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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结合动态光脉冲刺激改

善泥灸效果的系统，包括恒温灸泥加热罐、动态

红外光脉冲发生器、灸泥隔离介质及灸泥组成。

恒温灸泥加热罐由恒温加热器主体、灸泥容器等

组成，用于完成灸泥的恒温加热和保温。动态红

外光脉冲发生器由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线发生

器、控制器电路、灸泥温度检测单元、遥控器及支

架等组成，用于产生动态红外光脉冲。灸泥隔离

介质用于隔离灸泥与泥灸对象。本发明还公开了

适用于结合动态红外光脉冲刺激改善泥灸效果

系统的使用方法。本发明解决传统方法中灸泥温

度不可控，易灼伤的不足，同时具备减少灸泥用

量、缩短泥灸调理时间、改善泥灸卫生条件等优

势，并实现了泥灸与仿艾灸的双灸集成，提升了

泥灸的综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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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结合动态红外光脉冲刺激改善泥灸效果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恒温灸泥加热

罐、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灸泥隔离介质及灸泥组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结合动态红外光脉冲刺激改善泥灸效果的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恒温灸泥加热罐由恒温加热器主体、灸泥容器等组成。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结合动态红外光脉冲刺激改善泥灸效果的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恒温灸泥加热罐可完成灸泥在40-70℃之间的设定温度进行加热，当达到设定加

热温度后处于恒温保温状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结合动态红外光脉冲刺激改善泥灸效果的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由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线发生器、控制器电路、灸泥温度

检测单元、遥控器及支架等组成。

所述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线发生器、灸泥温度检测单元与控制器电路之间通过导线进

行电连接。

所述遥控器可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与控制器电路相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结合动态红外光脉冲刺激改善泥灸效果的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线发生器辐射电磁波谱覆盖0.55至15微米频段。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结合动态红外光脉冲刺激改善泥灸效果的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控制器电路可以以有线或无线方式接收来自遥控器的控制信号，具有红外光源

或静态红外线发生器驱动及开关、辐射时间、强度控制作用。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结合动态红外光脉冲刺激改善泥灸效果的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灸泥温度检测单元含一个或多个温度传感器组成，可以以非接触或接触方式检

测灸泥实时温度。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结合动态红外光脉冲刺激改善泥灸效果的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灸泥隔离介质可由无纺布、纱布等非绝热、耐高温、可医用布料制成。

9.一种结合动态红外光脉冲刺激改善泥灸效果系统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使

用方法包括：

利用灸泥恒温加热罐完成灸泥的加热和恒温保温作用。

在泥灸过程中，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对灸泥进行动态红外辐照，控制器电路可基于

遥控器或控制电路本身的控制指令调整动态红外辐射的状态。

在泥灸过程中，控制器电路可通过灸泥温度检测单元检测灸泥的实时温度，基于检测

单元检测出的灸泥实时温度，可调整动态红外辐射的状态。

在泥灸过程中，灸泥涂抹于泥灸隔离介质之上，用以完成灸泥与灸疗对象之间的物理

隔离。灸泥由泥类基质与中药组合物加工而成，其中中药组合物的成分由泥灸对象的生理、

心理及病理特质而决定。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一种结合动态红外光脉冲刺激改善泥灸效果系统的使用方法，

其特征在于，基于所述控制指令控制所述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线发生器辐射状态包括：

当所述指令为开机指令时，控制所述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中的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

线发生器驱动电路导通，按所设定强度间断进行动态红外辐射；

当所述指令为关机指令时，控制所述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中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线

发生器驱动电路截止，所述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线发生器停止进行红外辐射，并清除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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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辐射时间、辐射强度信息；

当所述指令为暂停指令时，控制所述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中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线

发生器驱动电路截止，所述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线发生器停止进行红外辐射，但保留设定

的治疗时间、治疗强度信息；

当在暂停状态下接受到所述指令为重启指令时，控制所述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中的

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线发生器按所暂停状态前设定强度进行红外辐射；

当所述指令为定时指令时，控制所述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内部存储器记录辐射时间

信息，并在控制器电路的显示器件进行显示；

当所述指令为治疗强度调整指令时，控制所述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内部存储器记录

辐射强度信息，用以调整固定周期内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线发生器的导通时间，并在控制

器电路的显示器件进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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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结合动态红外光脉冲刺激改善泥灸效果的系统和使用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人体理疗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结合动态红外光脉冲刺激改善泥灸效果

的系统和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地不断提高，人们对自身和家人健康状态日

益关注，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健康、在欲病状态下尽早阻止疾病的出现、在已病状态下通

过少用药或不用药状态下恢复健康成为人民大众追求的目标。传统中医中针刺、灸疗等手

法可通过不用药物干预或借助少量非化学药物制剂的中药组分介入达到防病和治病的目

的。泥灸也是一种传统中医疗法，是一种在人体特定部位通过用灸泥热灼和熨烫刺激，以达

到治病防病目的的治疗方法。灸泥具有很强柔韧性，可随意贴敷身体的任何部位，疗效好，

见效快，具有活血、抗炎、祛风除湿的多重功效，能迅速打通人体经络，将人体内的风寒湿邪

驱出体外，达到快速治愈顽疾的目的。

[0003] 但在传统泥灸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需要将灸泥加热到一定温度来

实现使用灸泥进行热灼的效果，目前通常采用微波炉加热的方式。如专利CN101897838A公

开了一种灸泥加热方法，指出先将灸泥用微波炉加热3-5分钟，让泥灸化开后，加入中草药

粉搅拌均匀等。但因灸泥在不同的温湿度环境、不同的微波炉加热强度和时间下其温度上

下变动浮动很大，温度过高很容易灼伤机体而引起医患纠纷。专利CN208448123U公开了一

种新型温控式泥灸器，通过泥灸器底端的加热装置对灸泥进行加热，并可用温控旋钮控制

加热温度，达到加热灸泥的目的。但这种灸泥和加热器一体的设计限制了泥灸的面积，而且

整个泥灸过程中需要人力参与保持灸疗位置。

[0004] 除上述问题外，传统泥灸方法还存在其他不足，如：(1)灸泥会随着泥灸时间的进

行温度逐渐降低，影响泥灸效果。(2)灸泥用量大。为了保证较长泥灸时间内保持一定的温

度，灸泥涂抹要求有一定厚度，否则灸泥温度会迅速降低，起不到泥灸预期的效果。(3)灸泥

直接涂抹于人体表面，不易清洗等等。

[0005] 专利CN101897838A、CN109125517A中提到加热后的灸泥可以释放近红外线。从物

理学角度看，一个温度不超过60摄氏度的物体，不可能存在近红外辐射，只存在远红外辐

射。科学研究证明：近红外热辐射是可以进入到人体内部的辐射能量源。人体吸收近红外热

辐射源的能量有助于改善自身的健康状态。专利CN101073689A指出，利用复合光谱可实现

仿艾灸效果。因此，可以由辅助的光脉冲源产生含有近红外热辐射光谱并辐照灸泥，以提高

疗效。

[0006]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单纯的含有近红外热辐射光谱的光源，只有物理理疗作用，而

无中药(或中药组合物)的药物作用，若将泥灸与仿艾灸进行结合，既有传统艾灸疗法的热

辐射作用又有中药组合物导入的药物作用，建立起优势互补维护健康的理疗方法。

[0007] 因此，提供一种能有效进行灸泥加热并进行温度控制的装置，解决泥灸过程中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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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热量散失问题的装置、系统或方法，对改善泥灸的效果是很有帮助的。同时提供一种结合

动态红外光脉冲刺激改善泥灸效果的系统和使用方法是一个新的创造。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要解决现有泥灸技术中存在灸泥温度不可控、泥灸过程中灸泥热

量散失、灸泥用量大、不易清洗等问题，通过灸泥恒温加热罐达到精准把控灸泥初始温度，

通过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补充泥灸过程中热量散失问题并实现泥灸和仿艾灸的双灸集

成，并可实时检测灸泥温度，通过泥灸隔离介质来增加泥灸的易清洁性。

[0009]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按照以下技术方案实施的：

[0010] 一种结合动态红外光脉冲刺激改善泥灸效果的系统，包括恒温灸泥加热罐、动态

红外光脉冲发生器、灸泥隔离介质及灸泥组成。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恒温灸泥加热罐由恒温加热器主体、灸泥容器等组成。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恒温灸泥加热罐可完成灸泥在40-70℃之间的设定温度进行加热，

当达到设定加热温度后处于恒温保温状态。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由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线发生器、控制器

电路、灸泥温度检测单元、遥控器及支架等组成。

[0014] 所述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线发生器、灸泥温度检测单元与控制电路之间通过导线

进行电连接。

[0015] 所述遥控器可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与控制电路相连接。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线发生器辐射电磁波谱覆盖0.55至15微米频

段。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器电路可以以有线或无线方式接收来自遥控器的控制信号，

具有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线发生器驱动及开关、辐射时间、强度控制作用。

[0018] 进一步地，所述灸泥温度检测单元含一个或多个温度传感器组成，可以以非接触

或接触方式检测灸泥实时温度。

[0019] 进一步地，所述灸泥隔离介质可由无纺布、纱布等非绝热、耐高温、可医用布料制

成。

[0020]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结合动态光脉冲刺激改善泥灸效果系统的使用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使用方法包括：利用灸泥恒温加热罐完成灸泥的加热和恒温保温作用。在泥灸过

程中，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对灸泥进行动态红外辐照，控制电路可基于遥控器或控制电

路本身的控制指令调整动态红外辐射的状态。在泥灸过程中，控制器电路可通过灸泥温度

检测单元检测灸泥的实时温度，基于检测单元检测出的灸泥实时温度，可调整动态红外辐

射的状态。在泥灸过程中，灸泥涂抹于泥灸隔离介质之上，用以完成灸泥与灸疗对象之间的

物理隔离。灸泥由泥类基质与中药组合物加工而成，其中中药组合物的成分由泥灸对象的

生理、心理及病理特质而决定。

[0021] 进一步地，基于所述控制指令控制所述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线发生器辐射状态包

括：

[0022] 当所述指令为开机指令时，控制所述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中的红外光源或静态

红外线发生器驱动电路导通，按所设定强度间断进行动态红外辐射；当所述指令为关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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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时，控制所述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中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线发生器驱动电路截止，所

述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线发生器停止进行热辐射，并清除设定的辐射时间、辐射强度信息；

当所述指令为暂停指令时，控制所述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中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线发生

器驱动电路截止，所述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线发生器停止进行热辐射，但保留设定的治疗

时间、治疗强度信息；当在暂停状态下接受到所述指令为重启指令时，控制所述动态红外光

脉冲发生器中的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线发生器按所暂停状态前设定强度进行红外辐射；当

所述指令为定时指令时，控制所述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控制器电路内部存储器记录辐射

时间信息，并在控制电路的显示器件进行显示；当所述指令为治疗强度调整指令时，控制所

述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控制器电路内部存储器记录辐射强度信息，用以调整固定周期内

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线发生器的导通时间，并在控制器电路的显示器件进行显示。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4] 1、利用灸泥恒温加热罐可以精准把控灸泥的初始温度，解决目前微波炉加热灸泥

温度不可控，易灼伤的缺点。

[0025] 2、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在泥灸过程中通过动态红外辐射可以补充泥灸过程中

的热量耗散，因此不用涂抹过厚的灸泥，在降低灸泥用量的同时，用红外光辐射实现仿艾灸

效果，实现了双灸集成。

[0026] 3、泥灸过程中可通过泥灸温度检测单元采集灸泥单点或多点当前实时温度，可实

现动态红外光脉冲的闭环控制。

[0027] 4、灸泥涂抹于泥灸隔离介质之上，实现了灸泥与泥灸对象的物理隔离，避免了泥

灸的附着，提高了易清洁性。

附图说明

[002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申请中一种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9]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结合动态红外光脉冲刺激改善泥灸效果系统的原

理框图。

[0030]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结合动态红外光脉冲刺激改善泥灸效果系统的组

成结构示意图。

[0031]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恒温灸泥加热罐结构示意图。

[0032]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结构示意图之方案一。

[0033]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结构示意图之方案二。

[0034]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结构示意图之方案三。

[0035]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结构示意图之方案四。

[0036]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灸泥隔离介质结构示意图。

[0037] 附图标记说明：

[0038] 10、灸泥加热罐；101、恒温加热器主体；1011、电源线；1012、电源开关；1013、设定

温度显示器；1014、当前温度显示器；1015、温度设定按钮；1016、加热盘；102、灸泥容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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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201、加热盘；202、控制器；2021、交流输出接口；203、灸泥温度检测

单元；2031、吸附或夹持装置；204、电源线；205、遥控器；206、支架；30、灸泥隔离介质；301、

灸泥上层隔离介质；302、下层隔离介质；303、灸泥温度检测单元安装孔隙；40、灸泥。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做出进一步详细地说明。可以理解的是，此处所

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于解释本发明，而非对本发明的限定。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附

图中仅示出了与本发明相关的部分而非全部结构。

[004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结合动态红外光脉冲刺激改善泥灸效果系统的原

理框图。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结合动态红外光脉冲刺激改善泥灸效果系统的组

成结构示意图。

[0041]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结合动态红外光脉冲刺激改善泥灸效果的系统，包括灸泥

加热罐10、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20、灸泥隔离介质30和灸泥40组成。

[0042]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恒温灸泥加热罐结构示意图。如图3所示，所述恒

温灸泥加热罐10包括恒温加热器主体101和灸泥容器102组成。

[0043] 具体地，所述恒温灸泥加热罐10可完成灸泥40在40-70℃之间的设定温度进行加

热，当达到设定加热温度后处于恒温保温状态。

[0044] 具体地，恒温加热器主体101由电源线1011，电源开关1012，设定温度显示器1013，

当前温度显示器1014，温度设定按钮1015及加热盘1016等组成。

[0045] 具体地，灸泥容器102由玻璃或金属等热导体制成。

[0046]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结构示意图之方案一。如图4所

示，所述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20包括红外光源201，控制器202，灸泥温度检测单元203，电

源线204，遥控器205及支架206组成。

[0047] 具体地，红外光源201，灸泥温度检测单元203，电源线204与控制器202之间进行电

连接。

[0048] 优选地，所述红外光源201辐射电磁波谱覆盖0.55至15微米频段。

[0049] 优选地，所述灸泥温度检测单元203由两个红外非接触式温度检测传感器或探头

组成。

[0050] 具体地，遥控器205可通过无线或有线方式向控制器202发送控制信号。

[0051] 优选地，遥控器205以射频无线方式向控制器202发送控制信号。

[0052] 优选地，遥控器205可发出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工作开、关、工作时间、辐射强度

等控制指令。

[0053] 具体地，红外光源201、控制器202安装于支架206之上。

[0054] 优选地，可通过调整支架206相关结构完成红外光源201辐照角度和位置的调整。

[0055]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结构示意图之方案二。与图4所

示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结构示意图之方案一不同之处在于，灸泥温度检测单元203由两

个接触式温度检测传感器组成。

[0056]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结构示意图之方案三。与图4所

示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结构示意图之方案一不同之处在于本方案不直接连接红外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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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控制器202上设有交流输出接口2021用以连接静态红外线发生器，灸泥温度检测单元

203上设有匹配安装于静态红外线发生器的吸附或夹持装置2031。

[0057]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结构示意图之方案四。与图6所

示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结构示意图之方案三不同之处在于灸泥温度检测单元203由两个

接触式温度检测传感器组成。

[0058]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灸泥隔离介质结构示意图。如图5所示所述灸泥隔

离介质30由灸泥上层隔离介质301和下层隔离介质302组成，上层隔离介质301和下层隔离

介质302之间留有灸泥温度检测单元安装孔隙303。

[0059] 具体地，灸泥上层隔离介质301和下层隔离介质302由非绝热、耐高温、可医用材料

组成。

[0060] 优选地，灸泥上层隔离介质301和下层隔离介质302由无纺布或医用纱布制成。

[0061] 进一步地，灸泥上层隔离介质301和下层隔离介质302可由不同材质的布料制成。

[0062] 本发明实施例还公开了一种结合动态红外光脉冲刺激改善泥灸效果系统的控制

方法：

[0063] 可选地，所述控制方法包括：利用灸泥恒温加热罐10完成灸泥40的加热和恒温保

温作用。在泥灸过程中，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20对灸泥进行动态红外辐照，控制器202可

基于遥控器205或控制器电路202本身的控制指令调整动态红外辐射的状态。在泥灸过程

中，控制器202可通过灸泥温度检测单元203检测灸泥40的实时温度。基于检测单元检测出

的灸泥实时温度，可调整动态红外辐射的状态。在泥灸过程中，灸泥40涂抹于泥灸隔离介质

30之上，用以完成灸泥40与灸疗对象之间的物理隔离。

[0064] 可选地，一种结合动态光脉冲刺激改善泥灸效果系统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基

于所述控制指令控制所述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线发生器辐射状态包括：

[0065] 具体地，当所述指令为开机指令时，控制所述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20中的红外

光源或静态红外线发生器驱动电路导通，按所设定强度间断进行动态红外辐射；

[0066] 具体地，当所述指令为关机指令时，控制所述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20中红外光

源或静态红外线发生器驱动电路截止，所述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线发生器停止进行热辐

射，并清除设定的辐射时间、辐射强度信息；

[0067] 具体地，当所述指令为暂停指令时，控制所述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20中红外光

源或静态红外线发生器驱动电路截止，所述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线发生器停止进行热辐

射，但保留设定的治疗时间、治疗强度信息；

[0068] 具体地，当在暂停状态下接受到所述指令为重启指令时，控制所述动态红外光脉

冲发生器20中的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线发生器按所暂停状态前设定强度进行红外辐射；

[0069] 具体地，当所述指令为定时指令时，控制所述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20控制器202

内部存储器记录辐射时间信息，并在控制电路的显示器件进行显示；

[0070] 具体地，当所述指令为治疗强度调整指令时，控制所述动态红外光脉冲发生器20

控制器202内部存储器记录辐射强度信息，用以调整固定周期内红外光源或静态红外线发

生器的导通时间，并在控制控制器202的显示器件进行显示。

[0071]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连

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以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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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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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视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

中的具体含义。

[0072] 本发明中，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不限于上

述具体实施例的限制，凡是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出的技术变形，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12022689 A

9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10

CN 112022689 A

10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11

CN 112022689 A

11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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