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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眼部按摩仪，包括仪

体，所述仪体的内部设置有控制系统、按摩装置

和护理装置，按摩装置和护理装置分别与控制连

接，所述按摩装置的数量不少于两个，数个按摩

装置均匀分布在护理装置的四周；本实用新型的

按摩仪集按摩和护理为一体，通过按摩装置对眼

部进行舒适度按摩，按摩的同时数个护理装置也

会对眼部进行护理，这样使用者每次通过本按摩

仪进行眼睛按摩，不仅可以缓解眼部疲劳，还可

以很好的对眼睛视力进行保护，长期坚持下去还

可以保护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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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眼部按摩仪，其特征在于，包括仪体(1)，所述仪体(1)的内部设置有控制系统

(2)、按摩装置和护理装置，按摩装置和护理装置分别与控制系统连接，所述按摩装置的数

量不少于两个，数个按摩装置均匀分布在护理装置的四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眼部按摩仪，其特征在于：所述按摩装置包括气囊(3)，所

述气囊(3)连接有微型气泵，所述气囊(3)上设置有数个按摩滚轮(4)，所述微型气泵与控制

系统(2)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眼部按摩仪，其特征在于：所述护理装置包括热敷层(5)

和中药层(6)，所述热敷层(5)环绕于中药层(6)的外圈，所述热敷层(5)连接有加热装置

(8)，所述加热装置(8)与控制系统(2)连接，所述中药层(6)内设置有药包，所述药包与仪体

(1)可拆卸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眼部按摩仪，其特征在于：所述仪体(1)的内部还设置有

两个音乐装置(7)，两个音乐装置(7)位于仪体(1)的两端，音乐装置(7)与控制系统(2)连

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眼部按摩仪，其特征在于：所述音乐装置(7)连接有阿尔

法脑波装置和脑频成像装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眼部按摩仪，其特征在于：所述仪体(1)包括左仪体和右

仪体，所述左仪体和右仪体之间设置有连接部，左仪体和右仪体分别与连接部转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眼部按摩仪，其特征在于：所述仪体(1)的顶部设置有充

电接口，所述仪体(1)的内部设置有蓄电池，所述蓄电池分别与所述充电接口和控制系统

(2)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眼部按摩仪，其特征在于：所述仪体(1)的内部还设置有

灯光装置，所述灯光装置与控制系列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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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眼部按摩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眼部设备技术领域，具体属于一种眼部按摩仪。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压力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在读书时就早

早的戴上了近视眼镜，上班族每天在面对电脑时，也会因为用眼过度造成视力下降，眼部胀

痛、不适的情况，国人的眼睛已经不堪重负，因此市面上出现了各种用于眼部的按摩仪。

[0003] 现有的眼部按摩仪通过电机带动滚轮对眼部进行按摩，只能加快眼部血液循环的

作用，能够轻微的缓解疲劳，这种只是一种“懒人按摩仪”将双手可以完成的按摩替换为机

械按摩，没有多大的实际用处；其次使用者在进行眼部按摩后，往往会继续投入工作，通过

简单的按摩只能短暂的缓解眼部疲劳，效果不理想。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眼部按摩仪。

[0005] 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眼部按摩仪，包括仪体，所述仪体的内部设置有控制系统、按摩装置和护理装

置，按摩装置和护理装置分别与控制连接，所述按摩装置的数量不少于两个，数个按摩装置

均匀分布在护理装置的四周。

[0007] 采用上述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按摩仪集按摩和护理为一体，通过按摩装置对眼部

进行舒适度按摩，按摩的同时数个护理装置也会对眼部进行护理，这样使用者每次通过本

按摩仪进行眼睛按摩，不仅可以缓解眼部疲劳，还可以很好的对眼睛视力进行保护，长期坚

持下去还可以保护视力。

[0008] 优选的，所述按摩装置包括气囊，所述气囊连接有微型气泵，所述气囊上设置有数

个按摩滚轮，所述微型气泵与控制系统连接。采用该优选的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按摩装置通

过微型气泵对气囊进行充气，气囊与眼部接触对眼部进行负压，能够有效的缓解眼部疲劳，

同时按摩滚轮会对眼部进行有效按摩，进一步放松眼球，缓解疲劳。

[0009] 优选的，所述护理装置包括热敷层和中药层，所述热敷层环绕于中药层的外圈，所

述热敷层连接有加热装置，所述加热装置与控制系统连接，所述中药层内设置有药包，所述

药包与仪体可拆卸连接。采用该优选的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护理装置包括热敷层和中药层，

热敷层能都对眼睛部位进行加热，加热眼部的血液循环，缓解眼部不适，中药层里面设置有

药包，药包里面可以内置能够缓解眼部酸胀、不适的中药，也可以内置清神醒脑，明目保健

的中药，这样使用者在进行按摩时，淡淡的药香就会刺激眼部和大脑，达到护眼的目的。

[0010] 优选的，所述仪体的内部还设置有两个音乐装置，两个音乐装置位于仪体的两端，

音乐装置与控制系统连接。采用该优选的方案，本实用新型的眼部按摩仪还具有音乐播放

功能，使用者在戴上本按摩仪时，通过舒缓的音乐配合舒服的按摩，不仅能够缓解眼部疲

劳，还可以放松全身，愉悦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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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的，所述音乐装置连接有阿尔法脑波装置和脑频成像装置。采用该优选的方

案，本实用新型使用阿尔法脑波装置和脑频成像装置连接音乐装置，音乐装置播放阿尔法

音波，使用者通过听觉刺激，可以使大脑进入潜意识活动状态，潜意识活动掩盖了意识活

动，达到清醒放松，思维敏捷的目的，通过提高学习效率，增加记性力，清神醒脑，明目保健。

[0012] 优选的，所述仪体包括左仪体和右仪体，所述左仪体和右仪体之间设置有连接部，

左仪体和右仪体分别与连接部转动连接。采用该优选的方案，本实用新型的眼部按摩仪可

以折叠起来，左仪体和右仪体可以绕连接部转动，便于携带和收纳。

[0013] 优选的，所述仪体的顶部设置有充电接口，所述仪体的内部设置有蓄电池，所述蓄

电池分别与所述充电接口和控制系统连接。

[0014] 优选的，所述仪体的内部还设置有灯光装置，所述灯光装置与控制系列连接。采用

该优选的方案，灯光装置可以提供不同颜色的灯光，当使用者佩戴本按摩仪时，通过灯光的

渲染可以让使用者能够快速进入一个放松的状态。

[0015] 综上所述，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6] 1、本实用新型的按摩仪集按摩和护理为一体，通过按摩装置对眼部进行舒适度按

摩，按摩的同时数个护理装置也会对眼部进行护理，这样使用者每次通过本按摩仪进行眼

睛按摩，不仅可以缓解眼部疲劳，还可以很好的对眼睛视力进行保护，长期坚持下去还可以

保护视力。

[0017] 2、本实用新型的按摩装置通过微型气泵对气囊进行充气，气囊与眼部接触对眼部

进行负压，能够有效的缓解眼部疲劳，同时按摩滚轮会对眼部进行有效按摩，进一步放松眼

球，缓解疲劳。本实用新型的护理装置包括热敷层和中药层，热敷层能都对眼睛部位进行加

热，加热眼部的血液循环，缓解眼部不适，中药层里面设置有药包，药包里面可以内置能够

缓解眼部酸胀、不适的中药，也可以内置清神醒脑，明目保健的中药，这样使用者在进行按

摩时，淡淡的药香就会刺激眼部和大脑，达到护眼的目的。

[0018] 3、本实用新型的眼部按摩仪还具有音乐播放功能，使用者在戴上本按摩仪时，通

过舒缓的音乐配合舒服的按摩，不仅能够缓解眼部疲劳，还可以放松全身，愉悦心情。本实

用新型使用阿尔法脑波装置和脑频成像装置连接音乐装置，音乐装置播放阿尔法音波，使

用者通过听觉刺激，可以使大脑进入潜意识状态，潜意识活动掩盖了意识活动，达到清醒放

松，思维敏捷的目的，通过提高学习效率，增加记性力，清神醒脑，明目保健。

[0019] 4、本实用新型的眼部按摩仪可以折叠起来，左仪体和右仪体可以绕连接部转动，

便于携带和收纳。灯光装置可以提供不同颜色的灯光，当使用者佩戴本按摩仪时，通过灯光

的渲染可以让使用者能够快速进入一个放松的状态。

附图说明

[0020] 本实用新型将通过例子并参照附图的方式说明，其中：

[0021]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外部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标记：1‑仪体；2‑控制系统；3‑气囊；4‑按摩滚轮；5‑热敷层；6‑中药层；7‑音乐

装置；8‑加热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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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本说明书中公开的所有特征，或公开的所有方法或过程中的步骤，除了互相排斥

的特征和/或步骤以外，均可以以任何方式组合。

[0025] 下面结合图1‑2对本实用新型作详细说明。

[0026] 实施例一：

[0027] 一种眼部按摩仪，包括仪体1，所述仪体1的内部设置有控制系统2、按摩装置和护

理装置，按摩装置和护理装置分别与控制连接，所述按摩装置的数量不少于两个，数个按摩

装置均匀分布在护理装置的四周。

[0028] 所述按摩装置包括气囊3，所述气囊3连接有微型气泵，所述气囊3上设置有数个按

摩滚轮4，所述微型气泵与控制系统2连接。

[0029] 所述护理装置包括热敷层5和中药层6，所述热敷层5环绕于中药层6的外圈，所述

热敷层5连接有加热装置8，所述加热装置8与控制系统2连接，所述中药层6内设置有药包，

所述药包与仪体1可拆卸连接。

[0030] 所述仪体1的内部还设置有两个音乐装置7，两个音乐装置7位于仪体1的两端，音

乐装置7与控制系统2连接。

[0031] 所述音乐装置7连接有阿尔法脑波装置和脑频成像装置。

[0032] 所述仪体1的内部还设置有灯光装置，所述灯光装置与控制系列连接。

[0033] 本实用新型的眼部按摩仪集按摩、热敷、负压、中药、灯光和音波一体，与现有技术

中的按摩仪相比，本实用新型能够更好的眼部进行护理，可以缓解眼部疲劳，还可以很好的

对眼睛视力进行保护，长期坚持下去还可以保护视力，具体的，如图1和图2所示，图1为本实

用新型的外部结构示意图，仪体1的两端设置有可调节的绑带，使用者佩戴本实用新型时，

可以根据头部大小进行自由调节；仪体1的正面设置有显示屏和操作按钮，它们与仪体1内

部的控制系统2；仪体1内部具有多个按摩装置，仪体1的左右两边都具有按摩装置，按摩装

置包括气囊3和按摩滚轮4，气囊3的形状为弧形，它与仪体1内部的微型气泵连接充气后，可

以对眼部进行负压作用，同时气囊3的表面具有按摩滚轮4，可以对眼部进行按摩。

[0034] 仪体1的内部具有的护理装置，可以辅助按摩装置进行眼部护理，护理装置包括热

敷层5和中药层6，热敷层5连接有加热装置8进行加热，通过热敷可以有效缓解眼部酸胀，热

敷层5包围在中药层6的外圈，中药层6为内嵌式，里面内置药包，药包中可以有治疗眼部疾

病或者缓解眼部酸胀，保护的视力的中药成分，使用者在使用时药包的药香可以作用眼部，

中药层6设置在热敷层5可以加快药香的挥发对眼部进行作用；仪体1内部的左右两侧分别

设置有音乐装置7，音乐装置7配合阿尔法脑波装置和脑频成像装置，可以产生一种脑波音

乐，对使用者进行刺激，同时在仪体1的内部还设置了灯光。

[0035] 实施例二：

[0036] 所述仪体1包括左仪体和右仪体，所述左仪体和右仪体之间设置有连接部，左仪体

和右仪体分别与连接部转动连接。

[0037] 所述仪体1的顶部设置有充电接口，所述仪体1的内部设置有蓄电池，所述蓄电池

分别与所述充电接口和控制系统2连接。

[0038] 实施例二在实施例一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本实用新型包括左仪体和右仪体，左

右仪体可以相互折叠，他们分别与连接部转动连接，当左右仪体折叠后，位于中部的连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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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裸露出来，将充电接口设置在连接部的端面上，便于充电。

[0039] 本实用新型中涉及到的阿尔法脑波装置和脑频成像装置为现有技术，本申请中不

再具体阐述。

[0040]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申请的具体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申请保护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申请技术方案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

申请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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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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