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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磁场保健寝具磁参数的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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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对生物磁学效应的研究，磁疗成为替代医学和补充医学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本文通过对现有静磁场(恒定磁场)保
健寝具磁标准和磁剂量的评述，首次提出磁保健寝具三围空间磁场的概念，指出采用磁感应强度在空间的强度分布作为磁保健
剂量标准。论述了三围空间磁场具体磁参数的评价，包括所用磁源的表面磁感应强度，寝具织物表面磁场的穿透力、梯度、有效磁
通量和空间能量等磁场分布的描述性指标。指出了静磁场保健寝具磁参数的合理的评价参量：为确保织物表面磁感应强度在目
前认知的 400～1100 Gs有效安全剂量内，依据使用时的织物厚度，磁保健寝具选用的磁体表磁应在 1000～3000 Gs左右，且磁场
的梯度不宜过大，磁场的平均穿透力在 25~30 cm左右，以确保空间磁场能量的有效作用于人体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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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biomagnetism effect, magnetotherapy have become an effective treatment of alternative

medicine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though the commentary of magnetic standard and magnetic dosage of current static magnetic
field health care bedding, 3D space magnetic field is proposed as a new concept for first time, showing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gnetic induction should be taken as the magnetic dosage standard. The magnetic parameters of static magnetic field health care bed-
ding are discussed, including some descriptive parameter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space magnetic field, such as surface magnetic induction,
the penetrating power of the magnetic field over the bedding surface, gradient, effective magnetic flux and spatial energy. The reasonable
evaluation parameters for magnetic standard of static magnetic field health care bedding are brought out: to ensure magnetic flux density
on fabric surface within 400 to 1100 Gs, based on the thickness of the fabric in using, magnetic induction of the magnet should be within
1000 to 3000 Gs around, and the magnetic field gradient should not be too big. Average penetration of the magnetic field should be with-
in 25 to 30 cm, ensuring the validity of the space magnetic energy, being able to penetrate the depths of the human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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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利用磁场作用于人体经络、穴位及组织，会对体内生物电

和生物高分子磁矩取向产生作用，使生物体产生一系列的理化

反应，称之为磁生物效应。例如，细胞膜通透性增强，促进细胞

内外物质交换，影响神经兴奋性和酶的活性等[1,2]，改善微循环，

促进组织代谢和营养，起到镇痛、消肿、消炎、镇静、降压等治疗

作用[10]。临床医学上，静磁场(恒定磁场)可以促进成骨细胞、骨
骼肌细胞的增殖，加速骨折愈合[3-5]，抑制和延缓高血压的发生，

保护心血管系统[6,7]，增强红细胞变形能力，降低血粘度[8]，抑制

糖尿病生物体高血糖的发展[9]。
磁疗作为替代医学和补充医学的一种治疗方法越来越受

到临床医学的关注，关于磁医学的研究也基本集中在磁生物学

效应方面[1-9,13,20,21]，对于磁医学器械和磁保健用具的磁标准缺乏

深入研究和比较一致的认识。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

剧，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我国亚健康人群的持续增加[11]，

在国家加强疾病的预防控制和节约医疗成本的政策引导下，静

磁场保健寝具越来越多地受到市场的欢迎。现在对于静磁场保

健寝具磁感应强度的测定采用 " 磁体表面磁感应强度 " 为主

要标准和检测考量。从磁生物医学的角度来看，人体存在于立

·生物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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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空间和立体磁场之中，" 表面磁感应强度 " 显然难以科学、全
面地衡量磁场对人体的生物学功效。空间磁场更加科学地反映

出磁场与生物学变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空间磁场剂量标准的

制定对磁医疗及磁保健用品的发展有着现实及长远的意义。

1 磁剂量的确定

磁疗剂量是指对治疗疾病起到最后有效作用而又无副作

用最安全最适当的磁感应强度值，是一个短周期间断性的治疗

剂量[12]。磁保健产品是长时间连续使用的，所以安全无副作用

是磁保健剂量的一个基本标准。目前磁剂量在临床医学上还没

有量化标准，国家还没有制订保健功能纺织品相关的标准。美

国国家自然医学学院的 Agatha 对静磁场治疗参数的研究进行

了系统的评述，指出大多数关于磁疗剂量的研究也是比较模糊

的，缺乏具体细致的描述，认为实际到达靶向组织的磁剂量对

于临床实验才具有实际意义[13]。
1998 年至 2000 年 1 月，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组织了磁保

健用品卫生标准研讨会，确立肢体的磁感应强度的安全剂量是

1000 Gs，躯干为 600 Gs，头颈为 400 Gs。2005 年 6 月至 2006
年 7 月，中国标准化协会制定的《保健功能纺织品》CAS
115-2005 提出磁保健产品磁场强度检测方法为用霍尔探头感

应织物内永磁体在其表面的磁感应强度，检测界面为永磁体在

纺织品表面的投影处(即纺织品与人体的接触面)，磁体织物表

面磁感应强度应为 400～1100 Gs。特殊部位：眼睛周部用品的

磁体织物表面磁感应强度应低于 700 Gs[14]。郭润霞认为[15]，在

静磁场中暴露 8 小时的安全限量为：全身 -100~200 Gs，躯干

-600 Gs。Cornell 大学在磁场安全指南[16]中指出在静磁场中暴

露 8 小时的安全限量平均值为：全身不超过 600 Gs，四肢不超

过 6000 Gs，人体瞬时接受的安全上限为 2 T，极限为 5 T，安装

有心脏起搏器和其他磁性装置植入者任何时间所能接受的静

磁场限量不超过 5 Gs。冯爱娣等[17]提出了磁保健产品技术参数

的确定方法，但是也仅限于织物表面磁场的测量。

2 磁保健寝具空间磁场分布描述

磁现象是以场的形式存在的, 磁场是在一定空间区域内连

续分布的向量场。磁感应强度(磁通密度)和磁场强度描述了空

间某点磁场的大小和方向，即空间点磁场的强弱。磁场的梯度

表明了磁感应强度随空间距离高度的变化。磁通量表征了通过

一确定曲面的磁力线数，为磁通密度与给定曲面面积的点积。
磁场以磁能密度的形式将磁能储存在整个空间中，构成空间能

量场。
现在磁疗中所说的磁疗剂量是欠妥的。通常讲的人体安全

使用磁剂量是指磁体贴于皮肤表面，无隔垫物时的磁感应强度

大小，但是磁保健寝具选用的磁体在使用时都有一定厚度的隔

垫物。闾坚强等认为[18]，磁疗剂量的描述必须要包含磁源空间

磁场的分布和磁源与人体受辐照部位的相对位置。磁保健剂量

同样如此，磁体产生的静磁场在空间中衰减很快，不同规格尺

寸的磁体可以具有相同的表面磁感应强度(表磁)，但是距离磁

极表面相同距离的空间某点处磁感应强度并不相同，这与磁场

的空间分布有关。现在静磁场保健寝具对于磁场的描述仅以永

磁体的表磁为准，单单以表磁来度量磁场的强弱和磁保健效果

的好坏，并未将磁场的空间概念作为寝具磁参数的考量。事实

上，这是不科学的，表磁是一个单位参量，不足以表征总的磁场

空间能量分布，所以采用受磁部位实际接受的磁感应强度表示

磁保健剂量，采用磁感应强度在空间的强度分布作为磁保健剂

量标准才具有实际意义。
2.1 表磁与穿透力

永磁体的表面磁感应强度(表磁)是空间磁场的基础，磁保

健寝具的空间磁场除了与永磁体的表磁有关外，还与磁体整体

组合的磁路分布密不可分。合理有效的磁路设计可以提高磁场

磁力线抛高或拱度，从而增强磁场的穿透力。
当磁场通过磁导率不同的两种介质时，在介质交界面上磁

感应强度的大小和方向都会发生变化，会产生类似光折射的磁

力线折射现象。两种介质的磁导率差别越大，磁力线折射现象

越明显，即磁感应强度的大小和方向变化越大。极限情况类似

于光学里的全反射，如磁力线从空气进入纯铁等高磁导率介质

时，磁力线会发生很大偏折，将基本沿着纯铁表面通过，很少甚

至不会穿透纯铁介质，这也就是通常所讲的静磁屏蔽。如果两

种介质的磁导率相差不大时，磁场的大小和方向变化也比较微

小，磁场可以从一种介质穿透到另外一种介质。
一般定义磁介质的磁导率 μ=μrμ0，是表征磁介质磁性的

物理量，称为绝对磁导率，为磁介质中磁感应强度 B 与磁场强

度 H 之比，即 B =μH=μrμ0H，其中 μr 为磁介质的相对磁导率，

μ0 为真空中的磁导率。顺磁性介质的 μr＞1；抗磁性介质的

μr＜1，但两者的 μr 都与空气中的磁导率基本相当，非常接近

1。在铁磁性介质中，B 与 H 的关系是非线性的磁滞回线，B 值

的变化落后于 H 值的变化，μr 是与 H 相关的变量，μr 远大于

1。

人体中大部分物质都是顺磁性的，非金属纤维纺织品也基

本是顺磁性物质，所以这些物质的磁导率都接近空气中的磁导

率。当磁场从空气中进入这类物质时几乎不发生磁力线折射现

象，磁感应强度的大小和方向基本不变，即磁场可以不受影响

地穿透过去。
在磁保健寝具领域，通常所讲的穿透力是指从磁保健寝具

织物与人体的接触面起，磁力线能穿透人体的最大高度。磁保

健寝具一般都是用组合磁体或磁条产生磁场，如图 1 为和也牌

床垫垫芯磁场发生结构，表磁 1800 Gs 的多极稀土柔性永久磁

条平行排列在发泡架桥和天然乳胶表面，磁条采用粘结工艺制

成，具有较好的柔韧性。单个单极磁体的空间磁感应强度与距

离其表面的立方成反比，这种组合磁场同样衰减很快，真正作

图 1 和也牌床垫垫芯磁场发生结构实物图

Fig. 1 Magnetic field generation structure graph of HEYE Brand mat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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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人体时的磁感应强度值为 850~1050 GS 左右。图 2 为模拟

人体压下织物后，以人体与磁条的实际隔垫厚度为准，床垫表

面选区磁感应强度分布情况，最高磁感应强度为 950 Gs 左右，

所以人体接受的磁场在我们目前所认知的安全限量范围内。
穿透力一定程度上能反应静磁场保健寝具的空间磁场的

分布，但是不能单纯以穿透力来评价磁保健寝具的保健效果。
文献[19]提出一种穿透力达 100 cm 的磁疗床垫，穿透力过高首

先是磁场能量的浪费，其次是技术可行性。分析认为，部分增大

穿透力的方法是增加异名磁极磁体的间距，极限状态为床垫边

缘分别对置异名磁极磁体。这种方法虽然能达到穿透力的要

求，但是整张床垫的磁体用量减少，总磁通量减少，作用于人体

的磁力线减少，身体较多的部分在磁力线的拱度内，并未真正

接受磁场作用，造成高穿透低功效的假象。

人体体表毛细血管非常丰富，合理的磁设计工艺制成的保

健寝具应该既可以高磁场低穿透，按摩人体经络与穴位，又可

以低磁场高穿透，对人体内部组织和主干血管产生磁生物学效

应。一般磁场的平均穿透力以 25~30 cm 左右为宜，这样磁场的

利用率较高。所以，要摒弃磁场穿透力越高保健效果越好的错

误理念，用科学合理的指标评价和指导磁保健寝具的开发。
2.2 磁场梯度

磁疗的效果还与磁场的梯度有关。梯度是指磁场随空间距

离高度的变化率，数学表达式为 dB/dh，其中 B 为磁感应强度，

h 为高度。在生物磁学的研究中，梯度静磁场在生物医学中的

应用具有较深厚的实验基础。Morris 和 Skalak 通过动物实验证

实梯度静磁场能改变微血管对机械损伤的适应性重塑反应[20]。
Jin 等人系统评价了 1800 Gs 中等强度梯度静磁场对糖尿病大

鼠糖尿病伤口愈合的影响，证明梯度静磁场能明显提高伤口愈

合速率，缩短愈合时间[21]。现阶段几乎所有的磁生物学实验都

采用梯度磁场，一方面是由于梯度磁场是较容易和方便获得，

另一方面是梯度场才会产生有效的生物学效应，那么是不是磁

场的梯度越大越好呢?
2.3 有效磁通量

从生物物理学的角度讲，空间磁场的变化的快慢会产生不

同的磁生物学效应，较大的梯度场会对生物电产生较明显的影

响。而磁保健寝具应用的是慢性静磁场，磁场梯度耗费的实际

就是磁场的穿透力，人体是有一定厚度的，首先要确保较多的

组织接受到磁场，通过时间的积累来增加生物学效应。梯度场

最直接的反应就是随着高度的变化磁场通过的有效面积发生

变化。有效面积是指寝具上方磁场真实穿过的面积。在相同表

面磁感应强度磁体作用下，梯度小的磁体其磁场变化慢，到达

人体受磁部位时的空间磁感应强度较强。梯度磁场的磁力线具

有一定的曲率半径，并不是在空间各点都有磁力线穿过。空间

某高度的平面内，在同样的空间磁感应强度下，磁力线穿过的

实际有效面积越大，有效磁通量就越多。所以，静磁场的梯度越

小，有效面积越大，人体所能接受到的有效磁通量越大，产生的

综合磁生物学效应就越明显，磁保健效果越好。
文献[17]提出，用低磁场高穿透的概念来设计磁疗寝具，但

是这种设计的缺陷在于磁场虽然能高穿透，但是到达人体内的

磁力线少，磁场穿过的有效面积 S 就小，磁通量Φ=B·S，从而

有效磁通量小，不能达到预期的保健效果。所以，有效磁通量是

磁保健寝具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可以真实地反应出空间磁场

能量的分布情况，应对织物表面一定高度 (例如 0 cm、1 cm、3
cm、5 cm)的有效磁通量进行评测。
2.4 静磁场的空间能量

空间能量是描述立体磁场空间能量的一个重要参数。磁保

健寝具所用静磁场一般都由永磁体发射，永磁体是铁磁性材

料，如前所述在铁磁性介质中，B 与 H 的关系是非线性的磁滞

回线，μr 是与 H 相关的变量，但是空气中的磁导率是常量。所

以，运用磁荷的观点可以推演出永磁体在其内部和空间激发的

静磁能[22]为：

Wm=
1
2

v1
蓓μH1

2
dv+ 1

2
v2
蓓B2·H2dv (1)

其中 μ 为磁体的磁导率，V1 为磁体的体积，H1 磁体内部的

磁场，V2 为磁体外部的空间体积，B2 为空间磁感应强度，H2 为

空间磁场强度，Wm 的单位是焦耳，符号 J。可见，等号右边第一

项为磁体内部的磁场能量，第二项为磁体外部的空间磁场能

量，即：

Wm

1
= 1
2

v2
蓓B2·H2dv (2)

又由于磁体外部空间中 B 和 H 成线性关系，可得出空间

磁场的磁能密度：

wm

1
= 1
2 B·H= 1

2 μ
2
H= 1

2
B

2

μ
(3)

wm

1
的单位是 J/m3，表明磁能以磁能密度的形式储存在整

个空间场中。
表磁仅仅是一个磁通密度，磁保健寝具在同样的表磁条件

下，同样磁路排布时，选用磁体的数量和体积才能决定最终磁

空间场能量的大小。磁体的数量多体积大，有效磁场的空间部

分体积才大，对应空间中磁感应强度大，从而(3)式中磁能密度

高，带入(2)式得到的磁体外部空间磁场能量也高，磁保健效果

更好。所以为了达到良好的保健效果，磁保健寝具要载有适当

数量和体积的磁体。空间能量参数可以对磁保健寝具进行更有

图 2 和也牌床垫织物表面区域磁场分布

Fig. 2 Sectional magnetic field distribution of textile surface of HEYE

Brand mat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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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评价。
综上所述，作为不提倡现有磁保健寝具仅以表磁作为磁标

准参数，除此之外，还需主要考量以下磁参数：一是磁场的平均

穿透力以 25~30 cm 左右为宜，这样磁场的利用率较高，可以有

效穿透人体；二是寝具织物全表面上方特定高度(例如 0 cm、1
cm、3 cm、5 cm)的有效磁通量，在织物表面磁场刚与人体接触，

作用到人体表皮，织物表面 1 cm 高度时磁场进入人体表层皮

肤，到 3 cm 时已经进入人体皮下组织和各级血管，到 5 cm 时

已经进入人体脏器组织；三是织物表面 20 cm 高度以内的三围

空间磁场的能量密度和总空间能量，因为静磁场衰减很快，到

20 cm 高度时空间磁感应强度下降为数高斯，大部分的磁场能

量分布在 20 cm 以内的空间中。

3 结语

为确保织物表面磁感应强度在 400～1100 Gs 的有效安全

剂量内，依据使用时的织物厚度，磁保健寝具选用的磁体表磁

应强度在 1000～3000 Gs 左右，且磁场的梯度不宜过大，磁场

的平均穿透力在 25~30 cm 左右，能够穿透人体深处，以确保空

间磁场的有效性。
磁保健寝具首先要具有一定的舒适性，在保证安全性的前

提下，在科学的保健机理指导下，确保磁体的数量和分布合理，

以此确定最适宜的磁保健剂量和空间能量。生产磁保健寝具

的企业要标明产品选用磁体或磁条的表磁，甚至是其剩磁，矫

顽力等磁性能参数，以及寝具织物表面的磁感应强度和空间磁

场分布最大值、均值、梯度、穿透力、不同高度的有效磁通量和

空间能量和空间能量密度等技术指标和磁场空间分布图。只有

我国静磁保健寝具产业界形成科学、统一的磁标准评价指标及

应用规范，才能生产出具有国际标准的静磁场保健产品，为我

国及世界人民的保健需求做出重要贡献。
致谢：本论文是在中国保健协会对于我公司主导保健磁剂量标准

修订工作的大力支持下和周邦勇秘书长的密切关怀下完成的，感谢周

万松教授、刘道矩教授、陈槐卿教授、安珍教授等专家对我单位磁剂量

标准研讨工作的全力指导，作者对 2012 年和也公司主导召开的保健

磁剂量标准修订研讨会的所有与会专家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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