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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进型辅疗石墨烯理疗腰带，包括：腰

带面层，石墨烯发热膜层，腰带底层，束带，中药

浸润包(贴)，线控器及外挂电源；其特征在于腰

带面层为中间宽两端窄的带状，腰带面层和腰带

底层之间设置有石墨烯发热膜层，石墨烯发热膜

层通过胶粘牢牢固定在无纺布的基底面料上，基

底面料牢牢缝合在腰带底层布料上，腰带底层面

料外侧设置有中药浸润包（贴）置袋，石墨烯发出

的红外线通过中药浸润包辐射到人体理疗部位，

石墨烯发热层有导线通过线控器与外挂电源相

连接，构成石墨烯发热膜的电流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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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改进型辅疗石墨烯理疗腰带，包括：腰带面层，石墨烯发热膜层，腰带底层，束

带，中药浸润包，线控器及外挂电源；其特征在于腰带面层为中间宽两端窄的带状，腰带面

层和腰带底层之间设置有石墨烯发热膜层，石墨烯发热膜层通过胶粘牢牢固定在无纺布的

基底面料上，基底面料牢牢缝合在腰带底层布料上，腰带底层面料外侧设置有中药浸润包

放置袋，其中，中药浸润包为中药包和中药浸润贴中的一种；石墨烯发出的红外线通过中药

浸润包辐射到人体理疗部位，石墨烯发热层有导线通过线控器与外挂电源相连接，构成石

墨烯发热膜的电流回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进型辅疗石墨烯理疗腰带，其特征在于腰带外层的束

带上设置有松紧扣，另一端穿过松紧扣可以随意调节腰带的大小，腰带面层宽度部分是窄

度部分的3-5倍，腰带面层宽度部分以椭圆弧形式渐变到窄度部分，窄度部分连接束带，束

带的宽度为3-5cm，腰带面层为丝质面料、棉质面料或化纤面料中的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进型辅疗石墨烯理疗腰带，其特征在于石墨烯发热膜

为柔性高分子导热膜基底、复合石墨烯发热材料层、绝缘保护层及铬锆铜集电极组成，石墨

烯发热膜上刻蚀铬锆铜电路，形成铬锆铜电子集电极，集电极的接线端子与线控器的接线

端子连接，刻蚀电路导电时正负电极之间的复合石墨烯有电流产生，形成电子流发热，辐射

出远红外线；铬锆铜集电极的任何连相邻的正集电极和负集电极之间的距离相等。

4.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一种改进型辅疗石墨烯理疗腰带，其特征在于高分子基底

材料为PET、PE、PP或PI中的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一种改进型辅疗石墨烯理疗腰带，其特征在于石墨烯发热

层的厚度为0.1-1mm，发热温度为40-7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进型辅疗石墨烯理疗腰带，其特征在于腰带底层与腰

带外层紧密缝合在一起，腰带底层的内侧设置有设置有中药浸润包放置袋。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进型辅疗石墨烯理疗腰带，其特征在于中药浸润包，一

种为中药成分浸润贴，其中，中药浸润贴的基底为脱脂棉纱层或医用胶带层中的一种，中药

液浸润至中药浸润贴基底材料上，剪切成药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进型辅疗石墨烯理疗腰带，其特征在于中药浸润包，一

种为中药浸润包，其特征在于中药浸润包是一个小布袋形状的中药袋，其与腰带的中药放

置袋匹配，并能方便放入或取出。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进型辅疗石墨烯理疗腰带，其特征在于线控器由导线

和温控器构成，温控器与石墨烯发热膜电路相连接，温控器设置有MCU控制模块，温度选择

键，温控LED指示灯构成，温控指示灯有红、黄、蓝三种颜色构成，这三种颜色分别代表温度

如下：红灯表示高温，加热温度为60-70℃；黄色表示中温，加热温度为50-60℃；蓝色表示低

温，加热温度为40-50℃；温度选择键通过压敏电阻与MCU控制模块相连接，通过温度选择键

的触压次数来选择温度档，进行红外理疗。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进型辅疗石墨烯理疗腰带，其特征在于外挂电源为锂

电池或交流转直流充电电源中的一种，电源的输出电压为直流5-1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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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进型辅疗石墨烯理疗腰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中药理疗设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改进型辅疗石墨烯理疗腰

带。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现代工作繁忙，当人们长时间工作后，除了颈、肩部会感觉疲惫、酸痛外，腰部 

也会产生不适症状，如疼痛、酸涩等，除上述情况外，尤其司机在长时间的开车中，都严重影

响人们的生活。

[0003] 红外线光疗法(Infrared  therapy)是全球医学疼痛管理的重大突破。红外线可以 

透过衣服作用于治疗部位，可穿过皮肤直接使肌肉、皮下组织等产生热效应，加速血液物质 

循环，增加新陈代谢、减少疼痛、增加肌肉松弛、产生按摩效果等。

[0004] 石墨烯是一种新型纳米材料，是一种二维层状、单原子厚度的碳单质，由sp2杂化 

的碳原子在二维平面上有序排列而成。独特的结构赋予了石墨烯优异的电学、光学、机械和 

热学性能，是目前发现的最薄、强度最大、导电导热性能最强的新型纳米材料，导电性能比 

普通导电介质高出80％。石墨烯发热体是百分之百的碳，产生的远红外辐射有良好的医疗 

理疗作用。通电后的石墨烯发热体中的碳分子做“布朗运动”，在产生热量的同时，会产生 

85％左右的远红外线来辐射热量。这是最适宜人体的8-15um生命光波。

[0005] 现在已经出现很多以石墨烯发热膜为载体的红外线理疗产品，比如石墨烯理疗腰

带、石墨烯眼罩，石墨烯护宫宝等产品，但这些产品都单一的直接使用石墨烯发热功能，没

有很好的与中药理疗相结合，充分利用石墨烯的红外加热和中药药物治疗，现有石墨烯产

品中也有中药包辅助的，但是现有技术只是简单的把中药包与石墨烯膜缝合在一起，这样

中药包阻止石墨烯红外线辐射，影响石墨烯红外理疗效果，同时，中药包使用也不方便，不

卫生，由于石墨烯发理疗温度不能过高，中药药性在较低温度下也很难发挥作用。另外，本

申请人在2018年11月也申请过类似专利，但因，技术方案没有公开清楚，没有授权，有待进

一步改进和详述。因此，需要对现有石墨烯理疗技术进行必要的改进，以增加石墨烯红外和

中药的互相辅助治疗，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以上问题亟待解决。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改进型辅疗石墨烯理疗腰带，以解决上述背景技

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改进型辅疗石墨烯理疗腰

带，包括：腰带面层，石墨烯发热膜层，腰带底层，束带，中药浸润包(贴)，线控器及外挂电

源；腰带面层为中间宽两端窄的带状，腰带面层和腰带底层之间设置有石墨烯发热膜层，石

墨烯发热膜层通过胶粘牢牢固定在无纺布的基底面料上，基底面料牢牢缝合在腰带底层布

料上，腰带底层面料外侧设置有中药浸润包（贴）置袋，石墨烯发出的红外线通过中药浸润

包辐射到人体理疗部位，石墨烯发热层有导线通过线控器与外挂电源相连接，构成石墨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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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膜的电流回路。

[0008] 所述的腰带外层的束带上设置有松紧扣，另一端穿过松紧扣可以随意调节腰带的

大小，腰带面层宽度部分是窄度部分的3-5倍，腰带面层宽度部分以椭圆弧形式渐变到窄度

部分，窄度部分连接束带，束带的宽度为3-5cm，腰带面层为丝质面料、棉质面料或化纤面料

中的一种。

[0009] 所述的石墨烯发热膜为柔性高分子导热膜基底、 复合石墨烯发热材料层、绝缘保

护层及铬锆铜集电极组成，高分子基底膜层也是绝缘层，其上面涂布复合石墨烯发热材料

料浆层，复合石墨烯发热料浆由石墨烯片、纳米银线及胶粘剂均匀分散于水系悬浊液中，高

分子基底膜经过涂布机的时上述复合石墨烯料浆悬浊液均匀涂布到高分子基底膜上，高分

子基底膜和涂层经过180-200℃的烘箱进行烘干，该料浆层被烘干后即形成发热导电膜，通

过磁控溅射的方法在发热导电膜上刻蚀铬锆铜电路，形成铬锆铜电子集电极，集电极的接

线端子与线控器的接线端子连接，刻蚀电路导电时正负电极之间的复合石墨烯有电流产

生，形成电子流发热，产生红外线并均匀发热，并辐射出远红外线。

[0010] 所述的铬锆铜集电极，其特征在于铬锆铜集电极有正集电极和负集电极，任何连

相邻的正集电极和负集电极之间的距离相等。

[0011] 所述的高分子基底材料为PET、PE、PP或PI中的一种。

[0012] 所述的石墨烯发热层，其特征在于石墨烯发热膜的厚度为0.1-1mm，发热温度为

40-70℃。

[0013] 所述的腰带底层，腰带底层与腰带外层紧密缝合在一起，腰带底层的内侧设置有

设置有中药浸润包（贴）放置袋，所述的药置袋为网袋或布袋中的一种，中药浸润包（贴）放

置于药置袋中。

[0014] 所述的中药浸润包(贴)，一种为中药成分浸润贴，其特征在于中药浸润贴的基底

为脱脂棉纱层或医用胶带层中的一种，根据不同病痛配伍好的中药进行炮制，获取到浓缩

的中药液，把中药液浸润至药浸润贴基底材料上，然后进行干燥，中药浸润贴的干燥度为

70-90%，然后剪切成与贴置袋大小的药贴，封装在药盒中备用。

[0015] 所述的中药浸润包（贴），一种为中药浸润包，其特征在于中药浸润包是一个小布

袋形状的中药袋，所述的小中药袋与腰带的中药放置袋匹配，并能方便放入或取出，小中药

袋的外层是防水透气带，布袋内填装配伍好的中药组分，该中药组分被粉碎后放置于小中

药袋中并密封备用。

[0016] 所述的线控器，其特征在于线控器由导线和温控器构成，温控器与石墨烯发热膜

电路相连接，温控器设置有MCU控制模块，温度选择键，温控LED指示灯构成，温控指示灯有

红、黄、蓝三种颜色构成，这三种颜色分别代表温度如下：红灯表示高温，加热温度为60-70

℃；黄色表示中温，加热温度为50-60℃；蓝色表示低温，加热温度为40-50℃；温度选择键通

过压敏电阻与MCU控制模块相连接，通过温度选择键的触压次数来选择温度档，进行红外理

疗。

[0017] 所述的外挂电源为锂电池或交流转直流充电电源中的一种，电源的输出电压为直

流5-12V。

[001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9] 本腰带内部使用石墨烯/纳米银线复合加热膜进行加热，加热片温度稳定，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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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加热对人体腰部进行理疗，并配合中药浸润包，实现石墨烯红外理疗和中药理疗强强

联合，高温促进药性进入人体，并且外部包覆抗拉伸布，本身材质较软，保证使用者的舒适

度，提高现有单一石墨烯理疗功效和单一中药理疗功效，而且使用方便，高效，安全，卫生，

值得推广应用。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改进型辅疗石墨烯理疗腰带的剖开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石墨烯发热膜层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中药浸润包（贴）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电路连接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温控器模块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1、腰带面层，2、石墨烯发热膜层，21、高分子基底膜，22、石墨烯发热材料层，

23、集电极，24、绝缘层，3、腰带底层，4、中药浸润包，41、药置袋，42、中药浸润包（贴），43、防

水透气袋层，5、线控器，51、指示灯，52、温度选择键，6、外挂电源，7、导线，8束带。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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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7] 请参阅图1-5，一种改进型辅疗石墨烯理疗腰带，包括：腰带面层1，石墨烯发热膜

层2，腰带底层3，束带8，中药浸润包（贴）4，线控器5及外挂电源6；腰带面层1为中间宽两端

窄的带状，腰带面层1和腰带底层3之间设置有石墨烯发热膜层2，石墨烯发热膜层2通过胶

粘牢牢固定在无纺布的基底面料上，基底面料牢牢缝合在腰带底层3布料上，腰带底层3面

料外侧设置有中药浸润包（贴）4置袋，石墨烯发出的红外线通过中药浸润包辐射到人体理

疗部位，石墨烯发热层有导线通过线控器与外挂电源相连接，构成石墨烯发热膜的电流回

路。

[0028] 所述的腰带外层的束带8上设置有松紧扣，另一端穿过松紧扣可以随意调节腰带

的大小，腰带面层宽度部分是窄度部分的3-5倍，腰带面层宽度部分以椭圆弧形式渐变到窄

度部分，窄度部分连接束带8，束带8的宽度为3-5cm，腰带面层为丝质面料、棉质面料或化纤

面料中的一种。

[0029] 所述的石墨烯发热膜2为柔性高分子导热膜基底21、  复合石墨烯发热材料层22、

绝缘保护层23及铬锆铜集电极24组成，高分子基底膜层21也是绝缘层，其上面涂布复合石

墨烯发热材料料浆层22，复合石墨烯发热料浆由石墨烯片、纳米银线及胶粘剂均匀分散于

水系悬浊液中，高分子基底膜21经过涂布机的时上述复合石墨烯料浆悬浊液均匀涂布到高

分子基底膜上，高分子基底膜和涂层经过180-200℃的烘箱进行烘干，该料浆层被烘干后即

形成发热导电膜，通过磁控溅射的方法在发热导电膜上刻蚀铬锆铜电路，形成铬锆铜电子

集电极24，集电极24的接线端子与线控器5的接线端子连接，刻蚀电路导电时正负电极之间

的复合石墨烯有电流产生，形成电子流发热，产生红外线并均匀发热，并辐射出远红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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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所述的铬锆铜集电极，其特征在于铬锆铜集电极34有正集电极和负集电极，任何

连相邻的正集电极和负集电极之间的距离相等。

[0031] 所述的高分子基底材料21为PET、PE、PP或PI中的一种。

[0032] 所述的石墨烯发热层2，其特征在于石墨烯发热膜2的厚度为0.1-1mm，发热温度为

40-70℃。

[0033] 所述的腰带底层，腰带底层3与腰带外层紧密缝合在一起，腰带底层的内侧设置有

设置有中药浸润包（贴）4放置袋，所述的药置袋41为网袋或布袋中的一种，中药浸润包（贴）

4放置于药置袋41中。

[0034] 所述的中药浸润包(贴)4，一种为中药成分浸润贴，其特征在于中药浸润贴的基底

为脱脂棉纱层或医用胶带层中的一种，根据不同病痛配伍好的中药进行炮制，获取到浓缩

的中药液，把中药液浸润至药浸润贴基底材料上，然后进行干燥，中药浸润贴42的干燥度为

70-90%，然后剪切成与贴置袋大小的药贴，封装在药盒中备用。

[0035] 所述的中药浸润包（贴）4，一种为中药浸润包，其特征在于中药浸润包是一个小布

袋形状的中药袋42，所述的小中药袋42与腰带的中药放置袋匹配，并能方便放入或取出，小

中药袋的外层是防水透气带43，布袋内填装配伍好的中药组分，该中药组分被粉碎后放置

于小中药袋中并密封备用。

[0036] 所述的线控器，其特征在于线控器由导线8和温控器5构成，温控器5与石墨烯发热

膜电路相连接，温控器5设置有MCU控制模块，温度选择键，温控LED指示51灯构成，温控指示

灯51有红、黄、蓝三种颜色构成，这三种颜色分别代表温度如下：红灯表示高温，加热温度为

60-70℃；黄色表示中温，加热温度为50-60℃；蓝色表示低温，加热温度为40-50℃；温度选

择键52通过压敏电阻与MCU控制模块相连接，通过温度选择键的触压次数来选择温度档，进

行红外理疗。

[0037] 所述的外挂电源6为锂电池或交流转直流充电电源中的一种，电源的输出电压为

直流5-12V。

[0038] 实施例（本实施例以中药浸润贴为例）

[0039] 从备用药袋里取出一片中药浸润贴4，把中药浸润贴4均平的放在贴置袋41中，把

腰带束在腰间，调整腰带松紧舒适度，线控器5的接线端子插入腰带的电源插孔中，启动温

控器，这里温控器的温控芯片选择为STM32F103RET6型芯片组，该芯片模组基于ARM高密度

性能线32位MCU，具有265-512位闪存，USB,CAN,11个定时器，3个ADC，13个通信接口，可以满

足温控器11的技术需求；线控器5另一端的USB插口插入外挂电源6USB插口中，按下线控器5

温度选择键，选择温度为中温档，这是黄色指示灯亮，石墨烯发热膜层2的温度设置50-60℃

温度档，石墨烯发热膜层2开始发热，腰带进行红外线和中药辅助理疗过程。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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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实用新 

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 

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实用新型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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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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