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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具体涉及一种家用足疗艾灸仪，

包括主壳体、底壳，主壳体与底壳围成内腔，该内

腔被隔板分割成平行于底壳的上腔室和下腔室，

隔板上具有与两足穴位对应的治疗区域，主壳体

的前壁上具有两个开口供使用者放入双足，开口

的设置位置高于隔板，下腔室中设置有抽屉，抽

屉中具有加热组件，加热组件包括发热元件和位

于发热元件上方的导热元件，发热元件和导热元

件紧密贴合；导热元件的顶面上设置有艾草精油

片放置槽。本实用新型的家用足疗艾灸仪通过加

热组件对艾草精油片加热，艾草精油缓慢挥发，

结合发热元件产生的热量共同对使用者的足部

学位起到治疗作用，使用过程无烟雾，具有更好

的使用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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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用足疗艾灸仪，包括主壳体、位于主壳体下方的底壳，所述主壳体与底壳围成内

腔，该内腔被水平固定在内腔中的隔板分割成平行于底壳的上腔室和下腔室，所述隔板上

具有与两足穴位对应的治疗区域，所述主壳体的前壁上具有两个开口供使用者放入双足，

所述开口的设置位置高于隔板，其特征在于，

所述下腔室中设置有抽屉，所述抽屉的开口设置在主壳体的前壁上，所述抽屉中具有

加热组件，所述加热组件包括发热元件和位于发热元件上方的导热元件，所述发热元件和

导热元件紧密贴合；

所述导热元件的顶面上设置有艾草精油片放置槽，导热元件的顶面作为艾草精油片放

置槽的底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用足疗艾灸仪，其特征在于，所述下腔室中还具有温度调节

装置，所述温度调节装置包括温度传感器、A/D转换器和控制器，所述温度传感器固定在导

热元件上，温度传感器的输出端通过A/D转换器连接至控制器的输入端，控制器的输出端连

接发热元件，控制发热元件的产热温度；

所述主壳体的顶面上还具有温度调节按钮，该温度调节按钮与控制器的控制输入端电

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家用足疗艾灸仪，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定时组件，所述定时组

件包括时钟芯片和定时键，所述定时键设置在主壳体的顶面上，所述定时键与时钟芯片电

连接，所述时钟芯片与控制器的输入端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家用足疗艾灸仪，其特征在于，下腔室内还包括电源组件，所

述电源组件包括电源插头和蓄电池，所述加热组件、温度调节装置和定时组件均与电源组

件电连接；控制电源通断的电源开关设置在主壳体顶面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家用足疗艾灸仪，其特征在于，所述抽屉的底部为网格状镂空

结构，所述底壳上还固定安装有散热装置，所述散热装置设置在所述抽屉的下方；

主壳体的左、右侧壁上、与散热装置相同高度处开设有位置相对应的散热孔。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用足疗艾灸仪，其特征在于，导热元件顶面的面积大于艾草

精油片放置槽的面积，在艾草精油片放置槽之外的导热元件顶面上粘附有一层彩色堇青石

天然岩颗粒。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用足疗艾灸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发热元件为热敏电阻加热

器。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家用足疗艾灸仪，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装置为散热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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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足疗艾灸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药器械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家用足疗艾灸仪。

背景技术

[0002] 艾灸法是我国一种传统的、特色的自然疗法，是针灸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广

泛，通过艾灸对经络穴位的温热特性，运用艾叶制成的艾灸材料产生的艾热刺激体表穴位

或特定部位，通过激发经气的活动来调整人体紊乱的生理生化功能，可以温经散寒、行气止

痛，调和气血，加强机体气血运行，从而达到防病治病目的的一种治疗方法。

[0003] 在我国几千年前就有艾灸足底治疗疾病的历史。人之有足，犹如树之有根，正如古

人云：“人老足先衰，树枯根先竭；百病皆有脚始，足凉百病生，足暖百病消”。众所周知，足距

心脏最远，处于最低层，但它有丰富的血管和神经，担负着全身的重量和人的行、走、站、立

的重任，故有人体第二心脏的美称。人体脚底集中着全身各个脏器反射区，足疗的保健养生

功能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欢迎。人体的五脏六腑在脚上都有相应的反射区，连接人体

脏腑的十二条经脉，其中有六条起于脚部，脚是足三阴之始，足三阳之终，双脚分布有六十

多个穴位与内外环境相通。艾草温灸刺激脚部反射区，其热量由皮肤辐射到皮下组织，使局

部皮肤升温，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提高血管壁通透性，促进新陈代谢，改善组织器官机

能，增强机体免疫力和抵抗力，能起到治病和养生保健的双重功效。

[0004] 很多白领女性都有内分泌失调、肤色晦暗有色斑，四肢无力，睡眠质量差的亚健康

问题，传统的艾灸方法是医师手持操作，专项人员全程看护，人工调节，耗时长，不是合适日

常家庭保健。现有的各种艾灸盒、艾灸棒等艾灸器材，可用于对人体肩、背、腰、腿等部位的

理疗，但一般都不能用于足疗。

[0005] 目前有一些家庭用的简易艾灸器，可以用于足疗，其是通过燃烧艾柱产生的烟雾

和热量对足部进行疚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烟雾和气味，严重影响室内环境，很多人不能

忍受艾柱燃烧产生的气味和烟雾。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艾灸仪使用过程产生烟雾和气味，很多人不能耐受，

因此不适于家庭日常保健使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家用足疗艾灸仪。本实用新

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7] 家用足疗艾灸仪，包括主壳体、位于主壳体下方的底壳，所述主壳体与底壳围成内

腔，该内腔被水平固定在内腔中的隔板分割成平行于底壳的上腔室和下腔室，所述隔板上

具有与两足穴位对应的治疗区域，所述主壳体的前壁上具有两个开口供使用者放入双足，

所述开口的设置位置高于隔板；

[0008] 所述下腔室中设置有抽屉，所述抽屉的开口设置在主壳体的前壁上，所述抽屉中

具有加热组件，所述加热组件包括发热元件和位于发热元件上方的导热元件，所述发热元

件和导热元件紧密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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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导热元件的顶面上设置有艾草精油片放置槽，导热元件的顶面作为艾草精油

片放置槽的底部。

[0010]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家用足疗艾灸仪中，所述下腔室中还具有温度调节

装置，所述温度调节装置包括温度传感器、A/D转换器和控制器，所述温度传感器固定在导

热元件上，温度传感器的输出端通过A/D转换器连接至控制器的输入端，控制器的输出端连

接发热元件，控制发热元件的产热温度，所述主壳体的顶面上还具有温度调节按钮，该温度

调节按钮与控制器的控制输入端电连接。

[0011]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家用足疗艾灸仪中，还包括定时组件，所述定时组件

包括时钟芯片和定时键，所述定时键设置在主壳体的顶面上，所述定时键与时钟芯片电连

接，所述时钟芯片与控制器的输入端连接。

[0012]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家用足疗艾灸仪中，下腔室内还包括电源组件，所述

电源组件包括电源插头和蓄电池，所述加热组件、温度调节装置和定时组件均与电源组件

电连接；控制电源通断的电源开关设置在主壳体顶部。

[0013]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家用足疗艾灸仪中，所述抽屉的底部为网格状镂空

结构，所述底壳上还固定安装有散热装置，所述散热装置设置在所述抽屉的下方；

[0014] 主壳体的左、右侧壁上、与散热装置相同高度处开设有位置相对应的散热孔。

[0015]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家用足疗艾灸仪中，导热元件顶面的面积大于艾草

精油片放置槽的面积，在艾草精油片放置槽之外的导热元件顶面上粘附有一层彩色堇青石

天然岩颗粒。

[0016]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家用足疗艾灸仪中，所述发热元件为热敏电阻加热

器。

[0017]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家用足疗艾灸仪中，所述散热装置为散热风扇。

[001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9] 本实用新型的家用足疗艾灸仪结构简单，造价较低，适于一般家庭自用，加热组件

对艾草精油片加热后，艾草精油缓慢挥发，结合发热元件产生的热量共同对使用者的足部

学位起到治疗作用，使用过程不会产生烟雾，清洁无污染，具有更好的使用感受。

[0020] 本实用新型的家用足疗艾灸仪可以根据使用感受和身体状态自行调整所需温度

和时间，通过温度调节装置和定时组件进行自动化的温度调整和时间控制，使用过程简单。

[0021] 以下将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家用足疗艾灸仪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家用足疗艾灸仪的结构剖面图。

[0024] 图3是家用足疗艾灸仪的控制关系示意图。

[0025] 图中：1-主壳体、2-底壳、3-内腔、4-隔板、5-上腔室、6-下腔室、7-治疗区域、8-开、

9-抽屉、10-发热元件、11-导热元件、12-艾草精油片放置槽、13-温度传感器、14-A/D转换

器、15-和控制器、16-时钟芯片、17-定时键、18-温度调节按钮、19-电源插头、20-蓄电池、

21-电源开关、22-散热装置、23-散热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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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达成预定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及功效，以下结合附图

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结构特征及其功效，详细说明如下。

[0027]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纵向”、“长度”、“周向”、前”、“后”、

“左”、“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

关系，仅是  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

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28] 在本实用新型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连”、“连接”、“固

定”等术语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成一体；可以是

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或可以互相通讯；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

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或两个元件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含义。

[0029] 实施例1：

[0030]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艾灸仪使用过程产生烟雾和气味，很多人不能耐受，

因此不适于家庭日常保健使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如图1所示的家用足疗艾灸仪，

包括主壳体1、位于主壳体1下方的底壳2，主壳体1与底壳2围成内腔3，该内腔3被水平固定

在内腔3中的隔板4分割成平行于底壳2的上腔室5和下腔室6，隔板4上具有与两足穴位对应

的治疗区域7。治疗区域的形状是根据双足形状设置的，该区域中对应足部穴位设置有供精

油蒸汽透过的通孔。

[0031] 主壳体1的前壁上具有两个开口8供使用者放入双足，开口8的设置位置高于隔板

4。使用时双足通过开口8置于上腔室内的治疗区域之上，就可以进行足疗。

[0032] 隔板安装在内腔中的具体方式是：主壳体的左、右侧壁的内侧具有滑槽，隔板的

左、右两端具有与滑槽配合的滑轨，隔板通过滑动连接的形式安装，需要维修时，可以方便

的进行拆卸。

[0033] 下腔室6中设置有抽屉9，抽屉9的开口设置在主壳体1的前壁上，抽屉9中具有加热

组件，加热组件包括发热元件10和位于发热元件10上方的导热元件11，发热元件10和导热

元件11紧密贴合；发热元件10为热敏电阻加热器，导热元件为导热性质较好的铝片或铜片。

[0034] 导热元件11的顶面上设置有艾草精油片放置槽12，导热元件11的顶面作为艾草精

油片放置槽12的底部。艾草精油片放置槽的周壁为垂直固定在导热元件上的金属片。导热

元件的顶面的面积大于艾草精油片放置槽的面积，在艾草精油片放置槽之外的导热元件顶

面上涂有一层彩色堇青石天然岩颗粒，加热组件除了促进艾草精油片中的艾草精油挥发外

还同时利用发热的功能，还透过彩色堇青石天然岩发射远红外线对双足起到保健理疗作

用。

[0035] 下腔室6内还包括为加热组件供电的电源组件，电源组件包括电源插头19和蓄电

池20，控制电源通断的电源开关21设置在主壳体1顶面上。

[0036] 家用足疗艾灸仪既可以使用家用交流电源也可以使用蓄电池供电，方便使用，也

使得家用足疗艾灸仪的放置位置不受限制。

[0037] 使用过程中，接通电源，加热组件开始加热，整个内腔中的温度升高，同时导热元

件将热量收集起来，当导热元件的温度高于艾草精油的挥发温度时，艾草精油片中的艾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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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油开始挥发，以气态的形式充满上腔室，足部放置在治疗区域上，不仅可以感受温热的穴

位刺激，还同时结合了艾草精油的治疗作用，对穴位的温灸效果有很大的提升。通过穴位刺

激激发经气的活动调整人体紊乱的生理生化功能，温经散寒、行气止痛，调和气血。并且发

热组件还可以发射远红外线，远红外线渗入体内之后，便会引起人体细胞的原子和分子的

共振，透过共鸣吸收，分子之间摩擦生热形成热反应，促使皮下深层温度上升，并使微血管

扩张，加速血液循环，有利于清除血管囤积物及体内有害物质，将妨害新陈代谢的障碍清

除，重新使组织复活，促进酵素生成，达到活化组织细胞、防止老化、强化免疫系统的目的。

[0038] 本实施例的家用足疗艾灸仪结构简单，造价较低，适于一般家庭自用，加热组件对

艾草精油片加热后，艾草精油缓慢挥发，结合发热元件产生的热量共同对使用者的足部学

位起到治疗作用，使用过程不会产生烟雾，清洁无污染，具有更好的使用感受。艾草精油片

可以购买得到或者购买艾草精油和吸水纸自行制作。

[0039] 实施例2：

[0040]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家用足疗艾灸仪的下腔室6中还具有温度调

节装置，温度调节装置包括温度传感器13、A/D转换器14和控制器15，温度传感器13固定在

导热元件11上，温度传感器13的输出端通过A/D转换器14连接至控制器15的输入端，控制器

15的输出端连接发热元件10，控制发热元件10的产热温度。主壳体1的顶面上还具有温度调

节按钮18，该温度调节按钮18与控制器15的控制输入端电连接。

[0041] 控制器可选用本领域常规的进行温度控制的单片机及其配套外周电路，本实施例

中选用的是AT89S51单片机及其外围电路作为控制器。

[0042] 本实施例的家用足疗艾灸仪可以根据使用感受和身体状态自行调整所需温度，通

过温度调节装置进行自动化的温度调整，使用过程简单，当治疗过程中感觉到温度过高时，

可以及时进行降温，防止烫伤，当温度较低时，就自行升温，保证治疗效果。

[0043] 实施例3：

[0044]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家用足疗艾灸仪的还包括定时组件，定时组

件包括时钟芯片16和定时键17，定时键16设置在主壳体1的顶面上，定时键17与时钟芯片16

电连接，时钟芯片16与控制器15的输入端连接。时钟芯片可自行选择本领域常规芯片和配

套电路，本实施例中为包含通用外周电路的DS1302S芯片。

[0045] 下腔室6内还包括电源组件，电源组件包括电源插头19和蓄电池20，加热组件、温

度调节装置和定时组件均与电源组件电连接。

[0046] 本实施例的家用足疗艾灸仪可以根据使用感受和身体状态自行调整所需时间，通

过定时组件进行自动化的时间控制，非常方便。

[0047] 实施例4：

[0048]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3的不同之处在于，家用足疗艾灸仪的抽屉9的底部为网格状镂

空结构，底壳2上还固定安装有散热装置22，散热装置22设置在抽屉9的下方。散热装置22为

散热风扇。主壳体1的左、右侧壁上、与散热装置22相同高度处开设有位置相对应的散热孔

23。散热装置，及时将下腔室的热量散发出去，防止温度过高，损坏电路结构或元器件，更加

安全。

[0049] 家用足疗艾灸仪的使用过程如下：

[0050] 接通电源，加热组件开始加热，整个内腔中的温度升高，同时导热组件将热量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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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当导热元件的温度高于艾草精油的挥发温度时，艾草精油片中的艾草精油开始挥发，

以气态的形式充满上腔室，足部放置在治疗区域上，不仅可以感受温热的穴位刺激，还同时

结合了艾草精油的治疗作用。

[0051] 使用者根据使用感受和身体状态自行调整所需温度，通过温度调节装置进行自动

化的温度调整，使用过程简单，当治疗过程中感觉到温度过高时，可以及时进行降温，防止

烫伤，当温度较低时，就自行升温，保证治疗效果，还可以根据所需要的治疗时间设定自动

关闭。

[0052] 在家用足疗艾灸仪工作过程中，散热装置开启，可以及时将下腔室的热量散发出

去，防止温度过高，损坏电路结构或元器件。

[0053] 以上实施例中所涉及到的电路如无特殊说明均可采用本领域常规的电路，具体电

路连接并不影响具体实施效果。

[0054]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优选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能

认定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实用新型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都应当视

为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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