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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组合型多功能艾绒

护腰，包括护腰本体、理疗装置、加热装置和按摩

装置，护腰本体包括护腰片、护腹片、设于所述护

腰片左右两侧的护腰带，护腰带及所述护腹片上

设有多组粘结片，护腹片左右两侧设有一对相互

配合的护腹固定带，护腰片通过左右两侧的护腰

带直接连接，或者所述护腰片通过粘结片与所述

护腹片可拆分粘接；理疗装置包括容纳袋和置于

所述容纳袋的理疗包；所述加热装置包括相互电

连接的电源和加热丝；按摩装置包括电连接的震

动电机和按摩头。本实用新型中护腹片、护腰片

可拆卸连接，护腹、护腰可同时进行，也可分开使

用，集磁疗、艾灸、按摩于一体，驱寒保暖，缓解腰

痛腹痛，促进经络通畅，结构简单，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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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组合型多功能艾绒护腰，其特征在于，包括护腰本体、理疗装置、加热装置和按

摩装置，

所述护腰本体包括护腰片、护腹片、设于所述护腰片左右两侧的护腰带，所述护腰带及

所述护腹片上设有多组粘结片，所述护腹片左右两侧设有一对相互配合的护腹固定带，所

述护腰片通过左右两侧的护腰带直接连接，或者所述护腰片通过粘结片与所述护腹片可拆

分粘接；

所述理疗装置包括容纳袋和置于所述容纳袋的理疗包，所述护腰片及护腹片上均设有

所述容纳袋，所述容纳袋的开口处设有拉链，所述容纳袋靠近人体侧设有透气纯棉布层，所

述理疗包包括艾绒包和远红外陶瓷粉包；

所述加热装置包括电源和所述护腰片设有的加热丝，所述加热丝均与所述电源电连

接，所述护腹片靠近人体内侧设有一放置袋，所述放置袋设有发热体包；

所述按摩装置包括均设置在所述护腰片上的震动电机和按摩头，所述按摩头与所述震

动电机电连接，所述震动电机与所述电源电连接；

所述护腰本体外侧设有控制开关，所述震动电机和所述加热丝均与所述控制开关电连

接，所述控制开关上设置有温度调节开关和震动调节开关。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型多功能艾绒护腰，其特征在于，所述护腰片、护腹片上靠

近人体侧均设有与人体接触的粘贴结构，所述粘贴结构包括防粘层、胶布层和薄膜层，所述

防粘层设在所述透气纯棉布层上，所述防粘层外侧均匀设有所述胶布层，所述胶布层的截

面为四边形，且胶布层的数量为6个，呈矩形阵列状排列，所述胶布层的外侧设有薄膜层，薄

膜层为透明薄膜层，且薄膜层的底端一侧设有便于拉动薄膜层的拉片，透气纯棉布层、防粘

层、胶布层和薄膜层相邻层次之间均为粘合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型多功能艾绒护腰，其特征在于，所述护腰片左右两侧设有

一对相互配合的护腰固定带，所述护腰固定带上均设有用于调节长度的曰字扣。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组合型多功能艾绒护腰，其特征在于，所述护腰固定带包括分别

位于其左侧的第一护腰固定带和位于其右侧的第二护腰固定带，所述护腹固定带包括位于

其左侧的第一护腹固定带和位于其右侧的第二护腹固定带，所述第一护腰固定带与所述第

二护腰固定带相互配合连接，所述第一护腹固定带和第二护腹固定带相互配合连接，所述

第一护腰固定带与所述第一护腹固定带相互配合连接，所述第二护腰固定带与所述第二护

腹固定带相互配合连接。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型多功能艾绒护腰，其特征在于，所述护腰片的容纳袋内侧

设有一放置袋，所述放置袋设有所述发热体包。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组合型多功能艾绒护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发热体为含有碳

粉、氯化钠固体、三氧化二铁固体和含镁铝的盐类，所述发热体在空气中氧气的作用下持续

发热并释放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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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组合型多功能艾绒护腰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护膝，尤其涉及一种组合型多功能艾绒护腰。

背景技术

[0002] 腰部是人体的一个关键部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感到腰部酸痛，腰肌劳

损、腰部损伤是常见疾病，体力劳动者、运动员和久坐的司机的情况更为严重，现在一般采

用药物、机械、热敷和按摩等对腰部疾病进行治疗，药物治疗起效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按摩椅等机械治疗方式存在体积大、治疗麻烦等问题，热敷和按摩只能暂时缓解疼痛，

效果也不甚理想，现在市场上有一些护腰，对腰部疾病能起到好的治疗效果，但由于其结构

上的问题，存在功能单一和使用麻烦问题。现有护腰带除了保暖功能，或者没有其它的保健

治疗功效，或者只能保健功能单一，大部分只能起到护腰的作用，却不能同时护腹；申请号

为“CN201420272451.6”，名称为“艾绒护腰护肚保暖带”的专利虽起到了暖肚的作用，但并

没 有 对 肚 子 起 到 暖 身 健 脾 、平 衡 气 血 ，调 节 阴 阳 的 保 健 功 效 ；申 请 号 为

“CN201220687052.7”，名称为“自发热中药护腰护腹套”，虽对腹部也有保健功效，但是只能

同时进行护腹和护腰，在需要对腹部艾灸时，护腹部分不能拆卸。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之缺陷，提供了一种组合型多功能艾绒护

腰，护腹、护腰可拆卸连接，护腹、护腰可同时进行，也可分开使用，集磁疗、艾灸、按摩于一

体，驱寒保暖，缓解腰痛腹痛，促进经络通畅，结构简单，使用方便。

[0004] 本实用新型是这样实现的：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组合型多功能艾绒护腰，包括护腰本体、理疗装置、加热装置

和按摩装置，

[0006] 所述护腰本体包括护腰片、护腹片、设于所述护腰片左右两侧的护腰带，所述护腰

带及所述护腹片上设有多组粘结片，所述护腹片左右两侧设有一对相互配合的护腹固定

带，所述护腰片通过左右两侧的护腰带直接连接，或者所述护腰片通过粘结片与所述护腹

片可拆分粘接；

[0007] 所述理疗装置包括所述护腰片及护腹片上均设有的容纳袋和置于所述容纳袋的

理疗包，所述容纳袋的开口处设有拉链，所述容纳袋靠近人体侧设有透气纯棉布层，所述理

疗包包括艾绒包和远红外陶瓷粉包；

[0008] 所述加热装置包括电源和所述护腰片设有的加热丝，所述加热丝均与所述电源电

连接，所述护腹片靠近人体内侧设有一放置袋，所述放置袋设有发热体包；

[0009] 所述按摩装置包括均设置在所述护腰片上的震动电机和按摩头，所述按摩头与所

述震动电机电连接，所述震动电机与所述电源电连接；

[0010] 所述护腰本体外侧设有控制开关，所述震动电机和所述加热丝均与所述控制开关

电连接，所述控制开关上设置有温度调节开关和震动调节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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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本实用新型具有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组合型多功能艾绒护腰，护

腹、护腰可拆卸连接，护腹、护腰可同时进行，也可分开使用，集磁疗、艾灸、按摩于一体，驱

寒保暖，缓解腰痛腹痛，促进经络通畅，结构简单，使用方便。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组合型多功能艾绒护腰展开的主视图；

[0013]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组合型多功能艾绒护腰的护腰片的内部展开

图；

[0014]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组合型多功能艾绒护腰的粘贴结构的内部剖

视图。

[0015] 图中1、护腰本体；11、护腰片；12、护腰带；13、护腹片；14、粘结片；  15、透气纯棉布

层；16、护腹固定带；161、第一护腹固定带；162、第二护腹固定带；17、护腰固定带；171、第一

护腰固定带；172、第二护腰固定带；2、理疗装置；21、容纳袋；211、拉链；3、加热装置；31、电

源；32、电热丝；4、按摩装置；41、震动电机；42、控制开关；5、粘贴结构；51、防粘层；52、胶布

层；53、薄膜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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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17] 如图1-图3，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一种组合型多功能艾绒护腰，包括护腰本体1、

理疗装置2、加热装置3和按摩装置4，

[0018] 所述护腰本体1包括护腰片11、护腹片13、设于所述护腰片左右两侧的护腰带12，

所述护腰带12及所述护腹片13上设有多组粘结片14，所述护腹片13  左右两侧设有一对相

互配合的护腹固定带16，所述护腰片11通过左右两侧的护腰带12直接连接，或者所述护腰

片11通过粘结片14与所述护腹片13可拆分粘接；

[0019] 所述理疗装置2包括所述护腰片11及护腹片12上均设有的容纳袋21和置于所述容

纳袋的理疗包，所述容纳袋21的开口处设有拉链211，所述容纳袋21  靠近人体侧设有透气

纯棉布层15，所述理疗包包括艾绒包和远红外陶瓷粉包；

[0020] 所述加热装置3包括电源31和所述护腰片11上设有的加热丝32，所述加热丝32均

与所述电源31电连接，所述护腹片13靠近人体内侧设有一放置袋131，所述放置袋131设有

发热体包132；

[0021] 所述按摩装置4包括均设置在所述护腰片11上的震动电机41和按摩头，所述按摩

头与所述震动电机41电连接，所述震动电机41与所述电源31电连接；

[0022] 所述护腰本体1外侧设有控制开关42，所述震动电机41和所述加热丝31  均与所述

控制开关42电连接，所述控制开关42上设置有温度调节开关和震动调节开关。

[0023] 本实施例中，所述艾绒包内用于存放艾绒；所述加热丝32用于对所述艾绒包中的

艾绒进行加热以提供热量，加热丝32除了能够为护腰本体1提供热量外，还可以加热艾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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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效通过皮肤毛孔透皮吸收，从而起到祛寒护阳，平衡气血，调节阴阳，增强自身免疫力，保

健养生的功效。具体使用时，若需同时使用护腰护腹时，使用者将所述护腰片11通过粘结片

14与所述护腹片13粘接好后；此时通过控制开关42中的温度调节开关和震动调节开关调节

温度和震动幅度，当温度调节开关打开，可对加热丝32通电加热，加热过后的加热丝32对艾

绒包进行加热，从而使艾绒包32内的艾草分子渗出，艾草分子在所述护腰片11  及护腹片12

的空间内扩散，从而使艾草分子可大面积的渗透进腰部和腹部；当震动调节开关打开后，震

动电机41和按摩头42工作，且他们正好位于腰部软组织处，震动按摩使腰部放松，同时震动

产生的热量又传给艾绒包加强艾灸效果；若不需要使用护腹片13，或护腰片与护腹片单独

使用时，所述护腹片13左右两侧设有一对相互配合的护腹固定带131相互连接，所述护腹片

13设有的所述的发热体132的结构形式不受任何限制，可采用自发热粉、热水袋、暖宝宝等

发热源，在本实施例中优选采用含有碳粉、氯化钠固体、三氧化二铁固体和含镁铝的盐类，

该发热体在空气中氧气的作用下能够持续发热并释放热能。

[0024] 艾绒保健原理：结合了中医古老的铺灸法、药灸和药熏的原理。依据中医“内病外

治”的理论，药效通过皮肤毛孔透皮吸收，从而起到祛寒护阳，平衡气血，调节阴阳，增强自

身免疫力，保健养生的功效，具体地：

[0025] 护腹片13处可暖身健脾、消炎、抗菌抗病毒、杀菌、防止皮肤瘙痒、防止尿疹、湿疹、

皮肤疥癣等治病防病的功效，而且艾绒层紧贴于皮肤，具有抵抗寒气、气血畅通、对婴儿腹

痛、泄泻、预防感冒、促进胃液分泌、消除腹胀、增强消化功能有其显著的药理疗效及保健作

用；护腹片的艾绒是靠护腹片上的发热体加热，最优选的是自发热粉，选用与电加热的温度

不一样，艾绒温度更温润，腹部内脏等器官不会感到燥热，起到促进胃液分泌、消除腹胀、增

强消化功能；

[0026] 护腰片11的作用：腰部集中了很多重要的养生保健的穴位，例如命门穴，肾俞穴

等,艾绒具有通经活络、温经止血，散寒止痛、生肌安胎、回阳救逆、养生保健的作用，而腰部

又正好集中到了那么多的穴位，可以说艾绒护腰是很好的：用于保护腰腹部不受伤害、保

温、或某些特殊功能的束带。运动中腰部常因为过度抗阻运动，肌肉高强度承重而紧张，有

酸痛感。佩戴合适材质和规格的护腰能有效保护腰部组织，防止运动伤害；护腰片11的艾绒

是电热丝加热，是靠艾叶中的挥发油把有效成分传导到人体内的；

[0027] 远红外陶瓷粉是无机矿物、非金属氧化物和金属氧化物制造而成。该产品能集中

发射波长为8～15μm的远红外线，其法向光谱比辐射率达到85％以上。被人体能够良好的吸

收。能够改善人体血液循环，降低血液酸性，促进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水处理用远红外粉

体加入饮水机，能杀死水中细菌，增加水中溶解氧，能加速水分子运动，使普通水变成活性，

能够增加能量，消除疲劳。

[0028] 如图3所述，作为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护腰片11、护腹片13上

靠近人体侧均设有与人体接触的粘贴结构5，所述粘贴结构5包括防粘层51、胶布层52和薄

膜层53，所述防粘层51设在所述透气纯棉布层15上，所述防粘层51外侧均匀设有所述胶布

层52，所述胶布层52的截面为四边形，且胶布层的数量为6个，呈矩形阵列状排列，所述胶布

层52的外侧设有薄膜层  53，薄膜层53为透明薄膜层，且薄膜层53的底端一侧设有便于拉动

薄膜层53 的拉片，透气纯棉布层15、防粘层51、胶布层52和薄膜层53相邻层次之间均为粘

合连接。粘贴结构5作为护腰主体的第二层固定结构，所述防粘层51保证与皮肤充分接触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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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贴层掉落。此外所述粘贴结构5还使得所述所述艾绒包和远红外陶瓷粉紧贴皮肤，充分发

挥艾绒的艾灸功效和远红外陶瓷粉的磁疗功效。

[0029] 特别适用腰痛、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腰肌劳损、腰椎骨质增生、寒性腰痛，

胃肠道不适等人群，对于亚健康人群也有调理的功效。

[0030] 如图1-图2所示，作为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护腰片11  左右两

侧设有一对相互配合的护腰固定带17，所述护腰固定带17上均设有用于调节长度的曰字

扣。所述护腰固定带作为护腰主体的第二层固定结构，防止脱落，固定好可促进艾灸盒磁疗

功效；

[0031] 如图1-图2所示，作为以上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护腰固定带17包括分别位

于其左侧的第一护腰固定带171和位于其右侧的第二护腰固定带172，所述护腹固定带16包

括位于其左侧的第一护腹固定带161和位于其右侧的第二护腹固定带162，所述第一护腰固

定带161与所述第二护腰固定带162相互配合连接，所述第一护腹固定带171和第二护腹固

定带172相互配合连接，所述第一护腰固定带161与所述第一护腹固定带171相互配合连接，

所述第二护腰固定带162与所述第二护腹固定带172相互配合连接。

[0032] 作为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护腰片11的容纳袋内侧设有一放置

袋，所述放置袋设有所述发热体包，所述的发热体为含有碳粉、氯化钠固体、三氧化二铁固

体和含镁铝的盐类，所述发热体在空气中氧气的作用下持续发热并释放热能。当护腰片11

不需要电加热的时候也可以用发热体加热。所述电源包括电池和电池壳，所述电池壳上设

有充电口，这样设置，便于连接外接电源。

[0033]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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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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