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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石墨烯远红外沉艾烟温熨调理一体机，

包括机箱、艾烟喷疗仪、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石

墨烯熨灸仪、石墨烯小神器、支架、控制面板、氧

气泵、旋转配件；所述的艾烟喷疗仪和石墨烯熨

灸仪分别与氧气泵配合连接；所述的氧气泵与控

制面板电控连接、且通过控制面板的控制朝艾烟

喷疗仪和石墨烯熨灸仪的方向提供氧气；所述的

支架与旋转配件配合连接；所述的艾烟喷疗仪与

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之间可单独使用和/或可拆

装式配合使用，并分别通过支架、旋转配件的配

合可旋转活动式设置在机箱上；所述的石墨烯小

神器上设置有电源线、且通过电源线与控制面板

电控连接。本发明通过上述结构的改良，实用性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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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石墨烯远红外沉艾烟温熨调理一体机，包括机箱(12)，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艾烟

喷疗仪(1)、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石墨烯熨灸仪(3)、石墨烯小神器(4)、支架(5)、控制

面板(9)、氧气泵(10)、旋转配件(16)；所述的艾烟喷疗仪(1)和石墨烯熨灸仪(3)分别与氧

气泵(10)配合连接；所述的氧气泵(10)与控制面板(9)电控连接、且通过控制面板(9)的控

制朝艾烟喷疗仪(1)和石墨烯熨灸仪(3)的方向提供氧气；所述的支架(5)与旋转配件(16)

配合连接；所述的艾烟喷疗仪(1)与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之间可单独使用和/或可拆装

式配合使用，并分别通过支架(5)、旋转配件(16)的配合可旋转活动式设置在机箱(12)上；

所述的石墨烯小神器(4)上设置有电源线(7)、且通过电源线(7)与控制面板(9)电控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石墨烯远红外沉艾烟温熨调理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艾烟喷

疗仪(1)和石墨烯熨灸仪(3)上分别设置有氧气管(6)、且分别通过氧气管(6)与氧气泵(10)

配合连接；其中，艾烟喷疗仪(1)与氧气泵(10)之间、石墨烯熨灸仪(3)与氧气泵(10)之间分

别设置有可调节氧气量的调节开关。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石墨烯远红外沉艾烟温熨调理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艾烟喷

疗仪(1)和石墨烯熨灸仪(3)分别通过氧气泵(10)和控制面板(9)的控制实现单独使用，艾

烟喷疗仪(1)与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可拆装式配合连接、且通过氧气泵(10)和控制面板

(9)的控制实现配合使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石墨烯远红外沉艾烟温熨调理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

(5)和旋转配件(16)分别设置有二个，二个支架(5)一端分别与旋转配件(16)配合连接，二

个支架(5)另一端分别通过旋转配件(16)与艾烟喷疗仪(1)、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旋转

式可拆装配合连接；所述的支架(5)和/或旋转配件(16)上设置有弯曲折叠部、且通过弯曲

折叠部弯曲折叠在机箱(12)上；所述的艾烟喷疗仪(1)与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分别通过

支架(5)、旋转配件(16)的配合旋转活动式设置在机箱(12)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石墨烯远红外沉艾烟温熨调理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艾烟喷

疗仪(1)的喷疗口上可拆装式设置有杯罩(15)、且通过杯罩(15)实现单独使用；所述的杯罩

(15)上设置有带孔的石墨烯远红外发热片。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石墨烯远红外沉艾烟温熨调理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艾烟远

红外灯调理仪(2)上设置有布罩(17)、硅胶圆罩(18)、进烟接头(20)；其中，艾烟远红外灯调

理仪(2)与支架(5)上设置的夹具可拆装配合连接；布罩(17)一端与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

(2)底部内端套紧；所述的硅胶圆罩(18)内圆环部设置有进烟管(19)，进烟管(19)上设置有

若干个喷烟口(21)；所述的进烟接头(20)一端与进烟管(19)相互连通，另一端与艾烟喷疗

仪(1)的喷疗口可拆装配合连接，布罩(17)铺设在硅胶圆罩(18)的周边，以实现艾烟喷疗仪

(1)与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的可拆装式配合使用；所述的布罩(17)罩设在艾烟远红外灯

调理仪(2)、进烟管(19)、进烟接头(20)、硅胶圆罩(18)、进烟管(19)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石墨烯远红外沉艾烟温熨调理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艾烟远

红外灯调理仪(2)上设置有外壳；所述的外壳由金属材料制成、且其底部设置有硅胶套，布

罩(17)套紧在硅胶套下沿；或者，所述的外壳由塑料制成，布罩(17)套紧在外壳外圆表面。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石墨烯远红外沉艾烟温熨调理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艾烟喷

疗仪(1)和石墨烯熨灸仪(3)内部设置有燃烧腔，燃烧腔内放置有燃烧物；所述的石墨烯熨

灸仪(3)端部还设置有石类材料件，石类材料件上均布有若干个喷疗孔；所述的石墨烯熨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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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3)上还设置设置有温度检测装置(14)。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石墨烯远红外沉艾烟温熨调理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面

板(9)上设置有显示屏、控制开关和USB插口(8)；所述的石墨烯小神器(4)内部设置有中药

药包、且通过电源线(7)与控制面板(9)的USB插口(8)可拆装式电控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石墨烯远红外沉艾烟温熨调理一体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机箱(12)上设置有收纳室；所述的氧气泵(10)放置在收纳室内；所述的机箱(12)底部

还设置有万向轮脚(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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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石墨烯远红外沉艾烟温熨调理一体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石墨烯远红外沉艾烟温熨调理一体机。

背景技术

[0002] 石墨烯远红外发热片热效率高达95％，可以做到迅速升温，当升至35摄氏度后便

可产生与人体细胞光谱频率相近红外线。太阳光中波长为5.6—15微米的远红外线是生物

生存必不可少的因素，可产生生物活化现象，被专家称为“生命之光”，而石墨烯在发热过程

中产生的8—14微米远红外线恰是其中最适合人体健康的波段，和太阳光、艾灸火产生的远

红外线最为接近，可以改善人体内部细胞的微循环环境，激活人体免疫力。由此，具有这样

功能的石墨烯远红外发热产品，它的渗透力可达肌肉及关节深处，能使肌肤深层组织温度

上升，使身体内部温暖从而放松肌肉、扩张微血管、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微循环，带动微循环

网的氧气及养分交换，提高细胞的再生及肌体解毒、排毒功能，排除积存体内的疲劳有害物

质和乳酸等，对消除内肿，缓和酸痛效果显著。更能激活身体细胞核酸蛋白质等生物分子的

活性，加强细胞的再生能力。无疑，这是一种对亚健康患者调理帮助很大的产品，而石墨烯

远红外发热片所产生的远红外线能效贴肤按摩时，更能发挥其通经活络、活化细胞、祛湿散

寒的功效。

[0003] 上古之人便知以火之温热煨患处可令痛减，这便是灸法的早期雏形。灸疗法起源

于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治疗和预防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黄帝内经》有“大风汗出，灸意

喜穴”的说法。著名中医文献《医学入门》指出，“药之不及，针之不能，必须灸之”。可见灸疗

法在中医学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0004] 沉香灸的灸法与艾灸相同，但沉香作为万药之引，可以迅速地将药力渗透至人体

病灶部位，同时疏通经络、温中补气，且沉香灸温和不易上火，所以沉香灸的保健治疗功效

远远优于艾灸。

[0005] 沉香通十二经、走三阴。沉香灸疗法可广泛应用于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男科、皮

肤科、五官科疾病。尤其对消化疾病、呼吸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科疾病、痛风、风湿、糖

尿病、肿瘤等疾病有特效。

[0006] 烟熏法是中医外治法之一，临床多以挥发性较强、辛香走窜之品为选用药物，利用

其浓郁药品刺激作用，借助药力和热力通过呼吸道及皮肤等吸收作用，然后通过血气交换，

布至全身，起到促进腠理疏通、气血顺畅，达到消肿、止痒、止痛、祛风等作用。有艾烟的艾灸

才是完整的艾灸。艾烟可以走窜身体，治疗疾病；可以渗透肌肤，打通十二经络。艾烟气进入

人体后，会随气血循环，改善气血升降出入，艾烟气进入身体通湿寒，会将湿寒慢慢逼出体

外。艾烟气能激发人体的免疫力，扶阳补气，艾烟气对交感神经有调节、镇静、安眠的作用，

还有抗菌、抗病毒、预防传染病功效，可用于肿疡初起、痔疮或皮肤病等疾患，艾灸最适宜进

入身体温度在41度左右，比人体正常体温的温度稍高一些。

[0007] 艾灸是通过艾灸的温热之力打开皮肤毛孔，之后再进行艾灸药力渗透的一个过

程，如果艾灸的时候过于热的话，毛孔就会闭塞，进而艾灸的药力不能深入到肌肤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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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了会在病人不知觉的情况下，产生低温烫伤。另外，传统的艾灸熏疗方法还存在以下问

题：1、艾灸过程中，灸火是较难控制的,容易起灸泡、灸花、灼伤皮肤；2、艾灸灸热是向上走

窜，只有部份作用于人体身上、不能有效地集中成束，腧穴热敏化低；3、艾灸燃烧不充分时，

烟雾过重，影响治疗。

[0008] 传统的熨法，多为用纱布裹药物或包裹鸡蛋等，利用其本身温度激发的药力来熨

灸身体；现代人还运用微波炉加热的方法来进行中间辅热，而这些传统方法都有不能持续

温热的弊端。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改进。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目的旨在提供一种结构简单合理、性能优异、使用方便、功效强大、制造

成本低、易生产、易实现、安全可靠且使用范围广的石墨烯远红外沉艾烟温熨调理一体机，

以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之处。

[0010] 按此目的设计的一种石墨烯远红外沉艾烟温熨调理一体机，包括机箱，其特征在

于：还包括艾烟喷疗仪、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石墨烯熨灸仪、石墨烯小神器、支架、控制面

板、氧气泵、旋转配件；所述的艾烟喷疗仪和石墨烯熨灸仪分别与氧气泵配合连接；所述的

氧气泵与控制面板电控连接、且通过控制面板的控制朝艾烟喷疗仪和石墨烯熨灸仪的方向

提供氧气；所述的支架与旋转配件配合连接；所述的艾烟喷疗仪与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之

间可单独使用和/或可拆装式配合使用，并分别通过支架、旋转配件的配合可旋转活动式设

置在机箱上；所述的石墨烯小神器上设置有电源线、且通过电源线与控制面板电控连接。

[0011] 所述艾烟喷疗仪和石墨烯熨灸仪上分别设置有氧气管、且分别通过氧气管与氧气

泵配合连接；其中，艾烟喷疗仪与氧气泵之间、石墨烯熨灸仪与氧气泵之间分别设置有可调

节氧气量的调节开关。

[0012] 所述艾烟喷疗仪和石墨烯熨灸仪分别通过氧气泵和控制面板的控制实现单独使

用，艾烟喷疗仪与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可拆装式配合连接、且通过氧气泵和控制面板的控

制实现配合使用。

[0013] 所述支架和旋转配件分别设置有二个，二个支架一端分别与旋转配件配合连接，

二个支架另一端分别通过旋转配件与艾烟喷疗仪、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旋转式可拆装配合

连接；所述的支架和/或旋转配件上设置有弯曲折叠部、且通过弯曲折叠部弯曲折叠在机箱

上；所述的艾烟喷疗仪与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分别通过支架、旋转配件的配合旋转活动式

设置在机箱上。

[0014] 所述艾烟喷疗仪的喷疗口上可拆装式设置有杯罩、且通过杯罩实现单独使用；所

述的杯罩上设置有带孔的石墨烯远红外发热片。

[0015] 所述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上设置有布罩、硅胶圆罩、进烟接头；其中，艾烟远红外

灯调理仪与支架上设置的夹具可拆装配合连接；布罩一端与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底部内端

套紧；所述的硅胶圆罩内圆环部设置有进烟管，进烟管上设置有若干个喷烟口；所述的进烟

接头一端与进烟管相互连通，另一端与艾烟喷疗仪的喷疗口可拆装配合连接，布罩铺设在

硅胶圆罩的周边，以实现艾烟喷疗仪与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的可拆装式配合使用；所述的

布罩罩设在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进烟管、进烟接头、硅胶圆罩、进烟管上。

[0016] 所述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上设置有外壳；所述的外壳由金属材料制成、且其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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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硅胶套，布罩套紧在硅胶套下沿；或者，所述的外壳由塑料制成，布罩套紧在外壳外

圆表面。

[0017] 所述艾烟喷疗仪和石墨烯熨灸仪内部设置有燃烧腔，燃烧腔内放置有燃烧物；所

述的石墨烯熨灸仪端部还设置有石类材料件，石类材料件上均布有若干个喷疗孔；所述的

石墨烯熨灸仪上还设置设置有温度检测装置。

[0018] 所述控制面板上设置有显示屏、控制开关和USB插口；所述的石墨烯小神器内部设

置有中药药包、且通过电源线与控制面板的USB插口可拆装式电控连接。

[0019] 所述机箱上设置有收纳室；所述的氧气泵放置在收纳室内；所述的机箱底部还设

置有万向轮脚。

[0020] 本发明通过上述结构的改良，把独立的艾烟喷疗仪、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石墨烯

熨灸仪、石墨烯小神器集成在一个可移动且带支架的箱体上，从而实现石墨烯远红外沉艾

烟温熨调理一体机，用户在使用时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通过石墨烯远红外和沉艾烟的结合

形式进行身体调理，以最终实现一机多能的使用效果；同时，本调理一体机是无火艾灸机

器，可实现无火艾灸和无针针灸，不见明火，用户在使用时安全方便，而且还能对人体进行

点对点、面对面的深层作用，功效强大，效果显著，是家庭养生保健、康复调理的一个理想应

用产品。

[0021] 综合而言，其具有结构简单合理、性能优异、使用方便、功效强大、制造成本低、易

生产、易实现、安全可靠且使用范围广等特点，实用性强。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4] 参见图1，本石墨烯远红外沉艾烟温熨调理一体机，包括机箱12、艾烟喷疗仪1、艾

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石墨烯熨灸仪3、石墨烯小神器4、支架5、控制面板9、氧气泵10、旋转配

件16；所述的艾烟喷疗仪1和石墨烯熨灸仪3分别与氧气泵10配合连接；所述的氧气泵10与

控制面板9电控连接、且通过控制面板9的控制朝艾烟喷疗仪1和石墨烯熨灸仪3的方向提供

氧气；所述的支架5与旋转配件16配合连接；所述的艾烟喷疗仪1与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之

间可单独使用和/或可拆装式配合使用，并分别通过支架5、旋转配件16的配合可旋转活动

式设置在机箱12上；所述的石墨烯小神器4上设置有电源线7、且通过电源线7与控制面板9

电控连接。

[0025] 上述的艾烟喷疗仪1、石墨烯熨灸仪3和石墨烯小神器4均为本申请人的三个专利

申请产品，其申请号分别为201820318139.4、201820680024.6和201820636832.6。

[0026] 进一步地讲，艾烟喷疗仪1和石墨烯熨灸仪3上分别设置有氧气管6、且分别通过氧

气管6与氧气泵10配合连接；其中，艾烟喷疗仪1与氧气泵10之间、石墨烯熨灸仪3与氧气泵

10之间分别设置有可调节氧气量的调节开关。

[0027] 进一步地讲，艾烟喷疗仪1和石墨烯熨灸仪3分别通过氧气泵10和控制面板9的控

制实现单独使用，和/或，艾烟喷疗仪1与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可拆装式配合连接、且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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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泵10和控制面板9的控制实现配合使用。

[0028] 进一步地讲，支架5和旋转配件16分别设置有二个，二个支架5一端分别与旋转配

件16配合连接，二个支架5另一端分别通过旋转配件16与艾烟喷疗仪1、艾烟远红外灯调理

仪2旋转式可拆装配合连接；所述的支架5和/或旋转配件16上设置有弯曲折叠部、且通过弯

曲折叠部弯曲折叠在机箱12上；所述的艾烟喷疗仪1与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分别通过支架

5、旋转配件16的配合旋转活动式设置在机箱12上。

[0029] 具体地讲，艾烟喷疗仪1与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通过支架5固定，可根据支架5、旋

转配件16的配合旋转移动调整理疗位置；所述的支架5用于夹紧艾烟喷疗仪1和艾烟远红外

灯调理仪2，其尾部通过旋转配件16与机箱12的顶部角位配合连接。

[0030] 进一步地讲，艾烟喷疗仪1和石墨烯熨灸仪3内部设置有燃烧腔，燃烧腔内放置有

燃烧物；所述的石墨烯熨灸仪3端部还设置有石类材料件，石类材料件上均布有若干个喷疗

孔。

[0031] 上述的燃烧物为艾条或、艾绒、或沉香条、或沉香绒。

[0032] 进一步地讲，艾烟喷疗仪1的喷疗口上可拆装式设置有杯罩15、且通过杯罩15实现

单独使用。

[0033] 具体地讲，艾烟喷疗仪1即是一个艾烟喷疗器也是一个艾烟发生器，是烟疗的动力

源，通过在燃烧腔内燃烧艾条或、艾绒、或沉香条、或沉香绒，通过氧气泵10对艾烟喷疗仪1

尾部接头提供氧气；艾烟喷疗仪1能形成艾烟的喷射点，汇聚成对人体作用为点接触的烟

气，形成一种点射流，能集束能量对特定的穴位区域进行专门的聚焦能量深入治疗；也可在

艾烟喷疗仪1喷疗口方向增加并旋合杯罩15，同时在杯罩15较大直径面设有带孔的石墨烯

远红外发热片，该石墨烯片远红外层，在艾烟喷射的作用下温度超过35℃时，石墨烯片能产

生远红外线，靶向作用于患者施治的孔穴区域，通过石墨烯远红外的活血、艾烟的行气，能

提高腧穴热敏化，激活人体生物分子活性，改善血液循环，加快代谢有害物质，消炎镇痛。

[0034] 进一步地讲，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上设置有布罩17、硅胶圆罩18、进烟接头20；其

中，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与支架5上设置的夹具可拆装配合连接；布罩17一端与艾烟远红

外灯调理仪2底部内端套紧；所述的硅胶圆罩18内圆环部设置有进烟管19，进烟管19上设置

有若干个喷烟口21；所述的进烟接头20一端与进烟管19相互连通，另一端与艾烟喷疗仪1的

喷疗口可拆装配合连接，布罩17铺设在硅胶圆罩18的周边，以实现艾烟喷疗仪1与艾烟远红

外灯调理仪2的可拆装式配合使用；所述的布罩17罩设在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进烟管19、

进烟接头20、硅胶圆罩18、进烟管19上。

[0035] 在使用时，进烟接头20一端与进烟管19相互连通，另一端与艾烟喷疗仪1的喷疗口

可拆装配合连接后，将硅胶圆罩18放置在人体皮肤上，用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上的布罩17

罩设在硅胶圆罩18的周边，能二次聚集烟气，以实现艾烟喷疗仪1与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

的可拆装式配合使用。

[0036] 进一步地讲，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上设置有外壳；所述的外壳由金属材料制成、

且其底部设置有硅胶套，布罩17套紧在硅胶套下沿；或者，所述的外壳由塑料制成，布罩17

套紧在外壳外圆表面。

[0037] 具体地讲，当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外壳为金属时，布罩17设置在艾烟远红外灯调

理仪2底部硅胶套下沿并套紧；而当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外壳为塑料时，布罩17设置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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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的外圆表面上，通过布罩17的开口松紧固来固定；所述的布罩17可与艾烟远红外灯调理

仪2拆卸分开使用，当进烟管19通入烟气时，将硅胶圆罩18放置在人体皮肤处，把拆卸的布

罩17没有圆孔一处放置在硅胶圆罩18的上表面，收集烟气，然后再将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

置放在布罩17的上方，所产生的远红外线能量透过布罩17透入硅胶圆罩18，与烟气结合作

用，一并作用在人体上。所述的布罩17设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至少部分、进烟管19、进烟接

头20、至少部分、硅胶圆罩18，进烟管19另外部分伸出布罩17外。

[0038] 具体地讲，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由支架5支撑固定，在该灯的下方设有布罩17，在

硅胶圆罩18的内圆环部设有进烟管19，可将进烟管19开口端进烟接头20插入艾烟喷疗仪1

的喷疗口，将烟气传送至进烟管19，并从进烟管19的均布的喷烟口21输出，在布罩17的笼罩

下，烟气集聚在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的下面，并与内置的远红外照射灯能量相结合，远红

外照射灯艾烟气进行活血化瘀的同时，硅胶圆罩将艾烟气聚拢并吸湿，布罩17起第二层聚

拢吸湿作用，所收集的艾烟气对身体深层渗透并行气作用。远红外线被人体吸收后，可使体

内水分子产生共振，使水分子活化，增强其分子间的结合力，从而活化蛋白质等生物大分

子，使生物体细胞处于最高振动能级。由于生物细胞产生共振效应，可将远红外热能传递到

人体皮下较深的部分，以下深层温度上升，产生的温热由内向外散发。这种作用强度，使毛

细血管扩张，促进血液循环，强化各组织之间的新陈代谢，增加组织的再生能力，提高机体

的免疫能力，调节精神的异常兴奋状态，从而起到医疗保健的作用。

[0039] 上述的艾烟喷疗仪1和石墨烯熨灸仪3尾部均连接有氧气管6连通；内置有燃烧腔

可燃烧艾条或、艾绒、或沉香条、或沉香绒，并通过氧气泵10的作用将烟气喷出用于理疗。艾

烟喷疗仪1和石墨烯熨灸仪3上也设置有石墨烯发热片，与沉艾烟结合，共同将能量作用在

理疗区内，渗透进皮肤深处。

[0040] 其中，艾烟喷疗仪1和石墨烯熨灸仪3均有聚热增压治疗能力；石墨烯熨灸仪3底部

有石类材料件，同时均布有若干个喷疗孔，其与用户身体是以面接触，所喷射的石类材料面

与沉艾烟及石墨烯远红外相结合，能对较大的部位进行熨法调理，石墨烯贴片处设有凹池，

能起瞬间增压聚能作用。石墨烯熨灸仪3将灸疗的实质分成艾火产生的远红外热加沉香烟

或艾烟两部分，在加压气流作用下，沉香烟或艾烟、灸火分离，用灸火的温度加热石类材料

件，并激发石类材料件上的石墨烯产生远红外线，沉香烟或艾烟瞬间聚能，并在加压作用下

加热下方的石类材料并激发石墨烯产生远红外线，一起作用在人体上，形成一种强渗透的

调理治疗效果。燃烧物与明火处于封闭、且充分供气燃烧，由于用户使用时不见明火，状态

保证安全，安全系数得到提高。与传统技术的点对点不同，面对面的按摩作用再加上石墨烯

片的远红外作用，进一步加强了沉香烟或艾烟的渗透，对皮部、肌肉的板结和肿胀状态有很

好的改善作用。

[0041] 进一步地讲，控制面板9上设置有显示屏、控制开关和USB插口8；所述的石墨烯小

神器4内部设置有中药药包、且通过电源线7与控制面板9的USB插口8可拆装式电控连接。

[0042] 石墨烯小神器4与电源线7连接，电源线7与USB插口8配合连接；石墨烯小神器4通

过电源线7和USB插口8的配合取得供电发热产生远红外能量，并通过石墨烯小神器4与中药

药包之间的聚能作用，将能量集中成束形成无针针灸将热力导入穴位，大大提高了腧穴热

敏化，从而起到深层温经透络、祛寒护阳的功效。使用时，通过专门固定装置固定在理疗区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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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进一步地讲，石墨烯熨灸仪3上还设置设置有温度检测装置14。

[0044] 进一步地讲，机箱12上设置有收纳室；所述的氧气泵10放置在收纳室内；所述的机

箱12底部还设置有万向轮脚13，机箱12可通过万向轮脚13随意移动。

[0045] 上述调理一体机使用时可按以下步骤操作：

[0046] 一、接通电源，在控制面板9上按下氧气泵10开关。

[0047] 二、旋开艾烟喷疗仪1或石墨烯熨灸仪3的燃烧腔，在内投入燃烧物，该燃烧物为沉

香条、或艾条、或沉香绒、或艾绒，使用绒时，用不锈钢通孔网筒装载，并点燃；并旋合封盖；

控制氧气泵10的供气量为艾条和艾绒提供稳定燃烧的条件并燃烧，产生烟。可调节在控制

面板上调节氧气泵10流量大小，改变沉香烟或艾烟喷射压力，并把沉香烟或艾烟稳定输送

至艾烟喷疗仪1和石墨烯熨灸仪3的末端，提供给患者使用。

[0048] 三、观察艾烟喷疗仪1或石墨烯熨灸仪3中排出的沉艾烟温度稳定后，将艾烟喷疗

仪1或石墨烯熨灸仪3紧握，即可对身体各个部位进行熏灸。

[0049] 四、艾烟喷疗仪1与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可配合使用，将艾烟喷疗仪1的喷疗口插

上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的进烟接头20，并由进烟管19均布的喷烟口21输出，通过硅胶圆罩

18和布罩17的聚能作用使烟气与远红外线相聚焦于人体上。

[0050] 五、将石墨烯小神器4的电源线7插入USB插口8，石墨烯小神器4内部的石墨烯远红

外发热片通电后，快速升温，产生最适合人体细胞生产的光谱频率红外线。配备的艾绒药包

与石墨烯小神器4底部贴合使用，其挥发油含量足，具有发汗、理气、止痛、抑菌、矫味等作

用，艾绒与患者体温相互作用生热产生的短红外线，并在石墨烯红外线的加温下，通过皮肤

毛孔透皮吸收，传送到经络。

[0051] 六、打开控制面板9上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的开关，调节该调理仪2的温度及理疗

时间，将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放置在与艾烟喷疗仪1配合使用的硅胶圆罩18的上方，该灯

可穿过皮肤，直接使肌肉、皮下组织等产生热效应。加速血液物质循环，增加新陈代谢、减少

疼痛、增加肌肉松弛、产生按摩效果等。红外线主要是由于其能从不同水平调动人体本身的

抗病能力而治疗疾病。

[0052] 七、理疗过程中，根据所需温度调节支架5，以上下移动及左右旋动艾烟喷疗仪1和

艾烟远红外灯调理仪2的理疗位置；将石墨烯熨灸仪3放置在温度检测装置14上，控制面板9

会显示石墨烯熨灸仪3的实际作用人体皮肤的温度，若温度过高，可加入中药药垫结合石墨

烯熨灸仪操作。通过温度测量垫配合实时检测燃烧物产生的沉香烟或艾烟作用人体的温

度,并将检测的实时温度反馈至控制面板9，从而检测养生熨疗过程中作用于人体皮肤的实

时温度，用户可以根据反馈的温度调节氧气泵10的流量大小，以实现石墨烯远红外沉艾烟

温灸调理一体机的温度控制，从而实现可调、可控的人性化器具。

[0053] 八、燃烧物燃尽后产生的灰烬停留在燃烧腔内，清灰时只需旋开，把燃烧腔其中灰

烬倒掉即可。

[0054] 九、机箱底部均布有万向轮脚架13，当需要更换理疗区时，可移动机箱进行另一部

位的理疗。

[0055] 本实施例将四种养生设备集聚一体，合并使用，可更快捷、高疗效集中理疗，并可

多人使用一台设备，能应用于各大场所。

[0056] 在此基础上，控制面板9还能输入人体数据后，自动进行养生操作模式的变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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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质不同的理疗方案。利用石墨烯远红外沉艾烟温灸调理一体机具在患者身体的某条经

络上，沿着经络的方向，配合涂抹在经络上的精油、药物达到通经活络、驱湿散寒的作用；同

时调理一体机还可以配合按、摩、推、拿、揉、搓、滚、擦等配合使用，结合时长参数控制，可实

现喷烟在身体沿指定轨迹移动，并根据身体温度的变化调整理疗距离，实现智能艾灸。在此

操作期间，可与其它治疗工具同时进行，节省了时间、人力、物力。参数设定、自动控制、不易

灼伤，超越人手操作。使本器具能开发多种智能经络调理设备，真正成为智能化、高效化、简

便化的新时代所需产品。

[0057] 用户可以将燃烧物改变为沉香灸条和沉香绒，结合石墨烯远红外疗法、石墨烯熨

灸仪3内的特种石类材料件疗、沉香疗、中药药包四效合一的立体疗法，在沉香的作用下结

合其它疗法可以快速直接深入病灶部位，达到通经活络、行气止痛、去湿逐寒、交通心肾、温

肾纳气、温肾暖精、壮阳除弊、防病保健的功效。长期使用沉香灸可以延年益寿、增强免疫

力，也可以有效预防和治疗各类疾病。在安全、可靠、可控的情况下，通过石墨烯远红外的渗

透、活化、传热、聚能作用，通过产生的射流和环流刺激部位、穴位，再配合沉香烟/艾烟的走

窜、渗入作用，起到活络通经的治疗效果。特别是对局部片下集液的外排作用明显。对风、

寒、湿、堵引起的不适症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常用穴位有命门、膏肓、大椎、八髎、涌泉、太溪、

中脘、关元、气海、足三里、背部俞穴，通过循经而治、穴位定位，来回熨灸的治疗，能达到通

经活络的治疗效果。用户在使用时，把石墨烯远红外沉艾烟温灸调理一体机对身体某些局

部位置的经络状况进行调理，配合按摩手法推、揉、搓、按等，以达到通经活络的目的，是一

种安全有效的自助养生产品。

[0058]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

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

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

同物界定。

[0059] 同时，附图仅用于示例性说明，表示的仅是示意图，而非实物图，不能理解为对本

专利的限制；为了更好地说明本发明的实施例，附图某些部件会有省略、放大或缩小，并不

代表实际产品的尺寸；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附图中某些公知结构及其说明可能省略是

可以理解的。

[0060] 而且，本发明实施例的附图中相同或相似的标号对应相同或相似的部件；在本发

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若有术语“上”、“下”、“左”、“右”、“竖直”、“水平”、“横向”、“纵

向”、“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均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

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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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附图中描述位置关系的用语仅用于示例性说明，不

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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