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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按摩功能的压力裤，包

括压力裤，还包括设置在压力裤内侧的按摩组

件，按摩组件包第一按摩组件，第二按摩组件和

第三按摩组件，第一按摩组件设置在压力裤大腿

处正面，第二按摩组件设置在压力裤大腿处外

侧，第三按摩组件设置在压力裤大腿处内侧，第

一按摩组件，第二按摩组件和第三按摩组件均为

对称设置在两条裤腿上的两个。本发明的有益效

果是：采用本方案技术连接理疗仪可对人体腿部

的进行按摩，尤其可以针对腿部经络进行合理按

摩；三个按摩组件可独立控制，分别控制，使用方

式多变可控，尤其适合长期卧床或者行动不便的

患者，帮助患者疏通经络，也可以缓解肌肉酸痛、

促进人体腿部的血液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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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按摩功能的压力裤，包括压力裤，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在所述压力裤内

侧的按摩组件，所述按摩组件包第一按摩组件，第二按摩组件和第三按摩组件，所述第一按

摩组件设置在所述压力裤大腿处后面，所述第二按摩组件设置在所述压力裤大腿处外侧，

所述第三按摩组件设置在所述压力裤大腿处内侧，所述第一按摩组件，所述第二按摩组件

和所述第三按摩组件均为对称设置在两条裤腿上的两个。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按摩功能的压力裤，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按摩组件包括

第一按摩电极，第一胶贴和第一电极扣，所述第一电极扣连接所述第一按摩电极，所述第一

胶贴覆盖所述第一按摩电极；

所述第二按摩组件包括第二按摩电极，第二胶贴和第二电极扣，所述第二电极扣连接

所述第二按摩电极，所述第二胶贴覆盖所述第二按摩电极；

所述第三按摩组件包括第三按摩电极，第三胶贴和第三电极扣，所述第三电极扣连接

所述第三按摩电极，所述第三胶贴覆盖所述第三按摩电极；

所述第一电极扣，所述第二电极扣和所述第三电极扣设置在所述压力裤大腿处前面，

还包括绝缘材，所述绝缘材覆盖所述第一电极扣，所述第二电极扣和所述第三电极扣。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按摩功能的压力裤，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胶贴，所述第

二胶贴和所述第三胶贴与所述绝缘材重合的位置，所述第一胶贴，所述第二胶贴和所述第

三胶贴覆盖在所述绝缘材外侧。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具有按摩功能的压力裤，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电极扣，所

述第二电极扣和所述第三电极扣贯穿所述压力裤。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具有按摩功能的压力裤，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按摩电极呈L

型，从所述压力裤膝盖处向上延伸到所述压力裤的臀部，所述第一胶贴形状与所述第一按

摩电极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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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按摩功能的压力裤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理疗仪配件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具有按摩功能的压力裤。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的压力裤仅仅用于腿部塑性，以及作为健身的辅助物件，并不具备针对腿部

的按摩。现有技术中，一般的理疗按摩仪产品虽然能够实现对人体肌肉的按摩，但并不能实

现专门针对腿部胆经、肝经、膀胱经的按摩，不能实现对腿部的大面积按摩。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按摩功能的压力裤。

[0004]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具有按摩功能的压力裤，包括压力裤，还包括设置

在压力裤内侧的按摩组件，按摩组件包第一按摩组件，第二按摩组件和第三按摩组件，第一

按摩组件设置在压力裤大腿处后面，第二按摩组件设置在压力裤大腿处外侧，第三按摩组

件设置在压力裤大腿处内侧，第一按摩组件，第二按摩组件和第三按摩组件均为对称设置

在两条裤腿上的两个。

[0005] 优选地，第一按摩组件包括第一按摩电极，第一胶贴和第一电极扣，第一电极扣连

接第一按摩电极，第一胶贴覆盖第一按摩电极；

[0006] 第二按摩组件包括第二按摩电极，第二胶贴和第二电极扣，第二电极扣连接第二

按摩电极，第二胶贴覆盖第二按摩电极；

[0007] 第三按摩组件包括第三按摩电极，第三胶贴和第三电极扣，第三电极扣连接第三

按摩电极，第三胶贴覆盖第三按摩电极；

[0008] 第一电极扣，第二电极扣和第三电极扣设置在压力裤大腿处正面，还包括绝缘材，

绝缘材覆盖第一电极扣，第二电极扣和第三电极扣。

[0009] 优选地，第一胶贴，第二胶贴和第三胶贴与绝缘材重合的位置，第一胶贴，第二胶

贴和第三胶贴覆盖在绝缘材外侧。

[0010] 优选地，第一电极扣，第二电极扣和第三电极扣贯穿压力裤。

[0011] 优选地，第一按摩电极呈L型，从压力裤膝盖处向上延伸到压力裤的臀部，第一胶

贴形状与第一按摩电极匹配。

[0012] 本发明具有的优点和积极效果是：采用本方案技术连接理疗仪可对人体腿部的进

行按摩，尤其可以针对腿部经络进行合理按摩；三个按摩组件可独立控制，分别控制，使用

方式多变可控，尤其适合长期卧床或者行动不便的患者，帮助患者疏通经络、有助于人体排

毒，也可以缓解肌肉酸痛、促进人体腿部的血液循环，按摩患者腿部肌肉有助于减缓患者腿

部肌肉的萎缩；采用压力裤形式，可以代替护理人员手动、物理方式的按摩，节省人力，患者

可自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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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正面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背面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在图1基础上去除正面裤体后所见的压力裤内部结构示

意图；

[0016] 图4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在图2基础上去除背面裤体后所见的压力裤内部示意图；

[0017] 图5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在图4的基础上去除绝缘材后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6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第一按摩组件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

[0020] 1、压力裤                  2、绝缘材               3、第一电极扣

[0021] 4、第二电极扣              5、第三电极扣           6、第一胶贴

[0022] 7、第二胶贴                8、第三胶贴             9、第一按摩电极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做出说明。

[0024] 如图1图2所示，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按摩功能的压力裤，包括压力裤1，还包括设

置在压力裤内侧的按摩组件，按摩组件包第一按摩组件，第二按摩组件和第三按摩组件，分

别对应人腿部膀胱经络，胆经络和肝经络，分别通过第一按摩组件第二按摩组件和第三按

摩组件对各个经络进行作用，从而实现按摩腿部的作用，压力裤具有弹性，适用范围广泛，

并且具有一定压力，增强按摩效果。与各个经络位置匹配，如图3所示，第一按摩组件设置在

压力裤大腿处后面，呈L型，从压力裤膝盖处向上延伸到压力裤的臀部，从压力裤正面的电

极扣位置先向大腿外侧延伸，再向压力裤后面并沿着膀胱经延伸，第二按摩组件设置在压

力裤大腿处外侧，第三按摩组件设置在压力裤大腿处内侧，第一按摩组件，第二按摩组件和

第三按摩组件均为对称设置在两条裤腿上的两个，并且各个按摩组件可独立控制，根据使

用者意愿调整按摩位置和按摩效果。

[0025] 第一按摩组件包括第一按摩电极9，第一胶贴6和第一电极扣3，第一电极扣3连接

第一按摩电极9，第一胶贴6覆盖第一按摩电极9；第一按摩电极9贴在压力裤内侧，第一按摩

电极9末端连接第一电极扣3，第一电极扣3贯穿压力裤，伸出压力裤1外侧，可通过与理疗仪

电连接，将理疗仪信号传输到第一按摩电极9上，实现按摩作用，为了增加压力裤的舒适性，

在第一按摩电极9外侧贴有形状一致的第一胶贴6。相应的第二按摩组件和第三按摩组件与

第一按摩组件结构相同，均由按摩电极，电极扣和胶贴组成，分别对应不同的经络位置，其

中按摩电极为金属电极，具体可以为金属丝或金属片，胶贴为固态导电胶。

[0026] 如图4图5所示，第一按摩电极9、第二按摩电极和第三按摩电极均汇集到压力裤大

腿位置的前面，第一电极扣3、第二电极扣4和第三电极扣5聚集设置在这里，每个裤腿上的

第一电极扣3、第二电极扣4和第三电极扣5通过一片绝缘材2覆盖，屏蔽第一电极扣3、第二

电极扣4和第三电极扣5，避免漏电产生的危险，如图6所示，相应的第一胶贴6，第二胶贴7和

第三胶贴8末端覆盖在绝缘材2外侧，具体可为粘接在绝缘材2外侧或粘接在按摩电极外侧。

[0027] 实施例：

[0028] 一种具有按摩功能的压力裤，包括压力裤，还包括设置在压力裤内侧的按摩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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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组件包第一按摩组件，第二按摩组件和第三按摩组件，第一按摩组件设置在压力裤大

腿处正面，第二按摩组件设置在压力裤大腿处外侧，第三按摩组件设置在压力裤大腿处内

侧，第一按摩组件，第二按摩组件和第三按摩组件均为对称设置在两条裤腿上的两个。第一

按摩电极9对应大腿上的膀胱经络，第二按摩电极对应大腿上胆经络，第三按摩电极对应大

腿上肝经络。

[0029] 第一按摩组件包括第一按摩电极9，第一胶贴6和第一电极扣3，第一按摩电极9呈L

型，从压力裤膝盖处向上延伸到压力裤的臀部，第一胶贴6形状与第一按摩电极9匹配，第一

电极扣3连接第一按摩电极9，第一胶贴6覆盖第一按摩电极9；第二按摩组件包括第二按摩

电极，第二胶贴7和第二电极扣4，第二电极扣4连接第二按摩电极，第二胶贴7覆盖第二按摩

电极；第三按摩组件包括第三按摩电极，第三胶贴8和第三电极扣5，第三电极扣5连接第三

按摩电极，第三胶贴8覆盖第三按摩电极；第一电极扣3，第二电极扣4和第三电极扣5设置在

压力裤大腿处后面并贯穿压力裤，还包括绝缘材2，绝缘材2覆盖第一电极扣3，第二电极扣4

和第三电极扣5。第一胶贴6，第二胶贴7和第三胶贴8与绝缘材2重合的位置，第一胶贴6，第

二胶贴7和第三胶贴8覆盖在绝缘材2外侧。

[0030] 使用时，将第一电极扣3、第二电极扣4和第三电极扣5与配体的理疗按摩仪连接，

使用者通过手机APP或者蓝牙遥控器对理疗按摩仪进行的功能模式设定，理疗按摩仪接收

到相应的控制命令后，向外输出相应电信号，电信号依次经由压力裤上的电极扣、按摩电

极、胶贴，最后电信号作用于人体，进而刺激人体腿部的胆经穴位、肝经穴位、膀胱经穴位，

最终实现对人体腿部的胆经、肝经、膀胱经的按摩，帮助人体排毒、缓解肌肉酸痛、促进血液

循环，尤其还可以帮助长期卧床、行动不便的患者减缓腿部肌肉的萎缩。在使用本发明的过

程中，通过设定还可以实现对人体腿部的胆经、肝经、膀胱经进行循环按摩、自动切换的功

能。

[0031] 以上对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进行了详细说明，但所述内容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

例，不能被认为用于限定本发明的实施范围。凡依本发明申请范围所作的均等变化与改进

等，均应仍归属于本发明的专利涵盖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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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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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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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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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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