现有技术具备下述

有益效果：1）加速新陈代谢，尤其明显的是加速排尿，这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就能有明显的

感觉。多数人排尿时间缩短到原来的1/2~1/4；  2）迅速排毒，反映在皮肤上，使用一周以后，

皮肤会变得更加光滑，雀斑明显变淡；3）打通经络具有排毒、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保持皮肤

湿润、提高记忆力，目前虽然不能肯定太赫兹理疗法相比针灸、火罐、按摩、点穴的打通经络

的效果哪个更好，但太赫兹理疗法有一个这些手法都无法比拟的优势，就是基本无需专业

技能就可以进行治疗和理疗，而且是直达全身经络；4）对付气滞湿寒体质见效最快，对于睡

眠障碍、体寒、余沥不尽、痛经有特效，迅速改善体内水环境；5）迅速增强免疫力，配合太赫

兹饮用水，可以治疗多种免疫系统疾病，对恶性肿瘤、晚期癌症已经有成功案例，更多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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癜风、艾滋病治疗测试仍进行中；6）局部快速止痛，能够迅速缓解各种肌肉、神经疼痛，可以

治愈坐骨神经痛、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跟腱炎、网球肘。

附图说明

[0016] 图1本发明保健治疗效果的太赫兹材料制作的理疗片的常温应用；

图2本发明保健治疗效果的太赫兹材料制作的理疗片的高温应用；

图3本发明保健治疗效果的太赫兹材料制作的理疗片和理疗仪；

图4本发明保健治疗效果的太赫兹材料制作的理疗片和理疗睡袋；

图5本发明保健治疗效果的太赫兹材料制作的理疗片和隧道式理疗仓；

图6本发明保健治疗效果的太赫兹材料制作的理疗片和坐式理疗仓；

图7本发明保健治疗效果的太赫兹材料制作的理疗片和平躺式理疗仓；

图8本发明保健治疗效果的太赫兹材料制作的理疗服装；

图9本发明保健治疗效果的太赫兹材料制作的理疗卧具；

图10为太赫兹辐照线的结构示意图；

图11为图7中太赫兹波电子发生器的原理图；

图12为图8中基波模块的原理图；

图13为图9中电光子跃迁模块的示意图。

[0017] 图14是本发明的带加热的太赫兹理疗片的痛经治疗腰带；

图15是本发明的带加热的太赫兹理疗片的痛经治疗腰带的使用状态图；

图16是生理期内裤和暖宝宝配合太赫兹理疗片治疗痛经。

[0018] 附图标记说明：1-人，2-太赫兹辐照范围，3-病灶部位，4-理疗片（含本发明的太赫

兹材料），5-加热器，6–组合理疗片(含4-理疗片和5-加热器)，7-电缆线，8-定时器，9-温度

设定，10-理疗仪主机，11-睡袋，12-半圆罩子，13-床板和褥子，14-枕头，15-上盖，16-理疗

仪本体，17-理疗护腕，18-理疗护肘，19-理疗护腰，20-理疗内裤，21-理疗护膝，22-理疗护

踝，23-理疗鞋垫，24-理疗床垫，25-理疗枕，19-理疗褥，20-理疗被、017太赫兹波电子发生

器、018、焙烧后的太赫兹材料半成品、015电缆、012隧道框架、011传送带、01逻辑单元、02基

波单元、03均衡电路、04放大器、05辐射器、06驱动器、07  BAW滤波器、08电荷泵、09电光子跃

迁模块、010电子束传输到谐振腔、035电子枪、036脉冲偏转线圈、037电子束、038阳极、039

跃迁腔、40-太赫兹理疗片  50-加热器  310-理疗腰带(里面安放40-太赫兹理疗片和50-加

热器)  320-松紧带  330-控制器和电源  340-舒适层  350-肚皮、360-生理期内裤。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

一步说明：

实施例1

一种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SiO2：20、Al2O3：4，

硒：2、锗：3、Fe2O3：12、赭石：40，氧化锌：25、CaCO3、70、稀土钯：0.3，SiOx：5。

[0020] 本实施例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粗硅Si、SiO2和备长炭按照重量比1:4:8）的比例混合，在无氧的环境下加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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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维持3小时，生成黑色结晶体SiOx；

（2）将制成的SiOx与其他各组分原料按照所述比例混合，经过粉碎，细度达到200~500

目，适量加水后搅拌，经过圆形转盘变成小球，进入无氧环境下加热到1000℃，维持4小时，

进行二次粉碎，细度达到3000~8000目；

（3）检测红外发射率≥0.92，然后再次经过粉碎和粉末加工，细度达到10000目以上，经

过太赫兹辐照线进行增强处理，得到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太赫兹辐照线进行

增强处理的频率被设置成1~7个不同频率（频段），分别是2.3x1011、5.5x1011、1.1x1012、

2.3x1012、5.5x1012、1.1x1013、2.3x1013  Hz。

[0021] 如图10所示，所述太赫兹辐照线包括太赫兹辐照组件、传动带011和隧道框架012；

太赫兹辐照组件安装在隧道框架012上，传送带011贯穿隧道框架012设置，太赫兹辐照组件

与传送带011相配合；所述太赫兹辐照组件包括太赫兹波电子发生器和电缆，所述太赫兹波

电子发生器包括逻辑单元01、基波单元02、均衡电路03、放大器04和辐射器05；太赫兹波电

子发生器通过电缆与辐射器05连接，辐射器05贴附在隧道框架012内壁。

[0022] 如图11-12所示，所述基波单元02包括若干个并联设置的基波模块，所述基波模

块，包括驱动器06、BAW滤波器07、电荷泵08、电光子跃迁模块09和谐振腔010；逻辑单元01通

过驱动器06控制电荷泵08的启闭，外部电源经BAW滤波器07和电荷泵08给电光子跃迁模块

09供电，电光子跃迁模块09内产生的电子束传输到谐振腔010内形成稳定的太赫兹基波；逻

辑单元01控制各基波模块发射出太赫兹基波，太赫兹基波传输到均衡电路03，均衡电路03

对接收到的太赫兹基波进行调理得到复合太赫兹波，复合太赫兹波传输给放大器04，放大

器04对接收到的复合太赫兹波进行放大得到放大太赫兹波，放大太赫兹波传输到辐射器

05。

[0023] 如图13所示，所述电光子跃迁模块09，包括电子枪035、脉冲偏转线圈036、电子束

037、阳极038、跃迁腔039；跃迁腔039与谐振腔010连通，且电子枪035和脉冲偏转线圈036安

装在跃迁腔039内，且脉冲偏转线圈036之间构成选频电场；阳极038安装在谐振腔010内壁；

电子枪035经电荷泵08和滤波器07与外部电源经BAW连接，电子枪035发射电子束037到脉冲

偏转线圈036构成的选频电场内，选频后的电子束进入谐振腔010谐振后被阳极038接收形

成太赫兹基波。

[0024] 实施例2

一种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SiO2：15、Al2O3：8，

硒：1、锗：  5、Fe2O3：10、赭石：45，氧化锌：20、CaCO3、80、稀土钯：0.1、SiOx：10。

[0025] 本实施例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粗硅Si、SiO2和备长炭按照重量比1:3:5的比例混合，在无氧的环境下加温到700

℃，维持8小时，生成黑色结晶体SiOx；

（2）将制成的SiOx与其他各组分原料按照所述比例混合，经过粉碎，细度达到200~500

目，适量加水后搅拌，经过圆形转盘变成小球，进入无氧环境下加热到600℃，维持8小时，进

行二次粉碎，细度达到3000~8000目；

（3）检测红外发射率≥0.92，然后再次经过粉碎和粉末加工，细度达到10000目以上，经

过太赫兹辐照线进行增强处理，得到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太赫兹辐照线进行

增强处理的频率被设置成1~7个不同频率（频段），分别是2.3x1011、5.5x1011、1.1x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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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x1012、5.5x1012、1.1x1013、2.3x1013  Hz。

[0026] 太赫兹辐照线的结构同实施例1。

[0027] 实施例3

一种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SiO2：  28、Al2O3：3，

硒：3、锗：2、Fe2O3：15、赭石：35，氧化锌：35、CaCO3、65、稀土钯：0.5，SiOx：1。

[0028] 本实施例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粗硅Si、SiO2和备长炭按照重量比1:5:10的比例混合，在无氧的环境下加温到

1500℃，维持1小时，生成黑色结晶体SiOx；

（2）将制成的SiOx与其他各组分原料按照所述比例混合，经过粉碎，细度达到200~500

目，适量加水后搅拌，经过圆形转盘变成小球，进入无氧环境下加热到1200℃，维持3小时，

进行二次粉碎，细度达到3000~8000目；

（3）检测红外发射率≥0.92，然后再次经过粉碎和粉末加工，细度达到10000目以上，经

过太赫兹辐照线进行增强处理，得到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太赫兹材料；太赫兹辐照线进行

增强处理的频率被设置成1~7个不同频率（频段），分别是2.3x1011、5.5x1011、1.1x1012、

2.3x1012、5.5x1012、1.1x1013、2.3x1013  Hz。

[0029] 太赫兹辐照线的结构同实施例1。

[0030] 应用例1

图1，是本发明最基本的应用形式，使用本发明的一种用于保健治疗的太赫兹材料制造

的理疗片4放在病灶部位3，消炎止痛比膏药更快，而且可以重复使用。

[0031] 本发明的太赫兹材料在理疗片的应用包括以下特征：

1）  太赫兹理疗片可以放在身体的各个疼痛部位，可以24小时不间断理疗，祛病快不易

复发。

[0032] 2）  可以治疗坐骨神经痛、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跟腱炎、网球肘、各种筋骨创伤、

痛经，可以快速缓解胃疼、失眠眩晕、房颤。

[0033] 3）  太赫兹理疗片无核辐射（粒子辐射）对人安全，接触人也安全、不会过敏。

[0034] 4）  在制作理疗片的时候，可采用天然橡胶、食品级硅胶等柔软材料作为基材，混

入太赫兹材料。

[0035] 本方案很适合个人日常使用。

[0036] 应用例2

在实施例1的方案里增加一个加热器5，以期理疗片4发出更大太赫兹能量，达到人1体

更深的部位，或者更快的治疗局部不适，图2。

[0037] 本发明的太赫兹材料在理疗片的应用包括以下特征：

1）  加热器可以是暖宝宝、暖水袋、暖手宝、电加热片、电热毯等各种加热装置，使用者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方便进行选择。

[0038] 2）太赫兹理疗片可以放在身体的各个疼痛部位，连续加热时间最好不要超过2个

小时，相比实施例1祛病更快，也不易复发。

[0039] 3）用于上一个实施例中的各种病症，但不可以用于失眠眩晕、房颤。

[0040] 4）太赫兹理疗片无核辐射（粒子辐射）对人安全，接触人也安全、不会过敏。

[0041] 5）在制作理疗片的时候，可采用天然橡胶、食品级硅胶等柔软材料作为基材，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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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赫兹材料。

[0042] 本方案也很适合个人日常使用。

[0043] 应用例3

图3是使用本发明的用于保健治疗的太赫兹材料制造的理疗片配合电加热器复合而成

的组合理疗片6，配合有定时旋钮8和温度设定旋钮9的理疗机10。其治疗效果和舒适程度比

实施例2更好。

[0044] 本发明的太赫兹材料在理疗片的应用包括以下特征：

1）这个设备有一种有趣的使用方法，两个理疗片放在人体或肢体的两侧，治疗效果更

好、更快。

[0045] 2）可治疗的病症与实施例2基本一样，方便程度不如实施例2，效果和舒适度却有

明显的提高。

[0046] 本方案适合用于家庭、医院、养老院、会所等场合使用。

[0047] 应用例4

图4，将实施例3的理疗片，变形、放大，再把两片连起来，就成了一个太赫兹理疗睡袋

11。为了方便进出睡袋，睡袋的侧面应留一个口子，这种用于理疗的睡袋，野外生存的保温

性能并不重要。如果做成一块大毯子，躺好后把多余的盖在身上就行了，可以代替实施例3

的全部应用。

[0048] 本发明的太赫兹材料在理疗片的应用包括以下特征：

1）这个设备终于可以作用于全身了，对于特弱多病的人恢复体能效果显著。

[0049] 2）可治疗的病症与实施例2基本一样，还适用于癌症等重症患者；

3）使用的方便程度不如实施例2，效果和舒适度却有明显的提高。

[0050] 4）可以增加收费功能配上收费机构或收费二维码，就可以进行营业使用了

本方案适合用于家庭、养老院、会所等场合使用。

[0051] 应用例5

图5，将实施例4的理疗片，变形、放大变硬，就做成了这个涵道式理疗床。这个装备舒适

性明显好于实施例4。为了方便进出，涵道被拆分成多块（图5中），开合涵道，可以使用电动、

手动等方法，与不同的外壳形状，均不影响理疗效果。

[0052] 本发明的太赫兹材料在理疗片的应用包括以下特征：

1）这个设备也可以作用于全身了，对于特弱多病的人恢复体能效果显著。

[0053] 2）可治疗的病症与实施例4基本一样；

4）使用比实施例4方便，舒适度却有明显的提高。

[0054] 3）可以增加收费功能配上收费机构或收费二维码，就可以进行营业使用了

本方案适合用于（空间较大的）家庭、医院养老院、会所等场合使用。

[0055] 应用例6/7

图6和图7，这两种设备的理疗设备，坐式还是躺式治疗效果都一样。这两种设备都有本

体16和上盖15，上盖和本体都有组合理疗片6，理疗片通过电缆7连接到理疗仪主机10。两种

设备都有操作面板，使用者可以自己在面板上调节温度和时间。

[0056] 本发明的太赫兹材料在理疗片的应用包括以下特征：

1）这个设备同实施例3和实施例2一样，也可以作全身理疗了，对于特弱多病的人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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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能效果显著；

2）可治疗的病症与实施例4基本一样；

4）使用比实施例4和5都更方便，舒适度却有明显的提高。

[0057] 3）可以增加收费功能配上收费机构或收费二维码，就可以进行营业使用了

本方案适合用于（空间较大的）家庭、医院养老院、会所等场合使用。

[0058] 应用例8/9

这两个实施例，都是本发明的太赫兹材料与织物、天然橡胶等各种材料的组合进而生

产出来的各种贴身的日用品。这些理疗装备遍及全身，从头到脚（除了裙子），各种形式都可

以利用。

[0059] 本发明的太赫兹材料在理疗服装和卧具的应用包括以下特征：

1）理疗帽子17 适应症：头晕、头疼、失眠（睡眠时摘掉，换理疗枕27）；

2）理疗文胸和文胸垫18 适应症：乳腺增生（止痛后仍需关注增生的情况）；

3）理疗手套和护腕19 适应症：鼠标手、扭伤（可快速治愈）；

4）理疗护肘20 适应症：网球肘、扭伤（可快速治愈）；

5）理疗护腰21 适应症：胸椎疼、腰椎疼

6）理疗内裤22 适应症：长坐屁股疼、尾椎痛、痔疮、痛经、前列腺炎、壮阳

7）理疗护膝23 适应症：腿疼、关节炎

8）理疗护踝24 适应症：扭伤

9）理疗鞋垫25 适应症：跟腱炎、足弓筋拉伤、穴位保健

10) 理疗床垫26 适应症：打通血脉、提高免疫力

11) 理疗枕27 适应症：神经衰弱、失眠、头昏、耳鸣

12) 理疗褥28 适应症：打通血脉、提高免疫力

13) 理疗被29 适应症：打通血脉、提高免疫力

14) 理疗坐垫30适应症：长坐屁股疼、尾椎痛、痔疮、痛经、前列腺炎、壮阳

本方案适合用于家庭、养老院、会所等场合使用。

[0060] 应用例10/11

本应用的痛经治疗腰带（图14）和痛经治疗内裤（图15）是借鉴了时下流行的生理期养

护用电热品暖宫腰带和生理期内裤+暖宝宝的产品形态，加上太赫兹理疗片而成。

[0061] 我们经过多次测试，证明太赫兹理疗片可以在3~12个月内可以将痛经治愈。这个

理疗片对人体的作用速度快、效果稳定、完全没有副作用，这些装置都是重复使用的，寿命

很长。

[0062] 本发明的痛经治疗腰带和痛经治疗内裤对比现有技术具备下述有益效果：1）可以

治愈痛经，其他手段均不行；  2）治疗过程中腹痛就已经减轻很多了，任何其他手段都无法

企及；  3）痛经治愈以后在生理期继续使用，生理期腹部不适会明显减轻。

[0063] 本发明的带加热的太赫兹理疗片的痛经治疗腰带的应用包括以下特征：

1）  太赫兹理疗片和加热片叠放在腰带前部，内部集成开关和控温电路；

2）  侧面放置一个充电宝，可以连续加热数小时，不加热进行理疗也足矣，加热后效果

更好，更舒适；

3） 可以内置蓝牙装置，用手机app控制温度和加热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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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太赫兹理疗片无核辐射（粒子辐射）对人安全，接触人也安全、不会过敏。

[0064] 本发明的生理期内裤和暖宝宝配合太赫兹理疗片治疗痛经的应用包括以下特征：

1）  太赫兹理疗片和加热片叠放在腰带前部；

2）  加热片可以采用暖宝宝，也可以使用电加热片；

3）  使用暖宝宝要注意温度，小心低温烫伤

治疗病例：

1、陈女士，50岁，肩颈疼痛，睡眠质量不高，经过保健太赫兹理疗床理疗一周后，睡眠质

量得到改善，知道困倦了。肩颈部位轻松，舒适了。

[0065] 2、胡先生，60岁，心脑血管病，浑身无力，肾功能不好，经过保健太赫兹理疗床理疗

二周后，体力恢复许多，可以长时间工作，不再像往常那样疲惫，心血管疾病得到控制，感觉

身体舒适，肾功能恢复较好，恢复早间晨勃功能，增强男性性功能。

[0066] 3、郭女士，47，子宫囊肿，乳腺增生，更年期综合征，过保健太赫兹理疗床理疗十周

后，胸部感觉明显好转，睡眠质量变好，更年期症状缓解，心情舒适，妇科问题得到控制。

[0067] 4、卢女士，33岁，经期疼痛剧烈，使用理疗片后三个月痊愈。

[0068] 5、何女士，29岁，经期疼痛、有时候要疼2~3天才来例假，血黑。使用理疗片后1年，

完全治愈。而且，后来发现即便肚子不疼，经期使用胶片还是要更舒服一些。

[0069]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以及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

术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

本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

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

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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