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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理疗仪用的微波理疗机

构：包括有理疗机构壳体和微波发射器；所述理

疗机构壳体内部设置有微波发射器；所述理疗机

构壳体顶部设置有进风口，所述进风口处设置有

用于进风的涡轮风机；所述理疗机构壳体底部设

置有出风口，所述理疗机构壳体内腔底部设置有

漏斗状的聚风结构，所述聚风结构的出风管套设

在理疗机构壳体的出风口处，且与理疗机构壳体

出风口同轴设置；所述微波发射器发射的微波所

形成的路径与聚风结构出风管同轴设置；所述理

疗机构壳体内壁、聚风结构和微波发射器之间的

形成通风风道，所述通风风道内设置有用于加热

空气的加热丝；本发明通过从理疗机构内喷出高

压热风排空微波理疗路径上水蒸气，从而达到增

强微波理疗的康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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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理疗仪用的微波理疗机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有理疗机构壳体(1)和微波发射

器；所述理疗机构壳体(1)内部设置有微波发射器；所述理疗机构壳体(1)顶部设置有进风

口，所述进风口处设置有用于进风的涡轮风机(11)；所述理疗机构壳体(1)底部设置有出风

口，所述理疗机构壳体(1)内腔底部设置有漏斗状的聚风结构(12)，所述聚风结构(12)的喇

叭口固定设置在理疗机构壳体(1)上，所述聚风结构(12)的出风管套设在理疗机构壳体(1)

的出风口处，且聚风结构(12)出风管与理疗机构壳体(1)出风口同轴设置；所述微波发射器

发射的微波所形成的路径与聚风结构(12)出风管同轴设置；所述理疗机构壳体(1)内壁、聚

风结构(12)和微波发射器之间的空间形成有通风风道，所述通风风道内设置有用于加热空

气的加热丝(1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理疗仪用的微波理疗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通风风道从

上到下依次包括有进风腔(131)、空气加热腔(132)和聚风腔(133)；所述理疗机构壳体(1)

顶部呈凸弧面状设置，且在理疗机构壳体(1)的顶部中心处设置进风口；所述进风腔(131)

的腔体体积大于空气加热腔(132)的腔体体积；所述进风腔(131)与空气加热腔(132)的连

接处设置有向下聚拢倾斜的平滑倒角；所述加热丝(13)环设在空气加热腔(132)内；所述空

气加热腔(132)的腔体体积大于聚风腔(133)的腔体体积；所述空气加热腔(132)与聚风腔

(133)的连接处设置有平滑过渡倒角；所述聚风腔(133)沿气流方向的孔径逐渐减小，所述

聚风腔(133)设置在微波发射器的正下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理疗仪用的微波理疗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微波发射器

的外部设置有防护结构，所述防护结构的上方侧壁通过横向设置的第一支撑柱(1411)支护

在理疗机构壳体(1)上，所述防护结构的底部通过第二支撑柱(1421)支撑设置在聚风结构

(12)上；

或所述防护结构的上方侧壁通过横向设置的第一支撑片(1412)支护在理疗机构壳体

(1)上，所述第一支撑片(1412)沿气流方向的厚度逐渐增大；所述防护结构的底部通过第二

支撑片(1422)支撑设置在聚风结构(12)上，所述第二支撑片(1422)竖直设置，且第二支撑

片(1422)沿气流方向的厚度逐渐增大；所述第一支撑片(1412)所在的竖直平面与第二支撑

片(1422)所在的竖直平面交错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理疗仪用的微波理疗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护结构包

括有第一保护壳(141)和第二保护壳(142)；所述第一保护壳(141)设置在第二保护壳(142)

的上方，且第一保护壳(141)的底部与第二保护壳(142)的顶部平滑设置在一起；所述第一

保护壳(141)呈锥状设置，且较小底面设置在上方；所述第一保护壳(141)上方支撑设置有

涡轮风机(11)，所述涡轮风机(11)的进风口设置在理疗机构壳体(1)的进风口处，所述涡轮

风机(11)的出风口设置在理疗机构壳体(1)内部；所述第一保护壳(141)内设置有转动电

机，所述涡轮风机(11)的叶轮与转动电机的转动轴同轴转动设置；所述第二保护壳(142)内

包覆设置有微波发射器，所述第二保护壳(142)的底部设置有通孔，所述通孔与聚风结构

(12)的出风管同轴设置，所述微波发射器的发射部位设置在通孔内。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理疗仪用的微波理疗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保护壳

(142)的外侧壁上圆周均匀设置有若干隔热板(15)，所述隔热板(15)的长度方向沿气流方

向设置，且隔热板(15)垂直于第二保护壳(142)的侧壁；所述隔热板(15)的材质为云母片；

若干所述隔热板(15)最外端面沿长度方向上均匀设置有限位槽，所述加热丝(13)卡设在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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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槽内；所述加热丝(13)的横截面投影呈螺旋状设置；所述加热丝(13)的功率为1200W。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理疗仪用的微波理疗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保护壳

(142)的底部壳体上设置有指示灯(16)，所述指示灯(16)设置在聚风结构(12)出风管的正

上方，所述指示灯(16)与微波发射器的通电模块电性连接；所述指示灯(16)发出的光为冷

光源；所述指示灯(16)发生光的颜色为蓝色或者紫色。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理疗仪用的微波理疗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理疗机构壳

体(1)与聚风结构(12)之间形成有空腔，所述空腔内设置有均匀设置有三个非接触式传感

器(17)，所述非接触式传感器(17)的感应端穿过理疗机构壳体(1)底部设置在理疗机构下

方，且非接触式传感器(17)的感应端与理疗机构壳体(1)底面倾斜设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理疗仪用的微波理疗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聚风结构

(12)由隔热金属材质制成。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理疗仪用的微波理疗机构，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云台

(2)；所述云台(2)呈“U”型设置，所述云台(2)设置在理疗机构壳体(1)的上方，且理疗机构

壳体(1)通过横向设置的支撑柱(3)支撑设置在云台(2)上；所述云台(2)内设置有内腔，所

述内腔中设置有摆动电机(21)和呈齿轮状的摆动座(22)；所述摆动电机(21)为步进电机，

所述摆动座(22)与摆动电机(21)的转动轴通过皮带传动设置，且摆动座(22)随摆动电机

(21)的转动轴一起转动设置；所述支撑柱(3)的一端设置在理疗机构壳体(1)中部侧壁上，

所述支撑柱(3)的另一端设置在摆动座(22)上，且支撑柱(3)与摆动座(22)同轴设置；所述

摆动电机(21)的转动轴转动，摆动座(22)随之转动，从而与支撑柱(3)设置在一起的理疗机

构前后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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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理疗仪用的微波理疗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理疗仪零配件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理疗仪用的微波理疗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微波理疗就是通过微波仪器将微波能量传输到微波理疗机构的工作头部，工作头

部与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微波能量通过工作头部辐射到人体的关节、腰部、背部、胸腹等病

变部位对病变组织理疗，针对不同的疾病部位，使用不同的微波理疗机构与微波仪器连接。

微波理疗机构包括外导体和安置在外导体内腔中的电极，通过该电极直接接收微波仪器产

生的微波能量并辐射出去，因而电极的辐射能力对理疗效果有很大影响。

[0003] 因为空气中的水蒸气对微波的影响很大，会减弱微波能量，从而造成微波理疗效

果不理想，因而在设计微波理疗机构时，必须解决微波传输路径上空气中的水蒸气的问题，

同时保证微波发射器工作不过热及保护辐射到人体表面温度不能烫伤皮肤。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理疗仪用的微波理

疗机构，可瞬间加热到指定温度的高压风以及蒸干微波传输路径上空气中的水蒸气。

[0005] 技术方案：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一种理疗仪用的微波理疗机构：包括有理疗

机构壳体和微波发射器；所述理疗机构壳体内部设置有微波发射器；所述理疗机构壳体顶

部设置有进风口，所述进风口处设置有用于进风的涡轮风机；所述理疗机构壳体底部设置

有出风口，所述理疗机构壳体内腔底部设置有漏斗状的聚风结构，所述聚风结构的喇叭口

固定设置在理疗机构壳体上，所述聚风结构的出风管套设在理疗机构壳体的出风口处，且

聚风结构出风管与理疗机构壳体出风口同轴设置；所述微波发射器发射的微波所形成的路

径与聚风结构出风管同轴设置；所述理疗机构壳体内壁、聚风结构和微波发射器之间的空

间形成有通风风道，所述通风风道内设置有用于加热空气的加热丝；通过理疗机构顶部涡

轮风机处压下来的风，经电热丝加热，瞬间加温从而排空微波理疗路径上空气中的水蒸气，

从而达到增强微波理疗的康复效果。

[0006] 进一步地，所述通风风道从上到下依次包括有进风腔、空气加热腔和聚风腔；所述

理疗机构壳体顶部呈凸弧面状设置，且在理疗机构壳体的顶部中心处设置进风口；所述进

风腔的腔体体积大于空气加热腔的腔体体积；所述进风腔与空气加热腔的连接处设置有向

下聚拢倾斜的平滑倒角；所述加热丝环设在空气加热腔内；所述空气加热腔的腔体体积大

于聚风腔的腔体体积；所述空气加热腔与聚风腔的连接处设置有平滑过渡倒角；所述聚风

腔沿气流方向的孔径逐渐减小，向下聚风倾斜角度不会产生涡流，所述聚风腔设置在微波

发射器的正下方；通过设置通风风道沿气流方向的体积逐渐减小，使通风风道内的空气的

压强逐渐增大，流线型通畅吹出，从而使喷出的空气的速度加快，能够在瞬间排空微波治疗

路径上的水蒸气。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微波发射器的外部设置有防护结构，所述防护结构的上方侧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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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横向设置的第一支撑柱支护在理疗机构壳体上，所述防护结构的底部通过第二支撑柱支

撑设置在聚风结构上；

[0008] 或所述防护结构的上方侧壁通过横向设置的第一支撑片支护在理疗机构壳体上，

所述第一支撑片沿气流方向的厚度逐渐增大；所述防护结构的底部通过第二支撑片支撑设

置在聚风结构上，所述第二支撑片竖直设置，且第二支撑片沿气流方向的厚度逐渐增大；所

述第一支撑片所在的竖直平面与第二支撑片所在的竖直平面交错设置；通过将支撑柱改设

成支撑片，减小了空气气流方向的阻力。

[0009] 进一步地，所述防护结构包括有第一保护壳和第二保护壳；所述第一保护壳设置

在第二保护壳的上方，且第一保护壳的底部与第二保护壳的顶部平滑设置在一起；所述第

一保护壳呈锥状设置，且较小底面设置在上方；所述第一保护壳上方支撑设置有涡轮风机，

所述涡轮风机的进风口设置在理疗机构壳体的进风口处，所述涡轮风机的出风口设置在理

疗机构壳体内部；所述第一保护壳内设置有转动电机；所述第二保护壳内包覆设置有微波

发射器，所述第二保护壳的底部设置有通孔，所述通孔与聚风结构的出风管同轴设置，所述

微波发射器的发射部位设置在通孔内；通过设置第一保护壳和第二保护壳使为了保护其内

的转动电机和微波发射器不会因为通风风道内的高温空气而损坏。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保护壳的外侧壁上圆周均匀设置有若干隔热板，所述隔热板

的长度方向沿气流方向设置，且隔热板垂直于第二保护壳的侧壁；所述隔热板的材质为云

母片；若干所述隔热板最外端面沿长度方向上均匀设置有限位槽，所述加热丝卡设在限位

槽内；所述加热丝的横截面投影呈螺旋状设置；所述加热丝的功率为1200W；云母片制成的

隔热板能够避免加热丝与第二保护壳的直接接触，同时将加热丝支设在空气加热腔的中间

部位，有利于通过空气加热腔的空气被充分加热到所需的高温。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保护壳的底部壳体上设置有指示灯，所述指示灯设置在聚风

结构出风管的正上方，所述指示灯与微波发射器的通电模块电性连接；所述指示灯发出的

光为冷光源；所述指示灯发生光的颜色为蓝色或者紫色；因为微波为不可见波，通过设置有

冷光源的指示灯，能够反映微波发射器的工作情况。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理疗机构壳体与聚风结构之间形成有空腔，所述空腔内设置有均

匀设置有三个非接触式传感器，所述非接触式传感器的感应端穿过理疗机构壳体底部设置

在理疗机构下方，且非接触式传感器与理疗机构壳体底面倾斜设置。其中，一个为温度传感

器，用于测量微波理疗机构的工作温度；一个为人体温度传感器，一个为距离传感器，两个

传感器配合使用用于测量微波照射到人体表面温度，以保证治疗时机体工作正常及人体的

安全性。

[0013] 进一步地，所述聚风结构由金属材质制成，增加风口导热。

[0014] 进一步地，还包括有云台；所述云台呈“U”型设置，所述云台设置在理疗机构壳体

的上方，且理疗机构壳体通过横向设置的支撑柱支撑设置在云台上；所述云台内设置有内

腔，所述内腔中设置有摆动电机和呈齿轮状的摆动座；所述摆动电机为步进电机，所述摆动

座与摆动电机的转动轴通过皮带传动设置，且摆动座随摆动电机的转动轴一起转动设置；

所述支撑柱的一端设置在理疗机构壳体中部侧壁上，所述支撑柱的另一端设置在摆动座

上，且支撑柱与摆动座同轴设置；所述摆动电机的转动轴转动，摆动座随之转动，从而与支

撑柱设置在一起的理疗机构前后摆动；通过在云台上设置摆动电机可以控制理疗机构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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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摆动，从而提高了理疗机构的理疗范围。

[0015]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一种理疗仪用的微波理疗机构，其结构设计合理；理疗机构可

瞬间加热到指定温度的高压风以及蒸干微波传输路径上空气中的水蒸气，从而提高了微波

理疗的效果；通过设置理疗机构内通风风道沿气流方向的体积逐渐减小，使通风风道内的

空气的压强逐渐增大，从而使喷出的空气的速度加快，能够在瞬间蒸干微波治疗路径上的

水蒸气；通过设置楔形的支撑片来支撑防护结构，能够有效地减小空气阻力，有助于通风风

道内热风高速排出。

附图说明

[0016] 附图1为本发明的外观结构示意图；

[0017] 附图2为本发明的正视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8] 附图3为本发明的侧视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9] 附图4为本发明的第一支撑片的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5为本发明的第二支撑片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22] 如附图1～5，一种理疗仪用的微波理疗机构：包括有理疗机构壳体1和微波发射

器；所述理疗机构壳体1内部设置有微波发射器，所述微波发射器为雪崩二极管；所述理疗

机构壳体1顶部设置有进风口，所述进风口处设置有用于进风的涡轮风机11；所述理疗机构

壳体1底部设置有出风口，所述理疗机构壳体1内腔底部设置有漏斗状的聚风结构12，所述

聚风结构12由隔热金属材质制成，隔热金属能够防止通过聚风结构12的热风将热量传递给

聚风结构，从而避免了理疗机构喷出的热风达不到所需的温度；所述聚风结构12的喇叭口

固定设置在理疗机构壳体1上，所述聚风结构12的出风管套设在理疗机构壳体1的出风口

处，且聚风结构12出风管与理疗机构壳体1出风口同轴设置；所述微波发射器发射的微波所

形成的路径与聚风结构12出风管同轴设置，漏斗状的聚风结构12将理疗机构内的空气聚集

到理疗机构壳体1出风口处，使空气从理疗机构出去的风压大，风速快。所述理疗机构壳体1

内壁、聚风结构12和微波发射器之间的空间形成有通风风道，所述通风风道内设置有用于

加热空气的加热丝13；通过从理疗机构的治疗口处喷出高压热风从而排空微波理疗路径上

空气中的水蒸气，从而达到增强微波理疗的康复效果。

[0023] 所述通风风道从上到下依次包括有进风腔131、空气加热腔132和聚风腔133；所述

理疗机构壳体1顶部呈凸弧面状设置，且在理疗机构壳体1的顶部中心处设置进风口，在空

气从理疗机构壳体1进风口处进入后，空气碰撞凸弧面状的内壁后都会反弹向下运动，不会

使空气在进风腔131内形成涡流；所述进风腔131的腔体体积大于空气加热腔132的腔体体

积，增加了空气的压强，能够使空气的速度增快；所述进风腔131与空气加热腔132的连接处

设置有向下聚拢倾斜的平滑倒角，使空气能够平滑流向型的从进风腔131进入到空气加热

腔132中，防止进风腔131与空气加热腔132的连接处形成风阻，避免了空气在进风腔131与

空气加热腔132的连接处回流的现象；所述加热丝13环设在空气加热腔132内；所述空气加

热腔132的腔体体积大于聚风腔133的腔体体积，进一步地增加空气的速度；所述空气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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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132与聚风腔133的连接处设置有平滑过渡倒角，使空气能够平滑流向型的从空气加热腔

132进入到聚风腔133中，防止空气加热腔132与聚风腔133的连接处形成风阻，避免了空气

在空气加热腔132与聚风腔133的连接处回流的现象，使空气能够一直沿理疗机构壳体1的

进风口流向出风口；所述聚风腔133沿气流方向的孔径逐渐减小，所述聚风腔133设置在微

波发射器的正下方，使高压空气在瞬间排空微波理疗路径上的水蒸气。

[0024] 所述微波发射器的外部设置有防护结构，所述防护结构的上方侧壁通过横向设置

的第一支撑柱1411支护在理疗机构壳体1，所述防护结构的底部通过第二支撑柱1421在聚

风结构12上；或所述防护结构的上方侧壁通过横向设置的第一支撑片1412支护在理疗机构

壳体1上，所述第一支撑片1412沿气流方向的厚度逐渐增大，设置第一支撑片1412沿气流方

向呈楔形设置，使空气能够呈流线型通过第一支撑片1412，减弱了第一支撑片1412对空气

的阻碍；所述防护结构的底部通过第二支撑片1422支撑设置在聚风结构12上，所述第二支

撑片1422竖直设置，且第二支撑片1422沿气流方向的厚度逐渐增大，设置第二支撑片1422

沿气流方向呈楔形设置，使空气能够呈流线型通过第二支撑片1422，减弱了第二支撑片

1422对空气的阻碍；所述第一支撑片1412所在的竖直平面与第二支撑片1422所在的竖直平

面交错设置，能够有效防止第一支撑片1411与第二支撑片1422在同一竖直平面上共同阻碍

空气的流动，能够减弱应第一支撑片1411与第二支撑片1422所形成的风阻。

[0025] 所述防护结构包括有第一保护壳141和第二保护壳142，第一保护壳141与第二保

护壳142能够保护其内的转动电机和微波发射器不会因为通风风道内的高温空气而损坏；

所述第一保护壳141设置在第二保护壳142的上方，且第一保护壳141的底部与第二保护壳

142的顶部平滑设置在一起；所述第一保护壳141呈锥状设置，且较小底面设置在上方，能够

避免刚进入进风腔131内的空气在第一保护壳141上形成风阻；所述第一保护壳141上方支

撑设置有涡轮风机11，所述涡轮风机11的进风口设置在理疗机构壳体1的进风口处，所述涡

轮风机11的出风口设置在理疗机构壳体1内部；所述第一保护壳141内设置有转动电机，所

述涡轮风机11的叶轮与转动电机的转动轴同轴转动设置；所述第二保护壳142内包覆设置

有微波发射器，所述第二保护壳142的底部设置有通孔，所述通孔与聚风结构12的出风管同

轴设置，所述微波发射器的发射部位设置在通孔内。

[0026] 所述第二保护壳142的外侧壁上圆周均匀设置有若干隔热板15，所述隔热板15的

长度方向沿气流方向设置，且隔热板15垂直于第二保护壳142的侧壁；所述隔热板15的材质

为云母片，云母片有绝缘及低损失的热阻功能，云母片制成的隔热板15能够避免加热丝13

与第二保护壳142的直接接触，保护了第二保护壳142不会被加热丝13损坏；若干所述隔热

板15最外端面沿长度方向上均匀设置有限位槽，所述加热丝13卡设在限位槽内；所述加热

丝13的横截面投影呈螺旋状设置，使加热丝13在单位空间上发热长度更长，使单位空间上

的空气加热更加迅速；所述加热丝13的功率为1200W，有利于快速使空气加热到所需温度。

[0027] 所述第二保护壳142的底部壳体上设置有指示灯16，因为微波为不可见波，通过设

置有冷光源的指示灯，能够反映微波发射器的工作情况。所述指示灯16设置在聚风结构12

出风管的正上方，所述指示灯16与微波发射器的通电模块电性连接；所述指示灯16发出的

光为冷光源，冷光源是几乎不含红外线光谱的发光光源，从而使指示灯发出的光不会影响

到微波的传输；所述指示灯16发生光的颜色为蓝色或者紫色，蓝色或者紫色更易观察。

[0028] 所述理疗机构壳体1与聚风结构12之间形成有空腔，所述空腔内设置有均匀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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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个非接触式传感器17，所述非接触式传感器17能感应理疗机构底部到患者的距离，能

够有效地定位理疗机构与到患病部位的有效距离，所述非接触式传感器17的感应端穿过理

疗机构壳体1底部设置在理疗机构下方，且非接触式传感器17的感应端与理疗机构壳体1底

面倾斜设置；其中，一个为温度传感器，用于测量微波理疗机构的工作温度；一个为人体温

度传感器，一个为距离传感器，两个传感器配合使用用于测量微波照射到人体表面温度，以

保证治疗时机体工作正常及人体的安全性。

[0029] 还包括有云台2；所述云台2设置在理疗机构壳体1的上方，且理疗机构壳体1通过

横向设置的支撑柱3支撑设置在云台2的两“U”型护端20上；云台2半包覆设置理疗机构壳体

1；所述云台2呈“U”型设置，所述云台2内设置有内腔，所述内腔中设置有摆动电机21和呈齿

轮状的摆动座22；所述摆动电机21为步进电机，所述摆动座22与摆动电机21的转动轴通过

皮带传动设置，且摆动座22随摆动电机21的转动轴一起转动设置；所述支撑柱3的一端设置

在理疗机构壳体1中部侧壁上，所述支撑柱3的另一端设置在摆动座22上，且支撑柱3与摆动

座22同轴设置；所述摆动电机21的转动轴转动，摆动座22随之转动，从而与支撑柱3设置在

一起的理疗机构前后摆动。通过在云台2上设置摆动电机21可以控制理疗机构的前后摆动，

增大了微波的理疗范围，使理疗更加方便。

[0030]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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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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