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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保健器材技术领域，尤其是

一种保健和防微波辐射双重功能穿戴物，包括主

体带，所述主体带的组成部分包括连接层、功能

层和接触层，所述连接层下表面与功能层上表面

固定连接。该保健束带，通过设置主体带，主体带

上表面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魔术贴勾面，从而使本

装置具有便于使用的效果，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可以在主体带上表面设置多个魔术贴勾面，将本

装置环绕，接触层和多个接触片的部分下表面接

触皮肤，将魔术贴毛面贴合在合适的魔术贴勾面

上，使本装置环绕、固定在使用者身体上，适用于

不轻易改变形状的身体部位，从而使本装置具有

便于使用的效果，还可防止有害电磁波侵害人

体，具有保健和电磁波防护之双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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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保健和防微波辐射双重功能穿戴物，包括主体带(1)，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带

(1)的组成部分包括连接层(3)、功能层(4)和接触层(6)，所述连接层(3)下表面与功能层

(4)上表面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保健和防微波辐射双重功能穿戴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主

体带(1)上表面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魔术贴勾面(12)，所述主体带(1)下表面的另一端固定连

接有魔术贴毛面(1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保健和防微波辐射双重功能穿戴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主

体带(1)的一端固定连接有伸缩带(14)，所述伸缩带(14)的制作材料包括松紧，所述伸缩带

(14)的一端固定连接有连接带(15)。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保健和防微波辐射双重功能穿戴物，其特征在于：两个所

述连接带(15)的上表面均固定连接有子暗扣(16)，所述主体带(1)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母

暗扣(17)。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保健和防微波辐射双重功能穿戴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主

体带(1)的组成部分还包括防水层(2)，所述防水层(2)的下表面与连接层(3)上表面固定连

接，所述防水层(2)的制作材料包括聚氨酯，所述连接层(3)和接触层(6)的制作材料均包括

纯棉纺布。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保健和防微波辐射双重功能穿戴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主

体带(1)的组成部分还包括传导层(5)和按摩球(7)，所述功能层(4)的下表面与传导层(5)

上表面固定连接，多个所述按摩球(7)的上表面均与传导层(5)下表面固定连接，多个所述

按摩球(7)的表面均与接触层(6)表面固定连接；

多个所述按摩球(7)的下表面均开设有接触槽，所述接触槽的内壁固定连接有接触片

(8)，多个所述接触片(8)的下表面均贯穿并延伸出接触层(6)下表面，所述接触片(8)的上

表面固定连接有活动筒(9)，所述活动筒(9)的内壁滑动插接有活塞板(10)，所述活塞板

(10)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活动杆(11)，所述活动杆(11)的上端贯穿并延伸出活动筒(9)上

表面，多个所述活动杆(11)的顶端均与传导层(5)下表面固定连接；

所述功能层(4)的制作材料包括微碳线圈，所述传导层(5)、接触片(8)、活动筒(9)和活

动杆(11)的制作材料均包括铝合金。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保健和防微波辐射双重功能穿戴物，其特征在于：所述活

塞板(10)以下的活动筒(9)腔体内部设置有液压油(18)，所述按摩球(7)的制作材料包括硅

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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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保健和防微波辐射双重功能穿戴物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保健器材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保健和防微波辐射双重功能穿

戴物。

背景技术

[0002] 保健是指保持和增进人们的心身健康而采取的有效措施。包括预防由工作、生活、

环境等引起的各种精神病或由精神因素引起的各种躯体疾病的发生。虽不能直接提高个体

的心理健康水平，但能预防个体不健康心理和行为的发生。美国心理学家赫兹伯格双因素

理论中的一个因素。该理论认为，个体的工作受两类因素的影响，一是能使人感到满意的因

素，它能影响人的工作积极性，并能激发个体作出最好成绩；二是保健因素，亦称“维护因

素”，指只能防止人产生不满的因素，它不起激励作用，是维护人的心理健全和不受挫折的

必要条件，具有预防性，能保持人的积极性和维持工作现状。

[0003] 所以保健一般分为生理保健和心理保健，心理保健比较复杂，进行心理保健很多

时候条件比较苛刻。而生理保健是我们常常接触到的，包括食用保健品和健身器械等。而随

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自身身体健康和生活品质越来越重视。市场上保健产品也

越来越规范。

[0004] 现在很多上班族都有因长时间采用坐姿造成血液不循环、身体机能减弱、周身酸

软乏力和精神萎靡等问题。我们常常秉持着是药三分毒的思想不愿意口服药物进行调理，

而中医针对这种单纯的症状常常采用针灸、艾灸和刮痧等物理疗法以刺激穴位或神经达到

保健效果。但这些都需要去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目前市场上基本没有安全的、可自主在家

操作的通过刺激穴位或神经而达到促进血液循环、提高身体机能和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器

械类产品。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基于现有的目前市场上基本没有安全的、可自主在家操作的通过刺激穴位或神经

而达到促进血液循环、提高身体机能和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器械类产品的技术问题，本实

用新型提出了一种保健和防微波辐射双重功能穿戴物。

[0006] 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保健和防微波辐射双重功能穿戴物，包括主体带，所述主

体带的组成部分包括连接层、功能层和接触层，所述连接层下表面与功能层上表面固定连

接。

[0007] 优选地，所述主体带上表面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魔术贴勾面，所述主体带下表面的

另一端固定连接有魔术贴毛面。

[0008] 优选地，所述主体带的一端固定连接有伸缩带，所述伸缩带的制作材料包括松紧，

所述伸缩带的一端固定连接有连接带。

[0009] 优选地，两个所述连接带的上表面均固定连接有子暗扣，所述主体带的下表面固

定连接有母暗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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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优选地，所述主体带的组成部分还包括防水层，所述防水层的下表面与连接层上

表面固定连接，所述防水层的制作材料包括聚氨酯，所述连接层和接触层的制作材料均包

括纯棉纺布。

[0011] 优选地，所述主体带的组成部分还包括传导层和按摩球，所述功能层的下表面与

传导层上表面固定连接，多个所述按摩球的上表面均与传导层下表面固定连接，多个所述

按摩球的表面均与接触层表面固定连接；

[0012] 多个所述按摩球的下表面均开设有接触槽，所述接触槽的内壁固定连接有接触

片，多个所述接触片的下表面均贯穿并延伸出接触层下表面，所述接触片的上表面固定连

接有活动筒，所述活动筒的内壁滑动插接有活塞板，所述活塞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活动

杆，所述活动杆的上端贯穿并延伸出活动筒上表面，多个所述活动杆的顶端均与传导层下

表面固定连接；

[0013] 所述功能层的制作材料包括微碳线圈，所述传导层、接触片、活动筒和活动杆的制

作材料均包括铝合金。

[0014] 优选地，所述活塞板以下的活动筒腔体内部设置有液压油，所述按摩球的制作材

料包括硅橡胶。

[0015] 本实用新型中的有益效果为：

[0016] 1、通过设置主体带，主体带上表面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魔术贴勾面，从而使本装置

具有便于使用的效果，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可以在主体带上表面设置多个魔术贴勾面，将本

装置环绕，接触层和多个接触片的部分下表面接触皮肤，将魔术贴毛面贴合在合适的魔术

贴勾面上，使本装置环绕、固定在使用者身体上，适用于不轻易改变形状的身体部位，从而

使本装置具有便于使用的效果。

[0017] 2、通过设置主体带，主体带的一端固定连接有伸缩带，从而使本装置具有便于使

用的效果，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将本装置环绕，接触层和多个接触片的部分下表面接触皮

肤，将多个子暗扣固定在合适的母暗扣上，使本装置环绕、固定在使用者身体上,适用于小

幅改变形状的身体部位，在身体部位形状发生小幅度改变时，伸缩带可以拉伸或收缩适应

身体的改变，从而使本装置具有便于使用的效果。

[0018] 3、通过设置主体带，主体带的组成部分包括防水层、连接层、功能层、传导层、接触

层和按摩球，从而使本装置具有良好的保健效果，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本装置一般覆盖在需

要刺激的穴位或神经的皮肤表面，防水层的制作材料包括聚氨酯，聚氨酯具有天然细微孔

洞，在阻止水分子通过的同时不妨碍空气流通，从而具有防水透气的效果，连接层和接触层

的制作材料包括纯棉纺布，纯棉纺布洁净、易清洗、吸潮、柔软且亲和人体肌肤，所以接触层

使本装置穿戴时非常舒适，同时连接层增加了本装置的柔软度且使其触感极好，功能层的

制作材料包括CMC，CMC全称为微碳线圈，是一种新型材料，它在显微相片中显示出弹簧形态

的碳纤维。通过与人体贴近，利用微碳线圈的电磁特性，吸收充斥在人体周围空间的电磁

波，形成微电流并产生微电磁场，结合我国传统中医理论，微电磁场直接作用于人体穴位或

神经，微电流通过传导层分散传导到多个活动杆上，再依次通过活动杆、活动筒和接触片传

导到人体皮肤上，通过极微电流和微电磁场双重刺激相应穴位或神经从而促进血液循环，

调理内分泌系统，从而达到缓解疲劳、防病治病的保健作用，微碳线圈具有长期作用的特

点，同时在身体活动的时候身体带来的压力依次传递给接触片、按摩球、活动筒、液压油、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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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杆和传导层，由于人体具有一定的弹性，会使活塞板在活动筒腔体内往返运动，不断对人

体皮肤进行小幅度冲击，刺激穴位或神经、进行按摩，促进血液循环，从而使本装置具有良

好的保健效果；本实用新型还可防止有害电磁波侵害人体，因此具有保健和电磁波防护之

双重功能。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用于一种保健和防微波辐射双重功能穿戴物的方案二主体带结构俯视图；

[0020] 图2为用于一种保健和防微波辐射双重功能穿戴物的方案二主体带结构仰视图；

[0021] 图3为用于一种保健和防微波辐射双重功能穿戴物的方案二结构立体图；

[0022] 图4为用于一种保健和防微波辐射双重功能穿戴物的主体带结构剖视图；

[0023] 图5为用于一种保健和防微波辐射双重功能穿戴物的方案一主体带结构正视图；

[0024] 图6为用于一种保健和防微波辐射双重功能穿戴物的方案一结构立体图。

[0025] 图中：1、主体带；2、防水层；3、连接层；4、功能层；5、传导层；6、接触层；7、按摩球；

8、接触片；9、活动筒；10、活塞板；11、活动杆；12、魔术贴勾面；13、魔术贴毛面；14、伸缩带；

15、连接带；16、子暗扣；17、母暗扣；18、液压油。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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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7] 实施例一

[0028] 参照图4-6，一种保健和防微波辐射双重功能穿戴物，如图4-6所示，包括主体带1，

主体带1上表面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魔术贴勾面12，主体带1下表面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魔术

贴毛面13；主体带1的组成部分包括防水层2、连接层3、功能层4、传导层5、接触层6和按摩球

7，防水层2的下表面与连接层3上表面固定连接，连接层3下表面与功能层4上表面固定连

接，功能层4的下表面与传导层5上表面固定连接，多个按摩球7的上表面均与传导层5下表

面固定连接，多个按摩球7的表面均与接触层6表面固定连接。

[0029] 如图4所示，多个按摩球7的下表面均开设有接触槽，接触槽的内壁固定连接有接

触片8，多个接触片8的下表面均贯穿并延伸出接触层6下表面，接触片8的上表面固定连接

有活动筒9，活动筒9的内壁滑动插接有活塞板10，活塞板10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活动杆11，

活动杆11的上端贯穿并延伸出活动筒9上表面，多个活动杆11的顶端均与传导层5下表面固

定连接；

[0030] 如图4所示，防水层2的制作材料包括聚氨酯，连接层3和接触层6的制作材料均包

括纯棉纺布；功能层4的制作材料包括微碳线圈，传导层5、接触片8、活动筒9和活动杆11的

制作材料均包括铝合金；活塞板10以下的活动筒9腔体内部设置有液压油18，按摩球7的制

作材料包括硅橡胶。

[0031] 通过设置主体带1，主体带1上表面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魔术贴勾面12，从而使本装

置具有便于使用的效果，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可以在主体带1上表面设置多个魔术贴勾面

12，将本装置环绕，接触层6和多个接触片8的部分下表面接触皮肤，将魔术贴毛面13贴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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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魔术贴勾面12上，使本装置环绕、固定在使用者身体上，适用于不轻易改变形状的身

体部位，从而使本装置具有便于使用的效果；

[0032] 通过设置主体带1，主体带1的组成部分包括防水层2、连接层3、功能层4、传导层5、

接触层6和按摩球7，从而使本装置具有良好的保健效果，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本装置一般覆

盖在需要刺激的穴位或神经的皮肤表面，防水层2的制作材料包括聚氨酯，聚氨酯具有天然

细微孔洞，在阻止水分子通过的同时不妨碍空气流通，从而具有防水透气的效果，连接层3

和接触层6的制作材料包括纯棉纺布，纯棉纺布洁净、易清洗、吸潮、柔软且亲和人体肌肤，

所以接触层6使本装置穿戴时非常舒适，同时连接层3增加了本装置的柔软度且使其触感极

好，功能层4的制作材料包括微碳线圈，微碳线圈，是一种新型碳材料，它在显微相片中显示

出微弹簧形态的碳纤维。通过与人体贴近，利用微碳线圈的电磁特性，吸收充斥在人体周围

空间的电磁波，形成微电流并产生微电磁场，结合我国传统中医理论，微电磁场直接作用于

人体穴位或神经，微电流通过传导层5分散传导到多个活动杆11上，再依次通过活动杆11、

活动筒9和接触片8传导到人体皮肤上，通过微电流和微电磁场双重刺激相应穴位或神经从

而促进血液循环，调理内分泌系统，从而达到缓解疲劳、防病治病的保健作用，微碳线圈可

以长期作用不会失效，还可防止有害电磁波侵害人体，具有保健和电磁波防护之双重功能，

同时在身体活动的时候身体带来的压力依次传递给接触片8、按摩球7、活动筒9、液压油18、

活动杆11和传导层5，由于人体具有一定的弹性，会使活塞板10在活动筒9腔体内往返运动，

不断对人体皮肤进行小幅度冲击，刺激穴位或神经、进行按摩，促进血液循环，从而使本装

置具有良好的保健效果，同时保健束带可以应用于身体的腰部，头部，脖子，脚脖子，膝盖等

任何便于施加的部位。

[0033] 实施例二

[0034] 参照图1-4，一种保健和防微波辐射双重功能穿戴物，如图1-4所示，包括主体带1，

主体带1的一端固定连接有伸缩带14，伸缩带14的制作材料包括松紧，伸缩带14的一端固定

连接有连接带15；两个连接带15的上表面均固定连接有子暗扣16，主体带1的下表面固定连

接有母暗扣17；主体带1的组成部分包括防水层2、连接层3、功能层4、传导层5、接触层6和按

摩球7，防水层2的下表面与连接层3上表面固定连接，连接层3下表面与功能层4上表面固定

连接，功能层4的下表面与传导层5上表面固定连接，多个按摩球7的上表面均与传导层5下

表面固定连接，多个按摩球7的表面均与接触层6表面固定连接。

[0035] 如图4所示，多个按摩球7的下表面均开设有接触槽，接触槽的内壁固定连接有接

触片8，多个接触片8的下表面均贯穿并延伸出接触层6下表面，接触片8的上表面固定连接

有活动筒9，活动筒9的内壁滑动插接有活塞板10，活塞板10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活动杆11，

活动杆11的上端贯穿并延伸出活动筒9上表面，多个活动杆11的顶端均与传导层5下表面固

定连接；

[0036] 如图4所示，防水层2的制作材料包括聚氨酯，连接层3和接触层6的制作材料均包

括纯棉纺布；功能层4的制作材料包括CMC，传导层5、接触片8、活动筒9和活动杆11的制作材

料均包括铝合金；活塞板10以下的活动筒9腔体内部设置有液压油18，按摩球7的制作材料

包括硅橡胶；

[0037] 通过设置主体带1，主体带1的一端固定连接有伸缩带14，从而使本装置具有便于

使用的效果，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将本装置环绕，接触层6和多个接触片8的部分下表面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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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将多个子暗扣16固定在合适的母暗扣17上，使本装置环绕、固定在使用者身体上,适

用于小幅改变形状的身体部位，在身体部位形状发生小幅度改变时，伸缩带14可以拉伸或

收缩适应身体的改变，从而使本装置具有便于使用的效果；

[0038] 通过设置主体带1，主体带1的组成部分包括防水层2、连接层3、功能层4、传导层5、

接触层6和按摩球7，从而使本装置具有良好的保健效果，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本装置一般覆

盖在需要刺激的穴位或神经的皮肤表面，防水层2的制作材料包括聚氨酯，聚氨酯具有天然

细微孔洞，在阻止水分子通过的同时不妨碍空气流通，从而具有防水透气的效果，连接层3

和接触层6的制作材料包括纯棉纺布，纯棉纺布洁净、易清洗、吸潮、柔软且亲和人体肌肤，

所以接触层6使本装置穿戴时非常舒适，同时连接层3增加了本装置的柔软度且使其触感极

好，功能层4的制作材料包括CMC，CMC全称为微碳线圈，是一种新型材料，它在显微相片中显

示出弹簧形态的碳纤维。通过与人体贴近，利用微碳线圈的电磁特性，吸收充斥在人体周围

空间的有害电磁波，形成微电流并产生微电磁场，微电磁场直接作用于人体穴位或神经，微

电流通过传导层5分散传导到多个活动杆11上，再依次通过活动杆11、活动筒9和接触片8传

导到人体皮肤上，通过微电流和微电磁场双重刺激相应穴位或神经从而促进血液循环，调

理内分泌系统，从而达到缓解疲劳、防病治病的保健作用，微碳线圈可以长期作用不会失

效，还可防止有害电磁波侵害人体，具有保健和电磁波防护之双重功能，同时在身体活动的

时候身体带来的压力依次传递给接触片8、按摩球7、活动筒9、液压油18、活动杆11和传导层

5，由于人体具有一定的弹性，会使活塞板10在活动筒9腔体内往返运动，不断对人体皮肤进

行小幅度冲击，刺激穴位或神经、进行按摩，促进血液循环，从而使本装置具有良好的保健

效果，同时保健束带可以应用于身体的腰部，头部，脖子，脚脖子，膝盖等任何便于施加的部

位。

[0039]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实用

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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