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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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1942544.7

(22)申请日 2020.09.08

(73)专利权人 江苏省中医院

地址 210000 江苏省南京市汉中路155号

(72)发明人 单艳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瑞弘专利商标事务所

(普通合伙) 32249

代理人 沈廉

(51)Int.Cl.

A61K 9/70(2006.01)

A61P 13/12(2006.01)

A61F 7/03(2006.01)

A61H 39/0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具有加热功能的温肾贴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具有加热功能的温

肾贴，属于温肾领域，一种具有加热功能的温肾

贴，包括透气纱布，透气纱布的前侧设置有胶水

层，胶水层的左前侧设置有分界条，透气纱布的

前侧中心位置设置有导热环，导热环的内部安置

有均热海绵，导热环的内侧开设有安置槽，透气

纱布通过挤压定位线后侧缝合连接有第二油面

纸，挤压定位线设置在透气纱布的后侧外围，挤

压定位线的内部固定安装有加热包，加热包包括

隔热材质，隔热材质的内侧设置有铁粉，隔热材

质的前端连接安装有防烫纤维，防烫纤维的中心

位置后侧设置有导热槽，导热槽的内部设置有蛭

石颗粒，它可以实现具有加热功能，从而方便充

分发挥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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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加热功能的温肾贴，包括透气纱布(1)，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气纱布(1)的前

侧设置有胶水层(2)，所述胶水层(2)的左前侧设置有分界条(3)，所述透气纱布(1)的前侧

中心位置设置有导热环(4)，所述导热环(4)的内部安置有均热海绵(5)，所述导热环(4)的

内侧开设有安置槽(6)，所述安置槽(6)的内部安装有温肾片(7)，所述温肾片(7)的前侧设

置有第一油面纸(8)，所述透气纱布(1)通过挤压定位线(16)后侧缝合连接有第二油面纸

(10)，所述挤压定位线(16)设置在透气纱布(1)的后侧外围，所述挤压定位线(16)的内部固

定安装有加热包(9)，所述加热包(9)包括隔热材质(11)，所述隔热材质(11)的内侧设置有

铁粉(12)，所述隔热材质(11)的前端连接安装有防烫纤维(15)，所述防烫纤维(15)的中心

位置后侧设置有导热槽(13)，所述导热槽(13)的内部设置有蛭石颗粒(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加热功能的温肾贴，其特征在于：所述分界条(3)通

过胶水层(2)粘接在透气纱布(1)上，且胶水层(2)的大小尺寸与第一油面纸(8)的大小尺寸

相匹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加热功能的温肾贴，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热环(4)的

内部呈多孔状结构，且均热海绵(5)填充在导热环(4)的内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加热功能的温肾贴，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热材质(11)

的内部材质为耐火棉，所述加热包(9)设置在温肾片(7)的正后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加热功能的温肾贴，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热槽(13)呈

环状设置，且蛭石颗粒(14)均匀粘接在导热槽(13)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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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加热功能的温肾贴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温肾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具有加热功能的温肾贴。

背景技术

[0002] 现代人群，生活和工作压力齐下，经常会感觉各种不适，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各

种机能明显加快，尤其是经常有应酬的人群，身体所承受的压力更大，温肾即用温性药物补

肾助阳，适用于肾阴虚损，命门火衰；

[0003] 慢性肾衰患者的腰酸、腰痛在临床上非常常见，中医认为，是因肾虚亏损、气滞血

瘀导致。

[0004] 祖国古老经典医学上讲慢性肾衰患者是由于病程长，从而引起肾虚损，肾之精气

无以濡养筋脉，使其运行不畅；血淤滞留于慢性肾衰患者腰部因而引发疼痛。肾俞穴，属足

太阳膀胱经，别名：高盖，肾脏寒湿水气由此外输膀胱经；神阙穴，又称脐中、舍、气合、环谷，

属于任脉经穴，神阙穴和人体重要的经脉、五脏六腑相互联系、相通，从而使它能通过其特

殊性起到独特的治疗作用，因而称“脐通百脉”；细辛的功效有：祛风、散，寒、行水、开窍，既

能外散风寒，又能内祛阴寒，同时有止痛作用；肉桂的功效有：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镇

静止痛的作用。

[0005] 穴位贴敷属于针灸疗法中的“天灸”类，又称为敷灸法、药物灸法；就是将具有特定

疗效的中药加工粉末调成糊状后贴敷于特定的穴位上，药物会透过皮肤角质层及毛囊、汗

腺等，通过经络由外向内、由表及里直达病所，鼓舞正气，抗邪外出；另一方面穴位的刺激有

与针刺相似的疗效，穴位刺激可以帮助调整植物神经功能，起到抑制交感神经兴奋性，兴奋

副交感神经兴奋性，穴位刺激可以帮助改善和恢复大脑皮层和皮层下中枢对皮层下血管舒

缩中枢的调节作用。

[0006] 临床上大部分慢性肾衰患者的腰酸痛都是通过西药来缓解，其毒副作用大，又容

易产生耐药性，最重要还增加肾脏的负担，中医治疗手段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欢和重视。中

医操作没有副作用，患者舒适无痛苦，价格低廉,患者乐于接受。该方法能充分发挥中医的

特色优势，提高护理质量，为患者提供及时、有效的优质护理的有效尝试；中医护理技术是

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的护理工作，从而对于肾的护理是非常关键的，目前采用外敷的方

式将药物的药效传递至身体的合适位置，达到温肾的作用；

[0007] 但现有的温肾贴不具有加热功能，难以充分发挥药效。

实用新型内容

[0008] 1.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9]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加热功能的温

肾贴，它可以实现具有加热功能，从而方便充分发挥药效。

[0010] 2.技术方案

[0011]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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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一种具有加热功能的温肾贴，包括透气纱布，所述透气纱布的前侧设置有胶水层，

所述胶水层的左前侧设置有分界条，所述透气纱布的前侧中心位置设置有导热环，所述导

热环的内部安置有均热海绵，所述导热环的内侧开设有安置槽，所述安置槽的内部安装有

温肾片，所述温肾片的前侧设置有第一油面纸，所述透气纱布通过挤压定位线后侧缝合连

接有第二油面纸，所述挤压定位线设置在透气纱布的后侧外围，所述挤压定位线的内部固

定安装有加热包，所述加热包包括隔热材质，所述隔热材质的内侧设置有铁粉，所述隔热材

质的前端连接安装有防烫纤维，所述防烫纤维的中心位置后侧设置有导热槽，所述导热槽

的内部设置有蛭石颗粒。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分界条通过胶水层粘接在透气纱布上，且胶水层的大小尺寸与第

一油面纸的大小尺寸相匹配，方便保证该温肾贴与皮肤相连接。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导热环的内部呈多孔状结构，且均热海绵填充在导热环的内部，方

便导热。

[0015] 进一步的，所述隔热材质的内部材质为耐火棉，所述加热包设置在温肾片的正后

方，能够有效的隔绝热量对皮肤的影响。

[0016] 进一步的，所述导热槽呈环状设置，且蛭石颗粒均匀粘接在导热槽的内部，方便保

温。

[0017] 3.有益效果

[0018] 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0019] (1)本方案可以实现具有加热功能，从而方便充分发挥药效。

[0020] (2)分界条通过胶水层粘接在透气纱布上，且胶水层的大小尺寸与第一油面纸的

大小尺寸相匹配，方便保证该温肾贴与皮肤相连接。

[0021] (3)导热环的内部呈多孔状结构，且均热海绵填充在导热环的内部，方便导热。

[0022] (4)隔热材质的内部材质为耐火棉，所述加热包设置在温肾片的正后方，能够有效

的隔绝热量对皮肤的影响。

[0023] (5)导热槽呈环状设置，且蛭石颗粒均匀粘接在导热槽的内部，方便保温。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正视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侧视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后视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标号说明：

[0028] 1、透气纱布；2、胶水层；3、分界条；4、导热环；5、均热海绵；6、安置槽；7、温肾片；8、

第一油面纸；9、加热包；10、第二油面纸；11、隔热材质；12、铁粉；13、导热槽；14、蛭石颗粒；

15、防烫纤维；16、挤压定位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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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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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30]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上”、“下”、“内”、“外”、“顶/底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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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

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0031]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

装”、“设置有”、“套设/接”、“连接”等，应做广义理解，例如“连接”，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

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

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

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含义。

[0032] 实施例1：

[0033] 请参阅图1‑3，一种具有加热功能的温肾贴，包括透气纱布1，透气纱布  1的前侧设

置有胶水层2，胶水层2的左前侧设置有分界条3，透气纱布1的前侧中心位置设置有导热环

4，导热环4的内部安置有均热海绵5，导热环4 的内侧开设有安置槽6，安置槽6的内部安装

有温肾片7，温肾片7的前侧设置有第一油面纸8，透气纱布1通过挤压定位线16后侧缝合连

接有第二油面纸10，挤压定位线16设置在透气纱布1的后侧外围，挤压定位线16的内部固定

安装有加热包9，加热包9包括隔热材质11，隔热材质11的内侧设置有铁粉12，隔热材质11的

前端连接安装有防烫纤维15，防烫纤维15的中心位置后侧设置有导热槽13，导热槽13的内

部设置有蛭石颗粒14。

[0034] 请参阅图1‑2，分界条3通过胶水层2粘接在透气纱布1上，且胶水层2 的大小尺寸

与第一油面纸8的大小尺寸相匹配，方便保证该温肾贴与皮肤相连接。导热环4的内部呈多

孔状结构，且均热海绵5填充在导热环4的内部，方便导热。

[0035] 请参阅图1‑3，隔热材质11的内部材质为耐火棉，加热包9设置在温肾片7的正后

方，能够有效的隔绝热量对皮肤的影响。导热槽13呈环状设置，且蛭石颗粒14均匀粘接在导

热槽13的内部，方便保温。

[0036] 请参阅图1‑2，使用时，使用者首先用手指按住分界条3，并将第一油面纸8撕下，并

将其通过胶水层2粘接在患处，再将分界条3撕下，方便紧密贴合皮肤；

[0037] 然后再将第二油面纸10撕下，第二油面纸10通过挤压定位线16挤压在透气纱布1

的后侧，方便保证未开启加热包9的内部密封，加热包9接触的空气，直接与其内部铁粉12发

生反应，放热产生的热量通过导热槽13内部设置的蛭石颗粒14导送至安置槽6内部的温肾

片7，使得温肾片7受热，充分发挥药性，温肾片7的外侧设置有导热环4，导热环4的内部设置

设置有均热海绵5，方便温和接触皮肤，隔热材质11的内部材质为耐火棉，能够有效的防止

内部温度直接灼伤皮肤，能有效的起到防护的作用，以上便完成该具有加热功能的温肾贴

的一系列操作，可以实现具有加热功能，从而方便充分发挥药效。

[0038] 所述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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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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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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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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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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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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