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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靶向给药妇科熏蒸系统及

方法，熏蒸箱的内部顶壁上固定安装有带有喷头

的进水管，在进水管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加温消毒

灯，加温消毒灯下端的熏蒸箱内壁上固定安装有

风箱盒，风箱盒内安装有风机，斜拉支撑板下方

设置有开口，该开口下方的熏蒸箱内安装有靶向

定位熏蒸装置；用定位靶向给药接头给药，能够

准确定位女性隐私部位，并且使用万向调节杆定

位固定和调节对应度，定位靶向给药接头上设置

有上部出药口、中部出药口和下部出药口，根据

人体仿生原理，对女性私密部位的精准位置和周

边位置进行全方位熏蒸药疗处理，靶向精准给

药，治疗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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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靶向给药妇科熏蒸系统，包括熏蒸箱（1），开设在熏蒸箱（1）一侧的活动门（2），

设置在熏蒸箱（1）前端的斜拉支撑板（5），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熏蒸箱（1）的内部顶壁上固定

安装有带有喷头（17）的进水管（16），在进水管（16）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加温消毒灯（18），加

温消毒灯（18）下端的熏蒸箱（1）内壁上固定安装有风箱盒（19），风箱盒（19）内安装有风机

（20），斜拉支撑板（5）下方设置有开口，该开口下方的熏蒸箱（1）内安装有靶向定位熏蒸装

置；所述的靶向定位熏蒸装置包括安装在熏蒸箱（1）内的定位支撑柜（9），定位支撑柜（9）的

一端设置在熏蒸箱（1）的外侧，定位支撑柜（9）的另一端固定安装有两根横向和纵向均呈V

字形叉开结构的腿部定位支撑架（15），在定位支撑柜（9）上设置有电源插口（28），在定位支

撑柜（9）内安装有配电盘（27）和中药熏蒸器（26），在两根腿部定位支撑架（15）之间纵向固

定安装有万向调节杆（23），万向调节杆（23）上设置有雾化熏蒸管道（22），雾化熏蒸管道

（22）的一端与中药熏蒸器（26）相连通，雾化熏蒸管道（22）的另一端与定位靶向给药接头

（21）相连接；所述的斜拉支撑板（5）上安装有移动多媒体显示器（6），在斜拉支撑板（5）的下

部设置有软质挡帘（8），在移动多媒体显示器（6）的两侧分别设置有电源总开关（10）、风机

开关（11）、加温消毒灯开关（12）和中药熏蒸器开关（13），电源插口（28）通过导线与电源总

开关（10）相连接，电源总开关（10）通过导线与配电盘（27）相连接，配电盘（27）通过导线分

别与风机开关（11）、加温消毒灯开关（12）和中药熏蒸器开关（13）相连接，风机开关（11）通

过导线与风机（20）相连接，加温消毒灯开关（12）通过导线与加温消毒灯（18）相连接，中药

熏蒸器开关（13）通过导线与中药熏蒸器（26）相连接；所述的定位支撑柜（9）为由外向内倾

斜的斜坡状长方体空腔结构，定位支撑柜（9）的外侧上部设置有枕块（14），定位支撑柜（9）

的侧壁设置有开合门（37），开合门（37）上设置有中药熏蒸器加药孔（38），两根腿部定位支

撑架（15）的内侧与定位支撑柜（9）的较低端固定连接，在每根腿部定位支撑架（15）的上表

面均开设有定位凹槽（29）；所述的万向调节杆（23）通过调节杆支座（25）固定安装在熏蒸箱

（1）的底板上，雾化熏蒸管道（22）通过固定环带（24）与万向调节杆（23）相连接，雾化熏蒸管

道（22）的顶部设置在两根腿部定位支撑架（15）的交叉连接位置的内侧；所述的定位靶向给

药接头（21）是采用塑料材质制成的一次性使用的V字形结构，定位靶向给药接头（21）的一

端设置有靶向给药接头（30），在定位靶向给药接头（21）内开设有三条给药通道，分别为上

部给药通道（31）、中部给药通道（32）和底部给药通道（33），在定位靶向给药接头（21）上分

别设置有上部出药口（34）、中部出药口（35）和下部出药口（36），雾化熏蒸管道（22）通过靶

向给药接头（30）与上部给药通道（31）、中部给药通道（32）和底部给药通道（33）相连通，上

部给药通道（31）、中部给药通道（32）和底部给药通道（33）分别与上部出药口（34）、中部出

药口（35）和下部出药口（36）相连通，在定位靶向给药接头（21）的一端和两个侧面均设置有

人体仿生凹槽（3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靶向给药妇科熏蒸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熏蒸箱（1）为一

侧能够开启的半密闭空间结构，活动门（2）通过合页（3）与熏蒸箱（1）相连接，在活动门（2）

上安装有开启把手（7），在熏蒸箱（1）的外壁设置有与进水管（16）相连通的带有阀门的进水

口（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靶向给药妇科熏蒸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风箱盒（19）为三

角形舱体结构，风箱盒（19）的一端与熏蒸箱（1）一端的内壁通过焊接的方式固定连接，风机

（20）固定安装在风箱盒（19）内，风机（20）的出风方向朝向熏蒸箱（1）的内侧中心位置，风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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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19）的斜面角度与水平面的夹角为45度，加温消毒灯（18）固定安装在熏蒸箱（1）内部顶

壁上的中心位置，喷头（17）的喷水出口方向朝向熏蒸箱（1）的中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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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靶向给药妇科熏蒸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理疗设备，具体涉及一种靶向给药妇科熏蒸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女性生殖系统的疾病即为妇科疾病，包括外阴疾病、阴道疾病、子宫疾病、输卵管

疾病、卵巢疾病等。妇科疾病是女性常见病、多发病。但由于许多人对妇科疾病缺乏应有的

认识，缺乏对身体的保健，加之各种不良生活习惯等，使生理健康每况愈下，导致一些女性

疾病缠身，且久治不愈，给正常的生活、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

[0003] 目前治疗妇科疾病的方法中，有采用中药进行熏蒸治疗，这种方法在局部熏蒸治

疗的过程中，对妇科病，前列腺炎，痔疮等疾病都有很好的疗效。采用先进的中药气化装置，

使中药液产生富含中药离子的蒸汽。中药熏蒸床集中了中药医疗、热疗、超声波雾化、气疗、

中药离子渗透等多种疗法。集热度、湿度、药度于一体，具有很高的实用和推广价值。

[0004] 但是目前的中药熏蒸治疗没有专门针对女性妇科疾病使用的设备。因女性特殊的

生理特征，传统的设备在使用时存在很多缺陷：首先，传统的熏蒸设备在给药时，不能准确

的定位到女性隐私部位进行给药，在给药的过程中，传统设备只是向药箱中释放药分子和

水分子，再配合加热设备进行辅助处理，对整个药箱中的身体部位进行熏蒸处理，药效降低

了很多，不能靶向针对女性私密部位和病菌感染部位进行准确的给药处理，降低了药效，治

疗效果欠佳；其次，传统的熏蒸设备没有特殊的限位处理，在治疗妇科疾病的临床上，需要

女性以特殊的姿势保持才能进行准确的靶向给药处理，具体要求女性双腿岔开，并且将私

密部位准确的暴露出来，然后靶向给药，传统的设备几乎能完成；再次，在熏蒸治疗妇科疾

病时，需要对私密部位的周边也进行熏蒸处理，达到全方位的给药处理，传统的方法是手持

熏蒸接头，然后对私密部位上下前后处理给药，费力费时，工作效率较低，给药效果不明显。

另外，传统的设备除了姿势，给药方式以及给药方法不方便之外，还存在整体使用不方便的

缺陷，长时间给药过程缺少娱乐，身体会不适，需要进行放松处理，并且更为重要的时，熏蒸

处理后，传统的设备消毒不彻底，存在安全隐患，有疾病传染的风险，给药部位也需要进行

消毒处理，不利于循环利用，整体消毒操作较为麻烦，并且不彻底。

[0005] 因此，生产一种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功能多样，定位给药准确，消毒操作方便，使

用针对性强，内部设计合理，针对女性治疗妇科疾病效果明显，理疗效果明显，使用方法简

单已操作的靶向给药妇科熏蒸系统及方法，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功能多样，定位给药

准确，消毒操作方便，使用针对性强，内部设计合理，针对女性治疗妇科疾病效果明显，理疗

效果明显，使用方法简单已操作的靶向给药妇科熏蒸系统及方法，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

陷。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一种靶向给药妇科熏蒸系统，包括熏蒸箱，开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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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蒸箱一侧的活动门，设置在熏蒸箱前端的斜拉支撑板，所述的熏蒸箱的内部顶壁上固定

安装有带有喷头的进水管，在进水管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加温消毒灯，加温消毒灯下端的熏

蒸箱内壁上固定安装有风箱盒，风箱盒内安装有风机，斜拉支撑板下方设置有开口，该开口

下方的熏蒸箱内安装有靶向定位熏蒸装置。

[0008] 所述的靶向定位熏蒸装置包括安装在熏蒸箱内的定位支撑柜，定位支撑柜的一端

设置在熏蒸箱的外侧，定位支撑柜的另一端固定安装有两根横向和纵向均呈V字形叉开结

构的腿部定位支撑架，在定位支撑柜上设置有电源插口，在定位支撑柜内安装有配电盘和

中药熏蒸器，在两根腿部定位支撑架之间纵向固定安装有万向调节杆，万向调节杆上设置

有雾化熏蒸管道，雾化熏蒸管道的一端与中药熏蒸器相连通，雾化熏蒸管道的另一端与定

位靶向给药接头相连接。

[0009] 所述的熏蒸箱为一侧能够开启的半密闭空间结构，活动门通过合页与熏蒸箱相连

接，在活动门上安装有开启把手，在熏蒸箱的外壁设置有与进水管相连通的带有阀门的进

水口。

[0010] 所述的风箱盒为三角形舱体结构，风箱盒的一端与熏蒸箱一端的内壁通过焊接的

方式固定连接，风机固定安装在风箱盒内，风机的出风方向朝向熏蒸箱的内侧中心位置，风

箱盒的斜面角度与水平面的夹角为45度，加温消毒灯固定安装在熏蒸箱内部顶壁上的中心

位置，喷头的喷水出口方向朝向熏蒸箱的中线方向。

[0011] 所述的斜拉支撑板上安装有移动多媒体显示器，在斜拉支撑板的下部设置有软质

挡帘，在移动多媒体显示器的两侧分别设置有电源总开关、风机开关、加温消毒灯开关和中

药熏蒸器开关，电源插口通过导线与电源总开关相连接，电源总开关通过导线与配电盘相

连接，配电盘通过导线分别与风机开关、加温消毒灯开关和中药熏蒸器开关相连接，风机开

关通过导线与风机相连接，加温消毒灯开关通过导线与加温消毒灯相连接，中药熏蒸器开

关通过导线与中药熏蒸器相连接。

[0012] 所述的定位支撑柜为由外向内倾斜的斜坡状长方体空腔结构，定位支撑柜的外侧

上部设置有枕块，定位支撑柜的侧壁设置有开合门，开合门上设置有中药熏蒸器加药孔，两

根腿部定位支撑架的内侧与定位支撑柜的较低端固定连接，在每根腿部定位支撑架的上表

面均开设有定位凹槽。

[0013] 所述的万向调节杆通过调节杆支座固定安装在熏蒸箱的底板上，雾化熏蒸管道通

过固定环带与万向调节杆相连接，雾化熏蒸管道的顶部设置在两根腿部定位支撑架的交叉

连接位置的内侧。

[0014] 所述的定位靶向给药接头是采用塑料材质制成的一次性使用的V字形结构，定位

靶向给药接头的一端设置有靶向给药接头，在定位靶向给药接头内开设有三条给药通道，

分别为上部给药通道、中部给药通道和底部给药通道，在定位靶向给药接头上分别设置有

上部出药口、中部出药口和下部出药口，雾化熏蒸管道通过靶向给药接头与上部给药通道、

中部给药通道和底部给药通道相连通，上部给药通道、中部给药通道和底部给药通道分别

与上部出药口、中部出药口和下部出药口相连通，在定位靶向给药接头的一端和两个侧面

均设置有人体仿生凹槽。

[0015] 一种如上所述的靶向给药妇科熏蒸系统的使用方法，其使用方法如下：使用前，患

者打开活动门，并将下身衣服脱去，躺在定位支撑柜上，双腿定位落在两根腿部定位支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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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支撑好后，双腿呈现弯曲状并呈现V字形岔开状态，此时患者自己根据使用情况调节万

向调节杆，使定位靶向给药接头的出药口方向朝向自己的隐私部位，保证熏蒸药业靶向给

药到需要治疗的位置；使用时，患者躺好并放置正确的姿势后，开启中药熏蒸器，中药熏蒸

器持续给药，并通过雾化熏蒸管道将雾化的中药药业或者西药药业给药至定位靶向给药接

头，并通过定位靶向给药接头给药至患者的私密部位，实现定位靶向精准给药治疗；使用

后，首先给进水管供水，并在水中加消毒液，通过喷头向熏蒸箱内的定位支撑柜上喷洒消毒

液，然后开启风机，将消毒液吹干，保持熏蒸箱清洗后的清洁度，最后开启加温消毒灯进行

加温消毒，在患者治疗的过程中，也可开启加温消毒灯进行加温辅助消毒，在熏蒸的过程中

通过升温实现辅助治疗。

[0016] 所述的定位靶向给药接头为一次性使用接头，在下一位患者进行治疗时，熏蒸箱

消毒后，新的患者需要安装新的定位靶向给药接头进行治疗。

[0017] 本发明具有如下的积极效果：首先，本产品克服了传统的熏蒸设备在给药时不能

准确的定位到女性隐私部位进行给药的缺陷，在给药的过程中，利用定位靶向给药接头给

药，能够准确定位女性隐私部位，并且使用万向调节杆定位固定和调节对应度，定位靶向给

药接头上设置有上部出药口、中部出药口和下部出药口，根据人体仿生原理，对女性私密部

位的精准位置和周边位置进行全方位熏蒸药疗处理，靶向精准给药，治疗效果明显；其次，

本产品设置了独特的定位支撑柜和两根腿部定位支撑架，并将两根腿部定位支撑架的形状

和安装方式进行了独特的设计，两根腿部定位支撑架横向和纵向均呈V字形叉开结构，保证

在整体给药的过程中，女性隐私部位始终处于打开状态，有利于药物的吸收和渗透，促进药

物成分更好的作用于病灶和病灶周边部位；再次，在整体使用过程中，患者不需要手持熏蒸

设备的出药口位置，定位靶向给药接头定位好后就可以解放出双手，并且始终可以达到全

方位的给药状态，效率大大提高；另外，产品设置有全方位的消毒系统和娱乐系统，在患者

使用前，可以确保设备的卫生程度，不会出现新的感染或者交叉感染，在患者使用过程中可

以身心愉悦的享受多媒体设备，在使用后进行彻底的消毒处理，保证下一个患者使用时的

良好卫生环境，整体私密性强，可以很好的保护患者的隐私，整体患者一人即可实现操作，

方便操作，安全系数高。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的后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的左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的右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的定位支撑柜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为本发明的定位靶向给药接头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为本发明的定位靶向给药接头侧面结构示意图。

[0026] 图9为本发明的定位支撑柜侧面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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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如图1、2、3、4、5、6、7、8、9所示，一种靶向给药妇科熏蒸系统，包括熏蒸箱1，开设在

熏蒸箱1一侧的活动门2，设置在熏蒸箱1前端的斜拉支撑板5，所述的熏蒸箱1的内部顶壁上

固定安装有带有喷头17的进水管16，在进水管16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加温消毒灯18，加温消

毒灯18下端的熏蒸箱1内壁上固定安装有风箱盒19，风箱盒19内安装有风机20，斜拉支撑板

5下方设置有开口，该开口下方的熏蒸箱1内安装有靶向定位熏蒸装置。

[0028] 所述的靶向定位熏蒸装置包括安装在熏蒸箱1内的定位支撑柜9，定位支撑柜9的

一端设置在熏蒸箱1的外侧，定位支撑柜9的另一端固定安装有两根横向和纵向均呈V字形

叉开结构的腿部定位支撑架15，在定位支撑柜9上设置有电源插口28，在定位支撑柜9内安

装有配电盘27和中药熏蒸器26，在两根腿部定位支撑架15之间纵向固定安装有万向调节杆

23，万向调节杆23上设置有雾化熏蒸管道22，雾化熏蒸管道22的一端与中药熏蒸器26相连

通，雾化熏蒸管道22的另一端与定位靶向给药接头21相连接。所述的熏蒸箱1为一侧能够开

启的半密闭空间结构，活动门2通过合页3与熏蒸箱1相连接，在活动门2上安装有开启把手

7，在熏蒸箱1的外壁设置有与进水管16相连通的带有阀门的进水口4。所述的风箱盒19为三

角形舱体结构，风箱盒19的一端与熏蒸箱1一端的内壁通过焊接的方式固定连接，风机20固

定安装在风箱盒19内，风机20的出风方向朝向熏蒸箱1的内侧中心位置，风箱盒19的斜面角

度与水平面的夹角为45度，加温消毒灯18固定安装在熏蒸箱1内部顶壁上的中心位置，喷头

17的喷水出口方向朝向熏蒸箱1的中线方向。

[0029] 所述的斜拉支撑板5上安装有移动多媒体显示器6，在斜拉支撑板5的下部设置有

软质挡帘8，在移动多媒体显示器6的两侧分别设置有电源总开关10、风机开关11、加温消毒

灯开关12和中药熏蒸器开关13，电源插口28通过导线与电源总开关10相连接，电源总开关

10通过导线与配电盘27相连接，配电盘27通过导线分别与风机开关11、加温消毒灯开关12

和中药熏蒸器开关13相连接，风机开关11通过导线与风机20相连接，加温消毒灯开关12通

过导线与加温消毒灯18相连接，中药熏蒸器开关13通过导线与中药熏蒸器26相连接。所述

的定位支撑柜9为由外向内倾斜的斜坡状长方体空腔结构，定位支撑柜9的外侧上部设置有

枕块14，定位支撑柜9的侧壁设置有开合门37，开合门37上设置有中药熏蒸器加药孔38，两

根腿部定位支撑架15的内侧与定位支撑柜9的较低端固定连接，在每根腿部定位支撑架15

的上表面均开设有定位凹槽29。所述的万向调节杆23通过调节杆支座25固定安装在熏蒸箱

1的底板上，雾化熏蒸管道22通过固定环带24与万向调节杆23相连接，雾化熏蒸管道22的顶

部设置在两根腿部定位支撑架15的交叉连接位置的内侧。所述的定位靶向给药接头21是采

用塑料材质制成的一次性使用的V字形结构，定位靶向给药接头21的一端设置有靶向给药

接头30，在定位靶向给药接头21内开设有三条给药通道，分别为上部给药通道31、中部给药

通道32和底部给药通道33，在定位靶向给药接头21上分别设置有上部出药口34、中部出药

口35和下部出药口36，雾化熏蒸管道22通过靶向给药接头30与上部给药通道31、中部给药

通道32和底部给药通道33相连通，上部给药通道31、中部给药通道32和底部给药通道33分

别与上部出药口34、中部出药口35和下部出药口36相连通，在定位靶向给药接头21的一端

和两个侧面均设置有人体仿生凹槽39。

[0030] 一种如上所述的靶向给药妇科熏蒸系统的使用方法，其使用方法如下：使用前，患

者打开活动门2，并将下身衣服脱去，躺在定位支撑柜9上，双腿定位落在两根腿部定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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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15上，支撑好后，双腿呈现弯曲状并呈现V字形岔开状态，此时患者自己根据使用情况调

节万向调节杆23，使定位靶向给药接头21的出药口方向朝向自己的隐私部位，保证熏蒸药

业靶向给药到需要治疗的位置；使用时，患者躺好并放置正确的姿势后，开启中药熏蒸器

26，中药熏蒸器26持续给药，并通过雾化熏蒸管道22将雾化的中药药业或者西药药业给药

至定位靶向给药接头21，并通过定位靶向给药接头21给药至患者的私密部位，实现定位靶

向精准给药治疗；使用后，首先给进水管16供水，并在水中加消毒液，通过喷头17向熏蒸箱1

内的定位支撑柜9上喷洒消毒液，然后开启风机20，将消毒液吹干，保持熏蒸箱1清洗后的清

洁度，最后开启加温消毒灯18进行加温消毒，在患者治疗的过程中，也可开启加温消毒灯18

进行加温辅助消毒，在熏蒸的过程中通过升温实现辅助治疗。所述的定位靶向给药接头21

为一次性使用接头，在下一位患者进行治疗时，熏蒸箱1消毒后，新的患者需要安装新的定

位靶向给药接头21进行治疗。

[0031] 在具体操作室，设备放置在较为注重隐私的单独房间内进行治疗，患者在房间内

可以一人实现对设备的操作，使用前需要了解整个使用过程和操作方法，设备在使用前已

经处于消毒处理完成状态，患者自己或者医护人员提前已经更换好新的定位靶向给药接头

21，定位靶向给药接头21为一次性用品，保证每个患者使用前都是新的待用品。在整体的治

疗过程中，患者双腿放置在两根腿部定位支撑架15上，双腿放置后，正好落入到定位凹槽29

内，起到舒适放置的效果。患者定位放置后腿部呈现V字形弯曲岔开状态，方便药业的直接

定位靶向给药和药物的顶点吸收和渗入，提高了药物的吸收效果，实现了精准的定位处理。

定位靶向给药接头21的一端设置有靶向给药接头30，在定位靶向给药接头21内开设有三条

给药通道，分别为上部给药通道31、中部给药通道32和底部给药通道33，在定位靶向给药接

头21上分别设置有上部出药口34、中部出药口35和下部出药口36，雾化熏蒸管道22通过靶

向给药接头30与上部给药通道31、中部给药通道32和底部给药通道33相连通，上部给药通

道31、中部给药通道32和底部给药通道33分别与上部出药口34、中部出药口35和下部出药

口36相连通，在定位靶向给药接头21的一端和两个侧面均设置有人体仿生凹槽39。治疗过

程中，上部出药口34针对女性隐私部位的上部周边部位给药处理，中部出药口35针对女性

的隐私部位进行靶向精准给药处理，下部出药口36针对女性隐私部位的下部周边部位进行

给药处理，从整体上全方位的实现妇科疾病的熏蒸给药处理。改变了传统的整体箱体式给

药的方式，实现了精准的定位给药处理，具有很好的熏蒸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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