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10464254.9

(22)申请日 2021.04.2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3181551 A

(43)申请公布日 2021.07.30

(73)专利权人 浙江帝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311100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

道东湖北路488-1号38幢201、301-01、

301-02

(72)发明人 王海涛　蒋明达　刘勤花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泓呈祥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33350

代理人 王丰

(51)Int.Cl.

A61N 1/36(2006.01)

A61H 1/00(2006.01)

(56)对比文件

US 2013304176 A1,2013.11.14

CN 207493061 U,2018.06.15

CN 211513138 U,2020.09.18

CN 107261326 A,2017.10.20

CN 107261322 A,2017.10.20

US 2017333694 A1,2017.11.23

CN 108744277 A,2018.11.06

CN 110420381 A,2019.11.08

随时等.神经肌肉电刺激预防下肢深静脉血

栓.《中国矫形外科杂志》.2019,

审查员 耿翠萍

 

(54)发明名称

一种应用神经调控技术预防深静脉血栓的

高能量刺激器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神经调控的刺激器领域，尤其涉

及一种应用神经调控技术预防深静脉血栓的高

能量刺激器，它包括绑带机构、主机机构，其中主

机机构通过定位磁力吸装于绑带机构上；本发明

在对下肢小腿部的肺总神经进行神经调控预防

深静脉血栓的电刺激治疗的同时，通过电驱模块

驱动两个拉绳向主机机构方向往复拉动专用电

极带的方式微牵引小腿部的肺总神经的体表皮

肤和皮下组织，进而对治疗部位的神经进行精准

定位和缓解电刺激形成肺总神的麻痹，提高本发

明对下肢小腿部的肺总神经部位的治疗效率和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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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应用神经调控技术预防深静脉血栓的高能量刺激器，其特征在于：它包括绑带

机构、主机机构，其中主机机构通过定位磁力吸装于绑带机构上；

上述绑带机构包括专用电极带、磁环A，其中专用电极带上安装有可拆卸磁环A；专用电

极带一侧具有与皮肤接触的参考电极、正电极和负电极，专用电极带另一侧具有与参考电

极电连接的触片A、与正电极电连接的触片B和与负电极电连接的触片C；

上述主机机构包括扣盖A、电池、电路板、扣盖B、磁环B、衔接柱、触头、固定套、滑杆A、弹

簧A、拉绳、滑块B、电驱模块，其中扣盖A与扣盖B通过卡扣方式扣合在一起；扣盖A内安装有

相互电连接的电池和自带芯片的电路板；扣盖B中部的圆槽A内安装有与磁环A异极的磁环

B，磁环B内安装有衔接柱；衔接柱上贯通其两端的若干安装槽内分别安装有与电路板上若

干触片D一一相抵的可伸缩触头；三个触头的一端分别与触片A、触片B和触片C配合；扣盖B

内具有对衔接柱和磁环B周向定位的结构；

扣盖B内沿平行于专用电极带长度的方向滑动有被电驱模块驱动的滑块B，滑块B两侧

分别安装有拉绳，安装于两个拉绳末端的挂钩分别与专用电极带上触片A侧且分别靠近专

用电极带两端的两个拉环配合；每根拉绳均穿过一组固定套和一组固连在一起的滑杆A上

的圆孔，每根滑杆A均沿与滑块B运动平行的方向穿插于相邻两个固定套之间，以实现两根

拉绳向扣盖B内的回收和向扣盖B外的放送；每组滑杆A上均安装有对其复位的弹簧A；扣盖B

内具有将处于对拉绳进行极限放送状态的两组滑杆A的位置进行锁定的结构，此结构被电

驱模块驱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神经调控技术预防深静脉血栓的高能量刺激器，其

特征在于：上述专用电极带两侧安装有通过卡扣方式相互扣合的扣盖C和六角定位环A；扣

盖C位于专用电极带上的参考电极侧，定位环A位于专用电极带上的触片A侧，触片A、触片B

和触片C位于定位环A范围内；定位环A与扣盖B外侧中部的六角定位槽配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神经调控技术预防深静脉血栓的高能量刺激器，其

特征在于：上述滑杆A上安装有梯形导块A，梯形导块A滑动于扣盖B内的梯形导槽A内；滑块B

上安装有梯形导块C，梯形导块C滑动于扣盖B内的梯形导槽C内；每个固定套和滑杆A上的圆

孔内均安装有减小拉绳滑动磨损的铜套；拉绳在其每个拐角处均穿过扣盖B内固装的定位

套，定位套内壁上安装有与拉绳配合的铜套；每组滑杆A均通过两个连接杆固连；弹簧A为拉

伸弹簧；弹簧A一端与相应一组滑杆A上的一个连接杆连接，另一端与扣盖B内安装的固定块

A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神经调控技术预防深静脉血栓的高能量刺激器，其

特征在于：上述扣盖B内的圆槽A槽口处安装有定位环B，阶梯状磁环B和阶梯状衔接柱嵌入

安装于定位环B内；定位环B内壁上的定位平面A与磁环B侧壁上的定位平面B和衔接环外侧

壁上的定位平面C配合；扣盖A上安装有开关按钮和变压接头；开关按钮与电路板电连接，电

路板与电驱模块电连接；变压接头与电驱模块和电池电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神经调控技术预防深静脉血栓的高能量刺激器，其

特征在于：上述拉绳穿过扣盖B相应侧的圆槽B；扣盖B内沿与专用电极带平行的方向滑动有

滑块A，滑块A通过与其运动方向平行的螺杆同滑块B固连；嵌套于螺杆上的环套与扣盖B内

的旋转座旋转配合，安装于环套一端的内螺纹套与螺杆旋合，安装于环套另一端的齿轮B与

安装于电驱模块输出轴的齿轮A啮合；电驱模块安装在扣盖B内。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3181551 B

2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应用神经调控技术预防深静脉血栓的高能量刺激器，其

特征在于：上述扣盖B内沿专用电极带宽度方向相向或相背滑动有两个滑杆B，每个滑杆B上

均安装有对其复位的弹簧B；两个滑杆B的斜面A端与滑块A的尖角端配合；每个滑杆B上均安

装有与专用电极带长度方向平行且与相应一侧的一组滑杆A对应的限位杆；限位杆侧面上

沿其长度方向均匀开设有若干限位槽；限位杆上的限位槽与相应一组滑杆A的一个连接杆

上安装的卡齿配合。

7.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一种应用神经调控技术预防深静脉血栓的高能量刺激器，

其特征在于：上述滑块A上安装有梯形导块B，梯形导块B滑动于扣盖B内壁上的梯形导槽B

内；滑杆B上安装有梯形导块D，梯形导块D滑动于扣盖B内壁上的梯形导槽D内；弹簧B一端与

安装在相应滑杆B上的固定块B连接，另一端与安装在扣盖B内的固定块C连接；安装于环套

上的圆环旋转于旋转座内壁上的环槽B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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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应用神经调控技术预防深静脉血栓的高能量刺激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神经调控的刺激器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应用神经调控技术预防深静脉

血栓的高能量刺激器。

背景技术

[0002] 深静脉血栓是指血液非正常地在深静脉内凝结，属于下肢静脉回流障碍性疾病。

肌电刺激器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深静脉血栓的预防保健，通过电刺激方式减缓血液在深静脉

内的凝结。现有大部分的肌电刺激器是通过电极片安装于小腿部的肺总神经处，其体积小，

使用方便。

[0003] 传统的肌电刺激器不具有物理按摩功能，肌电刺激器在治疗过程中给患者带来的

针刺感觉给使用者带来不好的使用体验，如果在现有肌电刺激器上增设物理按摩功能会对

使用者在使用肌电刺激器治疗后针刺感觉得到很好的缓解，可以有效提高设备的使用舒适

性。

[0004] 如果在传统的肌电刺激器上增设按摩功能，常规的方式是在肌电刺激器内安装电

极振子，但因电极振子的功率和体积较小，使得增设的振动按摩功能不是很明显，效果不显

著。如果增设体积和功率较大的振子，会导致设备无法通过磁吸力安装于电极片上，需要使

用额外的绑带才能完成在小腿部的肺总神经处的固定，导致肌电刺激器使用不方便。

[0005] 本发明设计一种应用神经调控技术预防深静脉血栓的高能量刺激器在具有一定

按摩功能的同时保证设备具有较小的体积。

发明内容

[0006]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的上述缺陷，本发明公开一种应用神经调控技术预防深静脉血

栓的高能量刺激器，它是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7]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内”、“外”、“上”、“下”等指示方位或者位

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者位置关系，或者是该发明产品使用时惯常摆放的方位或

者位置关系，仅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设备或元

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或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此

外，术语“第一”、“第二”等仅用于区分描述，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0008] 一种应用神经调控技术预防深静脉血栓的高能量刺激器，它包括绑带机构、主机

机构，其中主机机构通过定位磁力吸装于绑带机构上。

[0009] 上述绑带机构包括专用电极带、磁环A，其中专用电极带上安装有可拆卸磁环A；专

用电极带一侧具有与皮肤接触的参考电极、正电极和负电极，专用电极带另一侧具有与参

考电极电连接的触片A、与正电极电连接的触片B和与负电极电连接的触片C。

[0010] 上述主机机构包括扣盖A、电池、电路板、扣盖B、磁环B、衔接柱、触头、固定套、滑杆

A、弹簧A、拉绳、滑块B、电驱模块，其中扣盖A与扣盖B通过卡扣方式扣合在一起；扣盖A内安

装有相互电连接的电池和自带芯片的电路板；扣盖B中部的圆槽A内安装有与磁环A异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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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环B，磁环B内安装有衔接柱；衔接柱上贯通其两端的若干安装槽内分别安装有与电路板

上若干触片D一一相抵的可伸缩触头；三个触头的一端分别与触片A、触片B和触片C配合；扣

盖B内具有对衔接柱和磁环B周向定位的结构。

[0011] 扣盖B内沿平行于专用电极带长度的方向滑动有被电驱模块驱动的滑块B，滑块B

两侧分别安装有拉绳，安装于两个拉绳末端的挂钩分别与专用电极带上触片A侧且分别靠

近专用电极带两端的两个拉环配合；每根拉绳均穿过一组固定套和一组固连在一起的滑杆

A上的圆孔，每根滑杆A均沿与滑块B运动平行的方向穿插于相邻两个固定套之间，以实现两

根拉绳向扣盖B内的回收和向扣盖B外的放送；每组滑杆A上均安装有对其复位的弹簧A；扣

盖B内具有将处于对拉绳进行极限放送状态的两组滑杆A的位置进行锁定的结构，此结构被

电驱模块驱动。

[0012] 作为本技术的进一步改进，上述专用电极带两侧安装有通过卡扣方式相互扣合的

扣盖C和六角定位环A；扣盖C位于专用电极带上的参考电极侧，定位环A位于专用电极带上

的触片A侧，触片A、触片B和触片C位于定位环A范围内；定位环A与扣盖B外侧中部的六角定

位槽配合。

[0013] 作为本技术的进一步改进，上述滑杆A上安装有梯形导块A，梯形导块A滑动于扣盖

B内的梯形导槽A内。梯形导块A与梯形导槽A的配合对滑杆A在扣盖B内的滑动发挥定位导向

作用。滑块B上安装有梯形导块C，梯形导块C滑动于扣盖B内的梯形导槽C内。梯形导块C与梯

形导槽C的配合对滑块B在扣盖B内的滑动发挥定位导向作用。每个固定套和滑杆A上的圆孔

内均安装有减小拉绳滑动磨损的铜套；拉绳在其每个拐角处均穿过扣盖B内固装的定位套，

定位套内壁上安装有与拉绳配合的铜套；每组滑杆A均通过两个连接杆固连；弹簧A为拉伸

弹簧；弹簧A一端与相应一组滑杆A上的一个连接杆连接，另一端与扣盖B内安装的固定块A

连接。

[0014] 作为本技术的进一步改进，上述扣盖B内的圆槽A槽口处安装有定位环B，阶梯状磁

环B和阶梯状衔接柱嵌入安装于定位环B内。定位环B内壁上的定位平面A与磁环B侧壁上的

定位平面B和衔接环外侧壁上的定位平面C配合，实现定位环B对磁环B和衔接柱的周向定

位。扣盖A上安装有开关按钮和变压接头；开关按钮与电路板电连接，电路板与电驱模块电

连接；变压接头与电驱模块和电池电连接。

[0015] 作为本技术的进一步改进，上述拉绳穿过扣盖B相应侧的圆槽B；扣盖B内沿与专用

电极带平行的方向滑动有滑块A，滑块A通过与其运动方向平行的螺杆同滑块B固连；嵌套于

螺杆上的环套与扣盖B内的旋转座旋转配合，安装于环套一端的内螺纹套与螺杆旋合，安装

于环套另一端的齿轮B与安装于电驱模块输出轴的齿轮A啮合；电驱模块安装在扣盖B内。

[0016] 作为本技术的进一步改进，上述扣盖B内沿专用电极带宽度方向相向或相背滑动

有两个滑杆B，每个滑杆B上均安装有对其复位的弹簧B；两个滑杆B的斜面A端与滑块A的尖

角端配合；每个滑杆B上均安装有与专用电极带长度方向平行且与相应一侧的一组滑杆A对

应的限位杆；限位杆侧面上沿其长度方向均匀开设有若干限位槽；限位杆上的限位槽与相

应一组滑杆A的一个连接杆上安装的卡齿配合。

[0017] 作为本技术的进一步改进，上述滑块A上安装有梯形导块B，梯形导块B滑动于扣盖

B内壁上上的梯形导槽B内。梯形导块B与梯形导槽B的配合对滑块A在扣盖B内的滑动发挥定

位导向作用。滑杆B上安装有梯形导块D，梯形导块D滑动于扣盖B内壁上的梯形导槽D内。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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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导块D与梯形导槽D的配合对滑杆B在扣盖B内的滑动发挥定位导向作用。弹簧B一端与安

装在相应滑杆B上的固定块B连接，另一端与安装在扣盖B内的固定块C连接；安装于环套上

的圆环旋转于旋转座内壁上的环槽B内。

[0018] 相对于传统的肌电刺激器，本发明在对下肢小腿部的肺总神经进行神经调控预防

深静脉血栓的电刺激治疗的同时，通过电驱模块驱动两个拉绳向主机机构方向往复拉动专

用电极带的方式微牵引小腿部的肺总神经的体表皮肤和皮下组织，进而对治疗部位的神经

进行精准定位和缓解电刺激形成肺总神的麻痹，提高本发明对下肢小腿部的肺总神经部位

的治疗效率和效果。本发明结构简单，具有较好的使用效果。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绑带机构与主机机构配合及其剖面示意图。

[0020] 图2是绑带机构两个视角的示意图。

[0021] 图3是专用电极带及其剖面示意图。

[0022] 图4是卡扣及定位环A示意图。

[0023] 图5是主机机构示意图。

[0024] 图6是主机机构两个视角的整体剖面示意图。

[0025] 图7是挂钩、拉绳、固定套、滑杆A、滑块B、螺杆、内螺纹套、齿轮B、齿轮A与电驱模块

配合剖面示意图。

[0026] 图8是拉绳、固定套与滑杆A配合剖面示意图。

[0027] 图9是滑块A、滑块B、螺杆、内螺纹套、环套、旋转座、齿轮B、齿轮A与电驱模块配合

剖面示意图。

[0028] 图10是电路板示意图。

[0029] 图11是扣盖B两个视角的示意图。

[0030] 图12是定位环B示意图。

[0031] 图13是衔接柱及其剖面示意图。

[0032] 图14是磁环B及其剖面示意图。

[0033] 图15是两个滑杆B相互配合、限位杆及滑块A、螺杆与滑块B配合示意图。

[0034] 图16是旋转座剖面示意图。

[0035] 图中标号名称：1、绑带机构；2、专用电极带；4、触片A；5、触片B；6、触片C；7、参考电

极；8、正电极；9、负电极；10、扣盖C；12、环槽A；13、磁环A；14、定位环A；16、拉环；17、主机机

构；18、扣盖A；19、开关按钮；20、变压接头；21、电池；22、电路板；23、触片D；24、扣盖B；25、圆

槽A；26、圆槽B；27、梯形导槽A；28、梯形导槽B；29、梯形导槽C；30、梯形导槽D；31、定位槽；

32、定位环B；33、定位平面A；34、磁环B；35、定位平面B；36、衔接柱；37、定位平面C；38、安装

槽；39、触头；40、固定套；41、铜套；42、滑杆A；43、梯形导块A；44、连接杆；45、卡齿；46、弹簧

A；47、固定块A；48、限位杆；49、限位槽；50、滑杆B；51、斜面A；52、梯形导块D；53、弹簧B；54、

固定块B；55、固定块C；56、拉绳；57、挂钩；58、滑块A；60、梯形导块B；61、螺杆；62、滑块B；63、

梯形导块C；64、内螺纹套；65、环套；66、圆环；67、旋转座；68、环槽B；69、齿轮B；70、齿轮A；

71、电驱模块；72、定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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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6] 附图均为本发明实施的示意图，以便于理解结构运行原理。具体产品结构及比例

尺寸根据使用环境结合常规技术确定即可。

[0037] 如图1所示，它包括绑带机构1、主机机构17，其中主机机构17通过定位磁力吸装于

绑带机构1上。

[0038] 如图1所示，上述绑带机构1包括专用电极带2、磁环A13，其中如图1所示，专用电极

带2上安装有可拆卸磁环A13；如图2、3所示，专用电极带2一侧具有与皮肤接触的参考电极

7、正电极8和负电极9，专用电极带2另一侧具有与参考电极7电连接的触片A4、与正电极8电

连接的触片B5和与负电极9电连接的触片C6。

[0039] 如图5、6、8所示，上述主机机构17包括扣盖A18、电池21、电路板22、扣盖B24、磁环

B34、衔接柱36、触头39、固定套40、滑杆A42、弹簧A46、拉绳56、滑块B62、电驱模块71，其中如

图5、6所示，扣盖A18与扣盖B24通过卡扣方式扣合在一起；扣盖A18内安装有相互电连接的

电池21和自带芯片的电路板22；如图6、11、14所示，扣盖B24中部的圆槽A25内安装有与磁环

A13异极的磁环B34，磁环B34内安装有衔接柱36；如图6、10、13所示，衔接柱36上贯通其两端

的若干安装槽38内分别安装有与电路板22上若干触片D23一一相抵的可伸缩触头39；如图

1、3所示，三个触头39的一端分别与触片A4、触片B5和触片C6配合；如图6、12所示，扣盖B24

内具有对衔接柱36和磁环B34周向定位的结构。

[0040] 如图6、7、9所示，扣盖B24内沿垂直于专用电极带2长度方向滑动有被电驱模块71

驱动的滑块B62，滑块B62两侧分别安装有拉绳56；如图2、6所示，安装于两个拉绳56末端的

挂钩57分别与专用电极带2上触片A4侧且分别靠近专用电极带2两端的两个拉环16配合；如

图6、7所示，每根拉绳56均穿过一组固定套40和一组固连在一起的滑杆A42上的圆孔，每根

滑杆A42均沿与滑块B62运动平行的方向穿插于相邻两个固定套40之间，以实现两根拉绳56

向扣盖B24内的回收和向扣盖B24外的放送；每组滑杆A42上均安装有对其复位的弹簧A46；

扣盖B24内具有将处于对拉绳56进行极限放送状态的两组滑杆A42的位置进行锁定的结构，

此结构被电驱模块71驱动。

[0041] 如图1、2、4所示，上述专用电极带2两侧安装有通过卡扣方式相互扣合的扣盖C10

和六角定位环A14；扣盖C10位于专用电极带2上的参考电极7侧，定位环A14位于专用电极带

2上的触片A4侧，触片A4、触片B5和触片C6位于定位环A14范围内；如图1、11所示，定位环A14

与扣盖B24外侧中部的六角定位槽31配合。

[0042] 如图8、11所示，上述滑杆A42上安装有梯形导块A43，梯形导块A43滑动于扣盖B24

内的梯形导槽A27内。梯形导块A43与梯形导槽A27的配合对滑杆A42在扣盖B24内的滑动发

挥定位导向作用。如图9、11所示，滑块B62上安装有梯形导块C63，梯形导块C63滑动于扣盖

B24内的梯形导槽C29内。梯形导块C63与梯形导槽C29的配合对滑块B62在扣盖B24内的滑动

发挥定位导向作用。如图7、8所示，每个固定套40和滑杆A42上的圆孔内均安装有减小拉绳

56滑动磨损的铜套41；拉绳56在其每个拐角处均穿过扣盖B24内固装的定位套72，定位套72

内壁上安装有与拉绳56配合的铜套41；如图6、7所示，每组滑杆A42均通过两个连接杆44固

连；弹簧A46为拉伸弹簧；弹簧A46一端与相应一组滑杆A42上的一个连接杆44连接，另一端

与扣盖B24内安装的固定块A47连接。

[0043] 如图6、11、34所示，上述扣盖B24内的圆槽A25槽口处安装有定位环B32，阶梯状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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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B34和阶梯状衔接柱36嵌入安装于定位环B32内。如图12、13、14所示，定位环B32内壁上的

定位平面A33与磁环B34侧壁上的定位平面B35和衔接环外侧壁上的定位平面C37配合，实现

定位环B32对磁环B34和衔接柱36的周向定位。如图1、6所示，扣盖A18上安装有开关按钮19

和变压接头20；开关按钮19与电路板22电连接，电路板22与电驱模块71电连接；变压接头20

与电驱模块71和电池21电连接。

[0044] 如图6、7、11所示，上述拉绳56穿过扣盖B24相应端的圆槽B26；如图6、9所示，扣盖

B24内沿与专用电极带2垂直的方向滑动有滑块A58，滑块A58通过与其运动方向平行的螺杆

61同滑块B62固连；嵌套于螺杆61上的环套65与扣盖B24内的旋转座67旋转配合，安装于环

套65一端的内螺纹套64与螺杆61旋合，安装于环套65另一端的齿轮B69与安装于电驱模块

71输出轴的齿轮A70啮合；电驱模块71安装在扣盖B24内。

[0045] 如图6、15所示，上述扣盖B24内沿专用电极带2长度方向相向或相背滑动有两个滑

杆B50，每个滑杆B50上均安装有对其复位的弹簧B53；两个滑杆B50的斜面A51端与滑块A58

的尖角端配合；每个滑杆B50上均安装有与专用电极带2长度方向垂直且与相应一侧的一组

滑杆A42对应的限位杆48；限位杆48侧面上沿其长度方向均匀开设有若干限位槽49；限位杆

48上的限位槽49与相应一组滑杆A42的一个连接杆44上安装的卡齿45配合。

[0046] 如图9、11所示，上述滑块A58上安装有梯形导块B60，梯形导块B60滑动于扣盖B24

内壁上上的梯形导槽B28内。梯形导块B60与梯形导槽B28的配合对滑块A58在扣盖B24内的

滑动发挥定位导向作用。如图6、11、15所示，滑杆B50上安装有梯形导块D52，梯形导块D52滑

动于扣盖B24内壁上的梯形导槽D30内。梯形导块D52与梯形导槽D30的配合对滑杆B50在扣

盖B24内的滑动发挥定位导向作用。弹簧B53一端与安装在相应滑杆B50上的固定块B54连

接，另一端与安装在扣盖B24内的固定块C55连接；如图9、16所示，安装于环套65上的圆环66

旋转于旋转座67内壁上的环槽B68内。

[0047] 本发明中的电驱模块71采用现有技术，其主要由电机、减速器和控制单元组成。

[0048] 变压接头20采用现有技术，变压接头20将外界220V电压转换成与电驱模块71和电

池21匹配的低电压。

[0049] 本发明的工作流程：在初始状态，绑带机构1中的扣盖C10与定位环A14扣合在专用

电极带2两侧，磁环A13安装于扣盖C10上的环槽A12内，主机机构17中的扣盖A18和扣盖B24

相互扣合，五个触头39的一端分别与电路板22上的五个触片D23相抵，两个拉绳56分别收缩

于扣盖A18和扣盖B24内，滑杆A42穿插与相邻两个固定套40之间，拉绳56处于绷直状态。两

个滑杆B50的斜面A51端与滑块A58的两侧面相抵，弹簧A46和弹簧C均处于拉伸状态，挂钩57

与扣盖C10的外侧相抵。每组滑杆A42上的卡齿45与相应限位杆48相错。

[0050] 当需要使用本发明用于小腿部的肺总神经的神经预防深静脉血栓治疗时，先将专

用电极带2的参考电极7、正电极8和负电极9侧通过水凝胶粘贴固定于小腿部的肺总神经处

的体表治疗部位，然后将主机机构17吸装于绑带机构1上，主机机构17上的磁环B34与绑带

机构1上的磁环A13相吸，绑带机构1上的定位环A14插于主机机构17扣盖B24外侧的定位槽

31内，衔接柱36上的三个触头39一端分别与专用电极带2上的触片A4、触片B5和触片C6相抵

接触，从而实现主机机构17向绑带机构1上的安装及绑带机构1与主机机构17的电连接。

[0051] 然后，按动开关按钮19启动主机机构17，使得带芯片的电路板22运行并产生电刺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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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如果治疗者在被电刺激过程中因具有针扎感而不感到舒适时，需要启动本发明中

的物理按摩功能，启动物理按摩功能的流程为：

[0053] 先拉动两个挂钩57将两个拉绳56从扣合的扣盖A18和扣盖B24内拉出，并将两个挂

钩57分别钩挂于专用电极带2上的两个拉环16上。

[0054] 在向外拉动拉绳56的过程中，由于滑块B62在拉绳56拉动下处于极限位置，每个拉

绳56被拉出扣盖B24的过程中带动相应一组滑杆A42同步运动，对每组滑杆A42复位的弹簧

A46被进一步拉伸，每组滑杆A42上的卡齿45向相应限位杆48方向运动。

[0055] 当两个挂钩57分别钩挂于相应侧拉环16上时，每组滑杆A42上的卡齿45分别与相

应限位杆48上的若干限位槽49相对，此时，通过配套的电源线将变压接头20与外界220V电

源连接并启动电驱模块71进行正反往复运行。

[0056] 电驱模块71正向运行时，电驱模块71通过齿轮A70、齿轮B69、环套65和内螺纹套64

带动与内螺纹套64旋合的螺杆61轴向运动，螺杆61带动滑块A58和滑块B62同步向拉动两根

拉绳56的方向运动，两根拉绳56向扣盖B24内收缩并拉动专用电极带2两端附近运动。与此

同时，滑块A58完全脱离两个滑杆B50的斜面A51端并解除对两个滑杆B50的抵压，两个滑杆

B50分别在相应弹簧B53的作用下瞬间相抵，两个滑杆B50分别带动相应限位杆48与相应一

组滑杆A42上的卡齿45相抵。如果限位杆48上的某个限位槽49正好与相应卡齿45相对就会

顺利嵌入限位槽49内，完成限位杆48对相应一组滑杆A42的滑动限制。如果卡齿45没有与相

应限位杆48上的某个限位槽49相对，那么在电驱模块71继续运行过程中，滑块B62通过一系

列传动会带动两组滑杆A42上的卡齿45产生运动，一旦卡齿45与相应限位杆48上的某个限

位槽49相对，在弹簧B53的作用下，卡齿45瞬间插入限位槽49内实现限位杆48对相应一组滑

杆A42的滑动限制。

[0057] 当电驱模块71反向运行时，电驱模块71通过齿轮A70、齿轮B69、环套65和内螺纹套

64带动与内螺纹套64旋合的螺杆61反向轴向运动，螺杆61带动滑块A58和滑块B62同步向放

送两根拉绳56的方向运动，两个拉绳56在专用电极带2和肌肉回弹作用下被拉出扣盖B24，

由此来实现小腿部肺总神经处的体表皮肤和皮下组织的往复抖动，从而实现本发明对电刺

激治疗部位的物理按摩。

[0058] 滑块A58在脱离两个滑杆B50后，电驱模块71带动滑块B62滑动的幅度较小，保证滑

块B62往复运动拉动拉绳56的同时使得限位杆48对相应滑杆A42进行有效的滑动限制。

[0059] 限位杆48与卡齿45的配合对滑杆A42的滑动限制，保证滑块B62在电驱模块71带动

下运行较短距离就可以快速实现对小腿部肺总神经处的体表皮肤和皮下组织的拉动，且在

较短时间内对肌肉具有较大的拉动幅度，使得本发明对肌肉的按摩效果更加显著，效果更

好。

[0060] 当不需要按摩功能时，断开变压接头20与外接电源的连接即可，在断开外界电源

的同时，电驱模块71通过一系列传动带动滑块A58和滑块B62复位，滑块A58的尖角端与两个

滑杆B50的斜面A51端相互作用，使得两个滑杆B50重新复位，两个弹簧B53重新恢复初始状

态。复位的两个滑杆B50分别带动相应限位杆48与相应卡齿45脱离，两组滑杆A42的滑动限

制解除。

[0061] 将两个拉绳56上挂钩57从相应拉环16上摘下后，两组滑杆A42分别在相应弹簧A46

的复位作用下瞬间复位，两组滑杆A42分别带动相应拉绳56进行回收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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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当本发明使用结束时，按下开关按钮19停止本发明的运行，然后，将主机机构17从

绑带机构1上拔下，最后将绑带机构1从小腿部肺总神经处的体表取下即可。

[0063] 当变压接头20与外界电源连通时，外接电源在启动电驱模块71的同时对电池21进

行充电。

[0064]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在对下肢小腿部的肺总神经进行神经调

控预防深静脉血栓的电刺激治疗的同时，通过电驱模块71驱动两个拉绳56向主机机构17方

向往复拉动专用电极带2的方式微牵引小腿部的肺总神经的体表皮肤和皮下组织，进而对

治疗部位的神经进行精准定位和缓解电刺激形成肺总神的麻痹，提高本发明对下肢小腿部

的肺总神经部位的治疗效率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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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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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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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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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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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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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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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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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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