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20877919.8

(22)申请日 2017.07.19

(73)专利权人 广州晖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510000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

路106号（自编1号楼）X1301-B2461

(72)发明人 李乐朋　邱佳和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海心联合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44295

代理人 蔡国

(51)Int.Cl.

A61F 7/00(2006.01)

A61N 1/3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便携痛经治疗仪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便携痛经治疗仪，包

括机壳和设于机壳侧面的连接端口模块；还包括

设置于机壳内部的电路板；所述电路板上包括控

制器，与控制器信号连接的电源模块、脉冲输出

模块和用于与移动设备信号连接的蓝牙模块，所

述脉冲输出模块通过连接端口模块与电极片信

号连接，所述电源模块与脉冲输出模块连接,所

述机壳上表面还设置有用于控制器控制的按键

组。本实用新型通过控制器控制脉冲输出模块输

出所需的刺激电流进行低频电疗并且集成设置

于机壳内，可以有效治疗和缓解疼痛并且无副作

用，便于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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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携痛经治疗仪，包括机壳(6)和设于机壳(6)侧面的连接端口模块(7)；其特征

在于：还包括设置于机壳(6)内部的电路板；所述电路板上包括控制器(2)，与控制器(2)信

号连接的电源模块(3)、脉冲输出模块(4)和用于与移动设备信号连接的蓝牙模块(10)，所

述脉冲输出模块(4)通过连接端口模块(7)与电极片(5)信号连接，所述电源模块(3)与脉冲

输出模块(4)连接,所述机壳(6)上表面还设置有用于控制器(2)控制的按键组(1)；

所述脉冲输出模块(4)输出刺激频率为100～150Hz、脉宽40～500μs的双向脉冲电流，

或者脉冲输出模块(4)输出低频和100～150Hz交替刺激并且波形为方波脉冲或三角波或低

频调制波的中频电流；

所述电源模块(3)还与一用于腹部保温的加热保温装置(8)连接，所述加热保温装置

(8)设置于机壳(6)下端并且通过一个隔热层(9)与机壳(6)隔开；

所述加热保温装置(8)中设置有温度检测单元，所述温度检测单元与控制器(2)连接，

所述加热保温装置(8)工作温度为45℃-5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痛经治疗仪，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2)为单片机

控制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痛经治疗仪，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端口模块(7)包

括有信号输出端口和电源连接端口，所述脉冲输出模块(4)通过信号输出端口与电极片(5)

连接，所述电源模块(3)通过电源连接端口与外部电源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便携痛经治疗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连接端口为USB

连接口。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痛经治疗仪，其特征在于：所述按键组(1)包括用于

控制器(2)开关控制的开关键、用于增强刺激治疗强度的加键和用于降低刺激治疗强度的

减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痛经治疗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极片(5)为一次性

电极片或反复利用式电极片或可加热型电极片，所述电极片(5)的制作材料为水凝胶或导

电胶。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痛经治疗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模块(3)镶嵌于

电路板内，所述电源模块(3)为薄膜型聚合物电池或硬币型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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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携痛经治疗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痛经治疗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便携痛经治疗仪。

背景技术

[0002] 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80％的女性有不同程度的痛经，主要发生群体为青春期少

女和未婚或未育的年轻妇女。全国妇女月经生理常数协作组调查分析得出，女性在患上不

同程度经期综合征占80％，痛经者占33.19％，其中轻度占45.73％，中度占38.81％，重度占

13.55％；少女的原发性痛经占75％。国内痛经发病率呈持上升趋势。约30％～60％的妇女

在月经期间遭受经前期综合征或痛经的困扰，约有10％的妇女因此症状而影响正常生活。

由此可见，如何有效治疗痛经，缓解疼痛已经成了当下社会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在国内，

治疗痛经的主要方法都是服用药物为主，而药物的摄入必定会对人体带来一定的伤害，而

在仪器治疗方面，如物理因子治疗等方面，国内虽有电疗等治疗方法可以缓解疼痛，且无副

作用，但一般都用于四肢肌肉关节的疼痛缓解，炎症等治疗方面，如低频治疗中的经皮的神

经电刺激疗法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Nerve  Stimulation(简称TENS)。因此需要目

前急需一种便于携带并且无副作用的痛经治疗仪。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便携痛经治疗仪，可以有效治疗和缓解疼痛并且

无副作用，便于携带。

[0004] 为实现该目的，提供了一种便携痛经治疗仪，包括机壳和设于机壳侧面的连接端

口模块；还包括设置于机壳内部的电路板；所述电路板上包括控制器，与控制器信号连接的

电源模块、脉冲输出模块和用于与移动设备信号连接的蓝牙模块，所述脉冲输出模块通过

连接端口模块与电极片信号连接，所述电源模块与脉冲输出模块连接,所述机壳上表面还

设置有用于控制器控制的按键组。

[0005] 优选地，所述脉冲输出模块输出刺激频率为100～150Hz、脉宽40～500μs的双向脉

冲电流，或者脉冲输出模块输出低频和100～150Hz交替刺激并且波形为方波脉冲或三角波

或低频调制波的中频电流。

[0006] 优选地，所述电源模块还与一用于腹部保温的加热保温装置连接，所述加热保温

装置设置于机壳下端并且通过隔热层与机壳隔开。

[0007] 优选地，所述加热保温装置中设置有温度检测单元，所述温度检测单元与控制器

连接，所述加热保温装置工作温度为50℃-55℃。

[0008] 优选地，所述控制器为单片机控制器。

[0009] 优选地，所述连接端口模块包括有信号输出端口和电源连接端口，所述脉冲输出

模块通过信号输出端口与电极片连接，所述电源模块通过电源连接端口与外部电源连接。

[0010] 优选地，所述电源连接端口为USB连接口。

[0011] 优选地，所述按键组包括用于控制器开关控制的开关键、用于增强刺激治疗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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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键和用于降低刺激治疗强度的减键。

[0012] 优选地，所述电极片为一次性电极片或反复利用式电极片或可加热型电极片，所

述电极片的制作材料为水凝胶或导电胶。

[0013] 优选地，所述电源模块镶嵌于电路板内，所述电源模块为薄膜型聚合物电池或硬

币型电池。

[0014]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有益效果在于：

[0015] 本实用新型通过控制器控制脉冲输出模块输出所需的刺激电流进行低频电疗并

且集成设置于机壳内，可以有效治疗和缓解疼痛并且无副作用，便于携带。本实用新型以痛

经治疗为主，同时可适宜各种急慢性疼痛如：神经痛、头痛、关节痛、肌痛、术后伤口痛、分娩

宫缩痛、癌痛、幻痛等，也可用以治疗骨折后骨连接不良。本实用新型中蓝牙模块可连接手

机，从而通过手机遥控本治疗仪的开关及刺激强度大小，增强可控性和实用性。本实用新型

通过在机壳下端贴于腹部通过加热保温装置进行保温能够保证身体温暖，同时放松身体，

促进血液的循环，帮助减轻痛经的困扰。本实用新型通过将整个电路集成于较小的机壳内

使得本治疗仪具有小而方便携带、及时生效、很少禁忌症和无副作用的优势。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框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深化结构框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机壳上表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实用新型机壳侧面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描述，但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任何

限制，任何在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范围所做的有限次的修改，仍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

范围内。

[0021] 如图1-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便携痛经治疗仪，包括机壳6和设于机壳6

侧面的连接端口模块7；还包括设置于机壳6内部的电路板；所述电路板上包括控制器2，与

控制器2信号连接的电源模块3、脉冲输出模块4和用于与移动设备信号连接的蓝牙模块10，

脉冲输出模块4通过连接端口模块7与电极片5信号连接，电源模块3与脉冲输出模块4连接,

机壳6上表面还设置有用于控制器2控制的按键组1。控制器2为单片机控制器。机壳6由橡胶

或PVC或硅树脂或氨基甲酸乙酯制成。

[0022] 电源模块3还与一用于腹部保温的加热保温装置8连接，加热保温装置8设置于机

壳6下端并且通过隔热层9与机壳6隔开。加热保温装置8中设置有温度检测单元，温度检测

单元与控制器2连接，加热保温装置8工作温度为53℃。

[0023] 在本实施例中，加热保温装置8由电源模块3供电，同时温度检测单元对加热保温

装置8的温度进行检测并将实时温度信号发送给控制器2，控制器2根据设定控制电源模块3

给加热保温装置8的供电情况，以保持加热保温装置8温度恒定。使用时，通过将加热保温装

置8贴于腹部即可，因为与机壳6一体所以使得整体结构小巧，便于携带。加热保温装置8表

面可以为硅胶材料或软布料增加舒适感。隔热层9用于隔离机壳6和加热保温装置8避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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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保温装置8的温度对机壳6的影响，同时可以节省能量。此外加热保温装置8的工作可以为

45℃或50℃或55℃。

[0024] 在本实施例中，蓝牙模块10可连接手机，从而通过手机上的控制程序遥控本治疗

仪的开关及刺激强度大小，另外，手机上的该控制程序能够在使用本治疗仪时发痛经和月

经有关的温馨资讯，同时还可以告知使用者关联的男朋友、爱人或朋友使用者近期在月经

期，增加亲情、爱情和友情关怀。

[0025] 连接端口模块7包括有信号输出端口和电源连接端口，脉冲输出模块4通过信号输

出端口与电极片5连接，电源模块3通过电源连接端口与外部电源连接。电源连接端口为USB

连接口。按键组1包括用于控制器2开关控制的开关键、用于增强刺激治疗强度的加键和用

于降低刺激治疗强度的减键。电极片5为一次性电极片或反复利用式电极片或可加热型电

极片，电极片5的制作材料为水凝胶或导电胶。电源模块3镶嵌于电路板内，电源模块3为薄

膜型聚合物电池或硬币型电池。

[0026] 在本实施例中，机壳6选择由橡胶或PVC或硅树脂或氨基甲酸乙酯制成，能够使整

体较小的治疗仪携带更加轻便。电极片5的选择可以根据使用者的需要进行选择，以满足自

己的使用需要。电源模块3为薄膜型聚合物电池或硬币型电池并且镶嵌于电路板内使得本

治疗仪结构更加小巧、携带更加轻便；电源模块3用于为本治疗仪提供电源。按键组1仅有开

关键、加键和减键组成，使得本治疗仪易于操作，外形简约大方。

[0027] 在本实施例中，控制器2为单片机控制器，其应用C语言或者其他的控制语言来编

写治疗仪核心参数及模式，控制器2对脉冲输出模块4控制包括脉冲输出模块4输出电流的

频率、周期、波形、波宽、最大强度和最小强度，还包括调节脉冲输出模块4出电流的幅度以

及必要时的应急调制。

[0028] 脉冲输出模块4输出刺激频率为100Hz、脉宽40μs的双向脉冲电流，或者脉冲输出

模块4输出低频2Hz和100Hz交替刺激并且波形为方波脉冲或三角波或低频调制波的中频电

流。

[0029] 在本实施例中，脉冲输出模块4选择输出刺激频率为100～150Hz、脉宽40～500μs

的双向脉冲电流，因为频率为25Hz左右、脉宽500μs或以上的电流对运动纤维刺激最好，而

刺激频率为100～150Hz，脉宽40～500μs的电流主要刺激感觉神经纤维，其中该双向脉冲电

流无直流电成分，无电解效应，可避免电极下的化学烧伤。

[0030] 此外，脉冲输出模块4输出双向脉冲电流时，刺激频率还可以为110Hz或120Hz或

130Hz或140Hz或150Hz，脉宽还可以为50μs或80μs或90μs或100μs或150μs或200μs或300μs

或400μs或500μs。脉冲输出模块4输出交替刺激中频电流时，低频还可以是4Hz或5Hz或8Hz,

中频刺激频率还可以为还可以为110Hz或120Hz或130Hz或140Hz或150Hz。

[0031] 在本实施例中，痛经治疗部位即电极片5贴合的位置可为使用者前方的子宫穴及

其附近间隔10-15cm，以及使用者后方的气海俞及其附近。本治疗仪适应证以痛经治疗为

主，同时可适宜各种急慢性疼痛如：神经痛、头痛、关节痛、肌痛、术后伤口痛、分娩宫缩痛、

癌痛、幻痛等，也可用以治疗骨折后骨连接不良。禁忌证：急性化脓性炎症，出血性疾病、严

重心脏病、皮肤感染性疾病、带有心脏起搏器的患者禁用；在颈动脉窦、会厌附近及孕妇腰

部腹部下肢近端应避免使用。

[0032] 在本实施例工作流程：在使用者需要使用本治疗仪是，开启本治疗仪，将电极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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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于各对应的位置，然后根据需要调节加键和减键以达到对使用者进行痛经治疗，也可以

通过移动设备进行遥控；同时可以通过将加热保温装置8贴于腹部进行保温。本治疗仪由于

体积小便于携带，使用者可以在需要使用的时候及时进行治疗。

[0033] 通过本实用新型可以有效治疗和缓解疼痛并且无副作用。

[0034] 以上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

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结构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不会影响本实用新

型实施的效果和专利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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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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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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