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21914943.0

(22)申请日 2017.12.31

(73)专利权人 福建万健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365500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金沙园金明西路218号（福

建捷创机械有限公司内）

(72)发明人 洪钰炜　洪绍森　洪艳　

(51)Int.Cl.

A47C 21/04(2006.01)

A61H 39/04(2006.01)

A61M 37/00(2006.01)

A61H 33/06(2006.01)

A61F 7/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床垫

(57)摘要

床垫，包括铺设在床板上的供热层、覆盖在

供热层顶面的导热薄层、覆盖在导热薄层顶面的

中药层以及覆盖在中药层上的被单，该供热层包

括平铺在床板上的第一导热蛇形管和向第一导

热蛇形管内通入循环液体的供液系统。本离子钙

中药床垫结构设计理想而且巧妙，通过供热层给

中药层进行加热，使得中药层内产生的药气渗入

人体表皮进行理疗，便于药性被人体吸收，促进

人体血液循环顺畅、疏通经络。另外，供液系统还

可以切换成冷水模式，即通过该供液系统向第一

导热蛇形管内供冷水循环，这样便于在炎热的夏

天，给中药床垫进行降温，便于人们休息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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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床垫，其特征在于：包括铺设在床板上的供热层、覆盖在供热层顶面的导热薄层、覆

盖在导热薄层顶面的中药层以及覆盖在中药层上的被单，该供热层包括平铺在床板上的第

一导热蛇形管和向第一导热蛇形管内通入循环液体的供液系统。

2.如权利要求1所述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供液系统包括带有加热棒并且向第一导热

蛇形管内供热水的第一水箱、对第一水箱内进行自动补水的第一水位控制阀以及将第一水

箱内的热水输送至第一导热蛇形管的进水口内的水泵，所述第一水箱的出水口通过第一管

路与水泵的进口相连通，并且该第第一管路上装设有第一阀门；所述供液系统还包括向第

一导热蛇形管的进水口内供冷水的第二水箱和对第二水箱内进行自动补水的第二水位控

制阀，所述第二水箱的出水口通过第二管路与水泵的进口相连通，并且该第二管路上装设

有第二阀门，所述第一导热蛇形管的出水口通过第三管路分别与第一水箱和第二水箱相连

通，并且该第三管路和第一水箱之间还连通有第一支路管，该第一支路管上装设有第三阀

门，该第三管路和第二水箱之间还连通有第二支路管，该第二支路管上装设有第四阀门。

3.如权利要求2所述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供液系统还包括保温洗脚盆、增压泵以及

对保温洗脚盆内进行自动补水的第三水位控制阀，该保温洗脚盆的底部设有用于放置第二

导热蛇形管的容纳腔，该保温洗脚盆的侧壁设有用于容纳第三水位控制阀的容纳室，所述

第一水箱通过第四管路将其内的热水输送至所述第二导热蛇形管的进水口，所述增压泵装

设在第四管路上，所述第四管路通过一第四支路管将第一水箱内部分热水分流至保温洗脚

盆内供人们泡脚使用，该第四支路管上装设有第五阀门，所述第二导热蛇形管的出水口通

过第五管路与所述第一水箱相连通。

4.如权利要求3所述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五管路上设有用于对人体腰部进行包裹

贴附的腰带和对人体穴位进行贴附的若干个穴位带，所述腰带包括与第五管路内的热水相

连通的容纳袋以及装设在容纳袋内侧面上的腰部中药膏；每个穴位带包括与第五管路内的

热水相连通的穴位袋以及装设在穴位袋内侧面上的穴位中药膏。

5.如权利要求4所述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腰带的出口处设有出水阀门。

6.如权利要求3所述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阀门为第一电磁阀，所述第一阀门为

第二电磁阀，所述第三阀门为第三电磁阀，所述第四阀门为第四电磁阀，所述第五阀门为第

五电磁阀，该第一电磁阀、第二电磁阀、第三电磁阀、第四电磁阀、第五电磁阀、水泵和增压

泵均受控于控制器。

7.如权利要求2所述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水箱内放入中草药进行蒸煮，所述第

一水箱顶部开设有用于将中草药水形成的药蒸汽散发出来的药蒸汽排出口。

8.如权利要求3所述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供液系统还包括箱体，该箱体内通过一隔

板隔成上下两层，所述第一水箱、第一水位控制阀、第二水箱和第二水位控制阀均位于箱体

内的上层；所述水泵和所述增压泵均位于箱体内的下层。

9.如权利要求1所述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热薄层上还嵌设有磁块，该导热薄层为

不锈钢薄板或者铝板或者铁板。

10.如权利要求3所述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导热蛇形管和第一导热蛇形管均采

用不锈钢波纹管或塑料管或铜管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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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垫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保健养生领域，尤其是指床垫。

背景技术

[0002]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城市人口老年化程度不断加深，床不仅仅给人们提供休息睡觉的地方，还需要追求保健

养生的功能。这样中药床便应运而生。但现有中药床结构设计不够理想，药性难以被人体吸

收，而且也难以进行系统化的保健养生。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供床垫，其主要目的在于克服现有中药床结构设计不够理想，药效

难以被人体吸收等缺陷。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床垫，包括铺设在床板上的供热层、覆盖在供热层顶面的导热薄层、覆盖在导热薄

层顶面的中药层以及覆盖在中药层上的被单，该供热层包括平铺在床板上的第一导热蛇形

管和向第一导热蛇形管内通入循环液体的供液系统。

[0006] 所述供液系统包括带有加热棒并且向第一导热蛇形管内供热水的第一水箱、对第

一水箱内进行自动补水的第一水位控制阀以及将第一水箱内的热水输送至第一导热蛇形

管的进水口内的水泵，所述第一水箱的出水口通过第一管路与水泵的进口相连通，并且该

第第一管路上装设有第一阀门；所述供液系统还包括向第一导热蛇形管的进水口内供冷水

的第二水箱和对第二水箱内进行自动补水的第二水位控制阀，所述第二水箱的出水口通过

第二管路与水泵的进口相连通，并且该第二管路上装设有第二阀门，所述第一导热蛇形管

的出水口通过第三管路分别与第一水箱和第二水箱相连通，并且该第三管路和第一水箱之

间还连通有第一支路管，该第一支路管上装设有第三阀门，该第三管路和第二水箱之间还

连通有第二支路管，该第二支路管上装设有第四阀门。

[0007] 所述供液系统还包括保温洗脚盆、增压泵以及对保温洗脚盆内进行自动补水的第

三水位控制阀，该保温洗脚盆的底部设有用于放置第二导热蛇形管的容纳腔，该保温洗脚

盆的侧壁设有用于容纳第三水位控制阀的容纳室，所述第一水箱通过第四管路将其内的热

水输送至所述第二导热蛇形管的进水口，所述增压泵装设在第四管路上，所述第四管路通

过一第四支路管将第一水箱内部分热水分流至保温洗脚盆内供人们泡脚使用，该第四支路

管上装设有第五阀门，所述第二导热蛇形管的出水口通过第五管路与所述第一水箱相连

通。

[0008] 所述第五管路上设有用于对人体腰部进行包裹贴附的腰带和对人体穴位进行贴

附的若干个穴位带，所述腰带包括与第五管路内的热水相连通的容纳袋以及装设在容纳袋

内侧面上的腰部中药膏；每个穴位带包括与第五管路内的热水相连通的穴位袋以及装设在

穴位袋内侧面上的穴位中药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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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腰带的出口处设有出水阀门。

[0010] 所述第一阀门为第一电磁阀，所述第一阀门为第二电磁阀，所述第三阀门为第三

电磁阀，所述第四阀门为第四电磁阀，所述第五阀门为第五电磁阀，该第一电磁阀、第二电

磁阀、第三电磁阀、第四电磁阀、第五电磁阀、水泵和增压泵均受控于控制器。

[0011] 所述第一水箱内放入中草药进行蒸煮，所述第一水箱顶部开设有用于将中草药水

形成的药蒸汽散发出来的药蒸汽排出口。

[0012] 所述供液系统还包括箱体，该箱体内通过一隔板隔成上下两层，所述第一水箱、第

一水位控制阀、第二水箱和第二水位控制阀均位于箱体内的上层；所述水泵和所述增压泵

均位于箱体内的下层。

[0013] 所述导热薄层上还嵌设有磁块，该导热薄层为不锈钢薄板或者铝板或者铁板。

[0014] 所述第一导热蛇形管和第一导热蛇形管均采用不锈钢波纹管或塑料管或铜管制

成。

[0015] 和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产生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床垫结构设计理想而且巧

妙，通过供热层给中药层进行加热，使得中药层内产生的药气渗入人体表皮进行理疗，便于

药性被人体吸收，促进人体血液循环顺畅、疏通经络。另外，供液系统还可以切换成冷水模

式，即通过该供液系统向第一导热蛇形管内供冷水循环，这样便于在炎热的夏天，给中药床

垫进行降温，便于人们休息养生。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示意图。

[0017] 图2为图1中A处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第一导热蛇形管俯视方向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供液系统的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供液系统的示意图，其中保温洗脚盆未画出。

[0021]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中保温洗脚盆的示意图。

[0022]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中腰带和若干个穴位带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参照附图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参照附图1、图2、图3和图4。床垫，包括铺设在床板1上的供热层2、覆盖在供热层2

顶面的导热薄层3、覆盖在导热薄层3顶面的中药层4以及覆盖在中药层4上的被单5，该供热

层2包括平铺在床板1上的第一导热蛇形管20和向第一导热蛇形管20内通入循环液体的供

液系统6。该导热薄层3为铝板。所述第一导热蛇形管20采用铜管制成。

[0025] 参照附图3、图4和图5。所述供液系统6包括箱体60、带有加热棒610并且向第一导

热蛇形管20内供热水的第一水箱61、对第一水箱61内的水位进行控制并自动补水的第一水

位控制阀71以及将第一水箱61内的热水输送至第一导热蛇形管20的进水口内的水泵62，所

述第一水箱61的出水口通过第一管路81与水泵81的进口相连通，并且该第第一管路81上装

设有第一阀门91；所述供液系统6还包括向第一导热蛇形管20的进水口内供冷水的第二水

箱63和对第二水箱63内的水位进行控制并自动补水的第二水位控制阀72，所述第二水箱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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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水口通过第二管路82与水泵62的进口相连通，并且该第二管路82上装设有第二阀门

92，所述第一导热蛇形管20的出水口通过第三管路83分别与第一水箱61和第二水箱63相连

通，并且该第三管路83和第一水箱61之间还连通有第一支路管831，该第一支路管831上装

设有第三阀门93，该第三管路83和第二水箱63之间还连通有第二支路管832，该第二支路管

832上装设有第四阀门94。所述第一水箱61内放入中草药进行蒸煮，所述第一水箱61顶部开

设有用于将中草药水生产的药蒸汽散发出来的药蒸汽排出口612，该药蒸汽排出口612的设

计，可以代替家用加湿器使用，进一步地提高了产品的实用性。所述箱体60内通过一隔板

600隔成上下两层，所述第一水箱61、第一水位控制阀71、第二水箱63和第二水位控制阀72

均位于箱体60内的上层；增压泵64和所述水泵62均位于箱体60内的下层。所述第一水箱61

内还装设有温度传感器。所述第一水箱61的底部还设有用于将其内部污垢进行清洗后排出

的第一排污管611。所述第二水箱63的底部还设有用于将其内部污垢进行清洗后排出的第

二排污管630。所述第一水箱61和第二水箱63的进水口分别连通到自来水管道631上，并且

该自来水管道631上装设有水过滤器632。

[0026] 参照附图4和图6。所述供液系统6还包括保温洗脚盆65、增压泵64以及对保温洗脚

盆65内的水位进行控制并自动补水的第三水位控制阀73，该保温洗脚盆65的底部设有用于

放置第二导热蛇形管66的容纳腔650，该保温洗脚盆65的侧壁设有用于容纳第三水位控制

阀73的容纳室651，所述第一水箱63通过第四管路84将其内的热水输送至所述第二导热蛇

形管66的进水口，所述增压泵64装设在第四管路84上，所述第四管路84通过一第四支路管

841将第一水箱61内部分热水分流至保温洗脚盆65内供人们泡脚使用，该第四支路管841上

装设有第五阀门95，所述第二导热蛇形管66的出水口通过第五管路85与所述第一水箱61相

连通。所述第一水位控制阀71、所述第二水位控制阀72和所述第三水位控制阀73均为浮球

控制阀，该浮球控制阀为常见现有公开技术，在此不再详述其内部结构。

[0027] 参照附图4和图7。所述第五管路85上设有用于对人体腰部进行包裹贴附的腰带67

和对人体穴位进行贴附的若干个穴位带68，所述腰带67包括与第五管路85内的热水相连通

的容纳袋671以及装设在容纳袋671内侧面上的腰部中药膏672；每个穴位带68包括与第五

管路85内的热水相连通的穴位袋681以及装设在穴位袋681内侧面上的穴位中药膏682。所

述腰带67的出口处设有出水阀门673。该出水阀门673的设计，可以通过调节出水阀门673的

出水量大小而来控制腰带67的膨胀体积，从而来适用与人体腰部接触时的舒适度。所述容

纳袋671和穴位袋681均采用塑胶材料（如硅胶、橡胶、软塑料等）。

[0028] 参照附图1、图2、图3和图4。所述第一阀门91为第一电磁阀，所述第二阀门92为第

二电磁阀，所述第三阀门93为第三电磁阀，所述第四阀门94为第四电磁阀，所述第五阀门95

为第五电磁阀，该第一电磁阀、第二电磁阀、第三电磁阀、第四电磁阀、第五电磁阀、水泵62

和增压泵64均受控于控制器（图中未画出）。

[0029] 另外，所述导热薄层3上可以还嵌设有磁块，便于对人体进行磁疗养生。所述导热

薄层3也可以为不锈钢薄板或者铁板。所述第一导热蛇形管20和第二导热蛇形管66也可以

采用不锈钢波纹管或塑料管制成。所述第一阀门91、所述第二阀门92、所述第三阀门93、所

述第四阀门94和所述第五阀门95均可以为手动打开和关闭的手动阀门。所述容纳袋671和

容纳袋851也可以采用尼龙纤维材料制成。本床垫也可以放在地板上或者安装在床头靠背

的前档面上。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11795473 U

5



[0030] 上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设计构思并不局限于此，

凡利用此构思对本实用新型进行非实质性的改动，均应属于侵犯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的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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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6 页

7

CN 211795473 U

7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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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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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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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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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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