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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安睡裤。该安睡裤包

括裤状本体，所述裤状本体包括前幅、后幅和裆

部；所述前幅具有前幅底部和前幅上缘；所述后

幅具有后幅底部和后幅上缘；所述裆部设置为能

够连接所述前幅底部和所述后幅底部；所述前幅

和所述后幅均设置有贴剂；所述前幅上缘距所述

裆部的底部的垂直高度为28～30cm，所述后幅上

缘距所述裆部的底部的垂直高度为30～32cm。本

实用新型的安睡裤能使贴剂充分发挥药效，改善

女性痛经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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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安睡裤，包括裤状本体，所述裤状本体包括前幅、后幅和裆部；所述前幅具有前

幅底部和前幅上缘；所述后幅具有后幅底部和后幅上缘；所述裆部设置为能够连接所述前

幅底部和所述后幅底部；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幅和所述后幅均设置有贴剂；所述前幅上缘距

所述裆部的底部的垂直高度为28～30cm，所述后幅上缘距所述裆部的底部的垂直高度为30

～32cm；

其中，所述裆部由内而外至少包括无纺布内面层、吸收芯层、熔喷布隔离层和无纺布外

底层；所述吸收芯层和所述熔喷布隔离层构成芯体，所述芯体的长度为38～40cm。

2.一种安睡裤，包括裤状本体，所述裤状本体包括前幅、后幅和裆部；所述前幅具有前

幅底部和前幅上缘；所述后幅具有后幅底部和后幅上缘；所述裆部设置为能够连接所述前

幅底部和所述后幅底部；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幅和所述后幅均设置有贴剂；所述前幅上缘距

所述裆部的底部的垂直高度为28～30cm，所述后幅上缘距所述裆部的底部的垂直高度为30

～32cm；

其中，所述裆部由内而外至少包括聚乙烯打孔膜内面层、吸收芯层、熔喷布隔离层和无

纺布外底层；所述吸收芯层和所述熔喷布隔离层构成芯体，所述芯体的长度为38～40cm。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安睡裤，其特征在于，所述后幅上缘比所述前幅上缘高1～

2cm，且均设置为穿着时高于人体的三焦俞穴。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安睡裤，其特征在于，所述后幅上缘与所述前幅上缘高度

相等，且均设置为穿着时高于人体的三焦俞穴。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安睡裤，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幅和所述后幅均由内层无纺

布、外层无纺布和橡筋带构成，橡筋带通过热焊接点密封在所述内层无纺布和所述外层无

纺布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安睡裤，其特征在于，所述贴剂位于所述内层无纺布和外层无

纺布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安睡裤，其特征在于，所述贴剂通过粘合或缝合的方式固定在

所述内层无纺布与外层无纺布之间。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安睡裤，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无纺布袋；所述贴剂设置于无纺

布袋中；所述无纺布袋的一侧固定在所述内层无纺布上，其另一侧设置为能够接触皮肤。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安睡裤，其特征在于，所述贴剂具有长度为10～12cm且宽

度为9～10cm的长方形结构，且所述贴剂的长宽比为1.1～1.3:1。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安睡裤，其特征在于，设置于所述前幅的贴剂的厚度为0.1～

0.2cm；设置于所述后幅的贴剂的厚度为0.05～0.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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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睡裤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安睡裤。

背景技术

[0002] 安睡裤，也叫卫生裤、月经裤，是近几年市场上比较常用的一种夜间卫生巾，先已

有研究将其与中药贴、暖宝贴等贴剂产品结合，达到缓解宫寒痛经女性的小腹疼痛、肢体寒

冷等问题。

[0003] 专利CN210695985U公开了一种穿戴舒适的月经裤，包括月经裤本体，所述月经裤

本体上设置有束腰带，所述月经裤本体与束腰带之间设置有透气排汗机构，所述月经裤本

体正面的下端固定有棉布，所述棉布正面包含有防滑凸起、弹性带及第一魔术贴，所述防滑

凸起与棉布为一体式结构，所述弹性带与防滑凸起并排设置；通过设置有棉布、弹性带、第

一魔术贴、第二魔术贴及防滑凸起，便于对暖宫贴进行放置。该月经裤仅在腹部对应位置设

置暖宫贴，没有涉及暖宫贴的位置和大小，也无法缓解经期背部腰疼、腰酸等症状。

[0004] 专利CN209107815U公开了一种柔软舒适的卫生裤，包括卫生裤主体，所述卫生裤

主体的前腹部缝制有口袋，所述口袋顶端的开口处设有拉链，所述口袋的内侧等间距设有

若干个夹层，通过该夹层来放置暖宝贴、中药包和艾灸贴等产品，实现理疗的目的。但是该

卫生裤仅在腹部对应位置设置暖宫贴、中药包和艾灸贴等产品，没有涉及贴剂的位置及大

小，也无法缓解经期背部腰疼、腰酸等症状。

[0005] 另外，现有安睡裤前幅上缘和后幅上缘距裆部的底部的垂直高度均比较小，前幅

和后幅上缘的高度都不太高，一般刚高过肚脐；贴剂也仅考虑覆盖肚脐，未考虑其他穴位，

因而贴剂比较小。因此，需要一种能使贴剂的作用充分发挥的安睡裤。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的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安睡裤，该安睡裤在前幅和后幅

均设置贴剂，该贴剂能够覆盖人体腹部和后腰部的多个穴位，上述穴位对于经期症状具有

重要作用，能使贴剂的效用充分发挥。

[0007] 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实现上述目的。

[0008]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安睡裤，包括裤状本体，所述裤状本体包括前幅、后幅和裆

部；所述前幅具有前幅底部和前幅上缘；所述后幅具有后幅底部和后幅上缘；所述裆部设置

为能够连接所述前幅底部和所述后幅底部；所述前幅和所述后幅均设置有贴剂；所述前幅

上缘距所述裆部的底部的垂直高度为28～30cm，所述后幅上缘距所述裆部的底部的垂直高

度为30～32cm。

[0009]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安睡裤，优选地，所述后幅上缘比所述前幅上缘高1～2cm，且均

设置为穿着时高于人体的三焦俞穴；或者所述后幅上缘与所述前幅上缘高度相等，且均设

置为穿着时高于人体的三焦俞穴。

[0010]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安睡裤，优选地，所述前幅和所述后幅均由内层无纺布、外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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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布和橡筋带构成，橡筋带通过热焊接点密封在所述内层无纺布和所述外层无纺布之间。

[0011]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安睡裤，优选地，所述贴剂位于所述内层无纺布和外层无纺布

之间。

[0012]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安睡裤，优选地，所述贴剂通过粘合或缝合的方式固定在所述

内层无纺布与外层无纺布之间。

[0013]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安睡裤，优选地，还包括无纺布袋；所述贴剂设置于无纺布袋

中；且所述无纺布袋的一侧固定在所述内层无纺布上，其另一侧设置为能够接触皮肤。

[0014]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安睡裤，优选地，所述贴剂具有长度为10～12cm且宽度为9～

10cm的长方形结构，且所述贴剂的长宽比为1.1～1.3:1。

[0015]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安睡裤，优选地，设置于所述前幅的贴剂的厚度为0.1～0.2cm；

设置于所述后幅的贴剂的厚度为0.05～0.2cm。

[0016]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安睡裤，优选地，所述裆部由内而外至少包括无纺布内面层、吸

收芯层、熔喷布隔离层和无纺布外底层；其中所述吸收芯层和所述熔喷布隔离层构成芯体，

所述芯体的长度为38～40cm。

[0017]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安睡裤，优选地，所述裆部由内而外至少包括聚乙烯打孔膜内

面层、吸收芯层、熔喷布隔离层和无纺布外底层；所述吸收芯层和所述熔喷布隔离层构成芯

体，所述芯体的长度为38～40cm。

[0018] 与现有的安睡裤/月经裤相比，本实用新型的安睡裤的尺寸设计，腰部明显更高，

前幅至少高于神阙穴，后幅则至少高于三焦俞穴，从而保证位于前幅的贴剂的上缘能够至

少覆盖到神阙穴，位于后幅的贴剂的上缘能够至少覆盖到三焦俞穴。另外，由于位于前幅的

贴剂的位置至少需要覆盖腹部的神阙穴、天枢穴、气海穴、关元穴等腹部重要穴位处，位于

后幅的贴剂的位置至少需要覆盖后腰部的命门穴、腰阳关穴、三焦俞穴、肾俞穴、气海俞穴

和关元俞穴，因此贴剂的位置和大小也与常规安睡裤中的药贴或暖贴区别比较大。

[0019] 本实用新型的安睡裤采用中医外治疗法，位于腹部的贴剂除了覆盖神阙穴，还进

一步覆盖神阙穴两侧的天枢穴以及下方的气海穴和关元穴；位于后腰部的贴剂除了覆盖督

脉的命门穴和腰阳关穴，还特别覆盖足太阳膀胱经上的三焦俞穴、肾俞穴、气海俞穴和关元

俞穴。通过这样的设计，所述贴剂无论采用药贴、艾贴还是暖贴，均能够使药物或热力作用

于与宫寒或痛经相关的穴位和经络，在经期增强各脏腑功能，温经散寒、暖宫止痛、调理气

血，从而治疗痛经相关的各种症状。

[0020] 本实用新型的安睡裤采用安睡裤作为使用载体，安全经济，无毒无副作用，见效快

且持久，使用安全可靠，既可增强疗效，又能有效减免药物不良反应及服药、打针带来的不

适。本实用新型的安睡裤既能避免因胶贴时间过久引起的皮肤副反应，又能显著改善女性

的临床症状，达到治疗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实施例1的安睡裤的正面示意图。

[0022] 图2为实施例1的安睡裤的背面示意图。

[0023] 附图标记说明如下：

[0024] 1‑裤状本体，11‑前幅，12‑后幅，13‑裆部，2‑前贴剂，3‑后贴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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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更具体地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内容，并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

步阐述，但这些实施例绝非对本实用新型进行限制。

[0026] 本实用新型的安睡裤，包括裤状本体，所述裤状本体包括前幅、后幅和裆部；所述

前幅具有前幅底部和前幅上缘；所述后幅具有后幅底部和后幅上缘；所述裆部设置为能够

连接所述前幅底部和所述后幅底部；所述前幅和所述后幅均设置有贴剂；所述前幅上缘距

所述裆部的底部的垂直高度为28～30cm，所述后幅上缘距所述裆部的底部的垂直高度为30

～32cm。

[0027]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贴剂可以为药贴、艾贴或暖贴。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的

实施方式，所述贴剂为药贴，且所述药贴含有中药组合物，所述中药组合物由如下重量份的

中药组成：吴茱萸3～10份、巴戟天10～24份、当归10～20份、小茴香5～16份、肉桂3～12份、

干姜3～20份、艾叶10～30份、香附10～30份、延胡索10～30份和沉香1～6份。

[0028] 本实用新型的安睡裤，位于前幅的贴剂同时覆盖任脉上的神阙穴以及神阙穴下方

的气海穴和关元穴，还覆盖足阳明胃经的天枢穴，从而有助于贴剂对宫寒引起的腹胀腹痛、

月经不调、痛经、行经期血块紫黯、肢体寒冷、胃寒、胃绞痛、恶心等症状发挥作用。位于后腰

部的贴剂同时覆盖督脉的命门穴和腰阳关穴，还特别覆盖足太阳膀胱经上的三焦俞穴、肾

俞穴、气海俞穴和关元俞穴，从而有助于贴剂对宫寒引起的腰酸腰痛、腹胀症状发挥作用。

通过这样的设计，本实用新型的安睡裤在女性经期使用，能更好地发挥贴剂改善痛经症状

的作用。

[0029] 根据现代医学理论，脐部皮下无脂肪组织，借助最薄弱的表皮角质层和丰富的微

血管结构，使得皮肤筋膜与腹膜直接相连。因此，此处对药物敏感度高，渗透性强，容易吸

收，作用迅速。脐上的神经末梢在药物的刺激作用下进入活跃状态，继而促进人体的体液、

神经调节和免疫功能。主要是由于药物敷在脐部周围穴位后形成一种近似密闭状态，在自

身体温调节或其它热源的辐射作用下可形成局部较高蒸气压，增加了药物浓度，增强了药

物透皮力度。随着刺激时间的增长、局部压力的增大，脐部的皮下血管扩张，血液循环速度

加快，增强了对药物的吸收。改善痛经症状的重要穴位均在腹部和后腰部。因此，本实用新

型以安睡裤为载体设置贴剂，使药物透皮吸收效果好。

[0030] 在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前幅的侧部和后幅的侧部彼此连接，围成腰围部。所述前幅

和后幅均由内层无纺布、外层无纺布和橡筋带构成，橡筋带通过超声波或热压辊装置形成

的热焊接点密封在所述内层无纺布和外层无纺布之间，从而使腰围部能够有弹性地贴合在

人体腰部。所述无纺布的材料可以采用本领域常用的那些，不作任何限制。优选地，所述无

纺布的材料为弹性泡棉、弹性薄膜等材料，更优选为弹性薄膜材料。根据本实用新型一个优

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无纺布的材料为弹性氨纶丝材料。弹性氨纶丝材料拉伸性更好，且成本

更低。所述前幅和后幅可以全部设有橡筋带，也可以仅在所述前幅和后幅的连接处部分设

有橡筋带。所述贴剂固定在前幅和后幅的相应位置，固定方法没有特别限制。所述贴剂可以

设置在前幅和后幅的内层无纺布和外层无纺布之间；也可以设置于另外的无纺布袋中，且

所述无纺布袋的一侧与内层无纺布接触固定，另一侧用于与皮肤接触。根据本实用新型优

选的实施方式，所述前幅的内层无纺布和外层无纺布之间设有贴剂，和后幅的内层无纺布

和外层无纺布之间设有贴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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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前幅和后幅的内层无纺布与贴剂接触的部分上还可以设有透

气孔，从而便于贴剂的药效成分通过透气孔作用于腹部和后腰部，保证中药药效成分的挥

发与透皮吸收。

[0032] 本实用新型中，由于贴剂需要覆盖腹部和后腰部的上述穴位，因而所述前幅和后

幅的上缘比较高，稍高于目前市面通常的安睡裤。所述前幅上缘距裆部的底部的垂直高度

为28～30cm；所述后幅上缘距裆部的底部的垂直高度为30～32cm。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

实施方式，所述前幅上缘的高度和所述后幅上缘的高度相同，且均设置为穿着时高于人体

的三焦俞穴。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另一个实施方式，所述后幅上缘比前幅上缘高1～2cm，且均

设置为穿着时高于人体的三焦俞穴。位于所述前幅和后幅的贴剂覆盖腹部和后腰部的所述

全部穴位。

[0033] 在本实用新型中，所述贴剂设置在所述前幅和所述后幅的内外两层无纺布之间，

且对应于腹部和后腰部的上述穴位区域。由于位于后腰部的三焦俞穴的位置高于位于腹部

的神阙穴的位置，因此，位于前幅的贴剂高度通常不高于位于后幅的贴剂高度。贴剂的有药

物的一面与内层无纺布接触。上述贴剂在前幅中的位置，能使贴剂至少覆盖人体腹部神阙

穴、气海穴、关元穴和天枢穴，上述贴剂在后幅中的位置，能使贴剂至少覆盖人体后腰部命

门穴、腰阳关穴、三焦俞穴、肾俞穴、气海俞穴和关元俞穴，从而使药物作用于相应穴位和经

络，有效发挥治疗作用。

[0034] 在本实用新型中，所述贴剂为任意形状均可，只要能够覆盖腹部与后腰部穴位即

可。可以为长方形、正方形、圆形、椭圆形等。上述形状为生活中较常见形状，工业加工时易

裁剪，生产效率高，且美观，女性穿着者易接受。

[0035]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贴剂具有长度为10～12cm且宽度为9～

10cm的长方形结构。所述贴剂的长宽比优选为1.1～1.3:1，更优选为1.2:1。其中，左右方向

为长度方向，上下方向为宽度方向。位于前幅的贴剂与位于后幅的贴剂的尺寸可以相同，也

可以不同。根据本实用新型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位于前幅的贴剂与位于后幅的贴剂的尺

寸相同。根据本实用新型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贴剂具有长度为12cm且宽度为10cm的

长方形结构。本申请人经研究发现，贴剂采用上述尺寸，既能有效覆盖住腹部和后腰部重要

穴位，又能增大贴剂与腹部和后腰部接触面积，促进药物的透皮吸收。如果贴剂尺寸过大，

则增加了生产成本，也增大了安睡裤的重量，使穿着者不舒服。如果贴剂尺寸过小，则安睡

裤在位置稍有移动时不能完全覆盖腹部和后腰部重要穴位，药物起效慢，透皮吸收力度弱，

不能充分发挥药物的疗效。

[0036] 在本实用新型中，设置于所述前幅的贴剂的厚度为0.1～0.2cm，优选为0.12～

0.18cm；设置于所述后幅的贴剂的厚度为0.05～0.2cm，优选为0.05～0.1cm。上述厚度的贴

剂质地柔软，不影响穿着者的日常活动，且上述厚度能对穴位构成一定的压力，加速药物的

透皮吸收。即使在躺下休息时，贴剂厚度较薄，也不存在明显的异物感，不会影响穿着者休

息。如果贴剂厚度过小，则对穴位构成的压力降低，使药物透皮吸收性能下降，起效速度减

慢。如果贴剂厚度过大，则容易影响穿着者的日常活动，同时增加了成本。

[0037]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裆部可以设置为具有吸收芯的一体性结构，适用于月经期间

使用。所述裆部还可以设置为本身不具有吸收芯，但能够容纳卫生巾，这种结构比较灵活，

月经期间可以直接放入卫生巾；而经前或经后则可以不放入卫生巾，从而在比较轻便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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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发挥预先预防痛经或经期过后巩固效果的作用。

[0038] 根据本实用新型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裆部采用上述第一种结构。具体地，所

述裆部由内而外至少包括内面层、吸收芯层、隔离层和外底层，其中所述吸收芯层和隔离层

构成芯体，所述芯体长度为38～40cm。所述内面层、吸收芯层、隔离层和外底层均可采用本

领域常用的那些材料，不做任何限制。例如，所述内面层可以为PE打孔膜或无纺布，优选为

棉质无纺布。所述吸收材料可以为PE热风非织造布、高分子聚合物复合纸、高分子吸水树脂

等。所述隔离材料可以为熔喷布。所述外底层可以为无纺布。

[0039] 本实用新型的安睡裤比较轻便，可以不仅在夜间使用，白天也可以穿着，从而取得

更好的疗效。本实用新型的安睡裤优选为一次性用品，使用后即可丢弃，无需重复利用。

[0040] 实施例1

[0041] 图1为本实施例的安睡裤的正面示意图，图2为本实施例的安睡裤的背面示意图。

[0042]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安睡裤，包括裤状本体1，所述裤状本体1包括前幅

11、后幅12和裆部13。所述前幅11具有前幅底部和前幅上缘。所述后幅12具有后幅底部和后

幅上缘。所述裆部13设置为能够连接所述前幅底部和所述后幅底部。所述前幅和所述后幅

均设置有贴剂，前贴剂2位于前幅11，后贴剂3位于后幅12。所述安睡裤为高腰裤，所述前幅

上缘距所述裆部13的底部的垂直高度为30cm，如图1中H1所示高度。所述后幅上缘距所述裆

部13的底部的垂直高度为30cm，如图2中H2所示高度。所述前幅上缘和所述后幅上缘的高度

相等，且均高于三焦俞穴。所述裆部13的底部为安睡裤平铺放置时裆部底部中心位置。

[0043] 前幅11和后幅12均包括内层无纺布、外层无纺布和橡筋带(图中未示出)，橡筋带

通过热压辊装置形成的热焊接点密封在内层无纺布和外层无纺布之间。

[0044] 在前幅11的内层无纺布和外层无纺布之间设置有前贴剂2，前贴剂2的位置覆盖腹

部的神阙穴、天枢穴、气海穴和关元穴，前贴剂2的有药物的一面与内层无纺布接触，并且内

层无纺布与前贴剂2接触的部分上设有透气孔(图中未示出)，便于前贴剂2的药效成分作用

于人体腹部。前贴剂2为长方形结构，左右长12cm、上下宽10cm、厚度为0.15cm。前贴剂2的上

缘高于神阙穴。

[0045] 在后幅12的内层无纺布和外层无纺布之间设置有后贴剂3，后贴剂3的位置覆盖后

腰部的命门穴、腰阳关穴、三焦俞穴、肾俞穴、气海俞穴和关元俞穴，后贴剂3的有药物的一

面与内层无纺布接触，并且内层无纺布与后贴剂3接触的部分上设有透气孔(图中未示出)，

便于后贴剂3的药效成分通过透气孔作用于人体后腰部。后贴剂3为长方形结构，左右长

12cm、上下宽10cm、厚度为0.1cm，后贴剂3的上缘高于三焦俞穴。

[0046] 裆部13由内而外包括内面层、吸收芯层、隔离层和外底层，其中吸收芯层和隔离层

构成芯体，所述芯体长度为39cm。内面层为棉质无纺布，吸收芯层的材料为高分子聚合物复

合纸，隔离层的材料为熔喷布，外底层为无纺布。

[0047] 前贴剂2和后贴剂3均为药贴，该药贴中的药物包括如下中药组合物：吴茱萸6份、

巴戟天20份、当归10份、小茴香12份、肉桂6份、干姜6份、艾叶20份、醋香附20份、醋延胡索20

份和沉香2份。

[0048] 本实施例的安睡裤为一次性产品，于月经期使用，使用者正常穿着安睡裤，根据需

要及时更换。

[0049]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

说　明　书 5/6 页

7

CN 214342928 U

7



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

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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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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