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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具有保健功能的家居服装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具有保健功能的家

居服装，包括裤腿、拉链和限位带，其特征在于，

所述限位带外表面设置有若干限位扣，所述限位

带下端固定连接两个裤腿，且两个所述裤腿通过

拉链连接，且两个所述裤腿连接处设置有保健装

置，所述裤腿膝盖处均设置有保健装置a，所述保

健装置a包括布袋层、中药插片和加热片，当保健

装置对中脘穴附近进行治疗时，用户需要调节腰

带，使保健装置贴紧人体，当用户无需治疗时，可

以打开所述魔术贴，取出中药插片和加热片，所

述裤腿的膝盖部位做成弯曲形状，更贴合人体坐

的姿势，减少紧绷感，本服饰依据人体工程学设

计，穿戴舒适，且对身体治疗效果明显，适合社会

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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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保健功能的家居服装，包括裤腿、拉链和限位带，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带

外表面设置有若干限位扣，所述限位带下端固定连接两个裤腿，且两个所述裤腿通过拉链

连接，且两个所述裤腿连接处设置有保健装置，所述裤腿膝盖处均设置有保健装置a；

所述保健装置a包括布袋层、中药插片和加热片，所述保健装置a从左到右依次设置有

布袋层、中药插片、加热片和布袋层a，所述加热片连接USB接口，所述布袋层一侧设置有里

子，所述里子接触皮肤，所述布袋层a一侧设置面料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保健功能的家居服装，其特征在于，所述保健装置和

保健装置a结构完全相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保健功能的家居服装，其特征在于，所述布袋层和布

袋层有三边缝合，且布袋层和布袋层未缝合的一边均沿片设置有魔术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保健功能的家居服装，其特征在于，所述裤腿均将膝

盖部位做成弯曲形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保健功能的家居服装，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插片设

置成方形，且中药插片长度为二十厘米，中药插片,宽度度为十五厘米，所述加热片设置成

椭圆形，且加热片长轴长度为二十厘米，且加热片短轴长度为十五厘米。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保健功能的家居服装，其特征在于，所述面料层的材

质为腈纶、粘胶纤维和氨纶混纺中的一种或多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保健功能的家居服装，其特征在于，所述里子的材质

为莫代尔和纤维混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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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保健功能的家居服装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家居服装，具体是一种具有保健功能的家居服装。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高科技技术不断地向纺织工业深层次、全面渗透和发展，新型的纺织品开发

模式已经综合了化学、物理、生物、医疗、电子等各个领域的知识，致使整个纺织品市场得到

全面的改变，功能设计愈加贴近人们的生活。现代社会，人们的健康意识日益增强，保健产

品不断涌入人们的视线。目前保健类纺织品从加工形式上可以区分为以下三种：抗菌防病

类型，主要是在纤维织物中添加物理化学成分，称为纤维改性；防治治疗型，主要是通过将

织物改进整理和疗效整理，使整理后的织物具备一定的防病治病功效；中药保健型，主要是

将织物附着中草药以挥发药效。

[0003] 所述产品为中药保健型服装，要实现中药外治的保健功能，就需要加热给与相应

穴位一定的刺激，目前保健纺织品加热的形式通常有磁石发热、电加热、艾灸等方式。电加

热设计存在一定弊端，首先，加热元件的植入影响舒适程度；其次对供电装置有要求，外接

电源使穿着环境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提供了一种具有保健功能的家居

服装，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保健功能的家居服装，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

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具有保健功能的家居服装，包括裤腿、拉链和限位带，所述限位带3外表面设

置有若干限位扣，所述限位带下端固定连接两个裤腿，且两个所述裤腿通过拉链连接，且两

个所述裤腿连接处设置有保健装置，所述裤腿膝盖处均设置有保健装置a；

[0007] 所述保健装置a包括布袋层、中药插片和加热片，所述保健装置a从左到右依次设

置有布袋层、中药插片、加热片和布袋层a，所述加热片连接USB接口，所述布袋层一侧设置

有里子，所述里子接触皮肤，所述布袋层a一侧设置面料层。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保健装置和保健装置a结构完全相同。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布袋层和布袋层有三边缝合，且布袋层和

布袋层未缝合的一边均沿片设置有魔术贴。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裤腿均将膝盖部位做成弯曲形状。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中药插片设置成方形，且中药插片长度为

二十厘米，中药插片,宽度度为十五厘米，所述加热片设置成椭圆形，且加热片长轴长度为

二十厘米，且加热片短轴长度为十五厘米。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面料层的材质为腈纶、粘胶纤维和氨纶混

纺中的一种或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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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里子的材质为莫代尔和纤维混纺。

[0014]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中药插片内部含有防风、生川乌、生草乌、

穿山龙、制马钱子、生麻黄、冰片。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6] 1、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具有保健功能的家居服装，本家居服装用于改善风湿性膝

关节炎，缓释疼痛，辅助治疗，所述中药插片依据人体工程学设置在中脘穴附近以及膝关节

位置，所述中药插片是将众多中药混合均匀，铺平，然后装入无纺布布袋中，袋内铺有薄薄

一层棉絮，均匀铺上药物粉末。再在药物粉末上铺一层电气石粉末，通过所述USB接口对加

热片供电，电气石粉末有释放负离子和远红外的功效，通过加热片对中药插片的供热能够

保证药物有效的被人体吸收，所述限位扣配套设置有腰带，用户可以依据个人喜好调整腰

带的松紧。

[0017] 2、当保健装置对中脘穴附近进行治疗时，用户需要调节腰带，使保健装置贴紧人

体，以达到最大的治疗效果，当用户无需治疗时，可以打开所述魔术贴，取出中药插片和加

热片，所述裤腿的膝盖部位做成弯曲形状，更贴合人体坐的姿势，减少紧绷感，本服饰依据

人体工程学设计，穿戴舒适，且对身体治疗效果明显，适合社会广泛使用。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一种具有保健功能的家居服装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一种具有保健功能的家居服装中保健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一种具有保健功能的家居服装的局部侧视图示意图。

[0021] 图中：1-裤腿、2-拉链、3-限位带、4-保健装置、5-保健装置a、6-限位扣、101-里子、 

102-布袋层、103-中药插片、104-加热片、105-布袋层a、106-面料层、107-魔术贴、108-USB 

接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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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3] 请参阅图1～3，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一种具有保健功能的家居服装，包括裤腿1、

拉链2和限位带3，所述限位带3外表面设置有若干限位扣6，所述限位带3下端固定连接两个

裤腿1，且两个所述裤腿  1通过拉链2连接，且两个所述裤腿1连接处设置有保健装置4，所述

裤腿1膝盖处均设置有保健装置a5；

[0024] 所述保健装置a5包括布袋层102、中药插片103和加热片104，所述保健装置a5从左

到右依次设置有布袋层102、中药插片103、加热片104和布袋层a105，所述加热片104连接

USB接口108，所述布袋层102一侧设置有里子101，所述里子101接触皮肤，所述布袋层a106

一侧设置面料层106。

[0025] 所述保健装置4和保健装置a5结构完全相同。

[0026] 所述布袋层102和布袋层105有三边缝合，且布袋层102和布袋层105未缝合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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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沿片设置有魔术贴107。

[0027] 所述裤腿1均将膝盖部位做成弯曲形状。

[0028] 所述中药插片103设置成方形，且中药插片103长度为二十厘米，中药插片103,宽

度度为十五厘米，所述加热片104设置成椭圆形，且加热片104长轴长度为二十厘米，且加热

片104短轴长度为十五厘米。

[0029] 所述面料层106的材质为腈纶、粘胶纤维和氨纶混纺中的一种或多种。

[0030] 所述里子101的材质为莫代尔和纤维混纺。

[0031] 所述中药插片103内部含有防风、生川乌、生草乌、穿山龙、制马钱子、生麻黄、冰

片。

[0032]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是：

[0033]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具有保健功能的家居服装，本家居服装用于改善风湿性膝关

节炎，缓释疼痛，辅助治疗，所述中药插片103依据人体工程学设置在中脘穴附近以及膝关

节位置，所述中药插片103是将众多中药混合均匀，铺平，然后装入无纺布布袋中，袋内铺有

薄薄一层棉絮，均匀铺上药物粉末。再在药物粉末上铺一层电气石粉末，通过所述USB接口

108对加热片104供电，电气石粉末有释放负离子和远红外的功效，通过加热片104对中药插

片的供热能够保证药物有效的被人体吸收，所述限位扣6配套设置有腰带，用户可以依据个

人喜好调整腰带的松紧，当保健装置4对中脘穴附近进行治疗时，用户需要调节腰带，使保

健装置4贴紧人体，以达到最大的治疗效果，当用户无需治疗时，可以打开所述魔术贴107，

取出中药插片103和加热片104,所述裤腿1的膝盖部位做成弯曲形状，更贴合人体坐的姿

势，减少紧绷感，本服饰依据人体工程学设计，穿戴舒适，且对身体治疗效果明显，适合社会

广泛使用。

[0034] 本实用新型在结构上设计简单合理，使用起来操作方便快捷，实用性很高，对疾病

疼痛的缓解应落实于具象化的设计。缓释疼痛的解决方案主要在于药物药效的挥发，而药

效的挥发要依赖于加热设计。本服饰选择在结构中加入微电源发热元件，也基本符合家居

服在家庭中的穿着环境，但是电加热设计同样存在弊端，首先，加热元件的植入影响舒适程

度；其次对供电装置有要求，外接电源使穿着环境受到一定的限制。基于上述两个问题，改

进的办法是电源具有可携带性或方便充电，采用USB接口，提高在穿着时的自由度，使用可

卸载发热元件且尺寸轻巧，方便取出，在外部廓形设计方面，人在坐立和站姿姿势的切换

中，膝关节在屈曲变化中产生偏移，皮肤形态的变化会直观的反映在服装上，裤装虽然依附

下肢的运动产生牵引变形，但是对于松紧性较低的面料来说，臀部和膝盖部位会产生紧绷

感，此款家居服主要结构设计点在于膝盖部位，要给与膝盖部位足够的运动松量以避免产

生紧绷。因此，考虑通过结构的设计将膝盖部位做成弯曲形状，更贴合人体坐的姿势，减少

紧绷感，在内部的结构设计上，采用内袋设计，用来放置药物插片和发热元件，内袋设计应

该与家居服融为一体，就像服装的里子和面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不是为了设计而设计，

贴袋的设计是为了更好的固定药物和加热片，来提升治疗时的精准性，在面料设计方面，考

虑双层面料的设计，贴身的面料首先考虑亲肤性和安全性，外部的面料考虑实际需求，例如

在药物进行加热时，需要外部面料最好有一定的保温作用，使热量不那么快速的散发。腈

纶、粘胶纤维和氨纶混纺的面料，由于腈纶的螺纹组织结构，提高了织物的保温率，因此保

温性能较好。而治疗部位贴近皮肤的位置，会因为加热的原因产生更多的水蒸气，需要热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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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性较好的面料，莫代尔和氨纶混纺的织物，由于莫代尔的透湿性能良好，保暖性较差，因

此热舒适性能优良，但是莫代尔面料本身具有弹性，且在穿着过程中容易起毛起球，所以将

其与其他纤维混纺或交织，提升面料服用性能。

[0035]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实用新型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

且在不背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实用新

型,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36]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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