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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带有颈部横梁的颈背

按摩垫，包括设有多个按摩凸头的按摩板；所述

按摩板在对应于颈部的位置设有颈部横梁，所述

颈部横梁凸出于所述按摩板。所述按摩板设有功

能槽，所述功能槽的位置对应于所述颈部横梁。

在功能槽中可放入药垫、加热垫或活动按摩板。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在采用按摩凸头进行

颈背按摩的同时，采用具有牵引功效的颈部横

梁，显著提高了按摩垫的治疗和保健效果；采用

功能槽结构，可针对颈背病症采用普通凸头按摩

方式、加药枕按摩方式和加热按摩方式，操作方

便、灵活，具有突出的实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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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有颈部横梁的颈背按摩垫，包括设有多个按摩凸头的按摩板；其特征在于，所

述按摩板在对应于颈部的位置设有颈部横梁，所述颈部横梁凸出于所述按摩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颈部横梁的颈背按摩垫，其特征在于，所述颈部横梁

凸出所述按摩板的高度为30mm～40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颈部横梁的颈背按摩垫，其特征在于，所述颈部横梁

是门框形的颈部横梁，在所述颈部横梁的两端设有安装孔；所述按摩板设有两个对应于所

述安装孔的横梁安装凸头，所述颈部横梁通过所述安装孔和所述横梁安装凸头安装在所述

按摩板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颈部横梁的颈背按摩垫，其特征在于，所述按摩板设

有功能槽，所述功能槽的位置对应于所述颈部横梁。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带有颈部横梁的颈背按摩垫，其特征在于，所述带有颈部

横梁的颈背按摩垫设有放入功能槽的药垫、加热垫和带有按摩凸头的活动按摩板。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颈部横梁的颈背按摩垫，其特征在于，所述按摩垫板

设有与人体后颈部对应的颈部按摩区和与人体背部对应的背部按摩区，所述颈部按摩区设

有颈部按摩凸头，所述背部按摩区设有背部按摩凸头；所述颈部按摩凸头和所述背部按摩

凸头关于纵向中轴线对称；最靠近所述纵向中轴线的两列所述背部按摩凸头之间的间距为

28mm～36mm；所述多个颈部按摩凸头的高度对应于人体后颈部的曲面，所述多个背部按摩

凸头的高度对应于人体背部的曲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颈部横梁的颈背按摩垫，其特征在于，所述按摩板是

能够调整前端高度的按摩板。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带有颈部横梁的颈背按摩垫，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按摩板

的下方设有底板，所述底板的两侧设有支撑架，所述支撑架设有垂直方向的长孔；所述按摩

板的两侧设有位置对应于所述支撑架的长孔的螺孔，所述按摩板的前端通过紧固螺钉固定

在所述底板的支撑架上，所述按摩板的后端搭在所述底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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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有颈部横梁的颈背按摩垫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按摩器具，尤其涉及一种带有颈部横梁的颈背按摩垫。

背景技术

[0002] 颈椎病是由于长期低头，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造成颈部骨骼错位，生理曲度变

形，肌群劳损而形成的，进而影响到背部。采用按摩器具可以治疗和缓解颈背的病症，人们

熟知背部的天杼，大椎，肩井等穴位对颈椎病有很好的疗效，根据人体学采用刺激压迫人体

颈部背部穴位和软组织肌群的压痛点，可快速消除背部不适，起到止痛康复的作用。但目前

使用的按摩器，因其作用端部与人体表面接触面积较大，压强较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

肌肉放松、解除疲劳的作用，但是，对于要求按摩穴位深处时，就难以满足患者的愿望；另

外，对应一些颈部病症，需要采用一定的牵引功能进行治疗，普通的按摩垫也无法实习对颈

部的牵引功能。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出一种带有颈部横梁的颈背按摩垫的技术方案，提高按摩

器对颈背病症的治疗效果。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带有颈部横梁的颈背按摩垫，

包括设有多个按摩凸头的按摩板；所述按摩板在对应于颈部的位置设有颈部横梁，所述颈

部横梁凸出于所述按摩板。

[0005] 更进一步，所述颈部横梁凸出所述按摩板的高度为30mm～40mm。

[0006] 更进一步，所述颈部横梁是门框形的颈部横梁，在所述颈部横梁的两端设有安装

孔；所述按摩板设有两个对应于所述安装孔的横梁安装凸头，所述颈部横梁通过所述安装

孔和所述横梁安装凸头安装在所述按摩板上。

[0007] 更进一步，所述按摩板设有功能槽，所述功能槽的位置对应于所述颈部横梁。

[0008] 更进一步，所述带有颈部横梁的颈背按摩垫设有放入功能槽的药垫、加热垫和带

有按摩凸头的活动按摩板。

[0009] 更进一步，所述按摩垫板设有与人体后颈部对应的颈部按摩区和与人体背部对应

的背部按摩区，所述颈部按摩区设有颈部按摩凸头，所述背部按摩区设有背部按摩凸头；所

述颈部按摩凸头和所述背部按摩凸头关于纵向中轴线对称；最靠近所述纵向中轴线的两列

所述背部按摩凸头之间的间距为28mm～36mm；所述多个颈部按摩凸头的高度对应于人体后

颈部的曲面，所述多个背部按摩凸头的高度对应于人体背部的曲面。

[0010] 更进一步，所述按摩板是能够调整前端高度的按摩板。

[0011] 更进一步，在所述按摩板的下方设有底板，所述底板的两侧设有支撑架，所述支撑

架设有垂直方向的长孔；所述按摩板的两侧设有位置对应于所述支撑架的长孔的螺孔，所

述按摩板的前端通过紧固螺钉固定在所述底板的支撑架上，所述按摩板的后端搭在所述底

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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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在采用按摩凸头进行颈背按摩的同时，采用具有牵引

功效的颈部横梁，显著提高了按摩垫的治疗和保健效果；采用功能槽结构，可针对颈背病症

采用普通凸头按摩方式、加药枕按摩方式和加热按摩方式，操作方便、灵活，具有突出的实

用效果。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一详细描述。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结构分解图；

[0015] 图2是本实用新型按摩板结构图；

[0016] 图3是本实用新型结构图，设有颈部横梁，在功能槽中放置了药垫或加热垫；

[0017] 图4是本实用新型结构图，设有颈部横梁，在功能槽中放置了活动按摩板；

[0018] 图5是图4的A-A剖面图；

[0019] 图6是按摩板可调整前端高度的本实用新型结构分解图；

[0020] 图7是按摩板可调整前端高度的本实用新型结构图；

[0021] 图8是本实用新型使用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如图1至图5，一种带有颈部横梁的颈背按摩垫，包括设有多个按摩凸头的按摩板

10；所述按摩板在对应于颈部的位置设有颈部横梁20，所述颈部横梁凸出于所述按摩板。

[0023] 所述颈部横梁凸出所述按摩板的高度H为30mm～40mm。

[0024] 所述颈部横梁是门框形的颈部横梁，在所述颈部横梁的两端设有安装孔21；所述

按摩板设有两个对应于所述安装孔的横梁安装凸头11，所述颈部横梁通过所述安装孔和所

述横梁安装凸头安装在所述按摩板上。

[0025] 所述按摩板设有功能槽12，所述功能槽的位置对应于所述颈部横梁。

[0026] 所述带有颈部横梁的颈背按摩垫设有放入功能槽的药垫30、加热垫40和带有按摩

凸头的活动按摩板50。

[0027] 如图2所示，所述按摩垫板设有与人体后颈部对应的颈部按摩区1A和与人体背部

对应的背部按摩区1B，所述颈部按摩区设有颈部按摩凸头13，所述背部按摩区设有背部按

摩凸头14；所述颈部按摩凸头和所述背部按摩凸头关于纵向中轴线1C对称；最靠近所述纵

向中轴线的两列所述背部按摩凸头之间的间距D为28mm～36mm；所述多个颈部按摩凸头的

高度对应于人体后颈部的曲面，所述多个背部按摩凸头的高度对应于人体背部的曲面。

[0028] 所述按摩板是能够调整前端高度的按摩板。

[0029] 如图6、图7，在所述按摩板的下方设有底板60，所述底板的两侧设有支撑架61，所

述支撑架设有垂直方向的长孔62；所述按摩板的两侧设有位置对应于所述支撑架的长孔的

螺孔15，所述按摩板的前端通过紧固螺钉63固定在所述底板的支撑架上，所述按摩板的后

端16搭在所述底板上。

[0030] 实施例一：

[0031] 如图1至图5，一种带有颈部横梁的颈背按摩垫，包括设有多个按摩凸头的按摩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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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如图2所示，按摩垫板的前部设有与人体后颈部对应的颈部按摩区1A，按摩垫板的

后部部设有与人体背部对应的背部按摩区1B（图中1D为颈部按摩区和背部按摩区的分界

线），按摩凸头包括设置在颈部按摩区的颈部按摩凸头13和设置在背部按摩区的背部按摩

凸头14。颈部按摩凸头和背部按摩凸头关于纵向中轴线1C对称；最靠近纵向中轴线的两列

背部按摩凸头之间的间距D=30mm，对应于人体脊椎的两侧。多个颈部按摩凸头和背部按摩

凸头具有不同的高度，多个颈部按摩凸头的高度对应于人体后颈部的曲面，多个的高度对

应于人体背部的曲面。多个多个颈部按摩凸头和背部按摩凸头之间的间距为15mm～30mm。

[0033] 按摩板在对应于颈部的位置设有颈部横梁20，颈部横梁凸出于按摩板。本实施例

中，颈部横梁凸出按摩板的高度H=35mm。

[0034] 颈部横梁是门框形的颈部横梁，在颈部横梁的两端设有安装孔21；按摩板设有两

个对应于安装孔的横梁安装凸头11，颈部横梁通过安装孔和横梁安装凸头安装在按摩板

上。使颈部横梁可以方便的拆卸和安装。

[0035] 按摩板设有一个功能槽12，功能槽位于纵向中轴线上，功能槽的位置对应于颈部

横梁（即功能槽位于颈部横梁的下方）。

[0036] 本实施例的带有颈部横梁的颈背按摩垫设有可以放入功能槽的药垫30、加热垫40

和带有按摩凸头的活动按摩板50。药垫、加热垫和活动按摩板作为附件使用。根据使用要求

可在功能槽中分别可放入药垫、加热垫或活动按摩板。活动按摩板的外形对应于功能槽，并

嵌入功能槽中，活动按摩板的表面与按摩板的表面形成一个共同的表面。药垫和加热垫的

外形对应于功能槽，并嵌入功能槽中。本实施例的药垫是内部装有舒筋活血中药材的药垫，

中药材包括红花、狗脊、泽兰、鸡血藤、络石藤、伸筋草、香附、香加皮、自然铜等。加热垫可以

是充装热水的加热垫，也可以是其它蓄热保温材料的加热垫。可以针对治疗需要将药垫、加

热垫或活动按摩板放入功能槽中。当进行普通的凸头按摩方式时放入活动按摩板，进行辅

助药物治疗时放入药垫，进行加热辅助治疗时放入加热垫。

[0037] 实施例二：

[0038] 一种带有颈部横梁的颈背按摩垫，本实施例是实施例一的结构扩展和改进。

[0039] 如图6、图7，本实施例中，按摩板是能够调整前端高度的按摩板。

[0040] 在按摩板的下方设有底板60，底板的两侧设有支撑架61，支撑架设有垂直方向的

长孔62；按摩板的两侧设有位置对应于支撑架长孔的螺孔15，按摩板的前端通过紧固螺钉

63固定在底板的支撑架上，按摩板的后端16搭在所述底板上。当需要调整按摩板前端的高

度是，松开紧固螺钉，沿支撑架的长孔移动按摩板前端的位置，使按摩板的前端移动到适合

的高度，锁紧紧固螺钉，即可完成对按摩板前端高度的调整。调整按摩板前端的高度可使按

摩板具有适当的倾角，更好地适合于使用者的颈背治疗。

[0041] 本实施例的可方便的调整按摩板前端的高度，操作灵活、方便。

[0042] 如图8，使用时，使用者的颈部和肩背部躺靠在按摩板上。

[0043]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颈部按摩凸头和背部按摩凸头是与人体的后颈和背部部表面

相适应的曲面，所以在人体仰卧状睡眠时，将颈背按摩垫置于颈背部相应位置，使人体的后

颈部表面和背部表面与各按摩突起均衡接触，按摩力度均衡。颈部横梁置于颈椎下方，抬起

颈椎，可产生“牵引”的功效，与普通的颈椎拉伸式牵引不同，本实用新型中的颈部横梁使用

更为方便，无痛苦，对于某些颈部疾患具有更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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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根据人体生理学原理，在睡眠时，人体肌肉骨骼处于深度放松状态，巧妙地利用地

球引力的作用，通过反向刺激而使颈部和背部快速恢复正常生理曲度，快速恢复健康，不耗

费精力，见效快，在休息的同时达到治病的效果。为了加大反向刺激，本实用新型在上述的

基础上又采用的颈部按摩凸头形成从颈部上边到颈部的下边逐渐凸出人体后颈部表面的

曲面，背部按摩凸头形成从背部下边到背部上边逐渐凸出人体背部表面的曲面，这样可使

人体的颈椎和胸椎逐渐地略向相反的方向弯曲起到校正骨骼的作用。

[0045] 可以根据不同人群和不同的治疗需要，调整按摩凸头的布局和高度，使之与人体

后颈部表面和背部表面达到最佳接触状态，以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

[0046] 采用按摩板的下面设置支撑按摩板的底板，按摩板靠近颈部按摩区的部分与该支

撑板之间设有高度调节装置，可以通过高度调节装置在较大的范围内调节按摩板的高度和

角度，以适应对不同人体颈部和背部的按摩，达到一物多人使用的目的。

[0047] 采用了在按摩板的颈部按摩区设置可放入药垫或者加热垫的功能槽，在按摩的同

时可辅以药物治疗或者热疗，起到综合治疗的作用，使治疗效果达到最佳。当不需要药物治

疗或者热疗时，在功能槽内放入活动按摩板，仍然是一块完整的按摩板。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08511468 U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7

CN 208511468 U

7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8

CN 208511468 U

8



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9

CN 208511468 U

9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10

CN 208511468 U

10



图7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1

CN 208511468 U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