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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盆底磁刺激治疗仪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盆底磁刺激治疗仪，包括

主机、治疗椅和显示器，治疗椅包括治疗椅支架、

靠背以及靠背上部的头枕、坐垫以及坐垫两侧部

的扶手，坐垫底部安装有治疗装置，靠背后部设

置有靠背支撑件，靠背支撑件两侧部设置有保护

盖板，扶手两侧部设置有背光盖板，主机安装固

定在治疗椅后部，主机包括主机壳体、主机支架

和主机控制系统，主机底部安装有活动脚轮，显

示器安装在连接于主机侧面支架的支臂上。本发

明盆底磁刺激治疗仪优点是结构一体化更易于

安装和维护，非侵入性、无创、无痛治疗不会对体

腔造成伤害或感染，符合人体工程座椅在治疗过

程中更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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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盆底磁刺激治疗仪，包括主机（11）、治疗椅（12）和显示器（13），其特征在于：治

疗椅（12）包括治疗椅支架（128）、靠背（121）、靠背（121）上部的头枕（122）、坐垫（125）和坐

垫（125）两侧部的扶手（126），坐垫（125）底部安装有治疗装置（15），所述治疗装置（15）包括

治疗盒（151）和治疗头（152），所述治疗头（152）设置在治疗盒（151）内滑槽内可以自由滑

动，靠背（121）后部设置有靠背支撑件（123），靠背支撑件（123）两侧部设置有保护盖板

（124），两个扶手（126）外部均设置有背光盖板（127），治疗椅（12）底部均布设置有活动脚轮

Ⅱ（129），主机（11）安装固定在治疗椅（12）后部，主机（11）包括主机壳体（111）、主机支架

（25）和主机控制系统（17），主机壳体（111）上部设置有操控面板（114），所述操控面板（114）

两侧设置有急停旋钮（115）和按键开关（116），所述主机背面设置有主机扶手（117），所述主

机壳体（111）下面设置有主机盖板（118），所述主机盖板（118）通过螺纹紧固件安装在主机

外壳（111）上，主机壳体（111）一侧设置有电源接口（112）和安全装置，主机壳体（11）一侧设

置有均布排列的散热孔Ⅰ（1112），另一侧设置有均布排列散热孔Ⅱ（1113），主机底部安装有

活动脚轮Ⅰ（119），显示器（13）安装在主机（11）侧面支架（113）的支臂（14）上，支臂（14）可自

由旋转活动，显示器（13）上安装有操作扶手（13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盆底磁刺激治疗仪，其特征在于：主机控制系统（17）用于

控制和调节治疗装置的治疗参数，治疗参数包括磁场强度、电流强度、运行时间、运行周期、

运行频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盆底磁刺激治疗仪，其特征在于：显示器（13）包括显示

屏、触控面板以及操作扶手（13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盆底磁刺激治疗仪，其特征在于：靠背（121）通过螺纹紧

固件安装固定在内部的治疗椅支架（128）上，所述靠背（121）后部设置有靠背支撑件（123），

所述靠背支撑件（123）通过螺纹紧固件安装固定在治疗椅支架（128）上，所述头枕（122）粘

贴在靠背（121）上方，所述坐垫（125）安装在治疗椅支架（128）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盆底磁刺激治疗仪，其特征在于：背光盖板（127）包括左

侧背光盖板（1271）和右侧背光盖板（1272），所述左侧背光盖板（1271）安装在左侧扶手

（1261）上，所述右侧背光盖板（1272）安装在右侧扶手（1262）上，所述背光盖板（127）内部安

装有背光灯板（271）和用于固定背光灯板（271）的压条（27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盆底磁刺激治疗仪，其特征在于：靠背支撑件（123）侧面

设置有安装块Ⅰ（1231）和安装块Ⅱ（123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盆底磁刺激治疗仪，其特征在于：主机（11）内部安装有主

机支架（25），所述主机支架（25）两侧面安装有散热风扇（16），所述主机支架（25）为钣金件

折弯焊接制作，所述主机支架（25）还包括安装框Ⅱ（1501），所述主机支架（25）前面设置有

固定安装耳Ⅰ（1502）、固定安装耳Ⅱ（1503）、固定安装耳Ⅲ（1504）、固定安装耳Ⅳ（1505），所

述固定安装耳Ⅰ（1502）与固定安装耳Ⅲ（1504）对称设置在主机支架（25）上端，所述固定安

装耳Ⅱ（1503）与固定安装耳Ⅳ（1505）对称设置在主机支架（25）下端，所述主机支架（25）顶

部设置有支架固定块（1506），所述支架固定块（1506）与侧面支架（113）螺纹刚性连接，所述

主机支架（25）顶部还设置有扶手安装耳Ⅰ（1507）、扶手安装耳Ⅱ（1508）、扶手安装耳Ⅲ

（1509）、扶手安装耳Ⅳ（1510），所述扶手安装耳Ⅰ（1507）和扶手安装耳Ⅱ（1508）相对并均设

置有安装孔，所述扶手安装耳Ⅲ（1509）和扶手安装耳Ⅳ（1510）相对并均设置有安装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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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主机支架（25）底部四周对称设置有脚轮安装孔（1511），所述主机外壳（111）从背面通过

螺纹紧固件安装固定在主机支架（25）上，所述主机支架（25）前面安装有固定板（111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盆底磁刺激治疗仪，其特征在于：治疗椅支架（128）为钣

金结构折弯焊接制作，所述治疗椅支架（128）两侧通过螺纹紧固件安装有安装框Ⅰ（1283），

所述安装框Ⅰ（1283）四周设置有安装孔，所述治疗椅支架（128）背面设置有安装耳Ⅰ（1281）

和安装耳Ⅱ（1282），所述安装耳Ⅰ（1281）和安装耳Ⅱ（1282）均设置有安装孔且均为对称排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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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盆底磁刺激治疗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医疗设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盆底磁刺激治疗仪。

背景技术

[0002] 盆底类疾病主要分为神经损伤疾病、泌尿类疾病、疼痛类疾病、生殖类疾病四类。

神经损伤疾病有偏瘫，截瘫后尿失禁、尿潴留等；泌尿类疾病有逼尿肌反射亢进、尿频尿急

综合征、各种类型尿失禁、前列腺炎综合征、儿童遗尿症等；疼痛类疾病有不明原因的盆腔

疼痛、间质性膀胱炎、产后阴道痉挛、会阴疼痛等；生殖类疾病性功能障碍等。在中国，这些

类疾病约占男性门诊量的20%，约占妇科门诊的10%左右，并将长期困扰着患者，引发患者社

会行为和家庭生活障碍。

[0003] 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PFD）是中老年女性的常见病，又称盆底缺陷，主要包括

压力性尿失禁和盆腔器官脱垂等，严重影响中老年女性的生活质量。有统计表明大约有

11％的女性在一生中需要经历脱垂手术治疗，其中大约有30％的患者在首次手术后的4年

中需要再次手术治疗。在人口的老龄化和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提高的情况下，PFD的发病率

和就诊率逐年增高。

[0004] 目前针对女性产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康复治疗中，效果较为肯定、临床广泛

应用的方法有药物治疗、盆底肌肉锻炼、生物反馈法及电刺激治疗三大方面。其中，传统的

药物治疗缺点是药物本身会引起全身不良反应等副作用，且效果不稳定、治愈率低。盆底肌

肉锻炼治疗需要在医生指导下长期训练，治疗效果在临床上表现不明显。生物反馈治疗也

需要在医生指导下长期训练才能获得较好的效果，通常借助电子仪器和计算机的帮助，一

般放置两个传感器，一个放在患者阴道或直肠内，另一个置于腹部。通过视觉或听觉的方式

来反映患者盆底肌肉的活动情况，从而提醒患者是否正确锻炼到盆底肌肉。目前，市面上常

见的电刺激治疗是通过放置阴道或肛门的治疗探头，应用低频脉冲电流，以一定强度输给

人体，也可通过信号——电流转换放大后送入人体，刺激感觉和运动神经，包括肌肉，并使

其产生功能。在现有技术的这些方法当中，电刺激治疗实施过程中长期放入人体的治疗探

头本身就容易对体腔造成伤害或感染，治疗过程操作复杂，对于患者难于接受体验差，甚至

产生疼痛感，最终导致病情加重，无法达到治疗效果。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设计出一种盆底磁刺激治疗仪，提供一种非侵入式，安全舒适，

一体化治疗设备，能有效提高盆底康复效率。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盆底磁刺激治疗仪，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

题。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盆底磁刺激治疗仪，包括主机、

治疗椅和显示器，其特征在于：治疗椅包括治疗椅支架、靠背、靠背上部的头枕、坐垫和坐垫

两侧部的扶手，坐垫底部安装有治疗装置，所述治疗装置包括治疗盒和治疗头，所述治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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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在治疗盒内滑槽内可以自由滑动，靠背后部设置有靠背支撑件，靠背支撑件两侧部设

置有保护盖板，两个扶手外部均设置有背光盖板，治疗椅底部均布设置有活动脚轮Ⅱ，主机

安装固定在治疗椅后部，主机包括主机壳体、主机支架和主机控制系统，主机壳体上部设置

有操控面板，所述操控面板两侧设置有急停旋钮和按键开关，所述主机背面设置有主机扶

手，所述主机壳体下面设置有主机盖板，所述主机盖板通过螺纹紧固件安装在主机外壳上，

主机壳体一侧设置有电源接口和安全装置，主机壳体两侧分别设置有均布排列的散热孔Ⅰ

和散热孔Ⅱ，主机底部安装有活动脚轮Ⅰ，显示器安装在主机侧面支架的支臂上，支臂可自

由旋转活动，显示器上安装有操作扶手。

[0008] 优选的，主机控制系统用于控制和调节治疗装置的治疗参数，所述治疗参数包括

磁场强度、电流强度、运行时间、运行周期、运行频率。

[0009] 优选的，所述显示器包括显示屏、触控面板以及操作扶手。

[0010] 优选的，所述靠背通过螺纹紧固件安装固定在内部的治疗椅支架上，所述靠背后

部设置有靠背支撑件，所述靠背支撑件通过螺纹紧固件安装固定在治疗椅支架上，所述头

枕粘贴在靠背上方，所述坐垫安装在治疗椅支架上。

[0011] 优选的，所述背光盖板包括左侧背光盖板和右侧背光盖板，所述左侧背光盖板安

装在左侧扶手上，所述右侧背光盖板安装在右侧扶手上，所述背光盖板内部安装有背光灯

板和用于固定背光灯板的压条。

[0012] 优选的，靠背支撑件侧面设置有安装块Ⅰ和安装块Ⅱ。

[0013] 优选的，主机内部安装有主机支架，所述主机支架两侧面安装有散热风扇，所述主

机支架为钣金件折弯焊接制作，所述主机支架还包括安装框Ⅱ，所述主机支架前面设置有

固定安装耳Ⅰ、固定安装耳Ⅱ、固定安装耳Ⅲ、固定安装耳Ⅳ，所述固定安装耳Ⅰ与固定安装

耳Ⅲ对称设置在主机支架上端，所述固定安装耳Ⅱ与固定安装耳Ⅳ对称设置在主机支架下

端，所述主机支架顶部设置有支架固定块，所述支架固定块与侧面支架螺纹刚性连接，所述

主机支架顶部还设置有扶手安装耳Ⅰ、扶手安装耳Ⅱ、扶手安装耳Ⅲ、扶手安装耳Ⅳ，所述扶

手安装耳Ⅰ和扶手安装耳Ⅱ相对并均设置有安装孔，所述扶手安装耳Ⅲ和扶手安装耳Ⅳ相

对并均设置有安装孔，所述主机支架底部四周对称设置有脚轮安装孔，所述主机外壳从背

面通过螺纹紧固件安装固定在主机支架上，所述主机支架前面安装有固定板。

[0014] 优选的，治疗椅支架为钣金结构折弯焊接制作，所述治疗椅支架两侧通过螺纹紧

固件安装有安装框Ⅰ，所述安装框Ⅰ四周设置有安装孔，所述治疗椅支架背面设置有安装耳Ⅰ

和安装耳Ⅱ，所述安装耳Ⅰ和安装耳Ⅱ均设置有安装孔且均为对称排列。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盆底磁刺激治疗仪具有非侵入式，

治疗过程安全舒适，一体化治疗设备，医护人员便于操作，能有效提高盆底康复效率。

附图说明

[0016] 图1：本发明盆底磁刺激治疗仪的立体示意图；

[0017] 图2：本发明盆底磁刺激治疗仪的治疗椅的拆解示意图；

[0018] 图3：本发明盆底磁刺激治疗仪的治疗椅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本发明盆底磁刺激治疗仪的治疗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本发明盆底磁刺激治疗仪的主机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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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6：本发明盆底磁刺激治疗仪的主机的拆解示意图；

[0022] 图7：本发明盆底磁刺激治疗仪的主机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8：本发明盆底磁刺激治疗仪的主视图；

[0024] 图9：本发明盆底磁刺激治疗仪的左视图；

[0025] 图10：本发明盆底磁刺激治疗仪的右视图；

[0026] 图11：本发明盆底磁刺激治疗仪的俯视图；

[0027] 图12：本发明盆底磁刺激治疗仪的仰视图；

[0028] 11、主机；12、治疗椅；13、显示器；14、支臂；15、治疗装置；16、散热风扇；17、主机控

制系统；25、主机支架；111、主机壳体；112、电源接口；113、侧面支架；114操控面板；115、急

停旋钮；116、按键开关；117主机扶手；118、主机盖板；119、活动脚轮Ⅰ；121、靠背；122、头枕；

123、靠背支撑件；124、保护盖板；125、坐垫；126、扶手；127、背光盖板；128、治疗椅支架；

129、活动脚轮Ⅱ；132、操作扶手；151、治疗盒；152治疗头；271、背光灯板；272、压条；1111、

固定板；1112、散热孔Ⅰ；1113、散热孔Ⅱ；1231、安装块Ⅰ；1232、安装块Ⅱ；1271、左侧背光盖

板；1272、右侧背光盖板；1261、左侧扶手；1262、右侧扶手；1283、安装框Ⅰ；1281、安装耳Ⅰ；

1282、安装耳Ⅱ；1501、安装框Ⅱ；1502、固定安装耳Ⅰ；1503、固定安装耳Ⅱ；1504、固定安装

耳Ⅲ；1505、固定安装耳Ⅳ；1506、支架固定块；1507、扶手安装耳Ⅰ；1508、扶手安装耳Ⅱ；

1509、扶手安装耳Ⅲ；1510、扶手安装耳Ⅳ；1511、脚轮安装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

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30] 请参阅图1-12，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盆底磁刺激治疗仪，包括主机11、

治疗椅12和显示器13，其特征在于：治疗椅12包括治疗椅支架128、靠背121、靠背121上部的

头枕122、坐垫125和坐垫125两侧部的扶手126，坐垫125底部安装有治疗装置15，所述治疗

装置15包括治疗盒151和治疗头152，所述治疗头152设置在治疗盒151内滑槽内可以自由滑

动，靠背121后部设置有靠背支撑件123，靠背支撑件123两侧部设置有保护盖板124，两个扶

手126外部均设置有背光盖板127，治疗椅12底部均布设置有活动脚轮Ⅱ129，主机11安装固

定在治疗椅12后部，主机11包括主机壳体111、主机支架25和主机控制系统17，主机壳体111

上部设置有操控面板114，所述操控面板114两侧设置有急停旋钮115和按键开关116，所述

主机背面设置有主机扶手117，所述主机壳体111下面设置有主机盖板118，所述主机盖板

118通过螺纹紧固件安装在主机外壳111上，主机壳体111一侧设置有电源接口112和安全装

置，主机壳体11两侧分别设置有均布排列的散热孔Ⅰ1112和散热孔Ⅱ1113，主机控制系统17

用于控制和调节治疗装置的治疗参数，治疗参数包括磁场强度、电流强度、运行时间、运行

周期、运行频率，主机底部安装有活动脚轮Ⅰ119，显示器13包括显示屏、触控面板以及操作

扶手（132），显示器13安装在主机11侧面支架113的支臂14上，支臂14可自由旋转活动，显示

器13上安装有操作扶手132。

[0031] 靠背121通过螺纹紧固件安装固定在内部的治疗椅支架128上，所述靠背121后部

设置有靠背支撑件123，所述靠背支撑件123通过螺纹紧固件安装固定在治疗椅支架128上，

所述头枕122粘贴在靠背121上方，所述坐垫125安装在治疗椅支架128上。背光盖板127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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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背光盖板1271和右侧背光盖板1272，所述左侧背光盖板1271安装在左侧扶手1261上，

所述右侧背光盖板1272安装在右侧扶手1262上，所述背光盖板127内部安装有背光灯板271

和用于固定背光灯板271的压条272。靠背支撑件12侧面设置有安装块Ⅰ1231和安装块Ⅱ

1232。

[0032] 主机11内部安装有主机支架25，所述主机支架25两侧面安装有散热风扇16，所述

主机支架25为钣金件折弯焊接制作，所述主机支架25还包括安装框Ⅱ1501，所述主机支架

25前面设置有固定安装耳Ⅰ1502、固定安装耳Ⅱ1503、固定安装耳Ⅲ1504、固定安装耳Ⅳ

1505，所述固定安装耳Ⅰ1502与固定安装耳Ⅲ1504对称设置在主机支架25上端，所述固定安

装耳Ⅱ1503与固定安装耳Ⅳ1505对称设置在主机支架25下端，所述主机支架25顶部设置有

支架固定块1506，所述支架固定块1506与侧面支架113螺纹刚性连接，所述主机支架25顶部

还设置有扶手安装耳Ⅰ1507、扶手安装耳Ⅱ1508、扶手安装耳Ⅲ1509、扶手安装耳Ⅳ1510，所

述扶手安装耳Ⅰ1507和扶手安装耳Ⅱ1508相对并均设置有安装孔，所述扶手安装耳Ⅲ1509

和扶手安装耳Ⅳ1510相对并均设置有安装孔，所述主机支架25底部四周对称设置有脚轮安

装孔1511，所述主机外壳111从背面通过螺纹紧固件安装固定在主机支架25上，所述主机支

架25前面安装有固定板1111。治疗椅支架128为钣金结构折弯焊接制作，所述治疗椅支架

128两侧通过螺纹紧固件安装有安装框Ⅰ1283，所述安装框Ⅰ1283四周设置有安装孔，所述治

疗椅支架128背面设置有安装耳Ⅰ1281和安装耳Ⅱ1282，所述安装耳Ⅰ1281和安装耳Ⅱ1282

均设置有安装孔且均为对称排列。本发明盆底磁刺激治疗仪具有非侵入式，患者只需要躺

坐在治疗椅上，设定好治疗参数即可，治疗过程安全舒适，一体化治疗设备，医护人员便于

操作，能有效提高盆底康复效率。

[0033]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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