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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子午舱，包括舱体；

所述的舱体内腔设有加热部；所述的加热部的底

部设有红外线加热装置；所述的加热部的上部设

有隔板；所述的隔板上表面铺设有按摩填充层；

人体背部的药包通过加热部加热对人体进行药

熏；按摩填充层通过人体自身重力对人体进行挤

压按摩促进人体背部血液循环。本实用新型的舱

体底部设有的加热部可以对药物进行加热挥发，

达到药熏人体的目的；舱体上部的隔板带有的加

热功能能够对隔板上的按摩填充物进行加热。另

外按摩填充物为黑曜石，使得按摩填充物表面凹

凸不平，进而对人体进行不同程度的挤压和按

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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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子午舱，其特征在于：包括舱体（1）；

所述的舱体（1）内腔设有加热部（4）；

所述的加热部（4）的底部设有红外线加热装置；

所述的加热部（4）的上部设有隔板（5）；

所述的隔板（5）上表面铺设有按摩填充层；

人体背部的药包通过加热部（4）加热对人体进行药熏；

按摩填充层通过人体自身重力对人体进行挤压按摩促进人体背部血液循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子午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加热部（4）包括第一加热槽（41）；

所述的第一加热槽（41）设置于舱体（1）的一端；

所述的第一加热槽（41）的两侧设有第二加热槽（42）；

所述的舱体（1）与第二加热槽（42）相对的一端设有第三加热槽（43）；

所述的第一加热槽（41）、第二加热槽（42）和第三加热槽（43）对半均匀分布于舱体（1）

内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子午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隔板（5）包括保温加热板（52）；

所述的保温加热板（52）外表面设有多个通孔；

所述的保温加热板（52）能够加热按摩填充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子午舱，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内包腔（2）和外包腔（3）；

所述的内包腔（2）和外包腔（3）滑动设置于舱体（1）的上表面；

所述的内包腔（2）与外包腔（3）衔接设置；

所述的内包腔（2）设置于外包腔（3）的内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子午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舱体（1）的侧壁上设有触摸面板A

（16）；

所述的触摸面板A（16）与所述的红外线加热装置电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子午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舱体（1）的侧壁上设有触摸面板B

（17）；

所述的触摸面板B（17）与所述的保温加热板（52）电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子午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舱体（1）的长度方向两侧壁上表

面设有内轨道槽（11）；

所述的内轨道槽（11）的长度为舱体（1）长度的1/2；

所述的舱体（1）的长度方向两侧壁上表面设有外轨道槽（12）；

所述的外轨道槽（12）设置于内轨道槽（11）的外侧；

所述的外轨道槽（12）长度为舱体(1)长度的4/5。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子午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内包腔（2）的底部设有4个对称设

置的内包腔滑轮（22）；

所述的外包腔（3）的底部设有4个对称设置的外包腔滑轮（32）；

所述的内包腔滑轮（22）设置于内轨道槽（11）的内腔；

所述的外包腔滑轮（32）设置于外轨道槽（12）的内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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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午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理疗舱，具体的说，涉及一种子午舱，属于理疗舱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中药熏蒸疗法又称为中药蒸煮疗法、中药汽浴疗等、药透疗法、热雾疗法等。在一

些少数民族地区，被称为“烘雅”。中药熏蒸是以热药蒸汽为治疗因子的化学、物理综合疗

法。这种方法最早用于临床的自先秦就有记载，后世不乏其术。到清代，中药熏蒸趋于成熟。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中药熏蒸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均亦有相应发展，

逐渐泛用于休闲保健、康复疗养和临床治疗疾病的诸多方面。

[0003] 目前现有的理疗舱，功能单一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容易闲置。同时在需要

不同功能的理疗舱时需要重新购买。这不仅增加了使用者使用负担，也增加了使用者的经

济负担，而且，在效果上要差很多。

[0004] 综上可知，现有技术在实际使用上显然存在不便与缺陷，所以有必要加以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以上不足，提供一种具有药熏和按摩功能的

子午舱。

[0006] 一种优化方案，一种子午舱，包括舱体；

[0007] 所述的舱体内腔设有加热部；

[0008] 所述的加热部的底部设有红外线加热装置；

[0009] 所述的加热部的上部设有隔板；

[0010] 所述的隔板上表面铺设有按摩填充层；

[0011] 人体背部的药包通过加热部加热对人体进行药熏；

[0012] 按摩填充层通过人体自身重力对人体进行挤压按摩促进人体背部血液循环。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的加热部包括第一加热槽；

[0014] 所述的第一加热槽设置于舱体的一端；

[0015] 所述的第一加热槽的两侧设有第二加热槽；

[0016] 所述的舱体与第二加热槽相对的一端设有第三加热槽；

[0017] 所述的第一加热槽、第二加热槽和第三加热槽对半均匀分布于舱体内腔。

[0018] 进一步地，所述的隔板包括保温加热板；

[0019] 所述的保温加热板外表面设有多个通孔；

[0020] 所述的保温加热板能够加热按摩填充层。

[0021] 进一步地，还包括内包腔和外包腔；

[0022] 所述的内包腔和外包腔滑动设置于舱体的上表面；

[0023] 所述的内包腔与外包腔衔接设置；

[0024] 所述的内包腔设置于外包腔的内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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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进一步地，所述的舱体的侧壁上设有触摸面板A；

[0026] 所述的触摸面板A与所述的红外线加热装置电连接。

[0027] 进一步地，所述的舱体的侧壁上设有触摸面板B；

[0028] 所述的触摸面板B与所述的保温加热板电连接。

[0029] 进一步地，所述的舱体的长度方向两侧壁上表面设有内轨道槽；

[0030] 所述的内轨道槽的长度为舱体长度的1/2；

[0031] 所述的舱体的长度方向两侧壁上表面设有外轨道槽；

[0032] 所述的外轨道槽设置于内轨道槽的外侧；

[0033] 所述的外轨道槽长度为舱体1长度的4/5。

[0034] 进一步地，所述的内包腔的底部设有4个对称设置的内包腔滑轮；

[0035] 所述的外包腔的底部设有4个对称设置的外包腔滑轮；

[0036] 所述的内包腔滑轮设置于内轨道槽的内腔；

[0037] 所述的外包腔滑轮设置于外轨道槽的内腔。

[0038] 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上技术方案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39] 本实用新型的舱体底部设有的加热部可以对药物进行加热挥发，达到药熏人体的

目的；

[0040] 舱体上部的隔板带有的加热功能能够对隔板上的按摩填充物进行加热。另外按摩

填充物为黑曜石，使得按摩填充物表面凹凸不平，进而对人体进行不同程度的挤压和按摩。

[004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42] 图1是子午舱的结构示意图；

[0043] 图2是子午舱的舱体结构示意图；

[0044] 图3是子午舱的隔板结构示意图；

[0045] 图4是子午舱的内包腔结构示意图；

[0046] 图5是子午舱的外包腔结构示意图；

[0047] 图中，1‑舱体，2‑内包腔，3‑外包腔，4‑加热部，5‑隔板，11‑内轨道槽，12‑外轨道

槽，13‑矩形孔，14‑支撑块，15‑支撑杆，16‑触摸面板A，17‑触摸面板B，21‑内包腔本体，22‑

内包腔滑轮，31‑外包腔本体，32‑外包腔滑轮，41‑第一加热槽，42‑第二加热槽，43‑第三加

热槽，51‑隔板框架，52‑保温加热板，53‑把手。

具体实施方式

[0048] 为了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特征、目的和效果有更加清楚的理解，现对照附图说明

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

[0049] 实施例1一种子午舱，如图1、2、3、4和5所示，一种子午舱，包括舱体1、内包腔2和外

包腔3，所述的内包腔2和外包腔3滑动设置于舱体1的上部，所述的内包腔2与外包腔3衔接

设置，所述的内包腔2设置于外包腔3的内腔。

[0050] 所述的舱体1的内腔底部设有加热部4，所述的加热部4包括第一加热槽41、第二加

热槽42和第三加热槽43，所述第一加热槽41、第二加热槽42和第三加热槽43均为矩形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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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第一加热槽41、第二加热槽42和第三加热槽43的内腔设有红外线加热装置，所述的第

一加热槽41、第二加热槽42和第三加热槽43的长度方向与所述的舱体1的长度方向平行设

置，所述的第一加热槽41设置于舱体1的一端，所述的第二加热槽42设有2个，所述的第二加

热槽42设置于第一加热槽41的两侧，所述的第三加热槽43设有2个，所述的第三加热槽43设

置于舱体1与第二加热槽42相对的一端，所述的第一加热槽41、第二加热槽42和第三加热槽

43对半均匀分布于舱体1的内腔。

[0051] 所述的舱体1的侧壁上设有矩形孔13，所述的矩形孔13与舱体1的内腔连通设置，

所述的矩形孔13内插装有隔板5，所述的隔板5将加热部4与舱体1外部完全隔离，所述的舱

体1与矩形孔13相邻的两侧内壁设有2个支撑块14，所述的支撑块14为矩形体结构，所述的

支撑块14设置于隔板5的底部两侧。

[0052] 所述的隔板5包括隔板框架51、保温加热板52和把手53，所述的保温加热板52固定

设置于隔板框架51的内腔底部，所述的隔板框架51的厚度大于保温加热板52的厚度，所述

的保温加热板52的外表面设有多个通孔，所述的通孔的直径小于3cm，所述的把手53的设置

于隔板5的侧壁上，所述的把手53设置于舱体1的外部，所述的隔板框架51的内腔、保温加热

板52的上部铺设有按摩填充层，所述的按摩填充层的厚度小于隔板框架51和保温加热板52

形成的槽体结构深度，所述的按摩填充层为黑曜石。

[0053] 所述的舱体1的长度方向两侧壁上表面设有内轨道槽11，所述的内轨道槽11的长

度为舱体1长度的1/2，所述的舱体1的长度方向两侧壁上表面设有外轨道槽12，所述的外轨

道槽12设置于内轨道槽11的外侧，所述的外轨道槽12长度为舱体1长度的4/5，所述的内包

腔2滑动设置于内轨道槽11内，所述的外包腔3设置于外轨道槽12内。

[0054] 所述的内包腔2包括内包腔本体21和内包腔滑轮22，所述的内包腔本体21为半弧

形壳体，所述的内包腔滑轮22设有4个，所述的内包腔滑轮22均匀对称设置于所述的内包腔

本体21的两侧底部，所述的内包腔滑轮22滑动设置于所述的内轨道槽11的内腔。

[0055] 所述的外包腔3包括外包腔本体31和外包腔滑轮32，所述的外包腔本体31为半弧

形壳体，所述的外包腔滑轮32设有4个，所述的外包腔滑轮32均匀对称设置于所述的外包腔

本体31的两侧底部，所述的外包腔滑轮32滑动设置于所述的外轨道槽12的内腔，所述的外

包腔本体31的内腔直径与所述的内包腔本体21的外部直径相同。

[0056] 所述的舱体1的底部设有4个对称设置的支撑杆15，所述的支撑杆15用于支撑舱体

1。

[0057] 所述的舱体1的侧壁上设有触摸面板A16和触摸面板B17，所述的触摸面板A16与所

述的红外线加热装置电连接，所述的触摸面板B17与所述的保温加热板52电连接，所述的触

摸面板A16控制药物挥发加热板44温度在60℃到80℃之间，所述的触摸面板B17控制保温加

热板52温度在40℃到60℃之间。

[0058]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

[0059] 加热部4内的红外线加热装置开启，隔板5上部放入按摩填充层即黑曜石，触摸面

板A16控制加热部4内的红外线加热装置的温度，触摸面板B17控制保温加热板52对黑曜石

进行加热，待达到一定温度后，病患背部贴上药包躺入隔板5上，滑动内包腔2和外包腔3使

得人体处于内包腔2和外包腔3的内腔进行药物熏蒸。

[0060] 工作结束后将隔板5抽离矩形孔13，清理加热部4后，将按摩填充层取出并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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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以上所述为本实用新型最佳实施方式的举例，其中未详细述及的部分均为本领域

普通技术人员的公知常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任何基于本实

用新型的技术启示而进行的等效变换，也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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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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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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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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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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