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185607.6

(22)申请日 2018.10.11

(71)申请人 湖南百邦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410000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岳麓街

道南二环一段518号阳光壹佰新城1号

地块A1区1-2栋301房

(72)发明人 徐刚　徐子凯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知呱呱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11577

代理人 吕学文　孙进华

(51)Int.Cl.

A61H 39/04(2006.01)

A61N 5/06(2006.01)

A61H 7/00(2006.01)

A61N 2/00(2006.01)

A61M 1/08(2006.01)

A61H 9/00(2006.01)

A61F 7/00(2006.01)

A61H 39/06(2006.01)

A61H 23/02(2006.01)

A61H 39/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及其工作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实施例公开了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

及其工作方法，所述智能经络理疗仪包括：中央

处理器、触摸控制屏、电针灸罐、罩杯理疗罐、温

热刮痧装置、能量转换器和经络刷，所述触摸控

制屏与中央处理器通过线路进行连接，所述电针

灸罐与脉冲激励电路连接，脉冲激励电路与中央

处理器连接，所述罩杯理疗罐上设置有振动装

置、负压装置和远红外发射装置，所述温热刮痧

装置上设置有发热装置和负压装置，所述发热装

置、振动装置、负压装置和远红外线发射装置均

与中央处理器电路连接，所述经络理疗仪上设置

有电源变压模块，电源变压模块为各装置进行供

电。本发明解决了现有经络理疗仪操作难度高、

理疗效果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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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经络理疗仪包括：中央处理器(1)、触摸

控制屏(2)、电针灸罐(3)、罩杯理疗罐(4)、温热刮痧装置(23)、能量转换器(14)和经络刷

(24)，所述触摸控制屏(2)与中央处理器(1)通过线路进行连接，所述电针灸罐(3)与脉冲激

励电路(5)连接，脉冲激励电路(5)与中央处理器(1)连接，所述罩杯理疗罐(4)上设置有振

动装置(7)、负压装置(8)和远红外线发射装置，所述温热刮痧装置(23)上设置有发热装置

(6)和负压装置(8)，所述发热装置(6)、振动装置(7)、负压装置(8)和远红外线发射装置均

与中央处理器(1)电路连接，所述能量转换器(14)和经络刷(24)均控制继电器(15)连接，控

制继电器(15)通过三端稳压器7812与中央处理器(1)连接，所述经络理疗仪上设置有电源

变压模块(9)，电源变压模块(9)为各装置进行供电。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央处理器(1)连接信

号发生器(10)，所述信号发生器(10)连接信号调制器(11)，信号调制器(11)连接脉冲激励

电路(5)，脉冲激励电路(5)连接脉冲变压器(13)进行脉冲输出，电针灸罐(3)上设置有接口

与脉冲变压器(13)输出端连接，电针灸罐(3)上设置有导电硅胶和弱磁发生装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其特征在于，所述能量转换器(14)上设置

有治疗垫接口和经络笔接口，治疗垫接口连接治疗垫，通过能量转换器(14)在治疗垫上进

行排毒或者睡眠操作，经络笔接口连接经络笔。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经络刷(24)上设置有金

属导电针或硅胶导电针，经络刷(24)与控制继电器(15)连接，控制继电器(15)通过三端稳

压器7812与中央处理器(1)连接。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罩杯理疗罐(4)上的负

压装置(8)为气泵，气泵与双向可控硅调压电路(16)连接，双向可控硅调压电路(16)通过隔

离电路(17)与中央处理器(1)连接。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发热装置(6)为可调节

档位的发热头，所述发热头设置有十个可调节档位，发热头与数控直流源(18)连接，数控直

流源(18)与电源变压模块(9)连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其特征在于，所述振动装置(7)连接控制

继电器(15)，控制继电器(15)通过三端稳压器7812与中央处理器(1)连接。

8.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其特征在于，所述负压装置(8)连接减压

阀(19)，减压阀(19)的另一端连接放气管(20)，放气管(20)连接调压阀(21)，调压阀(21)通

过气管与罩杯理疗罐(4)连接，罩杯理疗罐(4)上设置有220V电磁阀，220V电磁阀控制罩杯

理疗罐(4)内负压的大小，220V电磁阀与调压电路连接，调压电路受中央处理器(1)控制。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其特征在于，所述温热刮痧装置(23)上安

装有大口径温热刮痧头和小口径温热刮痧头，温热刮痧装置(23)上设置有12V电磁阀，12V

电磁阀控制大口径温热刮痧头和小口径温热刮痧头的切换和开关。

10.如权利要求1-9中任一所述的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工作方法为：

将电源变压模块(9)接通电源，为各个器件进行供电；

进行电针灸操作时，通过触摸控制屏(2)向中央处理器(1)下发操作指令；

中央处理器(1)控制信号发生器(10)发出脉冲电流，经过脉冲激励电路(5)进行功率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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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输出脉冲电流；

电针灸罐(3)上的导电硅胶和弱磁发生装置对人体进行电针灸和磁疗；

进行负压拔罐操作时，通过触摸控制屏(2)向中央处理器(1)下发操作指令；

中央处理器(1)控制双向可控硅调压电路(16)启动气泵；

罩杯理疗罐(4)上的220V电磁阀控制罩杯理疗罐(4)内气压大小自动进行有氧拔罐；

在罩杯理疗罐(4)进行负压的同时，远红外线发射装置发射远红外线；

中央处理器(1)控制振动装置(7)进行振动，使罩杯理疗罐(4)进行振动按摩；

进行温热刮痧操作时，选择相应口径的温热刮痧头，通过触摸控制屏(2)向中央处理器

(1)下发操作指令；

数控直流源(18)控制温热刮痧装置(23)上的发热装置发热，在发热装置(6)上选择合

适的发热档位；

负压装置(8)进行负压，结合发热装置(6)进行刮痧；

理疗结束后，通过放气管(20)放掉罩杯理疗罐(4)或温热刮痧装置(23)内的压缩气体，

关闭电源，结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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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及其工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理疗设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及其工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经络是人体中运行气血、联系脏器和身体各部分的通道，是人体的调控系统，发挥

着协调内外，平衡阴阳的作用。在中医中，通常采用传统的火罐、针灸或者刮痧进行经络治

疗。中医针灸疗法是根据患者身体内经络分布的情况，选择人体不同经络上的六位进行按

摩或针剌等剌激手段来疏通经络，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作用。但按穴理疗需要多种复杂的

手法才能达到治疗和保健的效果，一般人不易掌握；而针灸的用针则更复杂，必须经过专业

的学习和反复的实践才能在临床中使用，同时由于针灸时要刺入体内，给患者造成了痛苦，

也增加了传染的机会。现有用于经络理疗的仪器主要存在以下几点缺陷：1、电疗只能微电

疗刺激,用微电的正负极的作用刺激危险高，对理疗师要求有很高的识别患者病理情况，

如：心脏病、高血压对于微电疗就不易使用，只用一些比较缓和的工具进行理疗，又得不到

更好的理疗效果,而对一些特殊患者还会有生命的危险；2、一些吸痧器，吸痧器的吸痧口很

深，负压泵力又大，所以吸痧器存在在吸痧的过程中容易拉伤皮肤的缺点；3、现有用于温

灸、炙热针灸刮痧、磁疗、拔罐、按摩、揉捏、推拿、点按、拍打、提拉等功能的理疗器械,通常

只能用于一种理疗，如温灸仪只能用于温灸，功能单一，需要拔罐或按摩时,只能另外用拔

罐器进行拔罐、用按摩器进行按摩,需要拿捏时只能用人工操作，而且人易累，需要进行其

它理疗时还需要购买其它理疗器械，不但成本高，操作起来也繁琐，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进行理疗，而且达不到很好的互相协助的作用，理疗过程给患者带来不舒服感，如疼痛及出

现很严重的皮下出血等现象。

[0003] 由于中医经络、六位复杂不好掌握,现在培养中医经络技术人员的培养周期长，在

理疗过程中技术不熟练的人员，不容易准确的找到六位，同时不能很好的掌控力度,使患在

接受理疗过程中达不到理想的理疗效果,力大了让患都二次伤痛，力轻了又达不到理疗效

果；因人体形不一，六位不好找，普通仪器对操作者技术水平要求较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及其工作方法，用以解决现有

经络理疗仪操作难度高、理疗效果差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所述智能经络理疗仪

包括：中央处理器、触摸控制屏、电针灸罐、罩杯理疗罐、温热刮痧装置、能量转换器和经络

刷，所述触摸控制屏与中央处理器通过线路进行连接，所述电针灸罐与脉冲激励电路连接，

脉冲激励电路与中央处理器连接，所述罩杯理疗罐上设置有振动装置、负压装置和远红外

发射装置，所述温热刮痧装置上设置有发热装置和负压装置，所述发热装置、振动装置、负

压装置和远红外线发射装置均与中央处理器电路连接，所述能量转换器和经络刷均控制继

电器连接，控制继电器通过三端稳压器7812与中央处理器连接，所述经络理疗仪上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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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变压模块，电源变压模块为各装置进行供电。

[0006] 优选地，所述中央处理器连接信号发生器，所述信号发生器连接信号调制器，信号

调制器连接脉冲激励电路，脉冲激励电路连接脉冲变压器进行脉冲输出，电针灸罐上设置

有接口与脉冲变压器输出端连接，电针灸罐上设置有导电硅胶和弱磁发生装置。

[0007] 优选地，所述能量转换器上设置有治疗垫接口和经络笔接口，治疗垫接口连接治

疗垫，通过能量转换器在治疗垫上进行排毒或者睡眠操作，经络笔接口连接经络笔。

[0008] 优选地，所述经络刷上设置有金属导电针或硅胶导电针，经络刷与控制继电器连

接，控制继电器通过三端稳压器7812与中央处理器连接。

[0009] 优选地，所述罩杯理疗罐上的负压装置为气泵，气泵与双向可控硅调压电路连接，

双向可控硅调压电路通过隔离电路与中央处理器连接。

[0010] 优选地，所述发热装置为可调节档位的发热头，所述发热头设置有十个可调节档

位，发热头与数控直流源连接，数控直流源与电源变压模块连接。

[0011] 优选地，所述振动装置连接控制继电器，控制继电器通过三端稳压器7812与中央

处理器连接。

[0012] 优选地，所述负压装置连接减压阀，减压阀的另一端连接放气管，放气管连接调压

阀，调压阀通过气管与罩杯理疗罐连接，罩杯理疗罐上设置有220V电磁阀，220V电磁阀控制

罩杯理疗罐内负压的大小，220V电磁阀与调压电路连接，调压电路受中央处理器控制。

[0013] 优选地，所述温热刮痧装置上安装有大口径温热刮痧头和小口径温热刮痧头，温

热刮痧装置上设置有12V电磁阀，12V电磁阀控制大口径温热刮痧头和小口径温热刮痧头的

切换和开关。

[0014]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的工作方法，所述工作方法为：

[0015] 将电源变压模块接通电源，为各个器件进行供电；

[0016] 进行电针灸操作时，通过触摸控制屏向中央处理器下发操作指令；

[0017] 中央处理器控制信号发生器发出脉冲电流，经过脉冲激励电路进行功率放大，输

出脉冲电流；

[0018] 电针灸罐上的导电硅胶和弱磁发生装置对人体进行电针灸和磁疗；进行负压拔罐

操作时，通过触摸控制屏向中央处理器下发操作指令；

[0019] 中央处理器控制双向可控硅调压电路启动气泵；

[0020] 罩杯理疗罐上的220V电磁阀控制罩杯理疗罐内气压大小自动进行有氧拔罐；

[0021] 在罩杯理疗罐进行负压的同时，远红外线发射装置发射远红外线；

[0022] 中央处理器控制振动装置进行振动，使罩杯理疗罐进行振动按摩；

[0023] 进行温热刮痧操作时，选择相应口径的温热刮痧头，通过触摸控制屏向中央处理

器下发操作指令；

[0024] 数控直流源控制温热刮痧装置上的发热装置发热，在发热装置上选择合适的发热

档位；

[0025] 负压装置进行负压，结合发热装置进行刮痧；

[0026] 理疗结束后，通过放气管放掉罩杯理疗罐或温热刮痧装置内的压缩气体，关闭电

源，结束使用。

[0027] 本发明实施例具有如下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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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本发明实施例公开了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及其工作方法，通过经络理疗仪上的触

摸控制屏选择不同的理疗方式，通过电针灸罐上的导电硅胶和弱磁发生装置进行脉冲电流

的刺激和磁疗，罩杯理疗罐能够对人体的穴位进行负压并利用远红外线发射装置进行远红

外线照射，振动装置进行振动罩杯理疗罐对穴位进行振动按摩，进行多重治疗，达到经络理

疗的目的，操作简单，通过触摸控制屏即可控制，理疗效果佳，具有较好的实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的中央处理器连接图。

[0030]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的电针灸罐连接图。

[0031]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的能量转换器连接图。

[0032]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的罩杯理疗罐连接图。

[0033]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的温热刮痧装置连接图。

[0034]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的振动装置连接图。

[0035]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的经络刷连接图。

[0036]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的负压装置硬件连接图。

[0037] 图中：1中央处理器、2触摸控制屏、3电针灸罐、4罩杯理疗罐、5脉冲激励电路、6发

热装置、7振动装置、8负压装置、9电源变压模块、10信号发生器、11信号调制器、13脉冲变压

器、14能量转换器、15控制继电器、16双向可控硅调压电路、17隔离电路、18数控直流源、19

减压阀、20放气管、21调压阀、23温热刮痧装置、24经络刷。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以下由特定的具体实施例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熟悉此技术的人士可由本说明

书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其他优点及功效。

[0039] 须知，本说明书所附图式所绘示的结构、比例、大小等，均仅用以配合说明书所揭

示的内容，以供熟悉此技术的人士了解与阅读，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可实施的限定条件，故

不具技术上的实质意义，任何结构的修饰、比例关系的改变或大小的调整，在不影响本发明

所能产生的功效及所能达成的目的下，均应仍落在本发明所揭示的技术内容得能涵盖的范

围内。同时，本说明书中所引用的如“上”、“下”、“左”、右”、“中间”等的用语，亦仅为便于叙

述的明了，而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可实施的范围，其相对关系的改变或调整，在无实质变更技

术内容下，当亦视为本发明可实施的范畴。

[0040] 实施例

[0041] 参考图1，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所述智能经络理疗仪包括：中央处

理器1、触摸控制屏2、电针灸罐3、罩杯理疗罐4、温热刮痧装置23、能量转换器14和经络刷

24，所述触摸控制屏2与中央处理器1通过线路进行连接，所述电针灸罐3与脉冲激励电路5

连接，脉冲激励电路5与中央处理器1连接，所述罩杯理疗罐4上设置有振动装置7、负压装置

8和远红外线发射装置，所述温热刮痧装置23上设置有发热装置6、和负压装置8，所述发热

装置6、振动装置7、负压装置8和远红外线发射装置均与中央处理器1电路连接，所述能量转

换器14和经络刷24均控制继电器15连接，控制继电器15通过三端稳压器7812与中央处理器

1连接，所述经络理疗仪上设置有电源变压模块9，电源变压模块9为各装置进行供电，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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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模块9能够将220V交流电转化为12V直流电，电磁阀22使用12V直流电。

[0042] 所述中央处理器1连接信号发生器10，所述信号发生器10连接信号调制器11，信号

调制器11连接脉冲激励电路5，脉冲激励电路5连接脉冲变压器13进行脉冲输出，电针灸罐3

上设置有接口与脉冲变压器13输出端连接。电针灸罐3上设置有导电硅胶和弱磁发生装置，

在人体的穴位上通过脉冲电流进行刺激并进行磁疗使人体得到按摩。

[0043] 所述能量转换器14上设置有治疗垫接口和经络笔接口，治疗垫接口连接治疗垫，

通过能量转换器14在治疗垫上进行排毒或者睡眠操作，经络笔接口连接经络笔。人躺在治

疗垫上，在能量转换器14上选择进行睡眠或者排毒操作，睡眠和排毒只能选择其一不能同

时进行，经络笔接口连接经络笔，能够对人体的穴位进行小面积的电流刺激进行按摩。所述

经络刷24上设置有金属导电针或硅胶导电针，经络刷24与控制继电器15连接，控制继电器

15通过三端稳压器7812与中央处理器1连接，经络刷24对人体进行大面积的电流刺激按摩。

[0044] 所述罩杯理疗罐4上的负压装置8为气泵，气泵与双向可控硅调压电路16连接，双

向可控硅调压电路16通过隔离电路17与中央处理器1连接。所述发热装置6为可调节档位的

发热头，所述发热头设置有十个可调节档位，发热头与数控直流源18连接，数控直流源18与

电源变压模块9连接，电源变压模块9提供12V/24V交流电，进行整流后为发热头供电，十个

档位对应不同发热功率，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根据不同人体的耐受力选择项适应的档位。所

述振动装置7连接控制继电器15，控制继电器15通过三端稳压器7812与中央处理器1连接，

振动装置7内的振动器与罩杯理疗罐4连接，启动振动装置7，振动罩杯理疗罐4对人体穴位

进行按摩。

[0045] 所述温热刮痧装置23上设置有发热装置6和负压装置8，发热装置6与数控直流源

18，数控直流源18与中央处理器1相连，负压装置8与双向可控硅调压电路16连接，双向可控

硅调压电路16与隔离电路17连接，隔离电路17与中央处理器1连接，所述温热刮痧装置23上

安装有大口径温热刮痧头和小口径温热刮痧头，温热刮痧装置23上设置有12V电磁阀，12V

电磁阀控制大口径温热刮痧头和小口径温热刮痧头的切换和开关，根据不同需求选择相对

应口径的温热刮痧头。

[0046] 所述负压装置8连接减压阀19，减压阀19使负压装置8内气体流速更加均匀，减压

阀19的另一端连接放气管20，当罩杯理疗罐4内的气压过大时，通过放气管20进行放气，或

当按摩结束后，通过放气管20放出罩杯理疗罐4内的气体，放气管20连接调压阀21，调压阀

21调节罩杯理疗罐4内气体压强，调压阀21通过气管与罩杯理疗罐4连接，罩杯理疗罐4上设

置有220V电磁阀，220V电磁阀控制罩杯理疗罐4内负压的大小，220V电磁阀与调压电路连

接，调压电路受中央处理器1控制。

[0047] 具体的，一种智能经络理疗仪的工作方法，所述工作方法为：

[0048] 将电源变压模块9接通电源，为各个器件进行供电；

[0049] 进行电针灸操作时，通过触摸控制屏2向中央处理器1下发操作指令；

[0050] 中央处理器1控制信号发生器10发出脉冲电流，经过脉冲激励电路5进行功率放

大，输出脉冲电流；

[0051] 电针灸罐3上的导电硅胶和弱磁发生装置对人体进行电针灸和磁疗；

[0052] 进行负压拔罐操作时，通过触摸控制屏2向中央处理器1下发操作指令；

[0053] 中央处理器1控制双向可控硅调压电路16启动气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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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罩杯理疗罐4上的220V电磁阀控制罩杯理疗罐4内气压大小自动进行有氧拔罐；

[0055] 在罩杯理疗罐4进行负压的同时，远红外线发射装置发射远红外线；

[0056] 中央处理器1控制振动装置7进行振动，使罩杯理疗罐4进行振动按摩；

[0057] 进行温热刮痧操作时，选择相应口径的温热刮痧头，通过触摸控制屏2向中央处理

器1下发操作指令；

[0058] 数控直流源18控制温热刮痧装置23上的发热装置发热，在发热装置6上选择合适

的发热档位；

[0059] 负压装置8进行负压，结合发热装置6进行刮痧；

[0060] 理疗结束后，通过放气管20放掉罩杯理疗罐4或温热刮痧装置23内的压缩气体，关

闭电源，结束使用。

[0061] 虽然，上文中已经用一般性说明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尽的描述，但在本

发明基础上，可以对之作一些修改或改进，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在不偏离本发明精神的基础上所做的这些修改或改进，均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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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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