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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电热磁综合治疗仪

的关节炎治疗装置及其护理方法，属于医疗器械

技术领域，包括控制模块和固定模块，所述控制

电路板的左侧与电磁发生器的右侧固定连接，所

述控制电路板的右侧与红外发生器的左侧固定

连接，所述绝缘布带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电极片，

所述防水化纤春亚纺的内部设置有微型振子。本

发明通过采用魔术扣和魔术贴结合，在使用前将

魔术扣和魔术贴进行粘贴，方便将装置固定在人

体肘关节或者膝关节处，方便携带，该装置可以

将绝缘布带和防水化纤春亚纺向下折叠，方便收

纳。装置自带USB连接端口，可以对手机进行充

电，也可以在出行携带途中更加方便，增加了微

型振子，通过振子降低肌肉紧张度，起到放松身

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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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电热磁综合治疗仪的关节炎治疗装置，包括控制模块(1)和固定模块(2)，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模块(1)的底部与固定模块(2)的顶部固定连接，所述控制模块(1)包

括了治疗仪壳体(11)、控制显示屏(12)、内部空腔(14)和连接板(113)，所述治疗仪壳体

(11)的顶部与控制显示屏(12)的外壁固定连接，所述治疗仪壳体(11)的正面固定连接有控

制开关(13)，所述治疗仪壳体(11)的内部开设有内部空腔(14)，所述内部空腔(14)的内部

设置有电磁发生器(16)、CPU处理器(15)、电源件(19)、变压器(111)、红外发生器(17)和控

制电路板(18)，所述固定模块(2)包括了防水化纤春亚纺(21)、绝缘布带(22)、电极片(26)

和微型振子(2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电热磁综合治疗仪的关节炎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源件(19)的顶部与CPU处理器(15)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CPU处理器(15)的顶部与控

制显示屏(12)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电源件(19)的底部与控制电路板(18)的顶部固定连

接，所述控制电路板(18)的左侧与电磁发生器(16)的右侧固定连接，所述控制电路板(18)

的右侧与红外发生器(17)的左侧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电热磁综合治疗仪的关节炎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源件(19)的前端与变压器(111)的后端固定连接，所述治疗仪壳体(11)的前端开设

有USB连接端口(112)，所述变压器(111)的前端固定连接有连接线(115)，所述变压器(111)

通过设置在其前端的连接线(115)与USB连接端口(112)固定连接，所述控制电路板(18)的

底部固定连接有连接导线(114)，所述治疗仪壳体(11)的底部与连接板(113)的顶部固定连

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电热磁综合治疗仪的关节炎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防水化纤春亚纺(21)的顶部与连接板(113)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防水化纤春亚纺

(21)的底部与绝缘布带(22)的顶部固定连接，所述绝缘布带(22)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电极片

(26)，所述电极片(26)的顶端与连接导线(114)的底端固定连接，所述控制电路板(18)通过

设置在其底部的连接导线(114)与电极片(26)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电热磁综合治疗仪的关节炎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防水化纤春亚纺(21)的内部设置有微型振子(25)，所述控制电路板(18)通过设置在其

底部的连接导线(114)与微型振子(25)固定连接，所述微型振子(25)的顶部与连接导线

(114)的底端固定连接，所述微型振子(25)包括了马达轴(27)、偏心轮(28)和振动片(29)，

所述马达轴(27)的底部与偏心轮(28)的顶部活动连接，所述偏心轮(28)的底部与振动片

(29)的顶部活动连接，所述绝缘布带(22)的左端底部固定连接有魔术扣(23)，所述防水化

纤春亚纺(21)的右端顶部固定连接有魔术贴(24)。

6.一种基于电热磁综合治疗仪的关节炎治疗护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在本发明需要使用时，将该装置平放在胳膊关节或者腿部膝关节处，控制模块(1)

正面朝上，固定模块(2)中的绝缘布带(22)贴近身体一侧，绝缘布带(22)保证了装置不会对

身体造成电性伤害，将绝缘布带(22)底部的魔术扣(23)和防水化纤春亚纺(21)顶部的魔术

贴(24)进行粘贴，将装置固定在关节处。

S2、当使用该装置时，通过控制开关(13)开启装置电源，看到控制显示屏(12)上有数字

显示，通过控制显示屏(12)上将装置的按键调节治疗时间和治疗温度，将温度和时间调节

好后，通过控制显示屏(12)让装置正式开始工作，到达时间后，装置自动停止治疗，同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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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自带USB连接端口(112)，可以对手机进行充电，装置不同于大型的治疗仪装置，该小型的

装置方便人们携带。

S3、当治疗完毕后，通过控制开关(13)关闭电源，再通过将魔术扣(23)和魔术贴(24)将

固定模块(2)解开，将装置放置在桌面上，可以将装置的绝缘布带(22)和防水化纤春亚纺

(21)向下折叠方便收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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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电热磁综合治疗仪的关节炎治疗装置及其护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电热磁综合治疗仪的关节炎治疗装置及其护理方法，涉及医

疗器械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基于电热磁综合治疗仪的关节炎治疗装置及其护理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电热磁综合治疗仪采用微电脑、数字信号合成等现代电子技术设计而成,具有药

物离子透入、电疗、热疗、磁疗功能；通过电场对药物离子产生定向的推动力，磁场作用于人

体深层受损组织，改善细胞膜通透性使其水肿消失，促进炎症产物排除，有助于消炎，改善

血液循环，加速组织愈合，降低肌肉紧张度，起到止痛的作用，同时可以激活肠胃功能，配合

仿生按及热磁疗的作用，能更加有效的加速药物透入，使其深入皮肤组织达到治疗部位，起

到缓解和消除病症的效果，并且能够有效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和组织营养状况，镇痛作用非

常明显。针对现有技术存在以下问题：

[0003] 1、现有技术中，如中国专利公众号为：CN107802964A的智能关节炎治疗仪，包括装

置本体和电源接口，由于该装置本体结构材质为硬性材质，适用人体关节处会引起不舒适

感，并且装置无法折叠，不易携带，只适合家用，目前的大部分电热磁综合治疗仪的关节炎

治疗装置存在不易携带的问题，一般的关节炎治疗装置为大型的医用装置，或者家用的小

型仪器，即使是家用的小型关节炎治疗装置，装置沉重，非常不易移动，对于出行人群或者

经常需要使用的人群来说非常不方便；

[0004] 2、现有技术中，电热磁综合治疗仪的关节炎治疗装置家用的小型仪器一般会起到

镇痛的作用，难以配合振动按摩的作用，如果可以将按摩和镇痛相结合，那么装置不仅仅是

对患有关节炎的适用人群，还可以为关节不舒适的人群，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肌肉紧张度，

起到放松身体的作用；

[0005] 2、现有技术中，对一些电热磁综合治疗仪的关节炎治疗装置来说会存在携带不容

易充电的缺陷，进而达不到使用装置时方便给手机充电的使用初衷，该电热磁综合治疗仪

的关节炎治疗装置的适用性变差，因此需要进行结构创新来解决具体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基于电热磁综合治疗仪的关节炎治疗装

置及其护理方法，其中一种目的是为了具备给手机充电,解决在出行携带装置或者在平时

使用装置时使用者不方便给手机充电的问题，这样能够将手机进行充电，既能给使用者提

供电源排除治疗时间内的无趣，也可以在出行携带途中更加方便；其中另一种目的是为了

解决装置难以携带的问题，以达到尤其是关节炎患者方便携带装置、随时使用的效果，小型

携带的设计非常方便携带使用，其中再一种目的是为了具备振动按摩，方便不仅仅是关节

炎患者，普通人在身体劳累时也可以通过该装置，降低肌肉紧张度，起到放松身体的作用。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基于电热磁综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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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仪的关节炎治疗装置及其护理方法：

[0008] 第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电热磁综合治疗仪的关节炎治疗装置，包括控制

模块和固定模块，所述控制模块的底部与固定模块的顶部固定连接，所述控制模块包括了

治疗仪壳体、控制显示屏、内部空腔和连接板，所述治疗仪壳体的顶部与控制显示屏的外壁

固定连接，所述治疗仪壳体的正面固定连接有控制开关，所述治疗仪壳体的内部开设有内

部空腔，所述内部空腔的内部设置有电磁发生器、CPU处理器、电源件、变压器、红外发生器

和控制电路板，所述固定模块包括了防水化纤春亚纺、绝缘布带、电极片和微型振子。

[0009]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电源件的顶部与CPU处理器的底部固定

连接，所述CPU处理器的顶部与控制显示屏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电源件的底部与控制电路

板的顶部固定连接，所述控制电路板的左侧与电磁发生器的右侧固定连接，所述控制电路

板的右侧与红外发生器的左侧固定连接。

[0010]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电源件的前端与变压器的后端固定连

接，所述治疗仪壳体的前端开设有USB连接端口，所述变压器的前端固定连接有连接线，所

述变压器通过设置在其前端的连接线与USB连接端口固定连接，所述控制电路板的底部固

定连接有连接导线，所述治疗仪壳体的底部与连接板的顶部固定连接。

[0011]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防水化纤春亚纺的顶部与连接板的底部

固定连接，所述防水化纤春亚纺的底部与绝缘布带的顶部固定连接，所述绝缘布带的底部

固定连接有电极片，所述电极片的顶端与连接导线的底端固定连接，所述控制电路板通过

设置在其底部的连接导线与电极片固定连接。

[0012]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防水化纤春亚纺的内部设置有微型振

子，所述控制电路板通过设置在其底部的连接导线与微型振子固定连接，所述微型振子的

顶部与连接导线的底端固定连接，所述微型振子包括了马达轴、偏心轮和振动片，所述马达

轴的底部与偏心轮的顶部活动连接，所述偏心轮的底部与振动片的顶部活动连接，所述绝

缘布带的左端底部固定连接有魔术扣，所述防水化纤春亚纺的右端顶部固定连接有魔术

贴。

[0013] 第二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电热磁综合治疗仪的关节炎治疗护理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0014] S1、在本发明需要使用时，将该装置平放在胳膊关节或者腿部膝关节处，控制模块

正面朝上，固定模块中的绝缘布带贴近身体一侧，绝缘布带保证了装置不会对身体造成电

性伤害，将绝缘布带底部的魔术扣和防水化纤春亚纺顶部的魔术贴进行粘贴，将装置固定

在关节处；

[0015] S2、当使用该装置时，通过控制开关开启装置电源，看到控制显示屏上有数字显

示，通过控制显示屏上将装置的按键调节治疗时间和治疗温度，将温度和时间调节好后，通

过控制显示屏让装置正式开始工作，到达时间后，装置自动停止治疗，同时装置自带USB连

接端口，可以对手机进行充电，装置不同于大型的治疗仪装置，该小型的装置方便人们携

带；

[0016] S3、当治疗完毕后，通过控制开关关闭电源，再通过将魔术扣和魔术贴将固定模块

解开，将装置放置在桌面上，可以将装置的绝缘布带和防水化纤春亚纺向下折叠方便收纳；

[0017]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相对现有技术来说，取得的技术进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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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1、本发明通过设计精妙，采用魔术扣和魔术贴结合，在使用前将绝缘布带底部的

魔术扣和防水化纤春亚纺的魔术贴进行粘贴，将装置固定在人体肘关节或者膝关节处，当

治疗完毕后，将控制开关关闭，再通过将魔术扣和魔术贴将固定模块解开，将装置放置在桌

面上，不同于医用大型的治疗仪仪器以及家用的仪器，该装置可以将绝缘布带和防水化纤

春亚纺向下折叠，方便收纳。

[0019] 2、本发明通过采用USB连接端口和控制模块组合设置，装置自带USB连接端口，可

以对手机进行充电，解决在出行携带装置或者在平时使用装置时使用者不方便给手机充电

的问题，这样能够将手机进行充电，既能给使用者提供电源排除治疗时间内的无趣，也可以

在出行携带途中更加方便。

[0020] 3、本发明具备振动按摩作用，增加了微型振子，在治疗时间进行电疗、磁疗以及热

疗时，不仅仅是关节炎患者，普通人在身体劳累时也可以通过该装置，通过振子降低肌肉紧

张度，起到放松身体的作用。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使用状态下部分剖视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使用状态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使用状态正视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展开状态下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展开状态正视图；

[0026] 图6为本发明展开状态部分剖视图；

[0027] 图7为本发明展开状态结构示意图；

[0028] 图8为本发明微型振子爆炸图。

[0029] 其中，1、控制模块；2、固定模块；11、治疗仪壳体；12、控制显示屏；13、控制开关；

14、内部空腔；15、CPU处理器；16、电磁发生器；17、红外发生器；18、控制电路板；19、电源件；

111、变压器；112、USB连接端口；113、连接板；114、连接导线；115、连接线；21、防水化纤春亚

纺；22、绝缘布带；23、魔术扣；24、魔术贴；25、微型振子；26、电极片；27、马达轴；28、偏心轮；

29、振动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1] 如图1-图8所示，第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电热磁综合治疗仪的关节炎治

疗装置，包括控制模块1和固定模块2，控制模块1的底部与固定模块2的顶部固定连接，控制

模块1包括了治疗仪壳体11、控制显示屏12、内部空腔14和连接板113，治疗仪壳体11的正面

固定连接有控制开关13，控制开关13起到控制电源的作用，通过控制开关13开启或者关闭

装置，治疗仪壳体11的内部开设有内部空腔14，电源件19的顶部与CPU处理器15的底部固定

连接，CPU处理器15的顶部与控制显示屏12的底部固定连接，电源件19的底部与控制电路板

18的顶部固定连接，控制电路板18的左侧与电磁发生器16的右侧固定连接，电磁发生器16

产生交变磁场和电热作用于人体深层受损组织，起到缓解和消除病症的效果，控制电路板

18的右侧与红外发生器17的左侧固定连接，红外发生器17产生温热效果，抗炎镇痛、活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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瘀，电源件19的前端与变压器111的后端固定连接，治疗仪壳体11的前端开设有USB连接端

口112，变压器111的前端固定连接有连接线115，变压器111通过设置在其前端的连接线115

与USB连接端口112固定连接，USB连接端口112可以方便给手机充电，方便携带，防水化纤春

亚纺21的顶部与连接板113的底部固定连接，防水化纤春亚纺21可以有效防水，当使用时不

小心遇到洒水的情况或者雨水的情况也不会破坏装置，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防水化纤春

亚纺21的底部与绝缘布带22的顶部固定连接，绝缘布带22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电极片26，绝

缘布带22将人体和电源部分有效绝缘，保证了安全性，防水化纤春亚纺21的内部设置有微

型振子25，控制电路板18通过设置在其底部的连接导线114与微型振子25固定连接，微型振

子25的顶部与连接导线114的底端固定连接，微型振子25包括了马达轴27、偏心轮28和振动

片29，偏心轮28通过在马达轴27的内部旋转，由于偏心不对称的结构会产生振动，从而带动

振动片29产生微型振动，起到按摩舒适的作用，马达轴27的底部与偏心轮28的顶部活动连

接，偏心轮28的底部与振动片29的顶部活动连接，绝缘布带22的左端底部固定连接有魔术

扣23，防水化纤春亚纺21的右端顶部固定连接有魔术贴24，魔术扣23和魔术贴24结合，可以

将装置固定在人体肘关节或者膝关节处，不同于大型治疗仪装置，方便携带和收纳。

[0032] 如图1-图8所示，第二方面，一种基于电热磁综合治疗仪的关节炎治疗护理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33] S1、在本发明需要使用时，将该装置平放在胳膊关节或者腿部膝关节处，控制模块

1正面朝上，固定模块2中的绝缘布带22贴近身体一侧，绝缘布带22保证了装置不会对身体

造成电性伤害，将绝缘布带22底部的魔术扣23和防水化纤春亚纺21顶部的魔术贴24进行粘

贴，将装置固定在关节处。

[0034] S2、在本发明需要使用时，将该装置平放在胳膊关节或者腿部膝关节处，控制模块

1正面朝上，固定模块2中的绝缘布带22贴近身体一侧，绝缘布带22保证了装置不会对身体

造成电性伤害，将绝缘布带22底部的魔术扣23和防水化纤春亚纺21顶部的魔术贴24进行粘

贴，将装置固定在关节处。

[0035] S3、当治疗完毕后，通过控制开关13关闭电源，再通过将魔术扣23和魔术贴24将固

定模块2解开，将装置放置在桌面上，可以将装置的绝缘布带22和防水化纤春亚纺21向下折

叠方便收纳。

[0036] 下面具体说一下该一种基于电热磁综合治疗仪的关节炎治疗装置及其护理方法

的工作原理。

[0037] 如图1-8所示，在使用过程中，当需要使用该装置进行电热磁治疗时，通过S1步骤

将绝缘布带22底部的魔术扣23和防水化纤春亚纺21的魔术贴24进行粘贴，将装置固定在人

体肘关节或者膝关节处，打开控制开关13，调节好治疗温度和时间开始治疗，电磁发生器16

通过电极片26对人体进行治疗，微型振子25通过振动按摩对人体进行轻松按摩的目的，再

根据S2，可以通过装置自带USB连接端口112，对手机进行充电，最后使用完毕后，通过S3步

骤，将控制开关13关闭电源，再通过将魔术扣23和魔术贴24将固定模块2解开，将装置放置

在桌面上，可以将装置的绝缘布带22和防水化纤春亚纺21向下折叠方便收纳。

[0038] 上文一般性的对本发明做了详尽的描述，但在本发明基础上，可以对之做一些修

改或改进，这对于技术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不脱离本发明思想精神

的修改或改进，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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