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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磁穴疗法磁性健康床垫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磁穴疗法磁性健康

床垫，属于磁性床垫领域。一种磁穴疗法磁性健

康床垫，包括垫套和垫芯，所述垫套全立体包裹

垫芯；所述垫芯包括垫芯本体，所述垫芯本体上

设有多个按摩凸起球，多个所述按摩凸起球均匀

分布在垫芯本体上；本实用新型垫芯本体上的按

摩凸起球内分别对应安装一颗磁灸石，在磁石分

布上，结合人体穴位，将磁石的布置，能针对穴位

进行有效按摩，并在人体的重要多个部位，在按

摩凸起球的周围四角用相同安装方式安装四颗

相邻为异极或同极的圆形磁石，形成立体磁场，

增加了磁石密度，增大磁场面积，提高磁场穿透

力，提高对人体的保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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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磁穴疗法磁性健康床垫，其特征在于：包括垫套和垫芯，所述垫套全立体包裹垫

芯；

所述垫芯包括垫芯本体(3)，所述垫芯本体(3)上设有多个按摩凸起球(4)，多个所述按

摩凸起球(4)均匀分布在垫芯本体(3)上，多个所述按摩凸起球(4)内均安装有磁灸石(6)，

所述垫芯本体(3)上安装有圆形磁石(7)，所述圆形磁石(7)分布在按摩凸起球(4)四角周

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磁穴疗法磁性健康床垫，其特征在于：床垫头部位置处所

述的磁灸石(6)同级排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磁穴疗法磁性健康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垫芯本体(3)

采用环保聚乙烯发泡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磁穴疗法磁性健康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垫芯本体(3)

采用聚丙烯架桥发泡层。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的一种磁穴疗法磁性健康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按

摩凸起球(4)上开设有中心孔(5)，所述中心孔(5)底部呈圆弧状，所述磁灸石(6)呈圆柱形，

所述磁灸石(6)嵌接在中心孔(5)中。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的一种磁穴疗法磁性健康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磁

灸石(6)顶部为圆弧状，且磁灸石(6)顶部中间设有凸起(8)。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磁穴疗法磁性健康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垫套包括托玛

琳海绵缓冲层(9)，所述托玛琳海绵缓冲层(9)铺设在垫芯本体(3)上，所述托玛琳海绵缓冲

层(9)和垫芯本体(3)上从内到外依次套有3D网布保护层(10)和托玛琳垫套层(1)。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磁穴疗法磁性健康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托玛琳海绵缓

冲层(9)上开设有与按摩凸起球(4)对应的透孔(2)。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磁穴疗法磁性健康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托玛琳垫套层

(1)主要由托玛琳针织提花布层(101)、托玛琳海绵层(102)和绗缝保护底布层(103)绗缝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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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磁穴疗法磁性健康床垫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磁性床垫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磁穴疗法磁性健康床垫。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的磁疗产品种类繁多，因其适应症状广泛，保健效果显著，副作用小，

安全可靠等优点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广泛推广的新型理疗方法。

[0003] 现有的磁疗床垫具有镇静安神、促进微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增強人体免疫力、调

节人体酸碱度平衡、弹性按摩作用等功能；但这些床垫存在很多普遍的缺陷，比如，材质过

硬、磁场强度偏低、而且目前多数磁疗床垫中磁材料的布置是依靠磁石与导磁片连接，用胶

水固定到垫体发泡层或者海绵层，影响产品本身环保效果，并加重了床垫本身重量以及降

低床垫保暖效果；磁力线作用于使用者从而起到的磁场疗法，磁场强度较低，磁疗效果不是

很明显；并且磁石的布置结构不便于针对穴位进行按摩，不能起到磁灸的效果，效果不够显

著、冬天使用不够保暖等。因此，针对以上方面，需要对现有技术进行有效创新。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材质过硬，磁场强度偏低，胶水固定影

响环保效果、重量大、保暖效果不佳问题，而提出的一种磁穴疗法磁性健康床垫。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磁穴疗法磁性健康床垫，包括垫套和垫芯，所述垫套全立体包裹垫芯；

[0007] 所述垫芯包括垫芯本体，所述垫芯本体上设有多个按摩凸起球，多个所述按摩凸

起球均匀分布在垫芯本体上，多个所述按摩凸起球内均安装有磁灸石，所述垫芯本体上安

装有圆形磁石，所述圆形磁石分布在按摩凸起球四角周围。

[0008] 优选的，床垫头部位置处所述的磁灸石同级排列。

[0009] 优选的，所述垫芯本体采用环保聚乙烯发泡层。

[0010] 优选的，所述垫芯本体采用聚丙烯架桥发泡层。

[0011] 优选的，所述按摩凸起球上开设有中心孔，所述中心孔底部呈圆弧状，所述磁灸石

石呈圆柱形，所述磁灸石嵌接在中心孔中。

[0012] 优选的，所述磁灸石顶部为圆弧状，且顶部中间设有凸起。

[0013] 优选的，所述垫套包括托玛琳海绵缓冲层，所述托玛琳海绵缓冲层铺设在垫芯本

体上，所述托玛琳海绵缓冲层和垫芯本体上从内到外依次套有3D网布保护层和托玛琳垫套

层。

[0014] 优选的，所述托玛琳海绵缓冲层上开设有与按摩凸起球对应的透孔。

[0015] 优选的，所述托玛琳垫套层主要由托玛琳针织提花布层、托玛琳海绵层和绗缝保

护底布层绗缝组成。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磁穴疗法磁性健康床垫，具备以下有益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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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1、垫芯包括垫芯本体，所述垫芯本体上设有多个按摩凸起球，按摩凸起球的凸起

设计起到指压按摩效果与排湿透气的功能，按摩凸起球内均安装有磁灸石，通过按摩凸起

球稳定的安装磁灸石，比用胶水粘和更增加舒适度和牢固度且更环保，有效节约了生产时

间及生产成本，磁灸石中含有托玛琳纳米粉成份，有效的释放远红外和负离子，有效提升床

垫本身的保暖效果，垫芯本体上安装有圆形磁石，所述圆形磁石分布在按摩凸起球四角周

围，垫芯本体上的按摩凸起球内分别对应安装一颗磁灸石，在磁石分布上，结合人体穴位，

磁灸石的布置，能针对穴位进行有效按摩，并在人体的重要多个部位，在按摩凸起球的周围

四角用相同安装方式安装四颗相邻为异极或同极的圆形磁石，形成立体磁场，增加了磁石

密度，增大磁场面积，提高磁场穿透力，提高对人体的保健效果。

[0018] 2、床垫头部位置处所述的磁灸石同级排列，在头部位置处，托玛琳磁灸石按照同

级排列的方式，更有效的对头部起到镇静作用，消除神经紧张，促进和延长深度睡眠，提高

睡眠质量。

[0019] 3、垫芯本体采用环保聚乙烯发泡层，环保聚乙烯发泡层环保抗压材料，回弹性能

好，防潮防水，质地轻，抗老化等，完美撑托人体骨骼系统，缓解压力。

[0020] 4、垫芯本体采用聚丙烯架桥发泡层，回弹性能好，防潮防水，质地轻，抗老化等，完

美撑托人体骨骼系统，缓解压力。

[0021] 5、按摩凸起球上开设有中心孔，所述中心孔底部呈圆弧状，磁灸石呈圆柱形，所述

磁灸石嵌接在中心孔中，接摩凸起球的中心孔底部设计半圆弧形状，与磁灸石平面间形成

一个细小空间，当受到挤压空气排除形成真空吸力，磁石向上的力量，在周围紧密的包裹

下，磁灸石会稳定的在孔内，将托玛琳磁灸石牢牢的吸进发泡层，并且不易脱落出；比直接

用胶水粘和更增加舒适度和牢固度且更环保，有效节约了生产时间及生产成本，圆形磁石

嵌入垫芯本体中采用同样的安装原理。

[0022] 6、磁灸石顶部为圆弧状，且顶部中间设有凸起，圆柱磁灸石顶部为圆弧状，中间稍

凸起，当人体接触时，更能直接作用于人体的穴位，更好的起到“灸”的疗效。

[0023] 7、垫套包括托玛琳海绵缓冲层，所述托玛琳海绵缓冲层铺设在垫芯本体上，所述

托玛琳海绵缓冲层和垫芯本体上从内到外依次套有  3D网布保护层和托玛琳垫套层，托玛

琳海绵缓冲层释放负氧离子，发射远红外，抑菌；磁灸和远红外线热疗的双重作用从而进一

步的保证了床垫的保健效果，3D网布保护层和托玛琳垫套层立体包裹，具有良好的透气性，

加快床垫内部潮气散失，维持内里效果，耐磨度较高，

[0024] 8、托玛琳海绵缓冲层上开设有与按摩凸起球对应的透孔，透孔透过按摩凸起球，

将磁灸石露出，可起到缓冲按摩的效果和提高磁力线的穿透力。

[0025] 9、托玛琳垫套层主要由托玛琳针织提花布层、托玛琳海绵层和绗缝保护底布层绗

缝组成，将托玛琳针织提花布层，托玛琳海绵层以及绗缝保护底布层，依次按照此顺序，根

据预先制定的电脑绗缝花型进行绗缝；然后将绗缝好的面料进行裁剪、缝制成需要的托玛

琳垫套层。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磁穴疗法磁性健康床垫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磁穴疗法磁性健康床垫的垫芯本体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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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3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磁穴疗法磁性健康床垫的垫芯本体剖面结构示意

图；

[0029] 图4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磁穴疗法磁性健康床垫图3中A处的剖面结构示意

图；

[0030] 图5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磁穴疗法磁性健康床垫的爆炸结构示意简图；

[0031] 图6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磁穴疗法磁性健康床垫的托玛琳垫套层结构示意

图。

[0032] 图中：1、托玛琳垫套层；101、托玛琳针织提花布层；102、托玛琳海绵层；103、绗缝

保护底布层；2、透孔；3、垫芯本体；4、按摩凸起球；5、中心孔；6、磁灸石；7、圆形磁石；8、凸

起；9、托玛琳海绵缓冲层；10、3D网布保护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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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4]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上”、“下”、“前”、“后”、“左”、“右”、

“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

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

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35] 参照图1-6，一种磁穴疗法磁性健康床垫，包括垫套和垫芯，垫套全立体包裹垫芯；

[0036] 垫芯包括垫芯本体3，垫芯本体3上设有多个按摩凸起球4，多个按摩凸起球4均匀

分布在垫芯本体3上，多个按摩凸起球4内均安装有磁灸石6，垫芯本体3上安装有圆形磁石

7，圆形磁石7分布在按摩凸起球4四角周围，垫芯包括垫芯本体3，垫芯本体3上设有多个按

摩凸起球4，按摩凸起球4的凸起设计起到指压按摩效果与排湿透气的功能，按摩凸起球4内

均安装有磁灸石6，通过按摩凸起球4  稳定的安装托玛琳磁灸石6，比用胶水粘和更增加舒

适度和牢固度且更环保，有效节约了生产时间及生产成本，磁灸石6中含有托玛琳纳米粉成

份，有效的释放远红外和负离子，有效提升床垫本身的保暖效果，垫芯本体3上安装有圆形

磁石7，圆形磁石7分布在按摩凸起球  4四角周围，在磁石分布上，结合人体穴位，磁灸石6的

布置，能针对穴位进行有效按摩，并在人体的重要多个部位，在按摩凸起球4的周围四角用

相同安装方式安装四颗相邻为异极或同极的圆形磁石7，形成立体磁场，增加了磁石密度，

增大磁场面积，提高磁场穿透力，提高对人体的保健效果。

[0037] 床垫头部位置处的磁灸石6同级排列，床垫头部位置处的磁石6 同级排列，在头部

位置处，磁灸石6按照同级排列的方式，更有效的对头部起到镇静作用，消除神经紧张，促进

和延长深度睡眠，提高睡眠质量。

[0038] 垫芯本体3采用环保聚乙烯发泡层，垫芯本体3采用环保聚乙烯发泡层，环保聚乙

烯发泡层环保抗压材料，回弹性能好，防潮防水，质地轻，抗老化等，完美撑托人体骨骼系

统，缓解压力。

[0039] 垫芯本体3采用聚丙烯架桥发泡层，垫芯本体3采用环保聚丙烯发泡层，环保聚丙

烯发泡层环保抗压材料，回弹性能好，防潮防水，质地轻，抗老化等，完美撑托人体骨骼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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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缓解压力。

[0040] 按摩凸起球4上开设有中心孔5，中心孔5底部呈圆弧状，托玛琳磁灸石6呈圆柱形，

磁灸石6嵌接在中心孔5中，按摩凸起球4上开设有中心孔5，中心孔5底部呈圆弧状，磁灸石6

呈圆柱形，磁石6  嵌接在中心孔5中，按摩凸起球4的中心孔5底部设计半圆弧形状，与磁灸

石6平面间形成一个细小空间，当受到挤压空气排除形成真空吸力，磁灸石6向上的力量，在

周围紧密的包裹下，磁灸石6会稳定的在孔内，将磁灸石6牢牢的吸进发泡层，并且不易脱落

出；比直接用胶水粘和更增加舒适度和牢固度且更环保，有效节约了生产时间及生产成本，

圆形磁石7嵌入垫芯本体3中采用同样的安装原理。

[0041] 磁灸石6顶部为圆弧状，且磁石6顶部中间设有凸起8，磁石6  顶部为圆弧状，当人

体接触时，更能直接作用于人体的穴位，更好的起到“灸”的疗效。

[0042] 垫套包括托玛琳海绵缓冲层9，托玛琳海绵缓冲层9铺设在垫芯本体3上，托玛琳海

绵缓冲层9和垫芯本体3上从内到外依次套有  3D网布保护层10和托玛琳垫套层1，托玛琳海

绵缓冲层9释放负氧离子，发射远红外，抑菌；磁灸和远红外线热疗的双重作用从而进一步

的保证了床垫的保健效果，3D网布保护层10和托玛琳垫套层1立体包裹，具有良好的透气

性，加快床垫内部潮气散失，维持内里效果，耐磨度较高。

[0043] 托玛琳海绵缓冲层9上开设有与按摩凸起球4对应的透孔2，透孔2透过按摩凸起球

4，将磁灸石6露出，可起到缓冲按摩的效果和提高磁力线的穿透力。

[0044] 托玛琳垫套层1主要由托玛琳针织提花布层101、托玛琳海绵层  102和绗缝保护底

布层103绗缝组成，将托玛琳针织提花布层101，托玛琳海绵层102以及绗缝保护底布层103，

依次按照此顺序，根据预先制定的电脑绗缝花型进行绗缝；然后将绗缝好的面料进行裁剪、

缝制成需要的托玛琳垫套层1。

[0045] 制作组装时，首先将磁灸石6安装到垫芯本体3的按摩按摩凸起球4，另外安装重要

部位按摩按摩凸起球4四周的圆形磁石7；然后铺好托玛琳海绵缓冲层9，托玛琳海绵缓冲层

9透孔2透过按摩凸起球4，将磁灸石6露出，可起到缓冲按摩的效果和提高磁力线的穿透力；

套上3D网布保护层10，紧贴包裹保护垫芯本体3以及保持床垫透气性；然后后将套好的垫芯

本体3装入托玛琳垫套层1，使床垫达到磁疗及热疗的双重效果。

[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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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