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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便携式艾灸器具，主要

涉及日常生活领域。一种便携式艾灸器具，包括

艾灸贴，所述艾灸贴包括艾叶层和精油层，所述

艾灸贴底面设置生物胶层，所述艾灸贴底部设置

防护贴纸，所述艾灸贴顶面上设置两条滑轨，两

条所述滑轨底部均设置滑槽，所述滑槽内设置加

热盒，所述加热盒底部设置电热板，所述加热盒

内设置电池腔，所述电池腔与电热板之间串联有

开关，所述电池腔内设置电池。本实用新型的有

益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通过电加热使精油将艾

叶中的精华萃取出来作用到人体，艾灸效果更

好，可以更好地控制温度，在保证艾灸效果的同

时防止烫伤皮肤；艾叶的萃取过程气味大大减

小，防止刺激敏感人群；艾灸贴随贴随走，不影响

患者的正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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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携式艾灸器具，包括艾灸贴(1)，其特征是：所述艾灸贴(1)包括艾叶层(2)和

精油层(3)，所述精油层(3)位于艾叶层(2)上方，所述艾灸贴(1)底面设置生物胶层(4)，所

述艾灸贴(1)底部设置防护贴纸(5)，所述防护贴纸(5)将生物胶层(4)覆盖，所述艾灸贴(1)

顶面上设置两条滑轨(6)，两条所述滑轨(6)在艾灸贴(1)顶面两侧平行设置，两条所述滑轨

(6)底部均设置滑槽(7)，所述滑槽(7)内设置加热盒(8)，所述加热盒(8)底部两侧均设置滑

边(9)，所述滑边(9)与滑槽(7)滑动连接，所述加热盒(8)底部设置电热板(10)，所述电热板

(10)与艾灸贴(1)顶面相接触，所述加热盒(8)内设置电池腔(11)，所述电池腔(11)与电热

板(10)导线连接，所述电池腔(11)与电热板(10)之间串联有开关(12)，所述电池腔(11)内

设置电池(1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式艾灸器具，其特征是：所述艾叶层(2)内设置多个

分隔腔(14)，多个所述分隔腔(14)内均填充有艾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式艾灸器具，其特征是：所述开关(12)设置多个档

位，所述开关(12)可以调节电热板(10)的热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式艾灸器具，其特征是：所述电热板(10)底面上设置

网状凹陷(1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式艾灸器具，其特征是：所述加热盒(8)顶部设置凹

槽(16)，所述凹槽(16)内设置连接带(17)，所述连接带(17)远离凹槽(16)一端设置吸盘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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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携式艾灸器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主要涉及日常生活领域，具体是一种便携式艾灸器具。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们的身体机能逐渐衰弱，家里的老人在阴雨天经常会肌肉酸

痛、关节疼痛，这种疼痛很难治愈，艾灸作为中医传统的灸法之一，是一种利用点燃的艾叶

熏烤人体的穴位以达到保健治病的疗法，对于肌肉酸痛、类风湿关节炎等症状均有显著疗

效，同时也是保健养生的有效手段。在平时经常对身体疲劳部位进行艾灸，可以起到较好的

治疗效果，但是古法艾灸方式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0003] 1、通过点燃艾叶制作的艾柱进行熏蒸，艾叶中的精华大部分都随着燃烧散失掉

了，使艾灸效果不明显；且不容易控制温度，会发生温度不够艾灸效果不好和温度过高烫伤

皮肤的问题。

[0004] 2、艾叶燃烧具有刺激性气味，会有部分人群无法接受艾叶的味道，从而错过了艾

灸这种有效的保健治疗方法。

[0005] 3、古法艾灸需要患者在一定区域内，不能随意行动，给患者的生活带来了不便。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为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便携式艾灸器具，它能够通过电

加热使精油将艾叶中的精华萃取出来，从而作用到人体，艾叶精华保留较为完整，艾灸效果

更好，且通过开关可以更好地控制温度，在保证艾灸效果的同时防止烫伤皮肤；且艾叶的萃

取过程气味大大减小，防止刺激敏感人群；艾灸贴随贴随走，佩戴方便，不影响患者的正常

活动。

[0007] 本实用新型为实现上述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8] 一种便携式艾灸器具，包括艾灸贴，所述艾灸贴包括艾叶层和精油层，所述精油层

位于艾叶层上方，所述艾灸贴底面设置生物胶层，所述艾灸贴底部设置防护贴纸，所述防护

贴纸将生物胶层覆盖，所述艾灸贴顶面上设置两条滑轨，两条所述滑轨在艾灸贴顶面两侧

平行设置，两条所述滑轨底部均设置滑槽，所述滑槽内设置加热盒，所述加热盒底部两侧均

设置滑边，所述滑边与滑槽滑动连接，所述加热盒底部设置电热板，所述电热板与艾灸贴顶

面相接触，所述加热盒内设置电池腔，所述电池腔与电热板导线连接，所述电池腔与电热板

之间串联有开关，所述电池腔内设置电池。

[0009] 所述艾叶层内设置多个分隔腔，多个所述分隔腔内均填充有艾叶。

[0010] 所述开关设置多个档位，所述开关可以调节电热板的热度。

[0011] 所述电热板底面上设置网状凹陷。

[0012] 所述加热盒顶部设置凹槽，所述凹槽内设置连接带，所述连接带远离凹槽一端设

置吸盘。

[0013] 对比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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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1、本实用新型通过加热盒对艾灸贴加热，艾灸贴内的精油在加热下对艾叶中的精

华进行萃取作用到人体，这种艾灸方式可以使艾叶精华保留较为完整，艾灸效果更好，且通

过开关可以更好地控制温度，在保证艾灸效果的同时防止烫伤皮肤；且艾叶的萃取过程气

味大大减小，防止刺激敏感人群；艾灸贴随贴随走，佩戴方便，不影响患者的正常活动。

[0015] 2、本实用新型艾叶层内设置多个分隔腔，分隔腔可以使艾叶在分隔腔内均匀分

布，可以使艾叶精华的萃取效果更好，使艾灸的效果更好。

[0016] 3、本实用新型通过开关调节电热板的热度，可以更好的控制电热板对艾叶的萃取

温度，在保证艾灸效果的同时防止烫伤皮肤。

[0017] 4、本实用新型电热板底面上设置网状凹陷，网状凹陷可以方便空气进入艾灸贴，

促进精油对艾叶的萃取效果。

[0018] 5、本实用新型加热盒顶部设置连接带，连接带通过吸盘可以固定在使用者皮肤

上，使加热盒的固定更稳定，佩戴方便，不影响患者的正常活动。

附图说明

[0019] 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2是本实用新型加热盒主视图局部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3是本实用新型艾灸贴主视图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4是本实用新型加热盒仰视图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5是本实用新型电路图。

[0024] 附图中所示标号：1、艾灸贴；2、艾叶层；3、精油层；4、生物胶层；5、防护贴纸；6、滑

轨；7、滑槽；8、加热盒；9、滑边；10、电热板；11、电池腔；12、开关；13、电池；14、分隔腔；15、网

状凹陷；16、凹槽；17、连接带；18、吸盘。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

说明本实用新型而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实用新型讲授

的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实用新型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

于本申请所限定的范围。

[0026] 如图1-5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便携式艾灸器具，包括艾灸贴1，所述艾灸贴1

包括艾叶层2和精油层3，所述艾叶层内填充碎艾叶，所述精油层内为吸取了萃取精油的棉

纱，所述精油层3位于艾叶层2上方，所述艾灸贴1底面设置生物胶层4，所述生物胶层与皮肤

相接触，将艾灸贴黏在使用者身上。所述艾灸贴1底部设置防护贴纸5，所述防护贴纸5将生

物胶层4覆盖，所述艾灸贴1顶面上设置两条滑轨6，两条所述滑轨6在艾灸贴1顶面两侧平行

设置，两条所述滑轨6底部均设置滑槽7，所述滑槽7内设置加热盒8，所述加热盒为艾灸贴提

供热量，使艾灸贴内的精油在加热下对艾叶中的精华进行萃取作用到人体，这种艾灸方式

可以使艾叶精华保留较为完整，艾灸效果更好，促进经由对艾叶中精华的萃取。所述加热盒

8底部两侧均设置滑边9，所述滑边9可以在滑槽7内滑动，所述加热盒8底部设置电热板10，

所述电热板为发热元件，所述电热板10与艾灸贴1顶面相接触，所述加热盒8内设置电池腔

11，所述电池腔11与电热板10导线连接，所述电池腔11与电热板10之间串联有开关12，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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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可以更好地控制温度，在保证艾灸效果的同时防止烫伤皮肤。所述电池腔11内设置电

池13，所述电池为加热板供电。本实用新型艾叶的萃取过程气味较小，可以防止刺激敏感人

群，艾灸贴随贴随走，佩戴方便，不影响使用者的正常活动。

[0027] 为了使艾叶精华的萃取效果更好，所述艾叶层2内设置多个分隔腔14，多个所述分

隔腔14内均填充有艾叶。所述分隔腔可以使艾叶在分隔腔内均匀分布，可以使艾叶精华的

萃取效果更好，使艾灸的效果更好。

[0028] 为了更好的控制电热板对艾叶的萃取温度，所述开关12设置多个档位，所述开关

12可以调节电热板10的热度，可以更好的控制电热板对艾叶的萃取温度，在保证艾灸效果

的同时防止烫伤皮肤。

[0029] 为了促进精油对艾叶的萃取效果，所述电热板10底面上设置网状凹陷15。所述网

状凹陷可以方便空气进入艾灸贴，促进精油对艾叶的萃取效果。

[0030] 为了减小佩戴本装置对使用者行动的影响，所述加热盒8顶部设置凹槽16，所述凹

槽16内设置连接带17，所述连接带17远离凹槽16一端设置吸盘18。所述连接带通过吸盘可

以固定在使用者皮肤上，使加热盒的固定更稳定，佩戴方便，不影响患者的正常活动。

[0031] 实施方式：

[0032]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首先将防护贴纸5揭开，通过生物胶层4将艾灸贴1贴在使用

者患处的皮肤上，然后将加热盒8底部的滑边9插入滑轨6上的滑槽7，使加热盒8底部的电热

板10与艾灸贴1顶面相接触，打开开关12，电池腔11内的电池13通过导线为电热板10提供电

能，使电热板10发热，将热量传递到艾灸贴1，艾灸贴1内的精油层3受热释放出精油，精油穿

透艾叶层2，对艾叶层中的艾叶进行萃取，使艾叶中的精华作用到人体皮肤上，达到艾灸的

目的。

[0033] 实施例：

[0034] 一种便携式艾灸器具，包括艾灸贴1，所述艾灸贴1包括艾叶层2和精油层3，所述精

油层3位于艾叶层2上方，所述艾叶层底面和顶面均采用水刺无纺布材质，所述艾叶层2内设

置多个分隔腔14，多个所述分隔腔呈网格状，多个所述分隔腔之间通过棉纱隔离，多个所述

分隔腔14内均填充有艾叶，所述艾叶捣成碎末状，所述精油层底面为艾叶层的顶面，所述精

油层为吸收了萃取精油的棉纱，所述精油层顶面为由PTFE膜与布料复合而成，具有防水透

气的性质。所述艾灸贴1底面设置生物胶层4，所述生物胶层采用生物胶涂抹在艾灸贴底面

上。所述艾灸贴1底部设置防护贴纸5，所述防护贴纸5将生物胶层4覆盖，所述防护贴纸与生

物胶层接触面为光滑面。所述艾灸贴1顶面上设置两条滑轨6，所述滑轨为塑料材质，所述滑

轨底部与艾灸贴顶面胶接，两条所述滑轨6在艾灸贴1顶面两侧平行设置，两条所述滑轨6底

部均设置滑槽7，本实施例中所述滑槽为“L”型槽。所述滑槽7内设置加热盒8，所述加热盒采

用塑料材质，所述加热盒8底部两侧均设置滑边9，所述滑边与加热盒的外壳一体成型，所述

滑边9可以在滑槽7内滑动。所述加热盒8底部螺栓连接电热板10，所述电热板10底面上设置

网状凹陷15。所述电热板10与艾灸贴1顶面相接触，所述加热盒8内设置电池腔11，所述电池

腔顶部盖体可以打开，所述电池腔11与电热板10导线连接，所述电池腔11与电热板10之间

串联有开关12，所述开关12设置多个档位，本实施例中电池腔与电热板之间串联有一组并

联电阻，所述并联电阻为三个并联的300欧电阻，所述开关包括一个总线路开关和两个其中

两条并联电路上的分开关，所述开关的按键穿过壳体暴露在壳体侧面上。所述开关12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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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档位调节电热板10的热度。所述电池腔11内固定有电池13，所述电池采用3000mAh大容

量可充电锂电池。所述加热盒8顶部设置凹槽16，所述凹槽16内胶接连接带17，所述连接带

采用布质，所述连接带17远离凹槽16一端绑缚吸盘18，所述吸盘为硅胶材质，使用者皮肤上

可以粘贴塑料贴，硅胶吸盘吸附在塑料贴的光滑面上，减少吸盘对皮肤的损伤，同时可以使

加热盒的固定效果更好。本实施例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实施例通过加热盒对艾灸贴加热，艾

灸贴内的精油在加热下对艾叶中的精华进行萃取作用到人体，这种艾灸方式可以使艾叶精

华保留较为完整，艾灸效果更好，且通过开关可以更好地控制温度，在保证艾灸效果的同时

防止烫伤皮肤；且艾叶的萃取过程气味大大减小，防止刺激敏感人群；艾灸贴随贴随走，佩

戴方便，不影响患者的正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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