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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风湿免疫科医疗器械领域装置，

特别涉及一种可以达到精准控制红外线的照射

区域的用于风湿免疫科的红外治疗设备。本发明

包括基板，基板顶部一侧通过一轴连接座板一

端，所述基板内顶部一侧通过安装槽安装高低调

节件，所述高低调节件顶部通过轴连接座板另一

端，所述座板一侧通过可调节轴连接背板，所述

座板底部设有红外组件，所述基板一侧还设置发

电组件，所述的红外组件包括控制器和若干个阵

列布置在控制器的红外发射器，每个红外发射器

外部包裹式设置一个弯曲透镜，弯曲透镜为玻璃

透镜并可以绕红外发射器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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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风湿免疫科的红外治疗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基板，基板顶部右侧通过一

轴连接座板右端，所述基板内顶部左侧通过安装槽安装高低调节件，所述高低调节件顶部

通过轴连接座板左端，所述座板左侧通过可调节轴连接背板，所述座板顶部设有红外组件，

所述基板右侧还设置发电组件，所述的红外组件包括控制器和若干个阵列布置在控制器上

侧的红外发射器，每个红外发射器外部包裹式设置一个弯曲透镜，弯曲透镜为玻璃透镜并

可以绕红外发射器旋转，所述的红外组件包括串联的动态红外发射器与静态红外发射器，

动态红外发射器接收系统电压，所述的红外组件还包括执行模块、控制模块及开关，开关分

别并联连接动态红外发射器，控制模块与动态红外发射器及静态红外发射器串接在系统电

压与接地电压之间，并提供控制信号至执行模块，执行模块连接开关，执行模块依据控制信

号选择多个开关的之一，分别控制开关的导通与否，所述背板的顶部右侧安装第一按摩单

元，所述背板的底部右侧设有第三按摩单元，所述第一按摩单元与第三按摩单元之间设置

第二按摩单元，所述第二按摩单元内设有旋转头，所述背板另左侧通过螺丝安装马达，所述

马达的输出端连接旋转头，所述的第一按摩单元与第三按摩单元均为固定的凸起结构，所

述的发电组件包括转轴、用于固定转轴的轴承组，所述的转轴两端均通过一个直角杆连接

一个脚踏板，所述的转轴左端和发电机的转子连接并用于驱动发电机，固定转轴上还套有

惯性转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风湿免疫科的红外治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座板的

前侧或后侧固定设置把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风湿免疫科的红外治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发电组

件还包括用于连接发电组件的轴承组到基板的伸缩杆以及用于调整固定伸缩杆伸缩长度

的螺钉，所述的伸缩杆上设置螺纹孔并插入螺钉固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风湿免疫科的红外治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弯曲透

镜的不同位置采用不同结构的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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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风湿免疫科的红外治疗设备

[0001] 本专利申请为分案申请，母案申请号为2019106730886，母案申请日为2019年07月

24日。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属于风湿免疫科医疗器械领域装置，特别涉及一种可以达到精准控制红外

线的照射区域的用于风湿免疫科的红外治疗设备。

背景技术

[0003] 在医院治疗中有三分治疗，七分护理的说法，护理是医院在整个治疗康复过程中

一项至关重要的措施。而红外线治疗仪又是护理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该红外线可

以透过衣服作用于治疗部位。可穿过皮肤，直接使肌肉、皮下组织等产生热效应。加速血液

物质循环，增加新陈代谢、减少疼痛、增加肌肉松弛、产生按摩效果等。红外线主要是由于其

能从不同水平调动人体本身的抗病能力而治疗疾病。不同病人对红外理疗的需求不同，甚

至同一个病人的不同皮肤区域对红外的照射需要也是不一样的，比如癌变细胞照射红外线

反而有副作用；现有技术中，用于风湿免疫科的红外治疗设备不能达到精准控制红外线的

照射区域的效果，无法满足医患需求。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的技术存在的不足,  本发明提供一种可以达到精准控制红外线的

照射区域的用于风湿免疫科的红外治疗设备。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包括基板，基板顶部一侧通过一轴

连接座板一端，所述基板内顶部一侧通过安装槽安装高低调节件，所述高低调节件顶部通

过轴连接座板另一端，所述座板一侧通过可调节轴连接背板，所述座板顶部设有红外组件，

所述基板一侧还设置发电组件，所述的红外组件包括控制器和若干个阵列布置在控制器的

红外发射器，每个红外发射器外部包裹式设置一个弯曲透镜，弯曲透镜为玻璃透镜并可以

绕红外发射器旋转。

[0006] 进一步，所述背板顶部一侧安装第一按摩单元，所述背板底部一侧设有第三按摩

单元，所述第一按摩单元与第三按摩单元之间设置第二按摩单元，所述第二按摩单元内设

有旋转头，所述背板另一侧通过螺丝安装马达，所述马达的输出端连接旋转头，所述的第一

按摩单元与第三按摩单元均为固定的凸起结构。

[0007] 进一步，所述的座板的一侧固定设置把手。

[0008] 进一步，所述的发电组件包括转轴、用于固定转轴的轴承组，所述的转轴两端均通

过一个直角杆连接一个脚踏板，所述的转轴一端和发电机的转子连接并用于驱动发电机，

固定转轴上还套有惯性转盘。

[0009] 进一步，所述的发电组件还包括用于连接发电组件的轴承组到基板的伸缩杆以及

用于调整固定伸缩杆伸缩长度的螺钉，所述的伸缩杆上设置螺纹孔并插入螺钉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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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所述的弯曲透镜的不同位置采用不同结构的玻璃。

[0011] 进一步，所述的红外组件包括串联的动态红外发射器与静态红外发射器，动态红

外发射器接收系统电压，所述的红外组件还包括执行模块、控制模块及开关，开关分别并联

连接动态红外发射器，控制模块与动态红外发射器及静态红外发射器串接在系统电压与接

地电压之间，并提供控制信号至执行模块，执行模块连接开关，执行模块依据控制信号选择

多个开关的之一，分别控制开关的导通与否。

[0012] 进一步,所述的每个开关分别串联两个电阻。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4] 通过在每个红外发射器外部包裹式设置一个弯曲透镜，并在实施中可以通过旋转

弯曲透镜改变红外发射器所发射的红外线的方向，进而可以达到精准控制红外线的照射区

域，并且该控制具有无限的灵活性，在红外发射器以及弯曲透镜的单位密度越大时，控制区

域的灵活度和精度也越高，可以构造任意的红外照射区域和非照射区域，从而可以根据理

疗的需要调整红外照射的区域；红外理疗的同时可以通过三个按摩单元的按摩疏通血管，

增加理疗的效果；

[0015] 通过设置的直角杆和脚踏板可以便于使用者脚踏带动转轴转动并带动发电机发

电，也可以在理疗中疏通血管，增加理疗的效果；实施中的弯曲透镜的不同位置采用不同结

构的玻璃，如采用密度逐渐变化的玻璃透镜或在弯曲透镜的不同位置挖出空气芯，可以灵

活调整弯曲透镜对红外光的部分折射率和整体折射率，执行模块可通过控制开关的导通与

否，调整动态红外发射器的串接个数，以调整流经控制模块的电流，从而在电控上增加红外

照射控制的精准性；

[0016] 执行模块还可通过控制开关的导通与否，调整不同动态红外发射器的电压分布，

从而可以控制不同红外照射区域的照射强度分布，并且这种控制是可以根据调整电阻的电

阻值实现不同梯度的控制，从而在电控上增加红外照射控制的精准性和灵活性。

附图说明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发电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红外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红外组件的红外发射器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红外组件的电路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所示，用于风湿免疫科的红外治疗设备的一个实施例，包括基板12，基板12

顶部一侧通过一轴连接座板7一端，所述基板12内顶部一侧通过安装槽安装高低调节件11，

所述高低调节件11顶部通过轴连接座板7另一端，所述座板7一侧通过可调节轴连接背板6，

所述座板7顶部设有红外组件5，所述基板12一侧还设置发电组件9，如图3或4所示，所述的

红外组件5包括控制器53和若干个阵列布置在控制器53的红外发射器52，每个红外发射器

52外部包裹式设置一个弯曲透镜51，弯曲透镜51为玻璃透镜并可以绕红外发射器52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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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每个红外发射器52外部包裹式设置一个弯曲透镜51，并在实施中可以通过旋转弯曲

透镜51改变红外发射器52所发射的红外线的方向，进而可以达到精准控制红外线的照射区

域，并且该控制具有无限的灵活性，在红外发射器52以及弯曲透镜51的单位密度越大时，控

制区域的灵活度和精度也越高，即可以构造任意的红外照射区域和非照射区域，从而可以

根据理疗的需要调整红外照射的区域。

[0024] 实施中，再如图1，所述背板6顶部一侧安装第一按摩单元1，所述背板6底部一侧设

有第三按摩单元10，所述第一按摩单元1与第三按摩单元10之间设置第二按摩单元3，所述

第二按摩单元3内设有旋转头2，所述背板6另一侧通过螺丝安装马达8，所述马达8的输出端

连接旋转头2，所述的第一按摩单元1与第三按摩单元10均为固定的凸起结构,在红外理疗

的同时可以通过三个按摩单元的按摩疏通血管，增加理疗的效果，同时也可以使使用者心

情放松，身心愉悦并优化理疗的效果。

[0025] 实施中，如图1，所述的座板7的一侧固定设置把手4,在按摩的时候，使用者通过握

紧把手4可以通过手臂支撑力传导到身体，方便使用者固定身体位置或移动身体的位置，从

而方便使用者调整按摩的位置。

[0026] 实施中，如图2，所述的发电组件9包括转轴9a、用于固定转轴9a的轴承组9c，所述

的转轴9a两端均通过一个直角杆9b连接一个脚踏板，所述的转轴9a一端和发电机9d的转子

连接并用于驱动发电机9d，固定转轴9a上还套有惯性转盘9e,通过设置的直角杆9b和脚踏

板可以便于使用者脚踏带动转轴9a转动并带动发电机9d发电，其中的惯性转盘9e设置为密

度较大的材料可以增加转动效果和发电效果，并通过脚踏发电的方式既可以节约能源也可

以在理疗中疏通血管，增加理疗的效果。

[0027] 实施中，如图2，所述的发电组件9还包括用于连接发电组件9的轴承组到基板的伸

缩杆91以及用于调整固定伸缩杆91伸缩长度的螺钉92，所述的伸缩杆91上设置螺纹孔并插

入螺钉92固定，实施中的伸缩杆91采用常见的伸缩杆，通过螺钉92调节或固定，使得不同身

高的使用者都可以通过自己实际情况调整发电组件9到座板7之间的距离，方便使用。

[0028] 实施中，如图3，所述的弯曲透镜51的不同位置采用不同结构的玻璃,实施中的弯

曲透镜51的不同位置采用不同结构的玻璃，如采用密度逐渐变化的玻璃透镜或在弯曲透镜

51的不同位置挖出空气芯，通过上述的方式均可以灵活调整弯曲透镜51对红外光的部分折

射率和整体折射率，如图4所示的虚线为红外光的折射路径。

[0029] 在至少一个实施例，如图5，所述的红外组件5包括串联的动态红外发射器T1～Tn

与静态红外发射器TN1～TNx，动态红外发射器T1接收系统电压VCC，所述的红外组件5还包

括执行模块、控制模块及开关O1～On，开关O1～On分别并联连接动态红外发射器T1～Tn，控

制模块与动态红外发射器T1～Tn及静态红外发射器TN1～TNx串接在系统电压VCC与接地电

压之间，并提供控制信号至执行模块，执行模块连接开关O1～On，执行模块依据控制信号选

择多个开关O1～On的之一，分别控制开关O1～On的导通与否，实施中所述的动态红外发射

器T1～Tn或静态红外发射器TN1～TNx均为发光二极管，所述的执行模块采用一种适应的译

码器，所述的控制模块采用烧录后的单片机，其中，当开关O1～On导通时，相互串接的动态

红外发射器T1～Tn会被短路而无法发光，换言之，当开关O1导通时，动态红外发射器T1会被

短路而无法发光；当开关O1不导通时，电流会流经动态红外发射器T1，进而致使动态红外发

射器T1得以发光。当开关O2导通时，动态红外发射器T2会被短路而无法发光；当开关O2不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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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时，电流会流经动态红外发射器T2，进而致使动态红外发射器T2得以发光。并且，依据上

述，动态红外发射器T3～Tn可分别依据开关O3～On的导通与否而呈现不发光或是发光。因

此，执行模块可通过控制开关O1～On的导通与否，调整动态红外发射器T1～Tn的串接个数，

以调整流经控制模块的电流，从而在电控上增加红外照射控制的精准性。

[0030] 所述的每个开关分别串联两个电阻,O1分别串联电阻  R1和R2，O2分别串联电阻 

R2和R3，On分别串联电阻  Rn和Rn+1，设计中，电阻  Rn的电阻值大于动态红外发射器Tn内

阻，当开关O1～On导通时与其并联的动态红外发射器T1～Tn会因为两个电阻而提高分压，

其他的动态红外发射器则相应减少分压，因此，执行模块可通过控制开关O1～On的导通与

否，调整不同动态红外发射器T1～Tn的电压分布，  从而可以控制不同红外照射区域的照射

强度分布，并且这种控制是可以根据调整电阻  Rn的电阻值实现不同梯度的控制，从而在电

控上更加增加红外照射控制的精准性和灵活性。

[0031] 由技术常识可知，本发明可以通过其它的不脱离其精神实质或必要特征的实施方

案来实现。上述公开的实施方案，就各方面而言，都只是举例说明，并不是仅有的。所有在本

发明范围内或在等同于本发明的范围内的改变均被本发明包含。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2370664 B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7

CN 112370664 B

7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8

CN 112370664 B

8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9

CN 112370664 B

9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0

CN 112370664 B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