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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涉及一种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包括

控制装置、射频产生装置、射频电极、制冷装置和

温度检测反馈装置，射频产生装置连接射频电

极，用于根据控制装置发送的控制信号产生射频

电流传输至射频电极，制冷装置用于降低射频电

极的温度，温度检测反馈装置连接射频电极和制

冷装置，用于检测制冷装置和射频电极的温度生

成温度反馈信号并反馈给控制装置，控制装置连

接射频产生装置、制冷装置和温度检测反馈装

置，用于根据温度反馈信号控制射频产生装置产

生的射频电流强度和控制制冷装置工作，对制冷

温度进行合理、精确的控制，从而调整射频电极

的温度，避免温度不当对接收对象造成的不利影

响，提高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的使用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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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其特征在于，包括控制装置、射频产生装置、射频电极和

皮肤检测装置，所述射频产生装置连接所述射频电极，所述皮肤检测装置设置于所述射频

电极，所述皮肤检测装置连接所述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连接所述射频产生装置；

所述皮肤检测装置用于检测所述射频电极与接收对象的接触面积生成面积信息并发

送至所述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在接收到的面积信息的值大于或等于预设面积值时控制

所述射频产生装置产生射频电流并传输至所述射频电极，由所述射频电极作用到接收对

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温热仪，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温度检测装置和制冷装置，所述

温度检测装置设置于所述射频电极，所述温度检测装置连接所述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

连接所述制冷装置，所述制冷装置设置于所述射频电极；所述温度检测装置用于检测所述

射频电极的温度生成温度反馈信号并发送至所述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在接收到的温度

反馈信号值大于温度阈值时控制所述制冷装置工作，以降低所述射频电极的温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温热仪，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路径检测装置，所述路径检测装

置设置于所述射频电极，所述路径检测装置连接所述控制装置，所述路径检测装置用于检

测所述射频电极移动的轨迹并生成路径信号发送至所述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在接收到

的路径信号与预设路径信号的相似度小于预设阈值时控制所述射频产生装置停止工作。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温热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射频电极包括大探头射频电极、小

探头射频电极和面部探头射频电极，所述大探头射频电极、所述小探头射频电极和所述面

部探头射频电极均连接所述射频产生装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温热仪，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脚踏开关和负极板，所述脚踏开

关和所述负极板均连接所述射频产生装置，所述脚踏开关连接所述控制装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温热仪，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输入装置，所述输入装置连接所

述控制装置，所述输入装置用于发送操作信号至所述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根据所述操

作信号控制所述射频产生装置产生射频电流。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温热仪，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显示装置，所述显示装置连接所

述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将所述面积信息发送至所述显示装置进行显示。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温热仪，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报警装置，所述报警装置连接所

述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在接收到的面积信息的值小于所述预设面积值时发送报警信号

至所述报警装置，所述报警装置接收到所述报警信号后输出报警信息。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温热仪，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通信装置，所述通信装置连接所

述控制装置。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温热仪，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连接所述射频产生装置和所述

控制装置的电源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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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辅助美容塑形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人们对美的追求也越来越高。身体肥胖和皮肤松弛

容易造成信心缺失，影响到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美容减肥已经成为了大家的迫切需求。

[0003] 传统的射频消脂设备将射频信号通过射频电极作用到接收对象，使接收对象的目

标区域脂肪被加热，从而加快脂肪分解，起到消脂的作用，此外，射频信号作用到接收对象

后可以对特定区域的组织加热，促进皮下胶原收缩拉紧，起到去皱美容的效果。然而，传统

的射频消脂设备上电后，射频电极处就存在射频电流，使用时，射频电极尚未连接到接收对

象，射频能量就已经输出，存在电击的风险，容易对接收对象造成损害，传统的射频消脂设

备安全可靠性低。

发明内容

[0004] 基于此，有必要针对传统的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安全可靠性低的问题，提供一种

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

[0005] 一种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包括控制装置、射频产生装置、射频电极和皮肤检测装

置，所述射频产生装置连接所述射频电极，所述皮肤检测装置设置于所述射频电极，所述皮

肤检测装置连接所述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连接所述射频产生装置；

[0006] 所述皮肤检测装置用于检测所述射频电极与接收对象的接触面积生成面积信息

并发送至所述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在接收到的面积信息的值大于或等于预设面积值时

控制所述射频产生装置产生射频电流并传输至所述射频电极，由所述射频电极作用到接收

对象。

[0007] 上述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皮肤检测装置用于检测射频电极与接收对象的接触面

积生成面积信息并发送至控制装置，控制装置在接收到的面积信息的值大于或等于射频电

极的有效作用面积时，认为此时射频电极与接收对象充分接触，此时控制射频产生装置产

生射频电流，射频电流传输至射频电极，射频电极将射频电流作用到接收对象，因接收对象

自身的阻抗吸收电波使组织内的水分子在电波作用下瞬间震荡汽化，产生大量热量促进脂

肪分解，并促使皮下胶原收缩拉紧，起到消脂美容的作用，检测到射频电极与接收对象充分

接触后再将射频电流作用至接收对象，可以避免射频治疗探头尚未连接到人体，射频能量

就已经输出造成接收对象被电击，减小了安全隐患，提高了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的安全可

靠性。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一个实施例中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的结构框图；

[0009] 图2为另一个实施例中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的结构框图。

说　明　书 1/7 页

3

CN 109893242 A

3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为了使本发明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

图，对本发明进行更加全面的描述。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

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11] 在一个实施例中，请参见图1，提供一种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包括控制装置102、

射频产生装置104、射频电极106和皮肤检测装置108，射频产生装置104连接射频电极106，

皮肤检测装置108设置于射频电极106，皮肤检测装置108连接控制装置102，控制装置102连

接射频产生装置104。皮肤检测装置108用于检测射频电极106与接收对象的接触面积生成

面积信息并发送至控制装置102，控制装置102在接收到的面积信息的值大于或等于预设面

积值时控制射频产生装置104产生射频电流，射频电流传输至射频电极106，由射频电极106

作用到接收对象，因接收对象自身的阻抗吸收电波使组织内的水分子在电波作用下瞬间震

荡汽化，产生大量热量促进脂肪分解，并促使皮下胶原收缩拉紧，起到消脂美容的作用，检

测到射频电极106与接收对象充分接触后再将射频电流作用至接收对象，可以避免射频治

疗探头尚未连接到人体，射频能量就已经输出造成接收对象被电击，减小了安全隐患，提高

了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的安全可靠性。

[0012] 具体地，控制装置102是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的控制中心，与连接控制装置102的

各个装置进行数据传输，从而实现相应的控制功能。射频产生装置104用于根据控制装置

102发送的控制信号产生射频电流并传输至射频电极106，还能用于调整射频输出能量。射

频产生装置104的类型并不是唯一的，例如可采用射频信号发生器，射频信号发生器可以进

行频率合成、低端频率信号的放大、矢量调制、幅度控制、脉冲调制和滤波等，以达到产生射

频电流的目的。

[0013] 射频电极106可采用单极射频电极106或双极射频电极106，单极射频电极配合负

极板使用，工作时在电极治疗头释放的能量流经接收对象的组织，可以进行深层治疗。双极

射频电极106是通过一个电极到另一个电极间的电流来加热细胞，可定向作用于皮肤组织，

并且不容易造成辐射泄露。

[0014] 皮肤检测装置108用于检测射频电极106与接收对象的接触面积生成面积信息并

发送至控制装置102，控制装置102在接收到的面积信息的值大于或等于预设面积值时控制

射频产生装置104产生射频电流。通过皮肤检测装置108的检测结果可以判断射频电极106

是否与接收对象充分接触，当检测到的射频电极106与接收对象的接触面积大于或等于预

设面积值时认为射频电极106与接收对象充分接触，此时控制装置102控制射频产生装置

104产生射频电流至射频电极106，以提高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的安全性。预设面积值并不

是唯一的，例如可以为预先确定好的射频电极106的有效作用面积，可以理解，在其他实施

例中，预设面积值也可以为实验确定的有效作用面积的经验值。皮肤检测装置108的结构并

不是唯一的，以皮肤检测传感器为例，皮肤检测传感器可以将检测到的面积信息转换为电

信号并发送至控制装置102，反映灵敏，检测可靠。当皮肤检测装置108检测到射频电极106

与接收对象的接触面积小于预设面积值时认为射频电极106未与接收对象充分接触，此时

射频产生装置104不工作，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未启动。此外，在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工作

的过程中，皮肤检测装置108持续检测或按预设时间间隔检测射频电极106与接收对象的接

触面积并发送至控制装置102，当接触面积小于预设面积值时，认为射频电极106脱离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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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控制装置102控制射频产生装置104停止工作，终止射频输出，当接触面积大于或等于

预设面积时再次输出射频能量，提高了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的自动化程度，也减小了射频

电极106脱离接收对象带来的电击风险。

[0015] 在一个实施例中，请参见图2，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还包括温度检测装置110和制

冷装置112，温度检测装置110设置于射频电极106，温度检测装置110连接控制装置102，控

制装置102连接制冷装置112，制冷装置112设置于射频电极106。温度检测装置110用于检测

射频电极106的温度生成温度反馈信号并发送至控制装置102，控制装置102在接收到的温

度反馈信号值大于温度阈值时控制制冷装置112工作，以降低射频电极106的温度。

[0016] 具体地，温度检测装置110的结构并不是唯一的，例如可包括传感器、转换电路和

反馈电路，传感器设置于射频电极106并连接转换电路，转换电路连接反馈电路，反馈电路

连接控制装置102。传感器采集射频电极106的温度发送至转换电路，转换电路将接收到的

温度信息转换成电信号发送至至反馈电路，反馈电路将电信号反馈至控制装置102，控制装

置102根据射频电极106的温度控制制冷装置112工作，以降低射频电极106的温度。温度阈

值为预设的温度值，具体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控制装置102在接收到的温度反馈信号值大

于温度阈值时，认为射频电极106温度过高，此时发送控制信号至制冷装置112，控制制冷装

置112制冷，以降低射频电极106的温度。传感器还可以用于采集与射频电极106接触的接收

对象的温度，采集到接收对象的温度后经过转换电路和反馈电路发送至控制装置102，控制

装置102在接收到的温度反馈信号值大于温度阈值时，认为接收对象温度过高，此时发送控

制信号至制冷装置112，控制制冷装置112制冷，以降低射频电极106的温度，从而降低接收

对象的温度，控制装置102还能控制射频产生装置104减小产生的射频电流的强度，以降低

射频电极106的温度，起到降低接收对象的温度的作用，避免接收对象被烫伤。温度检测装

置110的数量与设置位置也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调整，例如温度检测装置110还可以设置于制

冷装置112，用于检测制冷装置112的温度并发送至控制装置102，控制装置102在制冷装置

112温度过高时可通过控制射频产生装置104减小产生的射频电流强度来降低射频电极106

的温度，从而减小制冷装置112的工作强度，起到延长制冷装置112的使用寿命的作用。当温

度检测装置110的数量为多个时，传感器的数量为多个，分别设置在需要检测温度的各个装

置上，设置方便，检测灵敏。

[0017] 制冷装置112设置于射频电极106并连接控制装置102，用于根据控制装置102发送

的控制信号工作，以降低射频电极106的温度，制冷装置112的结构并不是唯一的，例如可包

括电极制冷片，电极制冷片设置于射频电极106且连接控制装置102。电极制冷片是基于珀

尔帖效应工作的，一般为半导体制冷片，电极制冷片包括冷面和热面，通上电源之后，冷面

的热量被移到热面，导致冷面温度降低，热面温度升高，从而起到对与冷面接触的物体降温

的作用。在本实施例中，电极制冷片的冷面与射频电极106相接触，可以降低射频电极106的

温度。电极制冷片连接控制装置102，控制装置102在接收到的温度反馈信号值大于温度阈

值时，认为射频电极106温度过高，生成制冷控制信号控制电极制冷片工作，以使射频电极

106温度降低，达到预设温度，实现实时监测和控制射频电极106的温度，提高冷热射频深部

温热仪的工作性能。电极制冷片作为制冷装置112可以有效降低射频电极106的温度，且电

极制冷片结构简单，有利于节约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的使用成本。可扩展地，制冷装置112

还可以包括用于降低电极制冷片温度的散热装置，例如水冷循环装置，通过循环的冷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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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走电极制冷片工作时产生的热量，以降低电极制冷片的温度，提高电极制冷片的制冷效

果。可以理解，在其他实施例中，制冷装置112也可以采用其他结构的装置，只要本领域技术

人员认为可以实现即可。

[0018] 在一个实施例中，请参见图2，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还包括路径检测装置114，路径

检测装置114设置于射频电极106并连接控制装置102，路径检测装置114用于检测射频电极

106移动的轨迹并生成路径信号发送至控制装置102，控制装置102在接收到的路径信号与

预设路径信号的相似度小于预设阈值时控制射频产生装置104停止工作。

[0019] 具体地，路径检测装置114的结构并不是唯一的，例如可包括加速度传感器、陀螺

仪和数据转换器，加速度传感器和陀螺仪均连接数据转换器，加速度传感器用来检测射频

电极106在各个方向上的加速度信号，陀螺仪可以检测射频电极106移动过程中的角速度信

号，数据转换器将接收到的加速度传感器发送过来的射频电极106的加速度信息和陀螺仪

发送过来的射频电极106的角速度信息转换成电信号生成路径信号并发送至控制装置102，

控制装置102可根据接收到的路径信号解算出射频电极106的移动轨迹，实现射频电极106

移动轨迹的获取。控制装置102将接收到的路径信号与预设的路径信号进行相似度比较，当

接收到的路径信号与预设路径信号的相似度小于预设阈值时，认为射频电极106的移动轨

迹不正确，此时控制装置102控制射频产生装置104停止工作，中止产生射频电流，避免使用

射频电极106的手法不正确给接收对象造成不利的影响。使用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时，路径

检测装置114持续检测射频电极106的移动轨迹并生成路径信号发送至控制装置102，控制

装置102在接收到的路径信号与预设路径信号的相似度大于或等于预设阈值时，认为射频

电极106的当前移动轨迹与预设的路径吻合度较大，射频电极106的移动轨迹是正确的，此

时控制装置102控制射频产生装置104继续工作，持续产生射频电流。路径检测装置114可以

实时检测射频电极106的移动轨迹并生成路径信号发送至所述控制装置102，控制装置102

在接收到的路径信号与预设路径信号的相似度小于预设阈值时控制射频产生装置104停止

工作，使得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在工作的过程中若射频电极106的移动轨迹错误则及时停

止工作，避免射频电极106的错误移动轨迹对接收对象造成不利影响，提高冷热射频深部温

热仪的工作性能，也解决了因操作人员不熟悉设备等问题给接收对象带来的多次治疗问

题。

[0020] 在一个实施例中，射频电极106包括大探头射频电极、小探头射频电极和面部探头

射频电极，大探头射频电极、小探头射频电极和面部探头射频电极均连接射频产生装置

104。

[0021] 具体地，根据射频电极106形状和尺寸的不同，射频电极106可包括大探头射频电

极、小探头射频电极和面部探头射频电极，大探头射频电极主要用于腹部等大面积区域，可

以进行深度减脂，例如减少内脏脂肪等，小探头射频电极主要用于皮下脂肪减脂，例如减少

手臂等位置的脂肪，面部探头射频电极主要做用于皮肤表面，例如可以作用于脸部，消除脸

部多余脂肪，实现去皱紧致皮肤的效果。当射频电极106包括大探头射频电极、小探头射频

电极和面部探头射频电极，可通过一台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可对内脏、手臂和面部等部位

实现消脂功能，扩大了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的使用范围，提高了使用的可靠性。可以理解，

在其他实施例中，射频电极106还可以采用其他尺寸或形状的电极，各个射频电极106的数

量也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调整，只要本领域技术人员认为可以实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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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当射频电极106包括大探头射频电极、小探头射频电极和面部探头射频电极等多

个射频电极106时，各射频电极106均连接皮肤检测装置108，皮肤检测装置108检测各个射

频电极106与接收对象的接触面积生成面积信息并发送至控制装置102，控制装置102在接

收到的面积信息的值大于或等于预设面积值时控制对应的射频电极106连接的射频产生装

置104产生射频电流，射频电流传输至射频电极106然后作用到接收对象，以减少由与射频

电极106未与接收对象充分接触而导致的接收对象被电击的风险。此外，各个射频电极106

均连接射频产生装置104、温度检测装置110和制冷装置112，温度检测装置110检测各射频

电极106的温度生成温度反馈信号并发送至控制装置102，控制装置102在接收到的温度反

馈信号值大于温度阈值时控制连接各射频电极106的制冷装置112工作，以降低各个射频电

极106的温度。进一步地，根据射频电极106类型的不同，控制装置102可通过控制射频产生

装置104产生的射频电流的强度或控制制冷装置112的制冷温度以使不同的射频电极106工

作在不同的温度环境中，从而实现智能调整各射频电极106的温度，达到更好的消脂效果。

各个射频电极106连接分别连接不同的射频产生装置104，在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工作时，

控制装置102控制其中的一个射频产生装置104产生射频电流，以通过对应的射频电极106

将射频电流作用到接收对象。各个射频电极106与射频产生装置104通过不同的防呆接口进

行连接，可以有效防止人为误接导致接入异常。可以理解，在其他实施例中，不同的射频电

极106也可以均连接同一个射频产生装置104，通过射频产生装置104中不同的接口进行连

接，以满足各个射频电极106的工作需求，还简化了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的硬件结构，节约

了生产成本。

[0023] 在一个实施例中，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还包括脚踏开关和负极板，脚踏开关和负

极板均连接射频产生装置104，脚踏开关连接控制装置102。脚踏开关可以控制射频产生装

置104的工作状态和停机状态的切换，使用便捷。脚踏开关还连接控制装置102，当脚踏开关

发生故障时，由控制装置102控制射频产生装置104的工作状态，不需要脚踏开关也可实现

射频输出，以保证射频消脂状态的正常运行。负极板连接射频产生装置104，可以为射频产

生装置104产生的射频电流提供安全的返回路径，提高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的使用安全性。

[0024] 在一个实施例中，请参见图2，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还包括输入装置116，输入装置

116连接控制装置102，输入装置116用于发送操作信号至控制装置102，控制装置102根据操

作信号控制射频产生装置104产生射频电流。

[0025] 具体地，输入装置116接收外部输入的操作控制信号并反馈至控制装置102，控制

装置102根据操作信号控制射频产生装置104产生射频电流。输入装置116设置的位置并不

是唯一的，例如输入装置116可设置于控制装置102，用于接收操作指令并将接收到的操作

控制信号发送至控制装置102，输入装置116也可设置于射频电极106，使用时通过射频电极

106上的输入装置116输入操作控制信号，实现边使用边设置，无需在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

的主机上进行操作，使用便捷。输入装置116的数量也不唯一，当输入装置116的数量为两个

时，两个输入装置116可分别设置于控制装置102和射频电极106，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使

用时，用户既可以在控制装置102处的输入装置116输入控制指令，方便在设备开启前设置

工作参数，也可以在射频电极106处的输入装置116输入控制指令，方便用户在设备使用过

程中输入操作指令，实时调整设备的工作状态，使用灵活，便于操作。输入装置116的结构并

不是唯一的，例如可以为触控屏或按键装置等，触控屏或按键装置与控制装置102连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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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触控屏或按键装置手动输入治疗参数，设置调整治疗方案。或者，输入装置116也可

以为具有通信功能的通信装置122，通信装置122可作为控制输入接口，在与通信装置122建

立了通信连接的用户终端上手动输入治疗参数，这些参数信息传输至通信装置122，通信装

置122将这些信息反馈给控制装置102，控制装置102根据接收到的参数信息控制对应的装

置工作，例如控制射频产生装置104的输出电流强度、控制制冷装置112的温度或者使冷热

射频深部温热仪播放音乐等，进行辅助治疗，可以实现对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的远程控制，

使用便捷。当射频电极106的数量为多个时，可通过输入装置116对不同的射频电极106设置

不同的工作参数，优化智能消脂设备的工作性能。

[0026] 在一个实施例中，请参见图2，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还包括显示装置118，显示装置

118连接控制装置102，控制装置102将面积信息发送至显示装置118进行显示。通过显示装

置118显示的信息可以直观地获取射频电极106与接收对象的接触面积，便于实时监测冷热

射频深部温热仪的工作状态。

[0027] 具体地，显示装置118的具体类型并不是唯一的，例如可以为显示屏，显示屏可以

将控制装置102发送过来的面积信息以数值或图表等方式显示，用户可以通过显示屏直观

获取信息。显示装置118还可以为触摸屏，触摸屏包括显示屏与触控屏，显示屏用于显示信

息，触控屏可以实现人机交互，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触控屏发送指令，触控屏将接收到的指令

发送给控制装置102，控制装置102根据接收到的指令对连接的器件进行控制。显示装置118

还可以包括提示灯，通过提示灯的颜色或者闪烁状态提到信息提示的作用，成本低，使用便

捷。显示装置118除了可显示面积信息，还可以显示其他由控制装置102发送的信息，例如设

备工作时长，制冷装置112温度等，以便于工作人员更全面地掌握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的工

作状态。

[0028] 在一个实施例中，请参见图2，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还包括报警装置120，报警装置

120连接控制装置102，控制装置102在接收到的面积信息的值小于预设面积值时发送报警

信号至报警装置120，报警装置120接收到报警信号后输出报警信息，以提醒工作人员及时

处理，提高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的可靠性。

[0029] 具体地，报警装置120的结构并不唯一，例如可以包括提示灯和蜂鸣器，提示灯可

以通过灯的颜色或闪烁状态等实现报警的功能，蜂鸣器可以通过警报声实现报警的功能，

以提醒工作人员及时处理，提高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的可靠性。当控制装置102接收到的面

积信息的值小于预设面积值时，认为射频电极106与接收对象接触不够充分，此时控制装置

102发送报警信息至报警装置120，报警装置120通过提示灯或蜂鸣器等结构实现报警的功

能，起到警示工作人员的作用。报警信息除了在控制装置102接收到的面积信息的值小于预

设面积值时产生，还可以在其他情况下产生，例如射频电极106的温度超过预设温度值时，

或者制冷装置112的温度高于预设制冷温度值时，或者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的运行时长大

于预设时长等均可产生报警信息，报警装置120接收到报警信息后报警，以使工作人员及时

全面了解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的工作状态，提高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的使用可靠性。

[0030] 在一个实施例中，请参见图2，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还包括通信装置122，通信装置

122连接控制装置102。具体地，通信装置122的结构并不是唯一的，例如可以包括WIFI装置

和/或蓝牙装置，通信装置122可以与用户终端或云平台建立通信连接，与用户终端上对应

的APP实现数据传输，或与云平台进行数据交换。通信装置122的接口类型并不唯一，例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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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UART、SPI、USB、WIFI、RF或蓝牙接口等，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使用灵活。以用户终端上

对应的APP为例，通信装置122将控制装置102发送过来的用户治疗信息发送至用户终端，用

户终端上的APP对这些信息进行信息记录，还能根据用户体征信息、治疗时长、射频档位、制

冷档位等信息，预设治疗参数，APP将治疗参数发送给通信装置122，通信装置122接收并分

析处理信息后，将治疗参数信息发送至控制装置102，由控制装置102设置或调整射频、制冷

输出，实现智能治疗，解决了治疗过程中需要手动调整档位等问题，提高了冷热射频深部温

热仪的使用可靠性。

[0031] 在一个实施例中，请参见图2，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还包括连接射频产生装置104

和控制装置102的电源装置124。电源装置124用于根据控制装置102的控制信号给射频产生

装置104供电，以使射频产生装置104正常工作。控制装置102可以设置电源装置124工作的

时间，使射频产生装置104的工作时长达到设定时间后断电，处于停机状态，从而实现对冷

热射频深部温热仪自动开关机的目的，提高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的使用便捷性。电源装置

124的结构并不是唯一的，例如可为蓄电池，蓄电池充电后可以存储电能，使冷热射频深部

温热仪既使在断电的环境下也能维持正常工作，提高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的工作可靠性。

[0032] 上述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皮肤检测装置108用于检测射频电极106与接收对象的

接触面积生成面积信息并发送至控制装置102，控制装置102在接收到的面积信息的值大于

或等于射频电极106的有效作用面积时，认为此时射频电极106与接收对象充分接触，此时

控制射频产生装置104产生射频电流，射频电流传输至射频电极106，射频电极106将射频电

流作用到接收对象，因接收对象自身的阻抗吸收电波使组织内的水分子在电波作用下瞬间

震荡汽化，产生大量热量促进脂肪分解，，并促使皮下胶原收缩拉紧，起到消脂美容的作用，

检测到射频电极106与接收对象充分接触后再将射频电流作用至接收对象，可以避免射频

治疗探头尚未连接到人体，射频能量就已经输出造成接收对象被电击，减小了安全隐患，提

高了冷热射频深部温热仪的安全可靠性。

[0033] 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洁，未对上述实

施例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

在矛盾，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0034]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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