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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智能运动按摩椅，所述按

摩椅不仅包括可左、右摆动的上肢运动装置，还

包括设在支腿架底部和前端的一组由操控台、足

部运动机构、跑步机组成的下肢运动装置，其按

摩理疗装置不仅包括设在靠背架上的头颈肩按

摩理疗枕、脊背按摩理疗装置、腰腹按摩理疗带，

还包括设在扶手内侧的左、右大腿按摩理疗装置

和设在坐板前端边侧的托腿板面上所设两组凹

形支托架凹面里的左、右小腿按摩理疗装置和

左、右足底按摩理疗装置，所述按摩椅还包括设

在腰腹按摩理疗带上的生命体征检测装置及设

在靠背架、坐板与左、右凹形支托架上的两套电

热理疗装置，本发明具有配置高、功能多、应用面

广、受益人群多、智能化程度高、实用性强的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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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运动按摩椅，它包括靠背架、坐板、扶手、支腿架的座椅本体及运动装置、按

摩理疗装置、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运动装置不仅包括设在扶手上面内侧套槽里的

左、右摆动杆与设在支腿架内侧所设横梁和托板上的左、右曲柄传动机构及驱动电机连接

组成的上肢运动装置，还包括设在支腿架底部和前端的一组由操控台、足部运动机构、跑步

机组成的下肢运动装置，其按摩理疗装置不仅包括设在靠背架上的头颈肩按摩理疗枕、脊

背按摩理疗装置、腰腹按摩理疗带，还包括设在扶手内侧的左、右大腿按摩理疗装置和设在

坐板前端边侧的托腿板面上所设两组凹形支托架里的左、右小腿按摩理疗装置和左、右足

底按摩理疗装置，所述按摩椅不仅包括设在靠背架、坐板与左、右凹形支托架上的两套电热

理疗装置，还包括设在腰腹按摩理疗带上所连的一套生命体征检测装置，其上、下肢运动装

置、头颈肩按摩理疗枕、脊背按摩理疗装置、腰腹按摩理疗带、生命体征检测装置和大、小腿

按摩理疗装置、足底按摩理疗装置、电热理疗装置与设在操控台上端带有单片机或PLC控制

器的智能控制装置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运动按摩椅，其体征在于：所述按摩椅还包括设在支

腿架的前、后端横梁边上与托腿板及靠背架后面的两组电动推杆，两组电动推杆与智能控

制装置相连接，其上肢运动装置中的左、右摆动杆下端与曲柄传动机构的左、右的连杆相连

接，位于支腿架内端所设托板下面的驱动电机连动曲柄传动机构中传动转轴两端的两个反

向曲柄和左、右连杆，所述操控台为联体架式操控台，在操控台的上面设有台面板，在所述

台面板下面内侧设有托板和三角形移动支托架，其智能控制装置包括设在所述托板和三角

形移动支托架上的外接电源线、PLC控制器及操作键盘，与设在操控台上端台面板面上所设

调节支托架上的智能控制显示屏和智能遥控器及设在操控台两侧所设配柜里的网络服务

器主机，所述下肢运动装置中的足部运动机构包括设在操控台下部内侧所设A形支架和设

在所述A形支架上带有左、右反向脚踏按摩拐轴、中轴的传动轮盘和驱动电机，其跑步机为

设在操控台和座椅底端的左、右卡槽里平板式走跑运动机。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智能运动按摩椅，其体征在于：所述头颈肩按摩理疗

枕包括设在靠背架上端的凹体壳及设在所述凹体壳上的头枕垫、颈部按摩器及左、右肩部

按摩器，其按摩器是由凹体壳和设在所述凹体壳内的震动机构和砭石按摩头、丝网艾灸筒

组成的多头震动按摩器或由凹体壳和设在所述凹体壳内侧和外端的电机、传动轮、转轴、传

动轮盘、弹簧和砭石刮痧按摩头组成的多头滚轮刮痧按摩器，所述头枕垫的两端设有脑波

发生器、音乐治疗仪及负离子氧气发生器的主机，其头枕垫的中间设置一个带有脑波发生

器的干式有源电极、感应器，音乐治疗仪的左、右耳麦，负离子氧气发生器中输氧管的U形卡

架及多个砭石按摩珠。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智能运动按摩椅，其体征在于：所述脊背按摩理疗装

置为设在靠背架两侧槽里由凹体壳和设在所述凹体壳内侧和外端的电机、传动轮、转轴、传

动轮盘、弹簧和砭石刮痧按摩头组成的多头滚轮刮痧按摩器和/或设在靠背架中间槽内的

一组由驱动电机、双链式传动机构和设在所述双链条传动机构中的左、右传动链条内侧所

连长在10-20厘米、宽在2-3厘米、厚在0.5厘米的五个槽形钢板，及设在所述槽形钢板外端

所设定位孔上的五个磁吸式按摩理疗部件组成的往复式贴背直线运动按摩理疗机构，其驱

动电机与双链条传动机构中下端转轴外端所设的传动轮连接，所述磁吸式按摩理疗部件包

括带有U形卡槽和磁铁的砭石按摩头、带有U形卡槽和磁铁的砭石刮痧板、带有U形卡槽和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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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的丝网艾灸筒与带有U形卡槽和磁铁的海绵涂药条及带有U形卡槽和磁铁的砭石外疗排

针，其磁铁分别吸附在五个槽形钢板外端所设定位孔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智能运动按摩椅，其体征在于：所述腰腹按摩理疗带

包括连接在靠背架正面两侧的固定腰带和设在所述的固定腰带上由凹体壳及设在所述凹

体壳内的震动机构和砭石按摩头、丝网艾灸筒组成的三个多头震动按摩器或由凹体壳和设

在所述凹体壳内侧和外端的电机、传动轮、转轴、传动轮盘、弹簧和砭石刮痧按摩头组成的

三个多头滚轮刮痧按摩器，它们包括两个多头腰部按摩器和一个多头腹部按摩器，其两侧

的固定腰带由其上所设尼龙搭扣活动连接，所述生命体征检测装置包括设在腰腹按摩理疗

带内侧的皮肤电阻传感器、体温传感器，及设在腰腹按摩理疗带后端所连智能手环内侧的

血压计、血糖计、脉搏计、心率计、肺活量计中的检测模块，其生命体征检测装置中各个检测

单元的检测数据可与智能控制装置里PLC控制器中储存器内的预设数据库对应匹配形成相

应的健身运动模式和/或按摩理疗模式。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智能运动按摩椅，其体征在于：所述大、小腿按摩理疗

装置和足部按摩理疗装置都是由凹体壳和设在所述凹体壳内的震动机构和砭石按摩头、丝

网艾灸筒组成的多头震动按摩器或由凹体壳和设在所述凹体壳内侧和外端的电机、传动

轮、转轴、传动轮盘、弹簧和砭石刮痧按摩头组成的多头滚轮刮痧按摩器，它们分别位于左、

右大腿的胆经部位与左、右小腿的足三里穴上和足底的涌泉穴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智能运动按摩椅，其体征在于：所述两套电热理疗装

置包括设在靠背架里面的一套远红外线发热管和设在坐板和凹形支托架外面的一套理疗

垫，其理疗垫为带有温度调节器、外接电源线、石墨烯恒温发热线、防水层、保护层和可拆洗

的外套组成的恒温理疗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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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运动按摩椅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按摩椅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智能运动按摩椅。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按摩椅，在工作时，大都是由人工手动操控控制装置中的控制单元，控制单

元发出信号驱动相关的执行机构在人体对应的部位进行不加热按摩。它们绝大多数只具有

人体浅层肌肉的放松作用，没有实际按摩的医疗保健功效，更没有有益于人体健康的有氧

和/或无氧健身运动功能，其功能单一，应用面窄，实用性较差。由本人申请发明的

CN201720817248.6---- “一种自动运动按摩椅”中虽有多种仿人工按摩理疗装置和上、下

肢运动装置，但缺少整套的生命体征检测装置和更加智能的控制装置与上、下半身电热理

疗装置及上、下半身按摩理疗装置、跑步机等功能部件，对于不同人群，按摩椅的控制装置

不能自动选择有益于人体健康功能的健身运动模式和/或具有医疗保健功效的按摩理疗模

式进行对应调理，其配置较低，受益人群较少，智能化程度低，因此对现有技术的按摩椅进

行升级改进很有必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根据上述技术中存在的不足，利用本人申请发明的“一种自动运

动按摩椅”中的部分机械结构和原理，提供一种配置高、功能多、应用面广、受益人群多、智

能化程度高、实用性强，控制装置可根据不同人群自动或手动选择不同具有医疗保健功效

的按摩理疗模式和/或有益于人体健康功能的健身运动模式的智能运动按摩椅。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智能运动按摩椅，它包括靠背

架、坐板、扶手、支腿架的座椅本体及运动装置、按摩理疗装置、控制装置，所述运动装置不

仅包括设在扶手上面内侧套槽里的左、右摆动杆与设在支腿架内侧所设横梁和托板上的

左、右曲柄传动机构及驱动电机连接组成的上肢运动装置，还包括设在支腿架底部和前端

的一组由操控台、足部运动机构、跑步机组成的下肢运动装置，其按摩理疗装置不仅包括设

在靠背架上的头颈肩按摩理疗枕、脊背按摩理疗装置、腰腹按摩理疗带，还包括设在扶手内

侧的左、右大腿按摩理疗装置和设在坐板前端边侧的托腿板面上所设两组凹形支托架里的

左、右小腿按摩理疗装置和左、右足底按摩理疗装置，所述按摩椅不仅包括设在靠背架、坐

板与左、右凹形支托架上的两套电热理疗装置，还包括设在腰腹按摩理疗带上所连的一套

生命体征检测装置，其上、下肢运动装置、头颈肩按摩理疗枕、脊背按摩理疗装置、腰腹按摩

理疗带、生命体征检测装置和大、小腿按摩理疗装置、足底按摩理疗装置、电热理疗装置与

设在操控台上端带有单片机或PLC控制器的智能控制装置相连接。

[0005] 进一步的，所述按摩椅还包括设在支腿架的前、后端横梁边上与托腿板及靠背架

后面的两组电动推杆，两组电动推杆与智能控制装置相连接，其上肢运动装置中的左、右摆

动杆下端与曲柄传动机构的左、右的连杆相连接，位于支腿架内端所设托板下面的驱动电

机连动曲柄传动机构中传动转轴两端的两个反向曲柄和左、右连杆，所述操控台为联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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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操控台，在操控台的上面设有台面板，在所述台面板下面内侧设有托板和三角形移动支

托架，其智能控制装置包括设在所述托板和三角形移动支托架上的外接电源线、PLC控制器

及操作键盘，与设在操控台上端台面板面上所设调节支托架上的智能控制显示屏和智能遥

控器及设在操控台两侧所设配柜里的网络服务器主机，所述下肢运动装置中的足部运动机

构包括设在操控台下部内侧所设A形支架和设在所述A形支架上带有左、右反向脚踏按摩拐

轴、中轴的传动轮盘和驱动电机，其跑步机为设在操控台和座椅底端的左、右卡槽里平板式

走跑运动机。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头颈肩按摩理疗枕包括设在靠背架上端的凹体壳及设在所述凹体

壳上的头枕垫、颈部按摩器及左、右肩部按摩器，其按摩器是由凹体壳和设在所述凹体壳内

的震动机构和砭石按摩头、丝网艾灸筒组成的多头震动按摩器或由凹体壳和设在所述凹体

壳内侧和外端的电机、传动轮、转轴、传动轮盘、弹簧和砭石刮痧按摩头组成的多头滚轮刮

痧按摩器，所述头枕垫的两端设有脑波发生器、音乐治疗仪及负离子氧气发生器的主机，其

头枕垫的中间设置一个带有脑波发生器的干式有源电极、感应器，音乐治疗仪的左、右耳

麦，负离子氧气发生器中输氧管的U形卡架及多个砭石按摩珠。

[0007] 进一步的，所述脊背按摩理疗装置为设在靠背架两侧槽里由凹体壳和设在所述凹

体壳内侧和外端的电机、传动轮、转轴、传动轮盘、弹簧和砭石刮痧按摩头组成的多头滚轮

刮痧按摩器和/或设在靠背架中间槽内的一组由驱动电机、双链式传动机构和设在所述双

链条传动机构中的左、右传动链条内侧所连长在10-20厘米、宽在2-3厘米、厚在0.5厘米的

五个槽形钢板，及设在所述槽形钢板外端所设定位孔上的五个磁吸式按摩理疗部件组成的

往复式贴背直线运动按摩理疗机构，其驱动电机与双链条传动机构中下端转轴外端所设的

传动轮连接，所述磁吸式按摩理疗部件包括带有U形卡槽和磁铁的砭石按摩头、带有U形卡

槽和磁铁的砭石刮痧板、带有U形卡槽和磁铁的丝网艾灸筒与带有U形卡槽和磁铁的海绵涂

药条及带有U  形卡槽和磁铁的砭石外疗排针，其磁铁分别吸附在五个槽形钢板外端所设定

位孔上。

[0008] 进一步的，所述腰腹按摩理疗带包括连接在靠背架正面两侧的固定腰带和设在所

述的固定腰带上由凹体壳及设在所述凹体壳内的震动机构和砭石按摩头、丝网艾灸筒组成

的三个多头震动按摩器或由凹体壳和设在所述凹体壳内侧和外端的电机、传动轮、转轴、传

动轮盘、弹簧和砭石刮痧按摩头组成的三个多头滚轮刮痧按摩器，它们包括两个多头腰部

按摩器和一个多头腹部按摩器，其两侧的固定腰带由其上所设尼龙搭扣活动连接，所述生

命体征检测装置包括设在腰腹按摩理疗带内侧的皮肤电阻传感器、体温传感器，及设在腰

腹按摩理疗带后端所连智能手环内侧的血压计、血糖计、脉搏计、心率计、肺活量计中的检

测模块，其生命体征检测装置中各个检测单元的检测数据可与智能控制装置里PLC控制器

中储存器内的预设数据库对应匹配形成相应的健身运动模式和/或按摩理疗模式。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大、小腿按摩理疗装置和足部按摩理疗装置都是由凹体壳和设在

所述凹体壳内的震动机构和砭石按摩头、丝网艾灸筒组成的多头震动按摩器或由凹体壳和

设在所述凹体壳内侧和外端的电机、传动轮、转轴、传动轮盘、弹簧和砭石刮痧按摩头组成

的多头滚轮刮痧按摩器，它们分别位于左、右大腿的胆经部位与左、右小腿的足三里穴上和

足底的涌泉穴上。

[0010] 进一步的，所述两套电热理疗装置包括设在靠背架里面的一套远红外线发热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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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坐板和凹形支托架外面的一套理疗垫，其理疗垫为带有温度调节器、外接电源线、石墨

烯恒温发热线、防水层、保护层和可拆洗的外套组成的恒温理疗垫。

[0011] 本发明有益的效果是：由于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按摩椅上设有上、下肢运动装置

和上、下半身按摩理疗装置与上、下半身电热理疗装置，及一套完整的生命体征检测装置与

一组带有单片机或PLC控制器的智能控制装置，那么本发明的智能运动按摩椅就可根据中

医的体质与三因----因人、因病、因地，自动或手动选择对应模式对人体进行相应调理。不

仅具有多种对应的加热按摩理疗模式和/或多种对应的健身运动模式供选择，且又能具有

上网办公、学习娱乐及音乐调节、脑波调节、负离子氧疗、临时休息和智能遥控多种功能，无

论健康人群还是带病人群及亚健康人群都能使用，相对于背景技术中的按摩椅来说，本发

明具有功能部件多、配置高、受益人群多、应用面广、智能化程度高、实用性强、功能多的优

点。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中的座椅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位本发明中电热理疗装置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位本发明中震动按摩器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位本发明中滚轮刮痧按摩器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为本发明中按摩理疗部件的连接示意图。

[0018] 图7位本发明的一种电气连接原理图。

[0019] 其中图1.靠背架、2.坐板、3.扶手、4.支腿架、5.托腿板、6.运动装置、7.按摩理疗

装置、8.控制装置、9.套槽、10.摆动杆、11.横梁、12.托板、13.曲柄传动机构、14.电机、  15.

上肢运动装置、16.操控台、17.足部运动机构、18.跑步机、19.下肢运动装置、20.头颈肩按

摩理疗枕、21.脊背按摩理疗装置、22.腰腹按摩理疗带、23.生命体质检测装置、24.大腿按

摩理疗装置、25.支托架、26.小腿按摩理疗装置、27.足底按摩理疗装置、28.电热理疗装置、

29.石墨烯恒温发热线、30.电动推杆、31.曲柄、32.连杆、33、智能控制显示屏、34.  外接电

源线、35.PLC控制器、36.操作键盘、37.A形支架、38.脚踏按摩拐轴、39.传动轮盘、  40.凹体

壳、41.头枕垫、42.滚轮刮痧按摩器、43.震动按摩器、44.脑波发生器、45.音乐治疗仪、46.

负离子氧发生器、47.电极、48.感应器、49.耳麦、50.输氧管、51.U形卡架、52.  砭石按摩珠、

53.转轴、54.双链条传动机构、55.传动链条、56.槽形钢板、57.固定腰带、58  按摩理疗部

件、59.U形卡槽、60.磁铁、61.按摩头、62.刮痧板、63.艾灸筒、64.涂药条、  65.外疗排针、

66.电阻传感器、67。体温传感器、68.智能手环、69.检测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1] 实施例一：参照图1-图7所示的按摩椅就为本发明优选的一种智能运动按摩椅，它

包括靠背架1、坐板2、扶手3、支腿架4的座椅本体及运动装置6、按摩理疗装置7、控制装置8，

所述运动装置6不仅包括设在扶手3内侧套槽9里的左、右摆动杆10与设在支腿架4内侧所设

横梁11和托板12上的左、右曲柄传动机构13及驱动电机14连接组成的上肢运动装置15，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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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设在支腿架4底部和前端的一组由操控台16、足部运动机构17、跑步机18组成的下肢运

动装置19，其按摩理疗装置7不仅包括设在靠背架1上的头颈肩按摩理疗枕20、脊背按摩理

疗装置21、腰腹按摩理疗带22，设在扶手3内侧的左、右大腿按摩理疗装置24，设在坐板2前

端边侧的托腿板5面上所设两组凹形支托架25里的左、右小腿按摩理疗装置26和左、右足底

按摩理疗装置27，所述按摩椅不仅包括设在靠背架1、坐板2与左、右凹形支托架25上的两套

电热理疗装置28，还包括设在所述腰腹按摩理疗带22上所连的一套生命体征检测装置23，

其上肢运动装置15、下肢运动装置19、头颈肩按摩理疗枕20、脊背按摩理疗装置21、腰腹按

摩理疗带22、生命体征检测装置23、大腿按摩理疗装置24、小腿按摩理疗装置26、足底按摩

理疗装置27、电热理疗装置28与设在操控台16上端带有PLC控制器35 的智能控制装置8相

连接。

[0022] 为了使本按摩椅能具有临时休息、自动起坐和上、下肢运动功能与更加智能的控

制装置  8及上网办公，学习娱乐功能。所述按摩椅还包括设在支腿架4的前、后端横梁11边

上与其托腿板5及靠背架1后面的两组电动推杆30，两组电动推杆30与智能控制装置8相连

接，其上肢运动装置15中的左、右摆动杆10下端与曲柄传动机构13中的左、右的连杆32相连

接，位于支腿架4内端所设托板12下面的驱动电机14连动曲柄传动机构13中传动转轴53  两

端的两个反向曲柄31和左、右连杆32，所述操控台16为联体架式操控台16，在操控台  16的

上面设有台面板，在台面板下面内侧设有托板12和三角形移动支托架25，其智能控制装置8

包括设在所述托板12和三角形移动支托架25上的外接电源线34、PLC控制器35及操作键盘

36，与设在操控台16上端台面板面上所设调节支托架25上的智能控制显示屏33和智能遥控

器及设在操控台两侧所设配柜里的网络服务器主机，所述下肢运动装置19中的足部运动机

构17包括设在操控台16下部内侧所设A形支架37和设在所述A形支架37上带有左、右反向脚

踏按摩拐轴38、中轴的传动轮盘39和驱动电机14，驱动电机14连动传动轮盘39  和左、右反

向脚踏按摩拐轴38，其跑步机18为设在操控台16和座椅底端的左、右卡槽里平板式走跑运

动机。

[0023] 为了使本按摩椅能具有头、颈、肩部按摩理疗功能。所述头颈肩按摩理疗枕20包括

设在靠背架1上端的凹体壳40及设在所述凹体壳40内侧的头枕垫41、颈部按摩器和左、右肩

部按摩器，其按摩器都是由凹体壳40和设在所述凹体壳40内侧和外端的电机14、传动轮、转

轴53、传动轮盘39、弹簧和砭石刮痧按摩头61组成的多头滚轮刮痧按摩器42，所述头枕垫 

41的两端设有脑波发生器44、音乐治疗仪45及负离子氧气发生器46的主机，其头枕中间设

有一个带有脑波发生器44的干式有源电极47、感应器48，音乐治疗仪45的左、右耳麦49，负

离子氧气发生器46中输氧管50的U形卡架51及多个砭石按摩珠52。

[0024] 为了使本按摩椅能具有脊背部的多种移动式仿中医按摩理疗功能。所述脊背按摩

理疗装置21包括设在靠背架1中间槽内的一组由驱动电机14、双链式传动机构54和设在所

述双链条传动机构54中的左、右传动链条55内侧所连长在10-20厘米、宽在2-3厘米、厚在

0.5  厘米的五个槽形钢板56，及设在所述槽形钢板56外端所设定位孔上的五个磁吸式按摩

理疗部件组成的往复式贴背直线运动按摩理疗机构和设在靠背架1两侧槽里由凹体壳40和

设在所述凹体壳40内侧和外端的电机14、传动轮、转轴53、传动轮盘39、弹簧和砭石刮痧按

摩头  61组成的四组多头滚轮刮痧按摩器42，其驱动电机14与双链条传动机构54中下端转

轴53  外端所设的传动轮连接，所述磁吸式按摩理疗部件58包括带有U形卡槽59和磁铁60的

说　明　书 4/6 页

7

CN 110623833 A

7



砭石按摩头61、带有U形卡槽59和磁铁60的砭石刮痧板62、带有U形卡槽59和磁铁60的丝网

艾灸筒63与带有U形卡槽59和磁铁60的海绵涂药条64及带有U形卡槽59和磁铁60的砭石外

疗排针65，其磁铁60分别吸附在五个槽形钢板56外端所设定位孔上。

[0025] 砭法又称砭石疗法，是古代治病和防病的一种方法，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它早于

针、灸和刮痧、按摩疗法，为针、灸之母，刮痧、按摩之祖。砭法也是古代中医疗养六艺(砭、

针、灸、药、按蹻、导引)之首，乃简、便、验、廉的医法代表。因古代战乱遗失和古时开采技术

与检测方法的限制以及中药学的发展等历史原因，使砭石疗法逐渐没落，成为绝学，为世人

少知。经现代仪器科学检测证明，砭石疗法治病与防病的秘密在于砭石具有远红外效应，超

声波效应、磁场效应、冷热不同温施效应及30多种微量元素效应的功效，故而被人称之为能

量石，它比另一种被称为能量石的医疗磁铁石的医疗功能更为全面和安全，副作用仅为初

次重刮痧时，部分人群会留下的皮外刮痧血印，特别是用泗滨产的砭石具进行砭石刮痧疗

法与砭石温热按摩疗法及砭石排针外疗法的效果更为明显和稳定。

[0026] 灸疗在治疗和防病方面有六大功效：一.温肌散寒、疏风解表；二.温经通络、活血

逐疲；三.温中活里、强脏壮腑；四.温阳补虚、回阳固脱；五.行气活血、消火化淤；六.平衡阴

阳、保健防病。实践证明，无病施灸可以激发人体正气，增加人体抗病能力，以抵御病邪的侵

袭，为古代治病和防病及康复的重要方法。

[0027] 按摩的功效，可促进血液、淋巴循环、疏通气血、舒筋活血、调节神经系统功能；祛

瘀化滞，缓解疼痛、调整人体功能；改善新陈代谢功能，所以，按摩是有效的摄生保健方法，

通过对身体各个部位的按摩，能有调整气血、平阴阳、扶正祛邪、通经络、灵活关节之功。

[0028] 为了使本按摩椅能具有腰腹部的按摩理疗功能及完整的生命体征检测功能，对不

同人群能实现自动或手动进行不同调理。所述腰腹按摩理疗带22包括连接在靠背架1正面

两侧的固定腰带57和设在所述的固定腰带57上由凹体壳40和设在所述凹体壳40内由震动

机构与砭石按摩头61、丝网艾灸筒63组成的三个多头按摩器，它们包括两个多头腰部电机

式震动按摩器43和一个多头腹部电磁式震动按摩器43，其左、右固定腰带57由其上所设尼

龙搭扣活动连接，所述生命体征检测装置23包括设在腰腹按摩理疗带22内侧的皮肤电阻传

感器66、体温传感器67及设在腰腹理疗带22后端线连的智能手环68内侧面上的血压计、血

糖计、脉搏计、心率计、肺活量计中的检测模块69，其生命体征检测装置23中各个检测单元

的检测数据可与智能控制装置8里PLC控制器35中储存器内预设数据库对应匹配形成相应

的健身运动模式和/或按摩理疗模式。

[0029] 为了使本按摩椅能具有大、小腿部和足部按摩理疗功能。所述大腿按摩理疗装置

24、小腿按摩理疗装置26和足部按摩理疗装置27都是由凹体壳40和设在所述凹体壳40内侧

和外端的电机14、传动轮、转轴53、传动轮盘39、弹簧和砭石刮痧按摩头61组成的多头滚轮

刮痧按摩器42，它们分别位于左、右大腿的胆经部位与左、右小腿的足三里穴上和足底的涌

泉穴上。

[0030] 为了使本按摩椅能具有半身或全身加热按摩理疗功能。所述两套电热理疗装置28

包括设在靠背架1里面的一套远红外线发热管和设在坐板2和凹形支托架25外面的一套理

疗垫，其理疗垫为带有温度调节器、外接电源线34、石墨烯恒温发热线29、防水层、保护层和

可拆洗的外套组成的恒温理疗垫。

[0031] 本发明基本使用步骤：1.准备好相关的理疗耗材→2.连接外接电源→3.打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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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4.  使用者单衣坐在座椅上→5.系上腰腹理疗带并戴上智能手环→6.智能控制显示

器显示检测结果和对应的健身运动模式和/或按摩理疗模式→7.装置好对应的理疗耗材→

8.选择手动或自动模式→9.模式结束→10.消毒清理相关功能部件和理疗耗材。

[0032] 以上实施例说明，显然为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方案，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在

本领域内普通的技术人员的简单更改和替换都是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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