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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艾灸养生床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艾灸养生床。本实用

新型公开的艾灸养生床包括床体、艾灸放置架、

浴池；其中床体包括床垫、床架和操作面板，床垫

为砭石层，其中砭石层遍布有灸孔；所述艾灸放

置架正中均匀分布有可旋转的艾灸托盘，每个托

盘内设置有艾灸材料固定支架，在可旋转艾灸托

盘下方设置有机械升降结构，可根据情况调节可

旋转的艾灸托盘与砭石层的距离；砭石层上还可

以设置按摩石运行导轨，按摩石设置在按摩石运

行导轨内。本实用新型的艾灸养生床将中医理疗

的药浴、艾灸、砭术、按摩相结合，充分利用艾草

燃烧时发出的热量，有效的通过砭石以及砭石按

摩作用于人体经络穴位，是一种集艾灸、砭术、按

摩、药浴为一体的有烟艾灸砭石按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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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艾灸养生床，所述艾灸养生床包括床体、艾灸放置架(200)；其中床体包括床垫

(110)、床架(120)和操作面板(130)，所述床架(120)位于床垫(110)下方，艾灸放置架(200)

位于床垫(110)正下方，其特征在于，所述床垫(110)为砭石层(111)，其中砭石层(111)遍布

有灸孔(112)；所述艾灸放置架(200)包括艾灸放置架拉手(201)、可旋转艾灸托盘(202)、艾

灸材料固定支架(203)、排烟管(204)、管道挡片(205)、风扇(206)、机械升降结构(207)、滑

行轨道Ⅰ(208)，在艾灸放置架(200)边缘一侧放置有艾灸放置架拉手(201)，正中均匀分布

有可旋转的艾灸托盘(202)，每个托盘内设置有艾灸材料固定支架(203)，排烟管(204)设置

于艾灸放置架(200)一侧，排烟管(204)上设置有管道挡片(205)，排烟管(204)相对应的一

侧设置有风扇(206)，机械升降结构(207)设置在可旋转艾灸托盘(202)下方，可根据情况调

节可旋转的艾灸托盘(202)与砭石层(111)的距离。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艾灸养生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砭石层(111)上还设置有按

摩石运行导轨(113)，按摩石(114)设置在按摩石运行导轨(113)内，并与动力系统连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艾灸养生床，其特征在于，所述艾灸养生床还包括浴池

(300)，其中浴池(300)位于艾灸放置架(200)下方，所述浴池(300)包括浴池拉手(301)、浴

缸(302)、滑行轨道Ⅱ(303)、浴池盖(304)、可调恒温热水器(305)、头垫(306)、1级脚垫Ⅰ

(307)、2级脚垫Ⅱ(308)、排水管(309)，浴池拉手(301)位于浴缸(302)边缘一侧，排水管

(309)位于浴池(300)一侧，可调恒温热水器(305)位于浴缸(302)尾部上方，外面有网状保

护壳保护，头垫(306)位于可调恒温热水器(305)对侧，1级脚垫Ⅰ(307)、2级脚垫Ⅱ(308)位

于浴缸(302)底部，脚垫位置可根据不同人身高设计。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艾灸养生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床架(120)和艾灸放置架

(200)之间、以及床架(120)和浴池(300)之间通过滑行轨道Ⅰ(208)、滑行轨道Ⅱ(303)连接。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艾灸养生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床架(120)和浴池(300)之间

的滑行轨道Ⅱ(303)位于浴池下方边缘两侧。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艾灸养生床，其特征在于，所述按摩石运行导轨(113)的运

行轨迹为人体肩部，腰部，臀部和膀胱经。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艾灸养生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按摩石(114)为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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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艾灸养生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医疗养生床，具体涉及一种艾灸养生床。

背景技术

[0002] 据《黄帝内经》记载，“砭”、“针”、“灸”、“药”是我国古代四种独立并存的医术，“砭”

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在预防保健领域，针具不被大多数亚健康人群所接受，因此可以运用按

摩来代替针具同原理刺激人体经络穴位，以达到预防保健的目的。

[0003] 中国科学院、核工业部、北京中医药基础医学院等权威实验室对砭石进行严格监

测，结果如下：

[0004] 1)有一奇异的能量场作用在人体，可产生红外热像，并循经而行；

[0005] 2)此石无放射性，对人体无害；

[0006] 3)接触人体表皮在监测器中可清楚的看到小血管及毛细血管中被改善儿加速的

血液流动状态。

[0007] 砭石作用于人体之前需加热方可施行，目前市场上的砭石养生床多采用电加热的

方式，此方式可能会因为电加热产生的电磁场而影响砭石对人体经络的作用。

[0008] 另外市场上还有一种艾灸养生床，但仅仅利用艾烟对人体进行理疗，不仅浪费了

艾灸产生的热量，而且无法充分发挥按摩、砭术、药浴对人体的保健作用。

[0009] 以上养生床都无法同时充分发挥艾灸、砭术、按摩、药浴对人体的保健功效。

实用新型内容

[0010]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艾灸养生床，该艾灸养生床不同

于市面上的电加热的加热方式，砭石可采用艾绒燃烧的温度，吸收其近红外线的能量，对人

体进行按摩、熨法。因此本实用新型的艾灸养生床，将中医理疗的药浴、艾灸、砭术、按摩相

结合，充分利用艾草燃烧时发出的热量，有效的通过砭石以及砭石按摩作用于人体经络穴

位，是一种集艾灸、砭术、按摩、药浴为一体的有烟艾灸砭石按摩床。

[0011]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艾灸养生床，所述艾灸养生床包括床体、艾灸放置架；其中

床体包括床垫、床架和操作面板，所述床架位于床垫下方，艾灸放置架位于床垫正下方，所

述床垫为砭石层，其中砭石层遍布有灸孔；所述艾灸放置架包括艾灸放置架拉手、可旋转艾

灸托盘、艾灸材料固定支架、排烟管、管道挡片、风扇、机械升降结构、滑行轨道Ⅰ，在艾灸放

置架边缘一侧放置有艾灸放置架拉手，正中均匀分布有可旋转的艾灸托盘，每个托盘内设

置有艾灸材料固定支架，排烟管设置于艾灸放置架一侧，排烟管上设置有管道挡片，排烟管

相对应的一侧设置有风扇，机械升降结构设置在可旋转艾灸托盘下方，可根据情况调节可

旋转的艾灸托盘与砭石层的距离。

[0012] 可旋转艾灸托盘每个托盘可放置多根艾柱，艾柱燃尽后，床面的温度自动控制不

再上升，根据个人情况适当调节可旋转的艾灸托盘与砭石层的距离。添加艾柱，为节省一部

分材料和时间，在使用过程中，艾灸托盘会顺时针缓慢转动，以使温度更均匀的分布于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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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面。

[0013] 艾灸时以艾绒为主要材料，在人体经络穴位或病痛部位进行熏灼炙烤，借助灸火

的热力给人体以温热性刺激，艾灸燃烧产生的近红外线、穿透力强，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从

而激发正气，以达到防止疾病的目的。

[0014] 不同于市场上的远红外线加热方式，砭石能通过吸收艾绒燃烧产生的近红外能

量，药性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且对自身存在修复性，促进人体细胞结构的新陈代谢。

[0015] 操作面板上有排烟管开关、风扇开关、温度调节开关、托盘转动开关、托盘升降开

关、按摩开关调节开关(高中低)、总开关。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砭石层上还设置有按摩石运行导轨，按摩石设置在按摩石运行导

轨内，并与动力系统连接。

[0017] 其中，动力系统安装位置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可安装在床体前方或艾灸放置架

下方。动力系统可采用一般驱动杆连接动力泵，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床垫内内置芯片控制

按摩石运行轨迹。

[0018] 进一步地，所述艾灸养生床还包括浴池，其中浴池位于艾灸放置架下方，所述浴池

包括浴池拉手、浴缸、滑行轨道Ⅱ、浴池盖、可调恒温热水器、头垫、1级脚垫Ⅰ、2级脚垫Ⅱ、排

水管，浴池拉手位于浴缸边缘一侧，排水管位于浴池一侧，可调恒温热水器位于浴缸尾部上

方，外面有网状保护壳保护，头垫位于可调恒温热水器对侧，1级脚垫Ⅰ、2级脚垫Ⅱ位于浴缸

底部，脚垫位置可根据不同人身高设计。

[0019]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床架和艾灸放置架之间、以及床架和浴池之间均通过滑行轨

道连接。

[0020]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床架和浴池之间的滑行轨道Ⅱ位于浴池下方边缘两侧。

[0021] 浴池占用的空间为本实用新型艾灸养生床体下方多余部分，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浴

池为可移动推拉式浴池，可从床体移出并还原，浴池有形似浴池的浴池盖。不用时浴池盖可

重叠放入浴池，泡浴时翻过来使用，不仅能够节约水源，还可增大视觉效果，浴缸尾部上方

设有可调节恒温热水器。可调节恒温热水器热水器外设置有一个可拆卸的保护壳，避免在

泡浴过程中人体直接碰到热水器而引起不必要的烫伤，浴池底尾部更具有可根据不同人身

高调整的两对脚垫，避免药浴过程中身体不自主下滑。

[0022] 药浴时将艾叶熬煮，使药性入汤，进行30分钟左右泡浴，艾叶本身具有温经活血、

散寒止痛预防保健，对很多病毒和细菌有抑制和杀伤作用。

[0023] 进一步地，所述按摩石运行导轨的运行轨迹为人体肩部，腰部，臀部和膀胱经。

[0024] 按摩石运行导轨运行于人体肩部、腰部、臀部以及膀胱经。曲线部分位于人体“肩

部”、“腰部”、“臀部”区域，根据“软组织外科学理论”，这些部位为常见职业病及亚健康问题

的反射区，刺激这些区域可达到防病治病的效果。轨道的直线区域为人体膀胱经运行轨迹，

此经络最大的功效是它的排毒功能，是人体最大的一个排毒通道。

[0025]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的按摩石为砭石。

[002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27] 本实用新型的艾灸养生床将中医理疗的药浴、艾灸、砭术、按摩相结合，充分利用

艾草燃烧时发出的热量，有效的通过砭石以及砭石按摩作用于人体经络穴位，是一种集艾

灸、砭术、按摩、药浴为一体的有烟艾灸砭石按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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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实用新型艾灸养生床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为艾灸床养生床砭石层平面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为艾灸养生床艾灸放置架俯视结构示意图。

[0031] 图4为艾灸养生床艾灸放置架仰视结构示意图。

[0032] 图5为艾灸养生床浴池俯视结构示意图。

[0033] 图6为艾灸养生床浴池盖结构示意图。

[0034] 其中，110为床垫；111为砭石层；112为灸孔；113为按摩石运行导轨；114为按摩石；

120 为床架；130为操作面板；

[0035] 200为艾灸放置架；201为艾灸放置架拉手；202为可旋转艾灸托盘；203为艾灸材料

固定支架；204为排烟管；205为管道挡片；206为风扇；207为机械升降结构；208为滑行轨道

Ⅰ；

[0036] 300为浴池；301为浴池拉手；302为浴缸；303为滑行轨道Ⅱ；304为浴池盖；305为可

调恒温热水器；306为头垫；307为1级脚垫Ⅰ；308为2级脚垫Ⅱ；309为排水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为了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更进一步了解本实用新型的特征及技术内容，请参阅以

下有关本实用新型的详细说明与附图，然而附图仅供参考与说明，并非用来对本实用新型

加以限制。

[0038] 如图1、2、3、4、5、6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艾灸养生床包括床体、艾灸放置架200；其

中床体包括床垫110、床架120和操作面板130，所述床架120位于床垫110下方，艾灸放置架

200  位于床垫110正下方，所述床垫110为砭石层111，其中砭石层111遍布有灸孔112；所述

艾灸放置架200包括艾灸放置架拉手201、可旋转艾灸托盘202、艾灸材料固定支架203、排烟

管204、管道挡片205、风扇206、机械升降结构207、滑行轨道Ⅰ208，在艾灸放置架200边缘一

侧放置有艾灸放置架拉手201，正中均匀分布有可旋转的艾灸托盘202，每个托盘内设置有

艾灸材料固定支架  203，排烟管204设置于艾灸放置架200一侧，排烟管204上设置有管道挡

片205，排烟管204相对应的一侧设置有风扇206，机械升降结构207设置在可旋转艾灸托盘

202下方，可根据情况调节可旋转的艾灸托盘202与砭石层111的距离。

[0039] 操作面板上有排烟管开关、风扇开关、温度调节开关、托盘转动开关、托盘升降开

关、按摩开关调节开关(高中低)、总开关。

[0040] 所述砭石层111上还设置有按摩石运行导轨113，按摩石114设置在按摩石运行导

轨113内，并与动力系统连接。

[0041] 所述艾灸养生床还包括浴池300，其中浴池300位于艾灸放置架200下方，所述浴池

300包括浴池拉手301、浴缸302、滑行轨道Ⅱ303、浴池盖304、可调恒温热水器305、头垫306、

1级脚垫Ⅰ307、2级脚垫Ⅱ308、排水管309，浴池拉手301位于浴缸302边缘一侧，排水管309位

于浴池  300一侧，可调恒温热水器305位于浴缸302尾部上方，外面有网状保护壳保护，头垫

306位于可调恒温热水器305对侧，1级脚垫Ⅰ307、2级脚垫Ⅱ308位于浴缸302底部，脚垫位置

可根据不同人身高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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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其中，动力系统安装位置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可安装在床体前方或艾灸放置架

下方。动力系统可采用一般驱动杆连接动力泵，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床垫内内置芯片控制

按摩石运行轨迹。

[0043] 所述床架120和艾灸放置架200之间、以及床架120和浴池300之间通过滑行轨道Ⅰ

208、滑行轨道Ⅱ303连接。

[0044] 所述床架120和浴池300之间的滑行轨道Ⅱ303位于浴池下方边缘两侧。

[0045] 浴池占用的空间为本实用新型艾灸养生床体下方多余部分，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浴

池为可移动推拉式浴池，可从床体移出并还原，浴池有形似浴池的浴池盖。不用时浴池盖可

重叠放入浴池，泡浴时翻过来使用，不仅能够节约水源，还可增大视觉效果，浴缸尾部上方

设有可调节恒温热水器。可调节恒温热水器热水器外设置有一个可拆卸的保护壳，避免在

泡浴过程中人体直接碰到热水器而引起不必要的烫伤，浴池底尾部更具有可根据不同人身

高调整的两对脚垫，避免药浴过程中身体不自主下滑。

[0046] 进一步地，所述按摩石运行导轨的运行轨迹为人体肩部，腰部，臀部和膀胱经。

[0047] 按摩石运行导轨运行于人体肩部、腰部、臀部以及膀胱经。曲线部分位于人体“肩

部”、“腰部”、“臀部”区域，根据“软组织外科学理论”，这些部位为常见职业病及亚健康问题

的反射区，刺激这些区域可达到防病治病的效果。轨道的直线区域为人体膀胱经运行轨迹，

此经络最大的功效是它的排毒功能，是人体最大的一个排毒通道。

[0048]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的按摩石114为砭石。

[0049] 使用本实用新型所述艾灸养生床时，可根据具体情况依次进行药浴、艾灸、砭术按

摩，也可选择其中一二进行理疗。

[0050] 药浴时，通过抽拉浴池拉手，浴缸沿滑行轨道从艾灸养生床下方拉出，取出浴池

盖，将药包(主要成分为沸煮20分钟左右的艾叶药液)，加入适量热水将煮好的药包倒入浴

缸，水温适宜后打开可调恒温热水器开关，将其调至所需温度，待水温合适后进行30分钟的

泡浴，泡浴时可根据个人情况，将脚放置于合适的脚垫位置，盖上浴池盖，将头放置于头垫

位置，进行泡浴。泡浴后打开排水按钮，废水可经排水管直接排出浴缸。

[0051] 药浴结束，平躺与艾灸床上，打开按摩功能并调节力度，艾灸一段时间后，按摩功

能自动开启，顺着按摩轨道以点状按摩线形游走的方式转动，按摩完毕，再次艾灸等待剩余

的艾条燃尽，使用完毕。

[0052] 打开艾灸放置架，放置艾柱点燃，打开托盘转动开关，托盘顺时针匀速转动，使温

度均匀分布于砭石面上，艾柱燃烧完，剩余的艾条使艾灸温度适宜且温度不再上升，根据个

人情况再次调节温度(通过机械升降结构调节温度)。

[0053] 艾灸时，可提前一段时间开启艾灸养生床或泡浴后开启。

[0054] 但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可行实施例，并非用以局限本实用新型的专利

范围，故凡运用本实施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变化，故同理包含在本实用新

型的范围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08436069 U

6



图1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7

CN 208436069 U

7



图4

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208436069 U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