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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内分泌疾病患者专用

下肢艾灸护理装置，其包括底座，底座上表面固

定有艾灸箱和足浴盆，艾灸箱底部放置有艾绒

盘，艾灸箱内水平固定有多孔隔板，艾灸箱箱顶

盖板上并排开设有两个供脚伸入艾灸箱以便踩

在多孔隔板上的脚孔，脚孔处对应连接有密封

套，艾灸箱侧壁上开设有供取放艾绒盘的取放

口，箱顶盖板或密封套上设有排烟孔，排烟孔与

排烟管道的一端连通，排烟管道的另一端浸入足

浴盆的水中，排烟管道上设有排烟风机。优点为，

将艾灸治疗和足浴护理有效结合，先艾灸后足浴

按摩，可有效对因风湿免疫及内分泌疾病引起的

下肢不适进行疼痛缓解及治疗，艾烟经足浴盆中

水过滤吸收，一方面增强足浴护理效果，另一方

面减少艾烟的吸入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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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内分泌疾病患者专用下肢艾灸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1)，所述底座

(1)上表面固定有艾灸箱(2)和足浴盆(3)，所述艾灸箱(2)底部放置有艾绒盘(4)，所述艾灸

箱(2)内位于所述艾绒盘(4)上方的位置水平固定有多孔隔板(5)，所述艾灸箱(2)箱顶盖板

上并排开设有两个供脚伸入所述艾灸箱(2)以便踩在所述多孔隔板(5)上的脚孔(6)，两个

所述脚孔(6)分别对应连接有密封套(7)，所述密封套(7)套紧于患者的小腿部或大腿部，所

述艾灸箱(2)侧壁上开设有供取放所述艾绒盘(4)的取放口，所述取放口处设有可启闭门

体，所述箱顶盖板或所述密封套(7)上设有排烟孔，所述排烟孔与排烟管道(8)的一端连通，

所述排烟管道(8)的另一端浸入所述足浴盆(3)的水中，所述排烟管道(8)上设有排烟风机

(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分泌疾病患者专用下肢艾灸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多孔隔板(5)上表面均匀布设有多个对脚底进行支撑的凸柱(1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分泌疾病患者专用下肢艾灸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艾灸箱(2)底部设有用于放置所述艾绒盘(4)的升降台(11)。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内分泌疾病患者专用下肢艾灸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升降台(11)包括电动推杆及固定于所述电动推杆伸缩端的升降平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分泌疾病患者专用下肢艾灸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密封套(7)为弹性橡胶圈(12)或上下两端均开口的长筒状软质橡胶套(13)，所述橡胶套

(13)的下端与所述脚孔(6)连通，所述橡胶套(13)的上端通过设置的松紧带或尼龙扣收紧

于患者的小腿部或大腿部。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内分泌疾病患者专用下肢艾灸护理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艾灸箱(2)内壁上设有若干用于对踩在所述多孔隔板(5)上的脚进行照射的红

外线理疗灯(14)。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内分泌疾病患者专用下肢艾灸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可启闭门体上设有若干透气孔。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内分泌疾病患者专用下肢艾灸护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排烟管道(8)伸入所述足浴盆(3)的一端与所述足浴盆(3)底部固定设置的盘管进气口连

通，所述盘管上均匀间隔连通多个排烟支管，每个所述排烟支管的出口端均连接有单向排

气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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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内分泌疾病患者专用下肢艾灸护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械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内分泌疾病患者专用下肢艾灸护理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健康的人体通过内分泌系统中各种激素和神经系统共同调节人体的代谢和生理

功能。内分泌系统是由内分泌腺、分散存在的内分泌细胞及它们分泌的激素组成，参与调节

人体的代谢过程、生长发育、生殖衰老等许多生理活动和生命现象，维持人体内环境的相对

稳定性；内分泌失调则是指人体激素分泌不规律和不平衡的生理状态，必须及时地调整以

使人体机能恢复正常，脚部护理是调节内分泌失调的治疗方法之一，足浴是常见的脚部护

理方式之一。此外，对于风湿免疫及内分泌疾病引起的脚部、膝部风湿性关节炎等通过红外

线热疗及艾灸治疗，均能够达到较好的缓解及治疗作用，但现有技术中的红外线热疗或艾

灸通常需要去专门的机构享用服务，价格较高，缺乏一款结构简单、成本低且能够在家中使

用的下肢艾灸护理装置。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内分泌疾病患者专用下肢艾灸护理装置，旨在提供一种针对

因风湿免疫及内分泌疾病引起的下肢不适进行疼痛缓解及治疗的家用护理装置。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内分泌疾病患者专用下肢艾

灸护理装置，其包括底座，所述底座上表面固定有艾灸箱和足浴盆，所述艾灸箱底部放置有

艾绒盘，所述艾灸箱内位于所述艾绒盘上方的位置水平固定有多孔隔板，所述艾灸箱箱顶

盖板上并排开设有两个供脚伸入所述艾灸箱以便踩在所述多孔隔板上的脚孔，两个所述脚

孔分别对应连接有密封套，所述密封套套紧于患者的小腿部或大腿部，所述艾灸箱侧壁上

开设有供取放所述艾绒盘的取放口，所述取放口处设有可启闭门体，所述箱顶盖板或所述

密封套上设有排烟孔，所述排烟孔与排烟管道的一端连通，所述排烟管道的另一端浸入所

述足浴盆的水中，所述排烟管道上设有排烟风机。

[0005]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实用新型还可以做如下改进。

[0006] 进一步，所述多孔隔板上表面均匀布设有多个对脚底进行支撑的凸柱(每个凸柱

可由天然磁石打磨成柱状)。

[0007]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脚部被各凸柱支撑而抬离多孔隔板上表面，

防止脚将多孔隔板上的孔堵住，有利于艾绒盘内燃烧的艾绒经多孔隔板上的孔向上飘散以

增强艾烟对脚部的艾灸治疗效果，若凸柱用磁石打磨成，则其还同时具备磁疗效果。

[0008] 进一步，所述艾灸箱底部设有用于放置所述艾绒盘的升降台。

[0009]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艾绒盘可随升降台升降，患者可调节出适合

自己的艾灸热度。

[0010] 进一步，所述升降台包括电动推杆及固定于所述电动推杆伸缩端的升降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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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上下两端均连接平板的电动推杆(其中下端

是固定座，上方是升降平板)，结构简单，安装方便且易操控。

[0012] 进一步，所述密封套为弹性橡胶圈或上下两端均开口的长筒状软质橡胶套，所述

橡胶套的下端与所述脚孔连通，所述橡胶套的上端通过设置的松紧带或尼龙扣收紧于患者

的小腿部或大腿部。

[0013]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无论是弹性橡胶圈结构或是和长筒状的橡胶

套结构的密封套，其作用均是在患者脚伸入艾灸箱并放置于多孔隔板上表面后，密封套与

患者小腿部或大腿部套紧密封，尽量使艾烟不经过密封套与小腿或大腿间的间隙外泄，增

强艾灸治疗效果，同时便于艾烟集中排向足浴盆的水底。

[0014] 进一步，所述艾灸箱内壁上设有若干用于对踩在所述多孔隔板上的脚进行照射的

红外线理疗灯。

[0015]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设置红外线理疗灯后可在艾灸的同时开启红

外线理疗灯，红外线照射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肌肉对关节组织炎症的吸收能力，缓解关

节炎症状，促进软组织损伤愈合，艾灸与红外线理疗协同配合，对脚上的风湿性关节炎具有

极好的治疗效果。

[0016] 进一步，所述可启闭门体上设有若干透气孔。

[0017]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透气孔的主要作用是向艾灸箱内进气，保证

艾绒盘内的艾绒平稳燃烧，当不设透气孔时，可启闭的门体应注意关闭程度，排烟风机开启

抽走艾烟及空气时，可启闭门体至少要开启一个缝隙，保证外界空气能进入艾灸箱中支持

燃烧。

[0018] 进一步，所述排烟管道伸入所述足浴盆的一端与所述足浴盆底部固定设置的盘管

进气口连通，所述盘管上均匀间隔连通多个排烟支管，每个所述排烟支管的出口端均连接

有单向排气阀。

[0019]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通过盘管及其上排烟支管的设置，能够将艾

烟分散排入足浴盆的水中，使艾烟与水充分接触以吸收其内的化学成份，减少最终排入空

气中的艾烟的刺激气味，减少危害。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21] 其包括艾灸箱和足浴盆，将艾灸治疗和足浴护理有效结合，先艾灸后足浴按摩，可

有效对因风湿免疫及内分泌疾病引起的下肢不适进行疼痛缓解及治疗；艾灸产生的艾烟与

脚部、腿部皮肤充分接触后，通入足浴盆中，通过足浴盆中的水对艾烟进行一次过滤吸收，

艾烟中化学组份被部分吸收，该部分化学组分与皮肤接触多是有益无害(故足浴盆中泡脚

时增强对脚部护理效果)，但若释放入空气被吸入肺部则是有害无益，艾烟经足浴盆中水过

滤吸收后排放入空气中，刺激气味变淡，减少吸入危害。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内分泌疾病患者专用下肢艾灸护理装置的俯视示意

图；

[0023] 图2为图1所示的内分泌疾病患者专用下肢艾灸护理装置的主视示意图(其中艾灸

箱以剖面图显示，密封套为弹性橡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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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3为图2所示的内分泌疾病患者专用下肢艾灸护理装置以长筒状的橡胶套代替

弹性橡胶圈后的示意图。

[0025] 附图中，各标号所代表的部件列表如下：

[0026] 1.底座；2.艾灸箱；3.足浴盆；4.艾绒盘；5.多孔隔板；6.脚孔；7.密封套；8.排烟管

道；9.排烟风机；10.凸柱；11.升降台；12.弹性橡胶圈；13.橡胶套；14.红外线理疗灯。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特征进行描述，所举实例只用于解释本实用

新型，并非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0028]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若用到“上”、“下”、“左”、“右”、“顶”、“底”、“内”、“外”等

指示方位的术语，其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

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

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29] 如图1至3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内分泌疾病患者专用下肢艾灸护理装置，其

包括底座1，所述底座1上表面固定有艾灸箱2和足浴盆3，所述艾灸箱2底部放置有艾绒盘4，

所述艾灸箱2内位于所述艾绒盘4上方的位置水平固定有多孔隔板5，所述艾灸箱2箱顶盖板

上并排开设有两个供脚伸入所述艾灸箱2以便踩在所述多孔隔板5上的脚孔6，两个所述脚

孔6分别对应连接有密封套7，所述密封套7套紧于患者的小腿部或大腿部，所述艾灸箱2侧

壁上开设有供取放所述艾绒盘4的取放口，所述取放口处设有可启闭门体，所述箱顶盖板或

所述密封套7上设有排烟孔，所述排烟孔与排烟管道8的一端连通，所述排烟管道8的另一端

浸入所述足浴盆3的水中，所述排烟管道8上设有排烟风机9。

[0030] 需要说明的是，足浴盆可采用市售的电热且带按摩功能的足浴盆，比如型号为本

博zy-968或长虹CDN-ZY1588-A等产品。排烟风机优选为4寸或6寸的型号为DPT-100、米伴品

牌的管道排风机。

[0031] 进一步，所述多孔隔板5上表面均匀布设有多个对脚底进行支撑的凸柱10。

[0032] 需要说明的是，凸柱可采用天然磁石打磨成高1-2cm ,直径0.5-1.2cm的圆柱状磁

石。

[0033] 进一步，所述艾灸箱2底部设有用于放置所述艾绒盘4的升降台11。

[0034] 进一步，所述升降台11包括电动推杆及固定于所述电动推杆伸缩端的升降平板。

[0035] 具体的，电动推杆可采用型号为铁甲虫、行程为10-30mm的微型电动伸缩杆升降

器。

[0036] 进一步，所述密封套7为弹性橡胶圈12或上下两端均开口的长筒状软质橡胶套13，

所述橡胶套13的下端与所述脚孔6连通，所述橡胶套13的上端通过设置的松紧带或尼龙扣

收紧于患者的小腿部或大腿部。

[0037] 需要说明的是，当密封套为长筒状软质橡胶套时，橡胶套优选使用与自行车或汽

车内胎相同的软质橡胶材料制备，厚度优选为2-4mm,直径应较大，约为20-30cm,橡胶套的

长筒状优选是下端粗、上端细，从而保证腿与橡胶套的筒壁之间预留出足够大的空间以便

艾烟进入，上端细的好处是便于用松紧带或尼龙扣收紧，松紧带或尼龙扣在橡胶套上端的

连接情况如图3所示，在橡胶套上端外侧环形布设多个供松紧带或尼龙扣穿入的连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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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进一步，所述艾灸箱2内壁上设有若干对踩在所述多孔隔板5的脚进行照射的红外

线理疗灯14。

[0039] 进一步，所述可启闭门体上设有若干透气孔。

[0040] 进一步，所述排烟管道8伸入所述足浴盆3的一端与所述足浴盆3底部固定设置的

盘管进气口连通，所述盘管上均匀间隔连通多个排烟支管，每个所述排烟支管的出口端均

连接有单向排气阀。

[0041]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护理装置的使用方法简介如下：

[0042] 因风湿免疫及内分泌疾病而导致下肢不适的患者可将脚从艾灸箱的脚孔伸入艾

灸箱并踩在多孔搁板上，脚孔处的密封套套紧于患者的小腿部或大腿部，将装有艾绒或艾

条的艾绒盘从取放口放入艾灸箱的升降台上并点然，关闭或关小可启闭门体，则脚在艾灸

箱内进行艾灸治疗(同时，可开启红外线理疗灯)，当艾烟充满艾灸箱后，开启排烟风机，缓

慢且持续的将艾烟向足浴盆的水底排放，艾灸完成后，脚从艾灸箱拔出，然后伸入足浴盆中

进行足浴泡脚按摩流程。

[0043]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实用

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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