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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的属于眼镜技术领域，具体为一

种带有按摩功能的眼镜及其使用方法，包括眼镜

组件，所述眼镜组件包括镜圈，所述镜圈两端活

动连接镜腿，所述镜腿远离所述镜圈的一端套接

套裤，还包括：安装在所述镜腿上的太阳穴按摩

装置；和安装在所述镜腿上的百会穴按摩装置；

所述太阳穴按摩装置包括第一按摩箱，本发明的

有益效果是：有效地对太阳穴进行按摩，缓解眼

睛的酸涩和疲劳，通过设置百会穴按摩装置，有

效地对头部的百会穴进行按摩，从而达到清心健

脑、行气活血的作用，缓解失眠症状，太阳穴按摩

装置和百会穴按摩装置中均设有弹簧，使得第一

按摩球和第二按摩球不会对头部产生较大压力

冲击，使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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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有按摩功能的眼镜，包括眼镜组件(100)，所述眼镜组件(100)包括镜圈

(101)，所述镜圈(101)两端活动连接镜腿(103)，所述镜腿(103)远离所述镜圈(101)的一端

套接套裤(104)，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安装在所述镜腿(103)上的太阳穴按摩装置(200)；和

安装在所述镜腿(103)上的百会穴按摩装置(300)；

所述太阳穴按摩装置(200)包括第一按摩箱(201)，所述第一按摩箱(201)底端开设有

第一缺口(2011)，所述第一按摩箱(201)内壁安装有支撑杆(212)，所述支撑杆(212)外壁套

接支撑座(214)，所述支撑座(214)通过第一销轴(215)活动连接第一电动伸缩杆(213)，所

述第一电动伸缩杆(213)远离所述支撑座(214)的一端通过第一销轴(212)活动连接第一套

接管(206)，所述第一套接管(206)通过第三销轴(209)活动连接斜支撑杆(210)，所述斜支

撑杆(210)远离所述第三销轴(209)的一端通过第四销轴(211)固定连接所述支撑座(214)，

所述第一套接管(206)内腔中设有调节盘(221)，所述调节盘(221)一端抵接第一弹簧

(219)，所述第一弹簧(219)远离所述调节盘(221)的一端固定连接第一活动盘(222)，所述

第一活动盘(222)外壁固定连接滑块(223)，所述第一活动盘(222)一端固定连接第一插接

杆(207)，所述第一插接杆(207)远离所述第一套接管(206)的一端外壁螺纹连接第一按摩

球(204)，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213)外壁上设有第一活动连接件(216)，所述第一活动连接

件(216)活动连接活动块(217)，所述活动块(217)一端连接第二电动伸缩杆(218)，所述第

二电动伸缩杆(218)远离所述活动块(217)的一端活动连接第二活动连接件(224)，所述第

二活动连接件(224)固定安装在所述第一按摩箱(201)的内壁上；

所述百会穴按摩装置(300)包括第二按摩箱(301)，所述第二按摩箱(301)，所述第二按

摩箱(301)上开设有第二缺口(3011)，所述第二按摩箱(301)内部底端安装有小马达(308)，

所述第二按摩箱(301)内壁固定连接支撑横板(319)，所述支撑横板(319)远离所述第二按

摩箱(301)内壁的一端通过轴承连接转轴(320)，所述转轴(320)远离所述支撑横板(319)的

一端通过轴承连接第一驱动块(318)，所述小马达(308)的输出轴外壁通过轴承连接第二驱

动块(321)，所述第二驱动块(321)和第一驱动块(318)的顶端均通过轴承连接竖轴(316)，

所述竖轴(316)顶端通过轴承连接移动盘(317)，所述移动盘(317)底端固定连接驱动杆

(322)，所述驱动杆(322)远离所述移动盘(317)的一端固定连接第二套接管(309)，所述第

二套接管(309)内壁滑动连接第二活动盘(311)，所述第二活动盘(311)一端固定连接第二

弹簧(310)，所述第二活动盘(311)的另一端固定连接第二插接杆(312)，所述第二插接杆

(312)远离所述第二活动盘(311)的一端安装有按摩盘(313)，所述按摩盘(313)底部安装有

按摩棒(314)和第二按摩球(315)，所述第二按摩箱(301)外壁通过螺栓安装有连接板

(302)，所述连接板(302)一端固定连接支撑架(304)，所述支撑架(304)远离所述连接板

(302)的一端插接空心管(307)，所述空心管(307)一端固定连接短杆(30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按摩功能的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套裤(104)上安

装有防松动组件；

所述防松动组件包括固定块(1041)，所述固定块(1041)一端固定连接松紧绳(105)，所

述固定块(1041)固定安装在所述套裤(104)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按摩功能的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座(214)上

开设有第一通孔(2141)，所述第一通孔(2141)内壁套接所述支撑杆(212)，所述第一按摩球

(204)上开设有第四内螺纹孔(2041)，所述第四内螺纹孔(2041)内壁螺纹连接所述第一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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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杆(207)。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按摩功能的眼镜及其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套接管(206)内壁上开设有滑槽(2062)，所述滑槽(2062)内壁滑动连接所述滑块(22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按摩功能的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套接管

(206)上等距离开设有第一内螺纹孔(2061)，所述第一内螺纹孔(2061)与所述第一套接管

(206)的内腔相连通，所述第一内螺纹孔(2061)内壁螺纹连接螺钉(220)，所述调节盘(221)

上开设有第二内螺纹孔(2211)，所述螺钉(220)外壁螺纹连接所述第二内螺纹孔(2211)内

壁。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按摩功能的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按摩球

(204)外侧套设有球套(205)，所述第一按摩球(204)的材质设置为橡胶，所述第一按摩箱

(201)两端一体成型设有安装板(203)，所述安装板(203)上开设有第三内螺纹孔(2031)，所

述安装板(203)通过螺栓安装在所述镜腿(103)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按摩功能的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按摩箱

(201)一端通过铰链安装第一箱门(208)，所述第一按摩箱(201)上安装有第一开关(202)，

所述第二按摩箱(301)一端通过合页连接第二箱门(306)，所述第二箱门(306)上固定安装

第二开关(305)。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按摩功能的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杆(322)一

端穿出所述第二缺口(3011)并延伸到所述第二按摩箱(301)外，所述第一套接管(206)穿出

所述第一缺口(2011)并延伸到所述第一按摩箱(201)外。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按摩功能的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空心管(307)上

等距离开设有第五内螺纹孔(3071)，所述支撑架(304)与空心管(307)通过螺栓固定，所述

短杆(303)上开设有第六内螺纹孔(3031)，所述短杆(303)通过螺栓安装在所述镜腿(103)

上。

10.一种带有按摩功能的眼镜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佩戴上本发明，将松紧绳(105)挂在脖子后，此时球套(205)接触太阳穴的位置，第

二按摩球(315)和按摩棒(314)接触头顶部的百会穴位置，

S2，当眼睛感觉酸涩或者疲劳时，通过第一开关(202)上的按钮，开启第一电动伸缩杆

(213)，第一电动伸缩杆(213)收缩，带动第一套接管(206)旋转，从而带动第一插接杆(207)

旋转，第一插接杆(207)带动第一按摩球(204)和球套(205)来回移动，实现对头部的按摩；

S3，通过第一开关(202)上的按钮，开启第二电动伸缩杆(218)，第二电动伸缩杆(218)

进行收缩，带动第一电动伸缩杆(213)来回移动，从而带动第一按摩球(204)和球套(205)从

另一个方向上进行来回移动，对太阳穴进行按摩；

S4，通过第二开关(305)开启小马达(308)，小马达(308)的输出轴带动第二驱动块

(321)进行旋转，从而带动驱动杆(322)在移动范围内来回移动，从而实现对头部百会穴的

按摩。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3419359 A

3



一种带有按摩功能的眼镜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眼镜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带有按摩功能的眼镜及其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眼镜是由镜片和镜架组合起来的，用来改善视力、保护眼睛或作装饰用途的用品，

眼镜可矫正多种视力问题，包括近视、远视、散光、老花、斜视或者弱视等；眼镜由镜片、镜架

组成；分近视眼镜、远视眼镜、老花镜及散光眼镜、平光眼镜、电脑护目镜、护目镜、泳镜、夜

视镜、电竞游戏护目镜、电竞护目镜、风镜、墨镜、玩具眼镜、太阳眼镜15种；亦有特制眼镜供

观看3D立体影像或虚拟真实影像；眼镜的其他种类包括护目镜、太阳镜、游泳镜等，为眼睛

提供各种保护作用；现代的眼镜，通常在镜片中间设有鼻托，及在左右两臂搁在耳朵上的位

置设有软垫。爱美或不习惯佩戴眼镜的人，可以选择以隐形眼镜矫正视。

[0003] 现有的眼镜的功能虽然越来越丰富，但是不具备按摩功能，长期佩戴眼镜工作或

者学习过程中，达不到按摩效果，不能缓解长时间佩戴眼镜带来的眼睛酸涩感，也不能缓解

疲劳。

发明内容

[0004] 鉴于现有一种带有按摩功能的眼镜及其使用方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本发明。

[0005] 因此，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带有按摩功能的眼镜，通过在镜腿上设置太阳穴

按摩装置和百会穴按摩装置，在佩戴眼镜的时候，可对太阳穴和百会穴进行按摩，缓解长时

间佩戴眼镜学习和工作产生的疲劳和眼睛酸涩，达到很好的按摩效果，解决了现有的眼镜

的功能虽然越来越丰富，但是不具备按摩功能，长期佩戴眼镜工作或者学习过程中，达不到

按摩效果，不能缓解长时间佩戴眼镜带来的眼睛酸涩感，也不能缓解疲劳的问题。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带有按摩功能的眼镜，包括眼镜组件，所述眼镜组件包括镜圈，所述镜圈两端

活动连接镜腿，所述镜腿远离所述镜圈的一端套接套裤，还包括：安装在所述镜腿上的太阳

穴按摩装置；和

[0008] 安装在所述镜腿上的百会穴按摩装置；

[0009] 所述太阳穴按摩装置包括第一按摩箱，所述第一按摩箱底端开设有第一缺口，所

述第一按摩箱内壁安装有支撑杆，所述支撑杆外壁套接支撑座，所述支撑座通过第一销轴

活动连接第一电动伸缩杆，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远离所述支撑座的一端通过第一销轴活动

连接第一套接管，所述第一套接管通过第三销轴活动连接斜支撑杆，所述斜支撑杆远离所

述第三销轴的一端通过第四销轴固定连接所述支撑座，所述第一套接管内腔中设有调节

盘，所述调节盘一端抵接第一弹簧，所述第一弹簧远离所述调节盘的一端固定连接第一活

动盘，所述第一活动盘外壁固定连接滑块，所述第一活动盘一端固定连接第一插接杆，所述

第一插接杆远离所述第一套接管的一端外壁螺纹连接第一按摩球，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外

壁上设有第一活动连接件，所述第一活动连接件活动连接活动块，所述活动块一端连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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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动伸缩杆，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远离所述活动块的一端活动连接第二活动连接件，所

述第二活动连接件固定安装在所述第一按摩箱的内壁上；

[0010] 所述百会穴按摩装置包括第二按摩箱，所述第二按摩箱，所述第二按摩箱上开设

有第二缺口，所述第二按摩箱内部底端安装有小马达，所述第二按摩箱内壁固定连接支撑

横板，所述支撑横板远离所述第二按摩箱内壁的一端通过轴承连接转轴，所述转轴远离所

述支撑横板的一端通过轴承连接第一驱动块，所述小马达的输出轴外壁通过轴承连接第二

驱动块，所述第二驱动块和第一驱动块的顶端均通过轴承连接竖轴，所述竖轴顶端通过轴

承连接移动盘，所述移动盘底端固定连接驱动杆，所述驱动杆远离所述移动盘的一端固定

连接第二套接管，所述第二套接管内壁滑动连接第二活动盘，所述第二活动盘一端固定连

接第二弹簧，所述第二活动盘的另一端固定连接第二插接杆，所述第二插接杆远离所述第

二活动盘的一端安装有按摩盘，所述按摩盘底部安装有按摩棒和第二按摩球，所述第二按

摩箱外壁通过螺栓安装有连接板，所述连接板一端固定连接支撑架，所述支撑架远离所述

连接板的一端插接空心管，所述空心管一端固定连接短杆。

[0011] 作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带有按摩功能的眼镜及其使用方法的一种优选方案，其

中：所述套裤上安装有防松动组件；

[0012] 所述防松动组件包括固定块，所述固定块一端固定连接松紧绳，所述固定块固定

安装在所述套裤上。

[0013] 作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带有按摩功能的眼镜及其使用方法的一种优选方案，其

中：所述支撑座上开设有第一通孔，所述第一通孔内壁套接所述支撑杆，所述第一按摩球上

开设有第四内螺纹孔，所述第四内螺纹孔内壁螺纹连接所述第一插接杆。

[0014] 作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带有按摩功能的眼镜及其使用方法的一种优选方案，其

中：所述第一套接管内壁上开设有滑槽，所述滑槽内壁滑动连接所述滑块。

[0015] 作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带有按摩功能的眼镜及其使用方法的一种优选方案，其

中：所述第一套接管上等距离开设有第一内螺纹孔，所述第一内螺纹孔与所述第一套接管

的内腔相连通，所述第一内螺纹孔内壁螺纹连接螺钉，所述调节盘上开设有第二内螺纹孔，

所述螺钉外壁螺纹连接所述第二内螺纹孔内壁。

[0016] 作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带有按摩功能的眼镜及其使用方法的一种优选方案，其

中：所述第一按摩球外侧套设有球套，所述第一按摩球的材质设置为橡胶，所述第一按摩箱

两端一体成型设有安装板，所述安装板上开设有第三内螺纹孔，所述安装板通过螺栓安装

在所述镜腿上。

[0017] 作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带有按摩功能的眼镜及其使用方法的一种优选方案，其

中：所述第一按摩箱一端通过铰链安装第一箱门，所述第一按摩箱上安装有第一开关，所述

第二按摩箱一端通过合页连接第二箱门，所述第二箱门上固定安装第二开关。

[0018] 作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带有按摩功能的眼镜及其使用方法的一种优选方案，其

中：所述驱动杆一端穿出所述第二缺口并延伸到所述第二按摩箱外，所述第一套接管穿出

所述第一缺口并延伸到所述第一按摩箱外。

[0019] 作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带有按摩功能的眼镜及其使用方法的一种优选方案，其

中：所述空心管上等距离开设有第五内螺纹孔，所述支撑架与空心管通过螺栓固定，所述短

杆上开设有第六内螺纹孔，所述短杆通过螺栓安装在所述镜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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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一种带有按摩功能的眼镜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1] S1，佩戴上本发明，将松紧绳挂在脖子后，此时球套接触太阳穴的位置，第二按摩

球和按摩棒接触头顶部的百会穴位置，

[0022] S2，当眼睛感觉酸涩或者疲劳时，通过第一开关上的按钮，开启第一电动伸缩杆，

第一电动伸缩杆收缩，带动第一套接管旋转，从而带动第一插接杆旋转，第一插接杆带动第

一按摩球和球套来回移动，实现对头部的按摩；

[0023] S3，通过第一开关上的按钮，开启第二电动伸缩杆，第二电动伸缩杆进行收缩，带

动第一电动伸缩杆来回移动，从而带动第一按摩球和球套从另一个方向上进行来回移动，

对太阳穴进行按摩；

[0024] S4，通过第二开关开启小马达，小马达的输出轴带动第二驱动块进行旋转，从而带

动驱动杆在移动范围内来回移动，从而实现对头部百会穴的按摩。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

[0026] 1、通过设置太阳穴按摩装置，第一电动伸缩杆和第二电动伸缩杆可实现第一按摩

球和球套的两种不同方向的运动，从而有效地对太阳穴进行按摩，缓解眼睛的酸涩和疲劳；

[0027] 2、通过设置百会穴按摩装置，有效地对头部的百会穴进行按摩，从而达到清心健

脑、行气活血的作用，缓解失眠症状；

[0028] 3、太阳穴按摩装置和百会穴按摩装置中均设有弹簧，使得第一按摩球和第二按摩

球不会对头部产生较大压力冲击，使用安全。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为本发明提供的图1中A处放大图；

[0031] 图3为本发明提供的太阳穴按摩装置的剖视图；

[0032] 图4为本发明提供的第一按摩箱的剖视图；

[0033] 图5为本发明提供的接管的剖视图；

[0034] 图6为本发明提供的调节盘与第一套接管的连接示意图；

[0035] 图7为本发明提供的百会穴按摩装置的示意图；

[0036] 图8为本发明提供的图7的局部放大图。

[0037] 图中：眼镜组件100、镜圈101、镜腿103、套裤104、松紧绳105、固定块1041、太阳穴

按摩装置200、第一按摩箱201、第一缺口2011、第一开关202、安装板203、第一按摩球204、第

四内螺纹孔2041、球套205、第一套接管206、第一内螺纹孔2061、滑槽2062、第一插接杆207、

第一箱门208、第三销轴209、斜支撑杆210、第四销轴211、支撑杆212、第一电动伸缩杆213、

支撑座214、第一通孔2141、第一销轴215、第一活动连接件216、活动块217、第二电动伸缩杆

218、第一弹簧219、螺钉220、调节盘221、第二内螺纹孔2211、第一活动盘222、滑块223、第二

活动连接件224、百会穴按摩装置300、第二按摩箱301、第二缺口3011、连接板302、短杆303、

第六内螺纹孔3031、支撑架304、第二开关305、第二箱门306、空心管307、第五内螺纹孔

3071、小马达308、第二套接管309、第二弹簧310、第二活动盘311、第二插接杆312、按摩盘

313、按摩棒314、第二按摩球315、竖轴316、移动盘317、第一驱动块318、支撑横板319、转轴

320、第二驱动块321、驱动杆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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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

方式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39] 本发明提供一种带有按摩功能的眼镜，请参阅图1‑8，包括眼镜组件100，所述眼镜

组件100包括镜圈101，所述镜圈101两端活动连接镜腿103，所述镜腿103远离所述镜圈101

的一端套接套裤104，还包括：安装在所述镜腿103上的太阳穴按摩装置200；和

[0040] 安装在所述镜腿103上的百会穴按摩装置300；

[0041] 所述太阳穴按摩装置200包括第一按摩箱201，所述第一按摩箱201底端开设有第

一缺口2011，所述第一按摩箱201内壁安装有支撑杆212，所述支撑杆212外壁套接支撑座

214，所述支撑座214通过第一销轴215活动连接第一电动伸缩杆213，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

213远离所述支撑座214的一端通过第一销轴212活动连接第一套接管206，所述第一套接管

206通过第三销轴209活动连接斜支撑杆210，所述斜支撑杆210远离所述第三销轴209的一

端通过第四销轴211固定连接所述支撑座214，所述第一套接管206内腔中设有调节盘221，

所述调节盘221一端抵接第一弹簧219，所述第一弹簧219远离所述调节盘221的一端固定连

接第一活动盘222，所述第一活动盘222外壁固定连接滑块223，所述第一活动盘222一端固

定连接第一插接杆207，所述第一插接杆207远离所述第一套接管206的一端外壁螺纹连接

第一按摩球204，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213外壁上设有第一活动连接件216，所述第一活动连

接件216活动连接活动块217，所述活动块217一端连接第二电动伸缩杆218，所述第二电动

伸缩杆218远离所述活动块217的一端活动连接第二活动连接件224，所述第二活动连接件

224固定安装在所述第一按摩箱201的内壁上；

[0042] 所述百会穴按摩装置300包括第二按摩箱301，所述第二按摩箱301，所述第二按摩

箱301上开设有第二缺口3011，所述第二按摩箱301内部底端安装有小马达308，所述第二按

摩箱301内壁固定连接支撑横板319，所述支撑横板319远离所述第二按摩箱301内壁的一端

通过轴承连接转轴320，所述转轴320远离所述支撑横板319的一端通过轴承连接第一驱动

块318，所述小马达308的输出轴外壁通过轴承连接第二驱动块321，所述第二驱动块321和

第一驱动块318的顶端均通过轴承连接竖轴316，所述竖轴316顶端通过轴承连接移动盘

317，所述移动盘317底端固定连接驱动杆322，所述驱动杆322远离所述移动盘317的一端固

定连接第二套接管309，所述第二套接管309内壁滑动连接第二活动盘311，所述第二活动盘

311一端固定连接第二弹簧310，所述第二活动盘311的另一端固定连接第二插接杆312，所

述第二插接杆312远离所述第二活动盘311的一端安装有按摩盘313，所述按摩盘313底部安

装有按摩棒314和第二按摩球315，所述第二按摩箱301外壁通过螺栓安装有连接板302，所

述连接板302一端固定连接支撑架304，所述支撑架304远离所述连接板302的一端插接空心

管307，所述空心管307一端固定连接短杆303；

[0043] 进一步的，所述套裤104上安装有防松动组件；

[0044] 所述防松动组件包括固定块1041，所述固定块1041一端固定连接松紧绳105，所述

固定块1041固定安装在所述套裤104上。

[0045] 进一步的，所述支撑座214上开设有第一通孔2141，所述第一通孔2141内壁套接所

述支撑杆212，所述第一按摩球204上开设有第四内螺纹孔2041，所述第四内螺纹孔2041内

壁螺纹连接所述第一插接杆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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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套接管206内壁上开设有滑槽2062，所述滑槽2062内壁滑动连

接所述滑块223。

[0047]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套接管206上等距离开设有第一内螺纹孔2061，所述第一内螺

纹孔2061与所述第一套接管206的内腔相连通，所述第一内螺纹孔2061内壁螺纹连接螺钉

220，所述调节盘221上开设有第二内螺纹孔2211，所述螺钉220外壁螺纹连接所述第二内螺

纹孔2211内壁。

[0048]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按摩球204外侧套设有球套205，所述第一按摩球204的材质设

置为橡胶，所述第一按摩箱201两端一体成型设有安装板203，所述安装板203上开设有第三

内螺纹孔2031，所述安装板203通过螺栓安装在所述镜腿103上。

[0049]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按摩箱201一端通过铰链安装第一箱门208，所述第一按摩箱

201上安装有第一开关202，所述第二按摩箱301一端通过合页连接第二箱门306，所述第二

箱门306上固定安装第二开关305。

[0050] 进一步的，所述驱动杆322一端穿出所述第二缺口3011并延伸到所述第二按摩箱

301外，所述第一套接管206穿出所述第一缺口2011并延伸到所述第一按摩箱201外。

[0051] 进一步的，所述空心管307上等距离开设有第五内螺纹孔3071，所述支撑架304与

空心管307通过螺栓固定，所述短杆303上开设有第六内螺纹孔3031，所述短杆303通过螺栓

安装在所述镜腿103上。

[0052] 一种带有按摩功能的眼镜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3] S1，佩戴上本发明，将松紧绳105挂在脖子后，此时球套205接触太阳穴的位置，第

二按摩球315和按摩棒314接触头顶部的百会穴位置，

[0054] S2，当眼睛感觉酸涩或者疲劳时，通过第一开关202上的按钮，开启第一电动伸缩

杆213，第一电动伸缩杆213收缩，带动第一套接管206旋转，从而带动第一插接杆207旋转，

第一插接杆207带动第一按摩球204和球套205来回移动，实现对头部的按摩；

[0055] S3，通过第一开关202上的按钮，开启第二电动伸缩杆218，第二电动伸缩杆218进

行收缩，带动第一电动伸缩杆213来回移动，从而带动第一按摩球204和球套205从另一个方

向上进行来回移动，对太阳穴进行按摩；

[0056] S4，通过第二开关305开启小马达308，小马达308的输出轴带动第二驱动块321进

行旋转，从而带动驱动杆322在移动范围内来回移动，从而实现对头部百会穴的按摩。

[0057] 虽然在上文中已经参考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了描述，然而在不脱离本发明的范

围的情况下，可以对其进行各种改进并且可以用等效物替换其中的部件。尤其是，只要不存

在结构冲突，本发明所披露的实施方式中的各项特征均可通过任意方式相互结合起来使

用，在本说明书中未对这些组合的情况进行穷举性的描述仅仅是出于省略篇幅和节约资源

的考虑。因此，本发明并不局限于文中公开的特定实施方式，而是包括落入权利要求的范围

内的所有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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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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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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