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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穴位动灸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穴位动灸装置，其包

括一外壳，一罩体，设于所述的外壳一端，所述罩

体内设有钢丝网，艾灸筒，艾灸筒座；电机，其输

出轴和一丝杆形成同步旋转的连接关系；固定

板，和丝杆平行设置，且一端和电机固定，本实用

新型能够提高艾灸效果，且方便捆绑于人体多个

部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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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穴位动灸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一外壳，

一罩体，设于所述的外壳一端，所述罩体内设有钢丝网，

艾灸筒，位于外壳内，所述艾灸筒一端向上延伸设固定钩，固定钩的勾头朝向艾灸筒的

轴心方向，艾灸筒的内部设有弹簧，底端的侧壁径向延伸设至少两个卡勾；

艾灸筒座；位于艾灸筒的远离固定钩的一端；

能够正转和反转的电机，其输出轴和一丝杆形成同步旋转的连接关系；

丝杆，其中部螺纹连接一滑动座，所述滑动座和艾灸筒座固定连接；

固定板，和丝杆平行设置，且一端和电机固定；

辅助滑杆，和丝杆平行设置，设于滑动座侧面或插接于滑动座内，所述滑动座能够沿辅

助滑杆上下滑动；

固定夹，一端夹设于电机上，另一端设有固定绳；

绑带，设于外壳或罩体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穴位动灸装置，其特征在于：艾灸筒内的艾条，其顶部在行

程中，至少能触碰钢丝网。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穴位动灸装置，其特征在于：艾灸筒的卡勾数量为两个，这

两个卡勾轴向对称设置。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穴位动灸装置，其特征在于：艾灸筒座内壁设有和卡勾对应

数量的上下延伸的凹槽，筒壁底端在凹槽旁设扇形槽，该扇形槽和凹槽的底部相通为一体。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穴位动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机为具正反转功能的

电机。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穴位动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罩体上设有绑带固定

部。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穴位动灸装置，其特征在于：外壳和罩体之间为可拆卸连

接。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穴位动灸装置，其特征在于：罩体内的钢丝网为半球形形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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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穴位动灸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穴位动灸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艾灸：中医针灸疗法中的灸法。点燃用艾叶制成的艾炷、艾条为主，熏烤人体的穴

位以达到保健治病的一种自然疗法。艾灸产生于中国远古时代，因为它的作用机理和针疗

有相近之处，并且与针疗有相辅相成的治疗作用，通常针、灸并用，故称为针灸。

[0003] 艾灸的好处有：1、调和阴阳。人体阴阳的平衡是疾病发生和发展的根本。运用艾灸

疗法的补泻作用，达到调和阴阳之功效。2、温通经络，驱散寒邪。艾叶性温加之点燃熏灸，使

热力深达肌层，温气行血。艾灸具有温通经络，散寒除湿、调理气血、宣痹止痛之功效。3、行

气活血，消瘀散结。气见热则行，见寒则凝，气温则血行。艾灸为温热刺激，可使气血协调、营

卫和畅、血脉和利而行气活血，消瘀散结。4、温阳补虚，补中益气。5、回阳救逆。6、防病保健，

强身益寿。

[0004] 艾灸疗法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如所取穴位、经络不同，灸法不同，刺激程度不同或

施灸所用材料不同，因而功效也不同，功效发生作用与艾绒及中药燃烧产生艾热量、艾烟颗

粒及艾挥发油量有关，因此，临床应用时应当视具体病情选择不同的穴位、经络和操作方法

以及艾灸工具。

[0005] 现有的艾灸方法，通常人体俯卧，在穴位上放置艾绒灸或用艾条悬空于人体背部

穴位或经络上方温和灸或雀啄灸，由于传统工具有限，在患者忍受热度内，为达到一定穴位

或经络深透艾灸热量，只能在穴位上反复更换小柱艾绒或长时间人力手工变化艾条移动速

度或者移动艾条与人体距离。这对医生的体力和耐心，都是考验,研究一种可持续、反复在

穴位上自动温灸，可以自动磕灰，又可以使自动装置调整运行速度保持恒定温度装置，对于

提高疗效、避免过多人力均很有意义。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穴位动灸装置。

[0007]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一种穴位动灸装置，包括：

[0009] 一外壳，

[0010] 一罩体，设于所述的外壳一端，所述罩体内设有钢丝网，

[0011] 艾灸筒，位于外壳内，所述艾灸筒一端向上延伸设固定钩，固定钩的勾头朝向艾灸

筒的轴心方向，艾灸筒的内部设有弹簧，底端的侧壁径向延伸设至少两个卡勾；

[0012] 艾灸筒座；位于艾灸筒的远离固定钩的一端；

[0013] 能够正转和反转的电机，其输出轴和一丝杆形成同步旋转的连接关系；

[0014] 丝杆，其中部螺纹连接一滑动座，所述滑动座和艾灸筒座固定连接；

[0015] 固定板，和丝杆平行设置，且一端和电机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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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辅助滑杆，和丝杆平行设置，设于滑动座侧面或插接于滑动座内，所述滑动座能够

沿辅助滑杆上下滑动；

[0017] 固定夹，一端夹设于电机上，另一端设有固定绳；

[0018] 绑带，设于外壳或罩体上。

[0019] 优选地，艾灸筒内的艾条，其顶部在其行程中，推送出艾柱灰至少能触碰钢丝网。

[0020] 在一实施例中，艾灸筒的卡勾数量为两个，这两个卡勾轴向对称设置。

[0021] 在一实施例中，艾灸筒座内壁设有和卡勾对应数量的上下延伸的凹槽，筒壁底端

在凹槽旁设扇形槽，该扇形槽和凹槽的底部相通为一体。

[0022]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的电机为具正反转功能的电机。

[0023]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的罩体上设有绑带固定部。

[0024] 在一实施例中，外壳和罩体之间为可拆卸连接。

[0025] 在一实施例中，罩体内的钢丝网为半球形形状。

[0026] 由上述描述可知，本实用新型优点如下：

[0027] 1、提供了一种穴位动灸装置，可以将整个装置绑在人体上使用，这样人可以站、

坐、卧、甚至行走中都可以使用。

[0028] 2、罩体上设钢丝网，可以避免艾灰烫伤人体以及艾条直接接触人体。

[0029] 3、设有电机，带动艾条上下移动，可以避免固定位置局部灸过热患者难于接受，又

可以达到近距离大热量灸渗透穴位及经络，使艾灸渗透效果佳。且可以通过调整电机的正

反转切换时间或是转速，从而调整艾条的最大移动距离，为艾条推送艾灰顶端刚好触碰到

铁丝网，由于艾条顶部的灰能够触碰铁丝网，会自动脱落，这样，能够防止艾条积灰过多，熄

灭；也能防止积灰过多，影响艾灸的温度。

[0030] 4、艾灸筒的卡勾和弹簧的夹持作用，使艾条无论是朝上或是朝下，都可以正常使

用不会脱落，便于人体各部位的使用。

[0031] 5、固定夹使得艾条使用时，电机不会脱离，而需要更换艾条时，松开固定夹即可。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穴位动灸装置的组装结构示意图；

[0033] 图2为本实用新型艾灸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3为艾灸单元和驱动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4为罩体和外壳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6] 1-半球形钢丝网罩

[0037] 2-绑带

[0038] 3-罩体

[0039] 4-外壳

[0040] 5-连接固定绳

[0041] 6-艾灸筒座

[0042] 7-艾灸筒  7-1固定钩

[0043] 8-弹簧

[0044] 9-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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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10-固定夹

[0046] 11-丝杆

[0047] 12-固定板

[0048] 13-滑动座

[0049] 14-辅助滑杆

[0050] 15-电源

具体实施方式

[0051] 本实用新型，参见图1，它包括一外壳4，所述的外壳4为圆筒体形状，其中部直径缩

小，外壳4的上端螺旋套接一罩体3，所述的罩体3为灯罩形状(中空的锥台形状)。罩体3和外

壳4组成一手电筒形状。

[0052] 在罩体3中央设有半球形的钢丝网罩1，其一方面用于收集艾灰，防止艾灰落下(使

用时，是整个装置倒扣)，另一方面防止艾条接触人体。在罩体3的侧面外设有固定钩3-1，其

数量可以为两个，对称设置，也可以为一个或多个。挂钩用于固定绑带2。

[0053] 外壳4的底部由下至上插接艾灸筒7，参见图2，艾灸筒7的一端向上延伸设四个固

定钩7-1，固定钩7-1的勾头朝向艾灸筒的轴心方向，艾灸筒7的内部设有弹簧8，底端的侧壁

径向延伸设两个卡勾7-2。这两个卡勾7-2轴向对称设置。

[0054] 艾灸筒座6为圆筒形状，其底部封闭。内壁轴向对称设有两道上下延伸的凹槽6-1，

筒壁底端在凹槽6-1旁设扇形槽6-2，该扇形槽6-2和凹槽6-1的底部相通为一体。艾灸筒座6

的筒腔底部可以封闭，或是设十字形支架、或设突出部等结构以防止弹簧8脱落。

[0055] 在使用时，先将艾条从底部插入艾灸筒7内，再插入弹簧8，然后将艾灸筒7的两个

卡勾7-2对准艾灸筒座6的两个凹槽6-1插入，至艾灸筒的底部，然后转动，使两个卡勾分别

位于两个扇形槽内6-2，即可使艾灸筒7安装到艾灸筒座6上，且内部的艾条由于固定钩7-1

和弹簧8的上下夹持作用，不会脱落。

[0056] 参见图3，艾灸筒座6的侧面和一滑动座13固定，滑动座13螺旋套接在一根丝杆11

的中部，丝杆11的底端和一电机9的输出轴固定连接，形成同步旋转的连接关系。丝杆11的

侧面还平行设有一固定板12以及两根辅助滑杆14，固定板12以及两根辅助滑杆14的底端分

别通过连接板和电机9固定。滑动座13的两侧面分别设有一凹槽，两根辅助滑杆14分别位于

这两个凹槽内。

[0057] 电机为能够正反转的电机。可以通过调整电机的正反转切换时间或是转速，从而

调整艾条的最大移动距离，为艾条顶端刚好触碰到铁丝网，由于艾条顶部的灰能够触碰铁

丝网，会自动脱落，这样，能够防止艾条积灰过多，熄灭；也能防止积灰过多，影响艾灸的温

度。

[0058] 作为优选，电机的电源15为直流电源。在其它的实施例中，也可以为交流电源。

[0059] 本实用新型还包括固定夹10，所述固定夹10夹于电机9的外部，固定绳5一端固定

在固定夹10上，另一端固定在罩体3上。在其它的实施例中，也可不采用固定架，而是其它方

式将电机9和外壳4之间的位置固定。例如，在外壳4上和固定板12上分别设螺丝孔，装好艾

条之后，用螺丝将外壳4和固定板12锁定。但由于需要更换艾条，采用本实施例的固定夹更

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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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本实用新型的使用如下：

[0061] 如前所述，将艾条装好且点燃之后，将组装好的艾灸筒7、艾灸筒座6和电机9一起

放入外壳4内，再夹上固定夹10。再调节固定绳5的松紧度，使艾灸筒7、艾灸筒座6和电机9不

会从外壳4脱离。

[0062] 之后，整个装置通过绑带2绑在人体上，例如胳膊、大腿、肩部等。其中，罩体3的一

端是倒扣在人体穴位上。开动电机，艾条在外壳4内沿反复运动，通过速度调控可以避免固

定位置局部灸过热患者难于接受，又可以达到近距离大热量灸渗透穴位及经络，使艾灸渗

透效果佳。

[0063] 上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具体实施例，但本实用新型的设计构思并不局限于

此，凡利用此构思对本实用新型进行非实质性的改动，均应属于侵犯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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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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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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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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