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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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2555564.5

(22)申请日 2020.11.09

(73)专利权人 单莉

地址 264000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解放路

(72)发明人 单莉　

(51)Int.Cl.

A61H 33/06(2006.01)

A61M 31/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妇产科智能熏蒸消炎护理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妇产科智能熏蒸消炎护

理装置，包括第一导管、电磁阀、第一温度传感

器、保温壳体、第二温度传感器、密封垫、第二导

管、流量调节阀、圆孔、熏蒸头、限位套、手柄、蒸

汽泵、盖体、第三导管、熏蒸室、中药包、网格板、

液位传感器、阀门、加热管、加热室和脚轮；本发

明采用脚轮移动至目标地点，采用加热管加热加

热室内的液体介质（如水），液体介质（如水）的蒸

汽透过网格板对中药包内的中药进行蒸汽加热，

熏蒸蒸汽由蒸汽泵通过第三导管和第二导管输

送至熏蒸头，再由对卧床的产妇进行熏蒸治疗；

采用单片机进行智能化控制，辅以电磁阀、温度

传感器、蒸汽泵、液位传感器和加热管等，达到智

能控制预加热和熏蒸治疗的效果，具有可靠性

高、移动便捷、使用方便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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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妇产科智能熏蒸消炎护理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一种妇产科智能熏蒸消炎护

理装置包括第一导管、电磁阀、第一温度传感器、保温壳体、第二温度传感器、密封垫、第二

导管、流量调节阀、圆孔、熏蒸头、限位套、手柄、蒸汽泵、盖体、第三导管、熏蒸室、中药包、网

格板、液位传感器、阀门、加热管、加热室和脚轮；所述的保温壳体的下表面设置了四只脚

轮，保温壳体的内部设置了网格板，网格板将保温壳体的内部分隔成熏蒸室和加热室，加热

室的左侧下部设置的第一导管上安装了电磁阀，加热室的右侧底部设置的第一导管上安装

了阀门，加热室的左侧中上部设置了第一温度传感器，加热室的右侧设置了液位传感器，加

热室的底部设置了加热管，熏蒸室的右侧上部设置了第二温度传感器，网格板上放置了中

药包，熏蒸室的顶部依次设置了密封垫和盖体，第三导管的一端与蒸汽泵的进汽口进行连

接，第三导管的另一端依次密封贯穿盖体和密封垫后置于熏蒸室的上部，蒸汽泵的出汽口

连接第二导管，第二导管的另一端与手柄进行连接，手柄上设置了流量调节阀，手柄的另一

端依次设置了限位套和熏蒸头，熏蒸头上设置了可以与第二导管相通的圆孔；

一种妇产科智能熏蒸消炎护理装置还包括控制系统，所述的控制系统包括第一继电

器、第二继电器、调速模块、调理电路、A/D转换器、触摸屏和单片机；单片机与第一继电器进

行电气连接，第一继电器与电磁阀进行电气连接，单片机与第二继电器进行电气连接，第二

继电器与加热管进行电气连接，单片机与调速模块进行电气连接，调速模块与蒸汽泵进行

电气连接，触摸屏与单片机进行电气连接，第一温度传感器与单片机进行电气连接，第二温

度传感器与单片机进行电气连接，液位传感器与调理电路进行电气连接，调理电路与A/D转

换器进行电气连接，A/D转换器与单片机进行电气连接。

2.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妇产科智能熏蒸消炎护理装置，其特征是：

所述的调速模块选用型号为DTS‑V‑20‑24FS的调速模块；

所述的单片机选用型号为STC12C2052的单片机；

所述的第一温度传感器采用型号为DS18B20的温度传感器；

所述的第二温度传感器采用型号为DS18B20的温度传感器；

所述的A/D转换器选用型号为ADC0809的A/D转换器及其外围电路；

所述的信号调理电路采用两个型号为LM224的运算放大器组成的滤波和放大调理电

路；

所述的液位传感器选用型号为NST‑P260的投入式液位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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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妇产科智能熏蒸消炎护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熏蒸装置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妇产科智能熏蒸消炎护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中药熏蒸是一种集热疗、药物渗透等于一体的物理性治疗方法。产妇在分娩后，身

体较为虚弱，子宫和产道容易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如果不进行及时的护理和治疗，会影响

产妇日后的身体健康，熏汽治疗是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疗手段，其具有痛苦小、药物可直达病

灶等诸多优点。通过与内服用药治疗的配合，可以大幅度的提高某些妇科疾病的治疗效果。

现有的熏蒸治疗装置往往为熏蒸桶、熏蒸盆等，对卧床的产妇来说使用不便，而且熏蒸的过

程中，患处并起到治疗作用，大部分的蒸汽都会通过盆口扩散出去现有的熏蒸器仅作用于

外部，只有少部分蒸汽能进入阴道内部，如此对阴道的熏蒸作用较小，效果也不显著。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妇产科智能熏蒸消炎护理装置。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为：一种妇产科智能熏蒸消炎护理装

置包括第一导管、电磁阀、第一温度传感器、保温壳体、第二温度传感器、密封垫、第二导管、

流量调节阀、圆孔、熏蒸头、限位套、手柄、蒸汽泵、盖体、第三导管、熏蒸室、中药包、网格板、

液位传感器、阀门、加热管、加热室和脚轮。

[0005] 所述的保温壳体的下表面设置了四只脚轮，保温壳体的内部设置了网格板，网格

板将保温壳体的内部分隔成熏蒸室和加热室，加热室的左侧下部设置的第一导管上安装了

电磁阀，加热室的右侧底部设置的第一导管上安装了阀门，加热室的左侧中上部设置了第

一温度传感器，加热室的右侧设置了液位传感器，加热室的底部设置了加热管，熏蒸室的右

侧上部设置了第二温度传感器，网格板上放置了中药包，熏蒸室的顶部依次设置了密封垫

和盖体，第三导管的一端与蒸汽泵的进汽口进行连接，第三导管的另一端依次密封贯穿盖

体和密封垫后置于熏蒸室的上部，蒸汽泵的出汽口连接第二导管，第二导管的另一端与手

柄进行连接，手柄上设置了流量调节阀，手柄的另一端依次设置了限位套和熏蒸头，熏蒸头

上设置了可以与第二导管相通的圆孔。

[0006] 本发明一种妇产科智能熏蒸消炎护理装置还包括控制系统，所述的控制系统包括

第一继电器、第二继电器、调速模块、调理电路、A/D转换器、触摸屏和单片机；单片机与第一

继电器进行电气连接，第一继电器与电磁阀进行电气连接，单片机与第二继电器进行电气

连接，第二继电器与加热管进行电气连接，单片机与调速模块进行电气连接，调速模块与蒸

汽泵进行电气连接，触摸屏与单片机进行电气连接，第一温度传感器与单片机进行电气连

接，第二温度传感器与单片机进行电气连接，液位传感器与调理电路进行电气连接，调理电

路与A/D转换器进行电气连接，A/D转换器与单片机进行电气连接。

[0007]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推动妇产科智能熏蒸消炎护理装置，通过四只脚轮的转动

移运至目的地，熏蒸前，接通电源，打开触摸屏，通过触摸屏设置加热室的液体介质预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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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范围、熏蒸室的熏蒸温度范围和熏蒸时间，设定蒸汽泵的输汽量，设置加热室内水的液

位值的范围，通过触摸屏启动预加热模式，液位传感器将检测的液位信号传送调理电路，调

理后的液位信号送至A/D转换器，液位信号经A/D转化后将液位值送至单片机，单片机将输

入液位值与设置液位值范围进行比较，当液位传感器输入液位值达到设置液位值范围的下

限时，单片机发出指令给第一继电器，第一继电器闭合电磁阀打开，液体介质（如水）由进水

管注入加热室内，当液位传感器输入液位值达到设置液位值范围的上限时，单片机发出指

令给第一继电器，第一继电器断开电磁阀关闭，液体介质（如水）停止由进水管注入加热室

内；单片机接着发出指令给第二继电器，第二继电器闭合使加热管对加热室内的液体介质

（如水）进行加热；第一温度传感器将检测的温度信号传送至单片机，单片机将输入温度与

设置清洗液温度范围进行比较，当温度传感器输入温度高于设置液体介质预加热温度范围

的上限值时，单片机发出指令给第二继电器，第二继电器断开，加热管停止对加热室内的液

体介质（如水）进行加热，当第一温度传感器输入温度低于设置液体介质预加热温度范围的

下限值时，单片机发出指令给第二继电器，第二继电器闭合，加热管再次对加热室内的液体

介质（如水）进行加热；液体介质（如水）的蒸汽透过网格板，对中药包内的中药进行蒸汽加

热，对中药包蒸汽加热产生的冷凝水经网格板回流至加热室内，熏蒸时，手持手柄将熏蒸头

放置到产妇的产道内，通过触摸屏启动熏蒸模式，单片机根据设定的蒸汽泵的输汽量换算

为蒸汽泵的转速量进而发出指令给调速模块，调速模块驱动蒸汽泵工作，熏蒸蒸汽经第三

导管由蒸汽泵通过第二导管输送至熏蒸头，熏蒸蒸汽再由圆孔输出，从而将熏蒸蒸汽导入

到产道内的作用，方便对卧床的产妇进行熏蒸治疗；流量调节阀还可以对熏蒸蒸汽流量进

行微调，熏蒸过程中，第二温度传感器将检测的温度信号传送至单片机，单片机将输入温度

与设置熏蒸温度范围进行比较，当第二温度传感器输入温度高于设置熏蒸温度范围的上限

值时，单片机发出指令给第一继电器，第一继电器断开，加热管停止对加热室内的液体介质

（如水）进行加热，当第二温度传感器输入温度低于设置熏蒸温度范围的下限值时，单片机

发出指令给第二继电器，第二继电器闭合，加热管再次对加热室内的液体介质（如水）进行

加热；熏蒸结束，单片机发出指令给第一继电器和调速模块，第一继电器断开，加热管停止

加热，蒸汽泵停止工作。

[000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采用脚轮移动至目标地点，采用加热管加热加热室

内的液体介质（如水），液体介质（如水）的蒸汽透过网格板对中药包内的中药进行蒸汽加

热，熏蒸蒸汽由蒸汽泵通过第三导管和第二导管输送至熏蒸头，再由对卧床的产妇进行熏

蒸治疗；采用单片机进行智能化控制，辅以电磁阀、温度传感器、蒸汽泵、液位传感器和加热

管等，达到智能控制预加热和熏蒸治疗的效果，具有可靠性高、移动便捷、使用方便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0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一步描述。

[0010] 附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1] 附图2为本发明的控制系统方框图。

[0012] 图中：1、第一导管，2、电磁阀，3、第一温度传感器，4、保温壳体，5、第二温度传感

器，6、密封垫，7、第二导管，8、流量调节阀，9、圆孔，10、熏蒸头，11、限位套，12、手柄，13、蒸

汽泵，14、盖体，15、第三导管，16、熏蒸室，17、中药包，18、网格板，19、液位传感器,20、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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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加热管，22、加热室，23、脚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由附图1所示，本发明一种妇产科智能熏蒸消炎护理装置包括第一导管1、电磁阀

2、第一温度传感器3、保温壳体4、第二温度传感器5、密封垫6、第二导管7、流量调节阀8、圆

孔9、熏蒸头10、限位套11、手柄12、蒸汽泵13、盖体14、第三导管15、熏蒸室16、中药包17、网

格板18、液位传感器19、阀门20、加热管21、加热室22和脚轮23。

[0014] 第一导管1、电磁阀2、第一温度传感器3、保温壳体4、第二温度传感器5、密封垫6、

第二导管7、流量调节阀8、圆孔9、熏蒸头10、限位套11、手柄12、蒸汽泵13、盖体14、第三导管

15、熏蒸室16、中药包17、网格板18、液位传感器19、阀门20、加热管21、加热室22和脚轮23。

[0015] 所述的保温壳体4的下表面设置了四只脚轮23，保温壳体13的内部设置了网格板

18，网格板18将保温壳体4的内部分隔成熏蒸室16和加热室22，加热室22的左侧下部设置的

第一导管1上安装了电磁阀2，加热室22的右侧底部设置的第一导管1上安装了阀门20，加热

室22的左侧中上部设置了第一温度传感器3，加热室22的右侧设置了液位传感器19，加热室

22的底部设置了加热管21，熏蒸室16的右侧上部设置了第二温度传感器5，网格板18上放置

了中药包17，熏蒸室16的顶部依次设置了密封垫6和盖体14，第三导管15的一端与蒸汽泵13

的进汽口进行连接，第三导管15的另一端依次密封贯穿盖体14和密封垫6后置于熏蒸室16

的上部，蒸汽泵13的出汽口连接第二导管7，第二导管7的另一端与手柄12进行连接，手柄12

上设置了流量调节阀8，手柄12的另一端依次设置了限位套11和熏蒸头10，熏蒸头10上设置

了可以与第二导管7相通的圆孔9。

[0016] 由附图2所示，本发明一种妇产科智能熏蒸消炎护理装置还包括控制系统，所述的

控制系统包括第一继电器、第二继电器、调速模块、调理电路、A/D转换器、触摸屏和单片机；

单片机与第一继电器进行电气连接，第一继电器与电磁阀2进行电气连接，单片机与第二继

电器进行电气连接，第二继电器与加热管21进行电气连接，单片机与调速模块进行电气连

接，调速模块与蒸汽泵13进行电气连接，触摸屏与单片机进行电气连接，第一温度传感器3

与单片机进行电气连接，第二温度传感器5与单片机进行电气连接，液位传感器19与调理电

路进行电气连接，调理电路与A/D转换器进行电气连接，A/D转换器与单片机进行电气连接。

[0017] 其中，所述的调速模块选用型号为DTS‑V‑20‑24FS的调速模块；

[0018] 所述的单片机选用型号为STC12C2052的单片机；

[0019] 所述的第一温度传感器采用型号为DS18B20的温度传感器；

[0020] 所述的第二温度传感器采用型号为DS18B20的温度传感器；

[0021] 所述的A/D转换器选用型号为ADC0809的A/D转换器及其外围电路；

[0022] 所述的信号调理电路采用两个型号为LM224的运算放大器组成的滤波和放大调理

电路；

[0023] 所述的液位传感器选用型号为NST‑P260的投入式液位传感器。

[0024] 本发明一种妇产科智能熏蒸消炎护理装置使用时，推动妇产科智能熏蒸消炎护理

装置，通过四只脚轮23的转动移运至目的地，熏蒸前，接通电源，打开触摸屏，通过触摸屏设

置加热室的液体介质预加热温度范围、熏蒸室的熏蒸温度范围和熏蒸时间，设定蒸汽泵的

输汽量，设置加热室内水的液位值的范围，通过触摸屏启动预加热模式，液位传感器将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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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液位信号传送调理电路，调理后的液位信号送至A/D转换器，液位信号经A/D转化后将液

位值送至单片机，单片机将输入液位值与设置液位值范围进行比较，当液位传感器输入液

位值达到设置液位值范围的下限时，单片机发出指令给第一继电器，第一继电器闭合电磁

阀2打开，液体介质（如水）由进水管注入加热室22内，当液位传感器输入液位值达到设置液

位值范围的上限时，单片机发出指令给第一继电器，第一继电器断开电磁阀2关闭，液体介

质（如水）停止由进水管注入加热室22内；单片机接着发出指令给第二继电器，第二继电器

闭合使加热管对加热室内的液体介质（如水）进行加热；第一温度传感器3将检测的温度信

号传送至单片机，单片机将输入温度与设置清洗液温度范围进行比较，当温度传感器输入

温度高于设置液体介质预加热温度范围的上限值时，单片机发出指令给第二继电器，第二

继电器断开，加热管停止对加热室内的液体介质（如水）进行加热，当第一温度传感器3输入

温度低于设置液体介质预加热温度范围的下限值时，单片机发出指令给第二继电器，第二

继电器闭合，加热管再次对加热室内的液体介质（如水）进行加热；液体介质（如水）的蒸汽

透过网格板18，对中药包17内的中药进行蒸汽加热，对中药包17蒸汽加热产生的冷凝水经

网格板18回流至加热室22内，熏蒸时，手持手柄12将熏蒸头10放置到产妇的产道内，通过触

摸屏启动熏蒸模式，单片机根据设定的蒸汽泵的输汽量换算为蒸汽泵的转速量进而发出指

令给调速模块，调速模块驱动蒸汽泵13工作，熏蒸蒸汽经第三导管15由蒸汽泵13通过第二

导管7输送至熏蒸头10，熏蒸蒸汽再由圆孔9输出，从而将熏蒸蒸汽导入到产道内的作用，方

便对卧床的产妇进行熏蒸治疗；流量调节阀8还可以对熏蒸蒸汽流量进行微调，熏蒸过程

中，第二温度传感器5将检测的温度信号传送至单片机，单片机将输入温度与设置熏蒸温度

范围进行比较，当第二温度传感器5输入温度高于设置熏蒸温度范围的上限值时，单片机发

出指令给第一继电器，第一继电器断开，加热管21停止对加热室内的液体介质（如水）进行

加热，当第二温度传感器5输入温度低于设置熏蒸温度范围的下限值时，单片机发出指令给

第二继电器，第二继电器闭合，加热管再次对加热室内的液体介质（如水）进行加热；熏蒸结

束，单片机发出指令给第一继电器和调速模块，第一继电器断开，加热管21停止加热，蒸汽

泵停止工作。

[0025] 以上所述，实施方式仅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

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的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工程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

术方案作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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