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357100.8

(22)申请日 2019.03.20

(73)专利权人 姜海峰

地址 132012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临江小

区30-8-143号

(72)发明人 姜海峰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金蓄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11544

代理人 陈雷

(51)Int.Cl.

A61M 37/00(2006.01)

A61F 7/00(2006.01)

A61N 5/06(2006.01)

A61M 21/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具有保温垫的带药包外套式花香热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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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具有保温垫的带药

包外套式花香热敷垫结构，该结构包括外套；所

述加热组件位于所述外套内部；所述花香包与所

述外套相连，所述花香包内设置有可散发芳香气

味的香料；所述保温垫位于所述外套内部且位于

所述加热组件与所述花香包之间。本申请提供的

具有保温垫的带药包外套式花香热敷垫结构，能

当坐垫使用。装入植物的药包和花香包，垫面积

大柔软贴身，从而使药味不易挥发到室内，只作

用于肌体；用花香包的香味散发到室内，取代药

包刺激性味道，在达到中药热敷作用的同时，封

闭性免除气味刺激，将刺激味变成香味，并利用

花香疗法/芳香疗法，起到辅助中药热敷，有益身

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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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保温垫的带药包外套式花香热敷垫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

外套；

加热组件，所述加热组件位于所述外套内部；

花香包，所述花香包与所述外套相连，所述花香包内设置有可散发芳香气味的香料；所

述花香包位于所述外套内部或通过第二外网套设置于所述外套外侧；

保温垫，所述保温垫位于所述外套内部且位于所述加热组件与所述花香包之间；

药包，所述药包通过第一外网套设置于所述外套外侧，所述药包内设置有用于实现中

药热敷治疗的中药粉材料；

其中，所述加热组件用于产生热量以便辅助所述花香包内的香料挥发芳香气味以及辅

助所述药包内的中药粉材料实现中药热敷治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保温垫的带药包外套式花香热敷垫结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保温垫包括保温套以及设置于所述保温套内的保温棉层和/或反辐射隔热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保温垫的带药包外套式花香热敷垫结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保温套相对两侧连接有两根绑带，所述绑带穿过所述外套上开设的与两根绑带一一对应

的通孔延伸至所述外套外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具有保温垫的带药包外套式花香热敷垫结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外套上与所述通孔所在侧边垂直的一侧边连接有拉链。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保温垫的带药包外套式花香热敷垫结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加热组件包括加热体以及位于所述加热体上的加热丝，所述加热丝连接有电源线。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具有保温垫的带药包外套式花香热敷垫结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加热丝为双螺旋式加热丝或碳纤维加热丝。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具有保温垫的带药包外套式花香热敷垫结构，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与所述加热丝电连接的可充电蓄电池。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具有保温垫的带药包外套式花香热敷垫结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电源线连接有USB接口和/或220V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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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保温垫的带药包外套式花香热敷垫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中药热敷、理疗保健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具有保温垫的带

药包外套式花香热敷垫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热敷是一种物理治疗方式，一般可用热毛巾、暖水袋、暖袋，直接敷治患处。热敷疗

法在软组织损伤疾病的治疗中占有重要位置。热敷疗法具有扩张血管、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促进局部代谢的作用，有益于疾病的恢复。热敷本身也可缓解肌肉痉挛，促进炎症及瘀血的

吸收，药物热敷还可使药物通过局部吸收，达到直达病所的目的，使治疗更直接、更有效。

[0003] 传统的电加热药物热敷装置是加热穴位或部位，并放上中药包。由于传统中药包

刺鼻性气味，长时间吸入让人产生不适感。不但不能调节人的精神和心理情绪，甚至影响人

的正常心理情绪。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具有保温垫的带药包外套式花香热敷垫结构。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方案：

[0006] 一种具有保温垫的带药包外套式花香热敷垫结构，包括：

[0007] 外套；

[0008] 加热组件，所述加热组件位于所述外套内部；

[0009] 花香包，所述花香包与所述外套相连，所述花香包内设置有可散发芳香气味的香

料；

[0010] 保温垫，所述保温垫位于所述外套内部且位于所述加热组件与所述花香包之间；

[0011] 药包，所述药包通过第一外网套设置于所述外套外侧，所述药包内设置有用于实

现中药热敷治疗的中药粉材料；

[0012] 其中，所述加热组件用于产生热量以便辅助所述花香包内的香料挥发芳香气味以

及辅助所述药包内的中药粉材料实现中药热敷治疗。

[0013] 优选的：所述保温垫包括保温套以及设置于所述保温套内的保温棉层和/或反辐

射隔热层。

[0014] 优选的：所述保温套相对两侧连接有两根绑带，所述绑带穿过所述外套上开设的

与两根绑带一一对应的通孔延伸至所述外套外部。

[0015] 优选的：所述外套上与所述通孔所在侧边垂直的一侧边连接有拉链。

[0016] 优选的：所述加热组件包括加热体以及位于所述加热体上的加热丝，所述加热丝

连接有电源线。

[0017] 优选的：所述加热丝为双螺旋式加热丝或碳纤维加热丝。

[0018] 优选的：还包括与所述加热丝电连接的可充电蓄电池。

[0019] 优选的：所述电源线连接有USB接口和/或220V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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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优选的：所述花香包位于所述外套内部。

[0021] 优选的：所述花香包通过第二外网套设置于所述外套外侧。

[0022] 根据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具体实施例，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以下技术效果：

[0023] 通过本实用新型，可以实现一种具有保温垫的带药包外套式花香热敷垫结构，在

一种实现方式下，该结构可以包括外套；加热组件，所述加热组件位于所述外套内部；花香

包，所述花香包与所述外套相连，所述花香包内设置有可散发芳香气味的香料；保温垫，所

述保温垫位于所述外套内部且位于所述加热组件与所述花香包之间；药包，所述药包通过

第一外网套设置于所述外套外侧，所述药包内设置有用于实现中药热敷治疗的中药粉材

料；其中，所述加热组件用于产生热量以便辅助所述花香包内的香料挥发芳香气味以及辅

助所述药包内的中药粉材料实现中药热敷治疗。本申请提供的具有保温垫的带药包外套式

花香热敷垫结构，能当坐垫使用，还能放置于被窝暖肚子，改进结构形状更利于全身使用，

可用于暖肚子、暖腰、暖腿、暖脚等。加入保温垫实现了多个作用，1、具有节能、保持温度恒

定、增加保温效果、令其更柔软舒适作用。2、起到防止花朵因过热而损坏减少使用期的作

用。3、保温垫起到减少中药包和花包的串味作用。(隔离了药包的刺激味道，将药包味道更

好的封闭起来，不易向外挥发，从而让花包更好的挥发花香味。)加热体加热不同植物的花

香包，以取代中药热敷理疗药包刺激性气味，同时不同花包可以产生不同香味，根据使用者

喜好来选择味道，使使用者即能得到中药热敷治疗的同时又能的到闻到自己喜欢的味道，

还可通过花香疗法/芳香疗法以此不同气味的达到：睡眠时有助睡眠、工作中提高记忆力、

生活中减缓痛经、改善痔疮、美体减肥等调理保健作用。有些香味还能对艾敷或理疗起增强

效果作用。(例如妇科中药热敷或艾敷的产品，增加玫瑰香包，玫瑰花可以消除情绪郁结，通

经止痛。)加热垫加热装入植物的药包和花香包，垫面积大柔软贴身，从而使药味不易挥发

到室内，只作用于肌体。用花香包的香味散发到室内，取代药包刺激性味道，在达到中药热

敷作用的同时，封闭性免除气味刺激，将刺激味变成香味，并利用花香疗法/芳香疗法，起辅

助中药热敷，有益身心的作用。

[0024] 当然,实施本实用新型的任一产品并不一定需要同时达到以上所述的所有优点。

附图说明

[002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

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

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6]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具有保温垫的带药包外套式花香热敷垫结构

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具有保温垫的带药包外套式花香热敷垫结构

的另一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具有保温垫的带药包外套式花香热敷垫结构

的俯视图；

[0029]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加热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外套加拉链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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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6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保温垫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7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保温垫加绑带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中：外套1、通孔101、加热组件2、加热体201、加热丝202、电源线203、可充电蓄电

池204、USB接口205、220V插头206、花香包3、保温垫4、保温套401、保温棉层402、反辐射隔热

层403、药包5、第一外网套6、绑带7、拉链8、第二外网套9。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

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35] 本申请提供的具有保温垫的带药包外套式花香热敷垫结构，花香包内的香料可在

加热组件的作用下挥发芳香气味，达到花香疗法/芳香疗法的目的。药包内的中药粉材料可

在加热组件作用实现中药热敷治疗，花香包散发的香气可掩盖药包散发的让人身体不适的

气味。花香疗法，仅仅通过嗅觉发生的神奇治疗印度花香疗法(flower  fragrance 

therapy)，花香疗法及芳香疗法，它们从古代起就开始运用，即中医闻香疗法。人的嗅觉对

含有香味的空气非常敏感。花能够调节人的情绪。花香疗法就是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不同

的花卉品种来达到一定的治疗目的。如丁香的气味使人沉静、轻松；紫罗兰和玫瑰花香使人

心情愉快；菊花、蔷薇、百合、香豌豆花等花香，具有松弛神经、减轻精神紧张、消除身心疲劳

等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功效。闻香疗法属于自然疗法的一种，是运用各种自然手段去预防

和治疗疾病的一种方式，含且不限于食物、空气、水、阳光、体操、睡眠、休息以及有益于健康

的精神因素，如希望、信仰等。而闻香疗法即是用其中的中草药的“味”，也即芳香来预防与

治疗疾病。闻香疗法源于印度阿育吠陀普斯帕花疗，是印度第一部闻香疗法典籍。在中国，

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认识到天然植物对于人体疾病的治疗作用，大量的

历史典籍中记录了运用芳香类植物来辟邪，防病，保健，疗伤的经验，如古代皇室中广泛运

用各种花卉和植物泡浴，净身美容或治病；《本草纲目》中记载了多种芳香类植物对人体的

功效。闻香疗法的原理：芳香(中草药香、花香等等)进入呼吸及循环系统，由此进入精神系

统。中草药的“气”(芳香)混合在身体的“气”中，流经所有通道，通过清除阻塞，使特定组织

功能于理想水平，带来身心和谐与平衡。芳香通过空气吸入肺进入身体，在此影响津气、液

气、卫气、骨气、营气，进入心脏。心脏是心灵及身体健康之所，这些不同气与花的“气”(芳

香)结合，影响不同的经络，使经络更流畅，或提气或安神，根据不同的花草之“气”来决定。

[0036] 实施例

[0037] 参见图1、图2、图3、图4、图5、图6、图7，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具有保温

垫的带药包外套式花香热敷垫结构，如图1、图2、图3所示，该结构包括外套1；该外套可以采

用柔软舒适的材质制作。

[0038] 加热组件2，所述加热组件2位于所述外套1内部；

[0039] 花香包3，所述花香包3与所述外套1相连，所述花香包3内设置有可散发芳香气味

的香料；该花香包内的香料可根据要求挥发香气的需要选择不同种类，比如妇科中药热敷

或艾敷的产品，增加玫瑰香包，玫瑰花可以消除情绪郁结，通经止痛。进一步的，所述花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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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位于所述外套1内部。还可以所述花香包3通过第二外网套9设置于所述外套1外侧。

[0040] 保温垫4，所述保温垫4位于所述外套内部且位于所述加热组件2与所述花香包3之

间；如图6、图7所示，所述保温垫包括保温套401以及设置于所述保温套401内的保温棉层

402和/或反辐射隔热层403。该反辐射隔热层可选用锡纸等反光材质制作。提供的保温垫起

到节能、保持温度恒定、增加保温效果的目的，同时可以令该结构整体更柔软舒适，还可以

起到防止花朵因过热而损坏减少使用期的作用。反辐射隔热层可以反光减少热辐射散失，

更节能，并减少中药包和花包的串味。所述保温套相对两侧连接有两根绑带7，所述绑带7穿

过所述外套1上开设的与两根绑带一一对应的通孔延伸至所述外套101外部。外套加绑带不

好看，还容易抽丝，里面的保温垫加绑带，更美观，质量更好。绑带从外套两侧中间的孔伸

出。

[0041] 药包5，所述药包5通过第一外网套6设置于所述外套1外侧，所述药包内设置有用

于实现中药热敷治疗的中药粉材料；

[0042] 其中，所述加热组件2用于产生热量以便辅助所述花香包3内的香料挥发芳香气味

以及辅助所述药包内的中药粉材料实现中药热敷治疗。

[0043] 在具体设置花香包3时，所述花香包3与所述加热组件2共位于所述外套1内部。还

可以所述花香包通过外网套设置于所述外套外侧。当花香包设置于外套外侧时，可以根据

需要将花香包设置于远离身体一侧。药包设置于靠近身体一侧。

[0044] 为了方便向该外套1内放置加热组件2或花香包3，如图5所示，本申请实施例还可

以提供所述外套上与所述通孔所在侧边垂直的一侧边连接有拉链8。

[0045] 在具体选择加热组件时，如图4所示，本申请实施例可以提供所述加热组件2包括

加热体201以及位于所述加热体201上的加热丝202，所述加热丝202连接有电源线203。所述

加热丝202为双螺旋式加热丝或碳纤维加热丝。双螺旋结构具有良好的抗拉性能以及可实

现机洗的特性。碳纤维加热丝具有远红外作用。为了提高该结构的便携性能，本申请实施例

可以提供还包括与所述加热丝电连接的可充电蓄电池204。进一步的，所述电源线203连接

有USB接口205和/或220V插头206。USB接口可实现与电脑或手机充电器的连接为该加热组

件供电。

[0046] 总之，本申请提供的具有保温垫的带药包外套式花香热敷垫结构，能当坐垫使用，

还能放置于被窝暖肚子，改进结构形状更利于全身使用，可用于暖肚子、暖腰、暖腿、暖脚

等。加入保温垫实现了多个作用，1、具有节能、保持温度恒定、增加保温效果、令其更柔软舒

适作用。2、起到防止花朵因过热而损坏减少使用期的作用。3、保温垫起到减少中药包和花

包的串味作用。(隔离了药包的刺激味道，将药包味道更好的封闭起来，不易向外挥发，从而

让花包更好的挥发花香味。)加热体加热不同植物的花香包，以取代中药热敷理疗药包刺激

性气味，同时不同花包可以产生不同香味，根据使用者喜好来选择味道，使使用者即能得到

中药热敷治疗的同时又能的到闻到自己喜欢的味道，还可通过花香疗法/芳香疗法，以此不

同气味的达到：睡眠时有助睡眠、工作中提高记忆力、生活中减缓痛经、改善痔疮、美体减肥

等调理保健作用。有些香味还能对艾敷或理疗起增强效果作用。(例如妇科中药热敷或艾敷

的产品，增加玫瑰香包，玫瑰花可以消除情绪郁结，通经止痛。)加热垫加热装入植物的药包

和花香包，垫面积大柔软贴身，从而使药味不易挥发到室内，只作用于肌体。用花香包的香

味散发到室内，取代药包刺激性味道，在达到中药热敷作用的同时，封闭性免除气味刺激，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211050699 U

6



将刺激味变成香味，并利用花香疗法/芳香疗法，起辅助中药热敷，有益身心的作用。

[0047]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

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

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下，由语句“包括一个……”限定的要素，并不排除在

包括所述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中还存在另外的相同要素。

[0048]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包含在本实

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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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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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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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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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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