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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儿消化按摩辅助治疗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小儿消化按摩辅助治疗装

置，包括底板、床体、固定装置与按摩装置，所述

底板上安装有床体，床体上安装有固定装置，固

定装置上方布置有按摩装置，且床体左端开设有

透气孔，固定装置包括直线导轨、滑块、一号固定

片、二号固定片、固定块、限位条与限位板，按摩

装置包括安装架、滑轨、滑动架、升降架、腹部按

摩机构与背部按摩机构，腹部按摩机构包括调节

气缸、连接架、转动电机、主动齿轮、从动齿轮、工

作架与按摩板，背部按摩机构包括升降气缸、工

作板、工作电机、转动架、按摩架与限位架。本发

明具有降低人工劳动量、持续提供稳定有效按摩

以及防止患儿在按摩过程中着凉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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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小儿消化按摩辅助治疗装置，包括底板(1)、床体(2)、固定装置(3)与按摩装置

(4)，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1)上安装有床体(2)，床体(2)上安装有固定装置(3)，固定装置

(3)上方布置有按摩装置(4)，且床体(2)左端开设有透气孔；其中：

所述固定装置(3)包括直线导轨(31)、滑块(32)、一号固定片(33)、二号固定片(34)、固

定块(35)、限位条(36)与限位板(37)，直线导轨(31)安装在床体(2)上，直线导轨(31)数量

为二，两个直线导轨(31)前后对称布置，直线导轨(31)上通过滑动配合方式从左往右均匀

安装有滑块(32)，位于床体(2)前侧的滑块(32)内侧通过铰链安装有一号固定片(33)，位于

床体(2)后侧的滑块(32)内侧通过铰链安装有二号固定片(34)：

二号固定片(34)上从前往后均匀开设有固定口，其中一个固定口内设置有固定块

(35)，固定块(35)通过轴承安装在一号固定片(33)上，滑块(32)外侧通过铰链安装有限位

条(36)，限位条(36)外侧设置有限位板(37)，限位板(37)安装在床体(2)上，限位板(37)上

从左往右均匀开设有限位槽；

所述按摩装置(4)包括安装架(41)、滑轨(42)、滑动架(43)、升降架(44)、腹部按摩机构

(45)与背部按摩机构(46)，安装架(41)安装在底板(1)上，安装架(41)为倒Ω字型结构，安

装架(41)侧壁上安装有滑轨(42)，滑轨(42)数量为二，两个滑轨(42)前后对称布置，且滑轨

(42)上下两端均设置有挡板，滑轨(42)上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安装有滑动架(43)，滑动架

(43)上安装有升降架(44)，升降架(44)为上下可伸缩结构，位于安装架(41)前侧的升降架

(44)下端安装有腹部按摩机构(45)，位于安装架(41)后侧的升降架(44)下端安装有背部按

摩机构(46)；

所述背部按摩机构(46)包括升降气缸(461)、工作板(462)、工作电机(463)、转动架

(464)、按摩架(465)与限位架(466)，升降气缸(461)底端安装在位于安装架(41)后侧的升

降架(44)下端，升降气缸(461)顶端安装有工作板(462)；

工作板(462)侧壁上通过电机座安装有工作电机(463)，工作电机(463)输出轴通过联

轴器与转动架(464)一端相连接，转动架(464)另一端通过轴承安装在工作板(462)侧壁上，

转动架(464)侧壁上从左往右均匀开设有转动槽，转动槽内安装有按摩架(465)，且按摩架

(465)位于限位架(466)内开设的限位槽内，限位架(466)安装在工作板(462)上；

所述按摩架(465)包括提拉杆(4651)、抓板(4652)与连接板(4653)，提拉杆(4651)一端

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安装在转动槽内，提拉杆(4651)另一端通过铰链安装有抓板(4652)，抓

板(4652)数量为二，两个抓板(4652)上下对称布置，抓板(4652)侧壁通过铰链与连接板

(4653)一端相连接，连接板(4653)另一端通过铰链安装在限位架(466)侧壁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儿消化按摩辅助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腹部按摩

机构(45)包括调节气缸(451)、连接架(452)、转动电机(453)、主动齿轮(454)、从动齿轮

(455)、工作架(456)与按摩板(457)，调节气缸(451)底端安装在位于安装架(41)前侧的升

降架(44)下端，调节气缸(451)顶端安装有连接架(452)：

连接架(452)内通过电机座安装有转动电机(453)，转动电机(453)输出轴与主动齿轮

(454)相连接，主动齿轮(454)外侧啮合有从动齿轮(455)，从动齿轮(455)数量为四，四个从

动齿轮(455)沿主动齿轮(454)周向方向均匀布置，从动齿轮(455)通过轴承安装在工作架

(456)内，工作架(456)外侧布置有按摩板(457)，按摩板(457)位置与从动齿轮(455)位置一

一对应，且按摩板(457)与从动齿轮(455)侧壁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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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儿消化按摩辅助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一号固定

片(33)与二号固定片(34)为弹性布料材质，一号固定片(33)上端均匀设置有圆毛，二号固

定片(34)下端均匀设置有刺毛，一号固定片(33)与二号固定片(34)配合组成魔术贴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儿消化按摩辅助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块

(35)为椭圆形结构，固定口为椭圆形结构，且固定块(35)长径小于固定口长径并大于固定

口短径。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小儿消化按摩辅助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按摩板

(457)包括圆板(4571)、按摩片(4572)与橡胶滚轴(4573)，圆板(4571)外侧沿其周向方向均

匀安装有按摩片(4572)，按摩片(4572)上通过轴承安装有橡胶滚轴(4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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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儿消化按摩辅助治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儿科医疗设备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小儿消化按摩辅助治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儿科患者中功能性消化不良(FD)的发病率尚无规范统计，但已经成为儿科消

化门诊常见的就诊原因。由于许多儿科临床医生对功能性消化不良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

不能及时做出正确诊断与治疗，延缓患儿身心康复，影响学习与生活质量。为了缓解小儿消

化不良的症状，常常需要对患儿进行按摩作为辅助治疗手段。在治疗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0003] 1 .由于患儿年龄较小，在治疗过程中难以按照治疗需要保持稳定姿势，影响按摩

治疗的正常进行；

[0004] 2.在按摩时，患儿身体为裸露状态，易导致受寒，影响患儿的身体健康；

[0005] 3 .需要使用人工方式进行按摩治疗，人工成本高，且长时间按摩后，体力消耗较

大，难以保证按摩效果。

[0006] 为了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小儿消化按摩辅助治疗装置。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小儿消化按摩辅助治疗装置，可以

解决现有小儿消化按摩时中存在的需要人工进行按摩、工作人员易疲劳、患儿身体无遮盖

易受寒与按摩时受小儿姿势影响较大等难题。

[0008] 本发明所要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小儿消化按摩辅助

治疗装置，包括底板、床体、固定装置与按摩装置，所述底板上安装有床体，床体上安装有固

定装置，固定装置上方布置有按摩装置，且床体左端开设有透气孔；其中：

[0009] 所述固定装置包括直线导轨、滑块、一号固定片、二号固定片、固定块、限位条与限

位板，直线导轨安装在床体上，直线导轨数量为二，两个直线导轨前后对称布置，直线导轨

上通过滑动配合方式从左往右均匀安装有滑块，位于床体前侧的滑块内侧通过铰链安装有

一号固定片，位于床体后侧的滑块内侧通过铰链安装有二号固定片：根据小儿的实际身高

对滑块位置进行调节，之后将一号固定片与二号固定片进行粘接，从而对小儿位置起到一

定的固定作用，避免在按摩过程中小儿姿势频繁变动对治疗效果产生影响。

[0010] -二号固定片上从前往后均匀开设有固定口，其中一个固定口内设置有固定块，固

定块通过轴承安装在一号固定片上，滑块外侧通过铰链安装有限位条，限位条外侧设置有

限位板，限位板安装在床体上，限位板上从左往右均匀开设有限位槽；通过将固定块伸入不

同固定口内，实现对不同体型小儿进行固定的功能。

[0011] 所述按摩装置包括安装架、滑轨、滑动架、升降架、腹部按摩机构与背部按摩机构，

安装架安装在底板上，安装架为倒Ω字型结构，安装架侧壁上安装有滑轨，滑轨数量为二，

两个滑轨前后对称布置，且滑轨上下两端均设置有挡板，滑轨上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安装有

滑动架，滑动架上安装有升降架，升降架为上下可伸缩结构，位于安装架前侧的升降架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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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有腹部按摩机构，位于安装架后侧的升降架下端安装有背部按摩机构；通过人工方式

将滑动架移动至安装架最上方后，再通过升降架将工作高度调节适当后，以便通过腹部按

摩机构与背部按摩机构对小儿进行按摩。

[001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腹部按摩机构包括调节气缸、连接架、转动

电机、主动齿轮、从动齿轮、工作架与按摩板，调节气缸底端安装在位于安装架前侧的升降

架下端，调节气缸顶端安装有连接架：通过调节气缸对连接架的高度进行调节。

[0013] -连接架内通过电机座安装有转动电机，转动电机输出轴与主动齿轮相连接，主动

齿轮外侧啮合有从动齿轮，从动齿轮数量为四，四个从动齿轮沿主动齿轮周向方向均匀布

置，从动齿轮通过轴承安装在工作架内，工作架外侧布置有按摩板，按摩板位置与从动齿轮

位置一一对应，且按摩板与从动齿轮侧壁相连接；通过转动电机、主动齿轮与从动齿轮之间

的相互配合，带动四个按摩板同时对患儿腹部进行按摩，通过调节转动电机的转向，实现对

按摩方向的控制，以便达到更好的按摩效果。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背部按摩机构包括升降气缸、工作板、工作

电机、转动架、按摩架与限位架，升降气缸底端安装在位于安装架后侧的升降架下端，升降

气缸顶端安装有工作板；通过升降气缸对工作板高度进行调节。

[0015] -工作板侧壁上通过电机座安装有工作电机，工作电机输出轴通过联轴器与转动

架一端相连接，转动架另一端通过轴承安装在工作板侧壁上，转动架侧壁上从左往右均匀

开设有转动槽，转动槽内安装有按摩架，且按摩架位于限位架内开设的限位槽内，限位架安

装在工作板上；在限位架的辅助作用下，工作电机带动转动架转动过程中，带动按摩架对患

儿背部进行揉捏。

[001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一号固定片与二号固定片为弹性布料材

质，一号固定片上端均匀设置有圆毛，二号固定片下端均匀设置有刺毛，一号固定片与二号

固定片配合组成魔术贴结构；便于对患儿进行固定，且不会因束缚过紧对患儿身体带来不

适。

[001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固定块为椭圆形结构，固定口为椭圆形结

构，且固定块长径小于固定口长径并大于固定口短径；通过对固定块进行转动能够将一号

固定片与二号固定片粘接位置进行固定，避免位置改变对固定效果带来影响。

[001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按摩架包括提拉杆、抓板与连接板，提拉杆

一端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安装在转动槽内，提拉杆另一端通过铰链安装有抓板，抓板数量为

二，两个抓板上下对称布置，抓板侧壁通过铰链与连接板一端相连接，连接板另一端通过铰

链安装在限位架侧壁上；提拉杆随转动架的转动进行上下往复直线运动，在连接板的辅助

作用下，带动抓板进行内外往复伸缩运动，实现对患儿背部进行揉捏的功能，无需人工进行

揉捏，降低了人工成本与工作强度。

[001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按摩板包括圆板、按摩片与橡胶滚轴，圆板

外侧沿其周向方向均匀安装有按摩片，按摩片上通过轴承安装有橡胶滚轴；在按摩过程中，

橡胶滚轴能够减小按摩片与患儿腹部皮肤之间的摩擦，避免造成擦伤。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1] 1.本发明具有降低人工劳动量、持续提供稳定有效按摩以及防止患儿在按摩过程

中着凉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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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2.本发明设置有固定装置，能够根据实际身高与体型对患儿身体起到一定的固定

作用，避免在按摩过程中患儿姿势频繁变动对治疗效果产生影响，同时能够对患儿身体起

到一定遮盖作用，减小因皮肤暴露在外而受寒的可能性；

[0023] 3.本发明设置有按摩装置，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通过腹部按摩机构或背部按摩

机构对患儿进行按摩，提高治疗效果，且无需人工进行揉捏，降低了人工成本与工作强度。

附图说明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床体与固定装置之间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底板与按摩装置之间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是本发明安装架、滑轨、滑动架、升降架与背部按摩机构之间的立体结构示意

图；

[0029] 图5是本发明升降架与腹部按摩机构之间的剖视图；

[0030] 图6是本发明工作架与按摩板之间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1] 图7是本发明图4的N向局部放大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图1至图7，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阐述。

[0033] 一种小儿消化按摩辅助治疗装置，包括底板1、床体2、固定装置3与按摩装置4，所

述底板1上安装有床体2，床体2上安装有固定装置3，固定装置3上方布置有按摩装置4，且床

体2左端开设有透气孔；其中：

[0034] 所述固定装置3包括直线导轨31、滑块32、一号固定片33、二号固定片34、固定块

35、限位条36与限位板37，直线导轨31安装在床体2上，直线导轨31数量为二，两个直线导轨

31前后对称布置，直线导轨31上通过滑动配合方式从左往右均匀安装有滑块32，位于床体2

前侧的滑块32内侧通过铰链安装有一号固定片33，位于床体2后侧的滑块32内侧通过铰链

安装有二号固定片34：根据小儿的实际身高对滑块32位置进行调节，之后将一号固定片33

与二号固定片33进行粘接，从而对患儿身体起到一定的固定作用，避免在按摩过程中患儿

姿势频繁变动对治疗效果产生影响。

[0035] -二号固定片34上从前往后均匀开设有固定口，其中一个固定口内设置有固定块

35，固定块35通过轴承安装在一号固定片33上，滑块32外侧通过铰链安装有限位条36，限位

条36外侧设置有限位板37，限位板37安装在床体2上，限位板37上从左往右均匀开设有限位

槽；通过将固定块35伸入不同固定口内，实现对不同体型患儿进行固定的功能。

[0036] 所述按摩装置4包括安装架41、滑轨42、滑动架43、升降架44、腹部按摩机构45与背

部按摩机构46，安装架41安装在底板1上，安装架41为倒Ω字型结构，安装架41侧壁上安装

有滑轨42，滑轨42数量为二，两个滑轨42前后对称布置，且滑轨42上下两端均设置有挡板，

滑轨42上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安装有滑动架43，滑动架43上安装有升降架44，升降架44为上

下可伸缩结构，位于安装架41前侧的升降架44下端安装有腹部按摩机构45，位于安装架41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09646261 B

6



后侧的升降架44下端安装有背部按摩机构46；通过人工方式将滑动架43移动至安装架41最

上方后，再通过升降架44将工作高度调节适当后，以便通过腹部按摩机构45与背部按摩机

构46对小儿进行按摩。

[0037] 所述腹部按摩机构45包括调节气缸451、连接架452、转动电机453、主动齿轮454、

从动齿轮455、工作架456与按摩板457，调节气缸451底端安装在位于安装架41前侧的升降

架44下端，调节气缸451顶端安装有连接架452：通过调节气缸451对连接架452的高度进行

调节。

[0038] -连接架452内通过电机座安装有转动电机453，转动电机453输出轴与主动齿轮

454相连接，主动齿轮454外侧啮合有从动齿轮455，从动齿轮455数量为四，四个从动齿轮

455沿主动齿轮454周向方向均匀布置，从动齿轮455通过轴承安装在工作架456内，工作架

456外侧布置有按摩板457，按摩板457位置与从动齿轮455位置一一对应，且按摩板457与从

动齿轮455侧壁相连接；通过转动电机453、主动齿轮454与从动齿轮455之间的相互配合，带

动四个按摩板457同时对患儿腹部进行按摩，通过调节转动电机453的转向，实现对按摩方

向的控制，以便达到更好的按摩效果。

[0039] 所述背部按摩机构46包括升降气缸461、工作板462、工作电机463、转动架464、按

摩架465与限位架466，升降气缸461底端安装在位于安装架41后侧的升降架44下端，升降气

缸461顶端安装有工作板462；通过升降气缸461对工作板462高度进行调节。

[0040] -工作板462侧壁上通过电机座安装有工作电机463，工作电机463输出轴通过联轴

器与转动架464一端相连接，转动架464另一端通过轴承安装在工作板462侧壁上，转动架

464侧壁上从左往右均匀开设有转动槽，转动槽内安装有按摩架465，且按摩架465位于限位

架466内开设的限位槽内，限位架466安装在工作板462上；在限位架466的辅助作用下，工作

电机463带动转动架464转动过程中，带动按摩架465对患儿背部进行揉捏。

[0041] 所述一号固定片33与二号固定片34为弹性布料材质，一号固定片33上端均匀设置

有圆毛，二号固定片34下端均匀设置有刺毛，一号固定片33与二号固定片34配合组成魔术

贴结构；便于对患儿姿势进行限定，且不会因束缚过紧对患儿身体带来不适。

[0042] 所述固定块35为椭圆形结构，固定口为椭圆形结构，且固定块35长径小于固定口

长径并大于固定口短径；通过对固定块35进行转动能够将一号固定片33与二号固定片34粘

接位置进行固定，避免位置改变对固定效果带来影响。

[0043] 所述按摩架465包括提拉杆4651、抓板4652与连接板4653，提拉杆4651一端通过滑

动配合方式安装在转动槽内，提拉杆4651另一端通过铰链安装有抓板4652，抓板4652数量

为二，两个抓板4652上下对称布置，抓板4652侧壁通过铰链与连接板4653一端相连接，连接

板4653另一端通过铰链安装在限位架466侧壁上；提拉杆4651随转动架464的转动进行上下

往复直线运动，在连接板4653的辅助作用下，带动抓板4652进行内外往复伸缩运动，实现对

患儿背部进行揉捏的功能，无需人工进行揉捏，降低了人工成本与工作强度。

[0044] 所述按摩板457包括圆板4571、按摩片4572与橡胶滚轴4573，圆板4571外侧沿其周

向方向均匀安装有按摩片4572，按摩片4572上通过轴承安装有橡胶滚轴4573；在按摩过程

中，橡胶滚轴4573能够减小按摩片4572与患儿腹部皮肤之间的摩擦，避免造成擦伤。

[0045] 使用时，首先使患儿平躺在床体2上，之后根据小儿的实际身高对滑块32位置进行

调节，再将一号固定片33与二号固定片33进行粘接，从而对小儿位置起到一定的固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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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在按摩过程中小儿姿势频繁变动对治疗效果产生影响；

[0046] 然后，通过人工方式将床体2前侧的滑动架43移动至安装架41最上方，并通过调节

气缸451对连接架452的高度进行调节，接着通过腹部按摩机构45对患儿腹部进行按摩，通

过调节转动电机453的转向，实现对按摩方向的控制；

[0047] 最后，将固定机构3松开，并将患儿调整为俯卧姿势，使患儿面部位于床体2左端开

设的透气孔正上方，之后再通过固定机构3对患儿身体进行固定，随后通过人工方式将床体

2后侧的滑动架43移动至安装架41最上方，使用背部按摩机构46对患儿背部进行揉捏。

[0048]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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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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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物

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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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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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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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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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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