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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足浴盆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保健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

足浴盆。该足浴盆包括足浴盆桶体、足浴盆底座，

该足浴盆桶体顶部开口，该足浴盆还包括与所述

足浴盆桶体连接固定的支架，所述支架设有第一

安装腔，该第一安装腔内安装有煎药盒和第一加

热装置，所述煎药盒内的药液通过泵输送至所述

足浴盆桶体内，所述足浴盆桶体和所述足浴盆底

座之间设置有第二安装腔，所述第二安装腔内安

装有第二加热装置。在本实用新型中，足浴盆设

置了煎药盒，中药先在煎药盒被加热到药效很好

的释放再输送到足浴盆桶体内，提高泡脚效果；

流入量通过电子设备智能控制，泡脚温度容易把

控。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7页

CN 214073058 U

2021.08.31

CN
 2
14
07
30
58
 U



1.一种足浴盆，包括足浴盆桶体、足浴盆底座，该足浴盆桶体顶部开口，其特征在于，该

足浴盆还包括与所述足浴盆桶体连接固定的支架，所述支架设有第一安装腔，该第一安装

腔内安装有煎药盒和第一加热装置，所述煎药盒内的药液通过泵输送至所述足浴盆桶体

内，所述足浴盆桶体和所述足浴盆底座之间设置有第二安装腔，所述第二安装腔内安装有

第二加热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足浴盆，其特征在于，所述足浴盆还包括控制器，所述控制器

连接有控制面板。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足浴盆，其特征在于，所述足浴盆桶体内设有按摩组件，该按

摩组件包括：足底按摩装置和小腿按摩装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足浴盆，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安装腔内还安装有用于驱动所

述按摩组件的驱动组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足浴盆，其特征在于，所述煎药盒设有注水口和用于放置药包

的置药盒的药腔。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足浴盆，其特征在于，所述置药盒、所述药腔的分别设有渗水

槽。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足浴盆，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设有用于使双脚放入所述足浴

盆桶体内的插口，该插口连接有桶盖。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足浴盆，其特征在于，所述足浴盆桶体侧边开设有走线槽，该

走线槽连接有槽盖。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足浴盆，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安装腔设有与所述走线槽接通

的通孔。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足浴盆，其特征在于，所述足浴盆桶体内设有第二温度传感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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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足浴盆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保健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足浴盆。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现在人们越来越喜欢养生，足部保健大多是对足

底的各穴位进行刺激、按摩，以求达到释放足部压力、缓解疲劳甚至调理身体亚健康状态的

目的，同时，足部按摩还可起到去除足底死皮的清洁作用；而在日常繁忙的生活中，大多只

有利用泡脚洗脚的时间进行保健按摩。

[0003] 请参见图1，授权公告号为CN209122023U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温控泡

脚盆，包括泡脚盆本体，所述泡脚盆本体的上表面设置有护边框，所述泡脚盆本体与所述护

边框固定连接，所述护边框的外侧设置有调温旋钮，所述护边框与所述调温旋钮转动连接，

所述泡脚盆本体的内侧设置有针刺按摩板，所述泡脚盆本体与所述针刺按摩板固定连接；

该实用新型设置了固定板、紫外线杀菌灯、线缆和卡板，通过卡板将紫外线杀菌灯与固定板

连接在一起，再通过固定板将紫外线杀菌灯与盖板连接在一起，接着通过线缆将紫外线杀

菌灯与外部电源连接在一起，使得紫外线杀菌灯通电运行，并发出光芒，然后通过紫外线杀

菌灯将泡脚盆本体内部的细菌杀灭，防止人们接触细菌，从而不容易沾染脚气等疾病。

[0004] 现有技术的泡脚盆不适用中药泡脚，因为直接将中药包置入泡脚盆内的话泡脚盆

内的加热温度不够使中药的药效达到很好的释放；还有一种就是先将中药包中的药效有效

释放后再加入到泡脚盆内实现中药泡脚，这样一方面使用不方便，另一方面泡脚盆内的温

度不易控制。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足浴盆，该足浴盆设置了煎药盒，中药先在煎药盒

被加热到药效很好的释放再输送到足浴盆桶体内，提高泡脚效果；流入量通过电子设备智

能控制，泡脚温度容易把控。

[0006] 为达上述优点，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足浴盆，包括足浴盆桶体、足浴盆底座，该

足浴盆桶体顶部开口，该足浴盆还包括与所述足浴盆桶体连接固定的支架，所述支架设有

第一安装腔，该第一安装腔内安装有煎药盒和第一加热装置，所述煎药盒内的药液通过泵

输送至所述足浴盆桶体内，所述足浴盆桶体和所述足浴盆底座之间设置有第二安装腔，所

述第二安装腔内安装有第二加热装置。

[0007] 在本实用新型的足浴盆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足浴盆还包括控制器，所述控制器

连接有控制面板。

[0008] 在本实用新型的足浴盆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足浴盆桶体内设有按摩组件，该按

摩组件包括：足底按摩装置和小腿按摩装置。

[0009] 在本实用新型的足浴盆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二安装腔内还安装有用于驱动所

述按摩组件的驱动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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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在本实用新型的足浴盆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煎药盒设有注水口和用于放置药包

的置药盒的药腔。

[0011] 在本实用新型的足浴盆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置药盒、所述药腔的分别设有渗水

槽。

[0012] 在本实用新型的足浴盆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支架设有用于使双脚放入所述足浴

盆桶体内的插口，该插口连接有桶盖。

[0013] 在本实用新型的足浴盆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足浴盆桶体侧边开设有走线槽，该

走线槽连接有槽盖。

[0014] 在本实用新型的足浴盆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安装腔设有与所述走线槽接通

的通孔。

[0015] 在本实用新型的足浴盆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足浴盆桶体内设有第二温度传感

器。

[0016] 在本实用新型中，足浴盆设置了煎药盒，中药能够先在煎药盒内被加热到药效很

好的释放后再输送到足浴盆桶体内，提高了泡脚的效果；药液从煎药盒到足浴盆桶体的流

入量通过控制器控制泵的工作时间来限制，方便控制，使足浴盆桶体内的温度容易把控，智

能化提高了用户的使用体验。

附图说明

[0017] 图1所示为现有的一种温控泡脚盆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所示为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例的足浴盆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所示为图2的足浴盆的剖视示意图。

[0020] 图4所示为图3的A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21] 图5所示为图2的足浴盆的另一侧的剖视示意图。

[0022] 图6所示为图2的足浴盆的按摩组件、驱动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所示为本实用新型的足浴盆的控制器的电连接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以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可以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并能予以实施，但所举实施例不作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

[0025] 请参见图2‑5，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例的足浴盆，包括足浴盆桶体1、足浴盆底座2，

足浴盆桶体1顶部开口，足浴盆还包括位于开口上方且与足浴盆桶体1连接固定的支架3，支

架3设有第一安装腔31，第一安装腔31内安装有煎药盒4和第一加热装置5，第一安装腔31连

接有腔盖311。煎药盒4内的药液通过泵6输送至足浴盆桶体1内。足浴盆桶体1和足浴盆底座

2之间设置有第二安装腔，第二安装腔内安装有第二加热装置7、驱动组件8。

[0026] 优选的，泵6安装与第一安装腔31内。泵6为微型输液泵。煎药盒4设有出水口，足浴

盆桶体1设有进水口，出水口通过第一连接管61与泵6的进水端连接，进水口通过第二连接

管62与泵6的出水端连接。出水口或进水口设有电磁阀。

[0027] 煎药盒4内设有第一温度传感器41。煎药盒4设有注水口42和用于放置药包的置药

盒431的药腔43，更换药包方便。置药盒431、药腔43分别设有渗水槽45。足浴盆桶体1内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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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温度传感器11、按摩组件12。按摩组件12通过驱动组件8实现工作。

[0028] 第一加热装置5位于煎药盒4和第一安装腔31之间。足浴盆桶体1侧边设有走线槽

13，第一安装腔31设有通孔310与走线槽13连通。走线槽13连接有槽盖131。支架3设有供用

户双脚放入足浴盆桶体1内的插口32。插口32连接有桶盖321。

[0029] 请参见图6，按摩组件12包括足底按摩装置121、小腿按摩装置122。足底按摩装置

121包括按摩板121a、按摩滚球121b、刮板121c。驱动组件8包括电机81、第一齿轮传动组82、

第二齿轮传动组83。按摩板121a与足浴盆桶体1连接固定。第一齿轮传动组82设置于按摩板

121a与足浴盆桶体1之间。第二齿轮传动组83第一齿轮传动组82用于驱动按摩滚球121b和

刮板121c，第二齿轮传动组83用于驱动小腿按摩装置122。小腿按摩装置122包括传动轴

122a、套设于传动轴122a外的多个按摩轮122b。按摩轮122b与传动轴122a周向连接固定。第

二齿轮传动组83、小腿按摩装置122外覆盖有壳体9，壳体9开设有与多个按摩轮122b对应的

开口91。

[0030] 进一步的，按摩轮122b周面均匀布置有凸起。提升按摩效果。

[0031] 足浴盆还包括控制器100。控制器100连接有控制面板101和提醒装置，控制面板

101固定于支架3上。用户可通过控制面板101选择模式、设定足浴盆桶体1内的最高和最低

的温度。本实用新型的足浴盆用户可在38‑‑45度之间设定足浴盆桶体1内的温度。提醒装置

可以鸣叫或者语音提示。

[0032] 进一步的，足底按摩装置121水平设置。

[0033] 在本实用新型的其他实施例中，足底按摩装置121斜向设置，便于用户在半躺的状

态下泡脚时，还可以以舒适的姿势实现足底的按摩。

[0034] 进一步的，煎药盒4的水温加热范围为80‑100度，以便中药的药效达成更大的释

放。

[0035] 进一步的，足浴盆桶体1和煎药盒4分别设有液位传感器。若加水过少或水位过高

或误操作时，液位传感器反馈信号，提示水量不足需要加水或排水。

[0036] 进一步的，足浴盆桶体1设有排水阀18，排水阀18为手动控制开关。

[0037] 请参见图7，第一加热装置5、第一温度传感器41、液位传感器、第二加热装置7、第

二温度传感器11、电机81、泵6、电磁阀均与控制器100电连接。

[0038] 足浴盆使用时，以设定最高温度42度，最低温度40度为例：

[0039] 将煎药盒4和足浴盆桶体1同时加水开始加热，足浴盆桶体1的水需要40分钟左右

完成加热至42度，而煎药盒4只要10分钟以内即可完成100度的加热，剩余30分钟左右就是

将煎药盒4的中药效果更有效的蒸煮出来。当足浴盆桶体1的水温加热到38度的时候，控制

器100控制第二加热装置7停止加热，提醒装置发出提醒提示加热完成，控制器100控制电磁

阀打开，泵6工作将煎药盒4内的100度热水输送至足浴盆桶体1内，提升足浴盆桶体1内的水

温；在第二温度传感器11监测到足浴盆桶体1内的水温达到42度时，控制器100控制电磁阀

关闭，泵6停止输送，而煎药盒4内继续高温煮让中药的药效继续出来；等足浴盆桶体1的温

度下降至40度的时候，控制器100再次控制电磁阀打开，泵6工作使煎药盒4自动加水到足浴

盆桶体1将温度提高到42度左右，再控制电磁阀关闭，泵6停止输送。

[0040] 泡脚完成后，手动打开排水阀18排水。

[0041] 在本实用新型的其他实施例中，煎药盒内药液通过泵输送至足浴盆桶体内，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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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药盒不仅仅只能设置于足浴盆桶体上方，还可以设置于足浴盆桶体的侧边或者底部。

[0042] 在本实用新型中，足浴盆设置了煎药盒，中药能够先在煎药盒内被加热到药效很

好的释放后再输送到足浴盆桶体内，提高了泡脚的效果；药液从煎药盒到足浴盆桶体的流

入量通过控制器控制泵的工作时间来限制，方便控制，使足浴盆桶体内的温度容易把控，智

能化提高了用户的使用体验。

[0043]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是为充分说明本实用新型而所举的较佳的实施例，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不限于此。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基础上所作的等同替代或变

换，均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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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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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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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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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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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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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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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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