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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可注水保温的经络

开穴器，包括开穴拍打器和手柄；开穴拍打器上

设有相对的第一拍打面和第二拍打面，开穴拍打

器内部开设中空腔，开穴拍打器上设有注水口，

注水口与中空腔连通，注水口处设有塞子，注水

口的外表面设有外螺纹结构；第一拍打面上设有

突起，突起与第一拍打面粘接固定，第二拍打面

的表面设有内凹面；手柄的一端设有内螺纹结

构，内螺纹结构与外螺纹结构配合。本实用新型

所提供的经络开穴器采用硅胶材质，软硬适中，

中空设计，可注入热水保温，经过简单的培训即

可上手，快速寻找穴位，通过拍打或者按压等操

作打开穴位，疏通经络，达到身体调理和保健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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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注水保温的经络开穴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开穴拍打器和手柄；

所述开穴拍打器上设有相对的第一拍打面和第二拍打面，所述开穴拍打器内部开设中

空腔，所述开穴拍打器上设有注水口，所述注水口与所述中空腔连通，所述注水口处设有塞

子，所述注水口的外表面设有外螺纹结构；

所述第一拍打面上设有突起，所述突起与所述第一拍打面粘接固定，所述第二拍打面

的表面设有内凹面；

所述手柄的一端设有内螺纹结构，所述内螺纹结构与所述外螺纹结构配合。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注水保温的经络开穴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突起设有弧面顶部。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注水保温的经络开穴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拍打面上环绕所述突起设有银圈，所述银圈与所述第一拍打面粘接固定。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可注水保温的经络开穴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开穴拍打器是由硅胶一体成型制成的。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可注水保温的经络开穴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手柄上远离内螺纹结构的另一端设有手握橡胶。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可注水保温的经络开穴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开穴拍打器为圆饼形，所述第一拍打面和第二拍打面的表面相互平行，所述开穴

拍打器的中空腔是圆饼形。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可注水保温的经络开穴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拍打面和第二拍打面的厚度相同，优选为3-5mm，所述中空腔的厚度为7-9mm。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可注水保温的经络开穴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拍打面上设有放射形卡位，所述放射形卡位与所述银圈的接触面用脱水粘

接。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可注水保温的经络开穴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拍打面的内凹形最低端点离所述第二拍打面的距离为2-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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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注水保温的经络开穴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用具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可注水保温的经络开穴器。

背景技术

[0002] 在传统中医理论中，人体经络是一套具有强大自我调节能力的系统，五脏六腑都

通过经络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穴位，学名腧穴，是指人体经络线上特殊的点区部位，人体穴

位主要有三大作用，它既是经络之气输注于体表的部位，又是疾病反映于体表的部位，还是

针灸、推拿、气功等疗法的施术部位。穴位具有“按之快然”、“驱病迅速”的神奇功效。中医讲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五脏六腑需要通，气血需要通。平时适当地按揉、点压、刺激穴

位，可以让气血运行更加通畅，达到一定的调理保健作用。实际操作中，中医理疗通常使用

空心掌拍打，手按揉、点压，或者针灸等方式刺激穴位达到调理目的。目前市面上的经络开

穴器，没有注水保温设计，冬天使用时冰冷；有些材质太硬，拍打时过于疼痛；有些使用时需

要频繁更换按摩头，使用不方便。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可注水保温的经络开穴器，中空设计，可注入热水

保温，模拟人手空心掌有温度有热力作用，温度适宜，力度适中，配合突起和银圈，保健功效

加倍。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可注水保温的经络开穴器，包括开

穴拍打器和手柄；

[0005] 所述开穴拍打器上设有相对的第一拍打面和第二拍打面，所述开穴拍打器内部开

设中空腔，所述开穴拍打器上设有注水口，所述注水口与所述中空腔连通，所述注水口处设

有塞子，所述注水口的外表面设有外螺纹结构；

[0006] 所述第一拍打面上设有突起，所述突起与所述第一拍打面粘接固定，所述第二拍

打面的表面设有内凹面；

[0007] 所述手柄的一端设有内螺纹结构，所述内螺纹结构与所述外螺纹结构配合。

[0008] 其中，所述突起设有弧面顶部。

[0009] 其中，所述第一拍打面上环绕所述突起设有银圈，所述银圈与所述第一拍打面粘

接固定。

[0010] 其中，所述开穴拍打器是由硅胶制成的，优选地，所述开穴拍打器是由硅胶一体成

型制成的。

[0011] 其中，所述手柄上远离内螺纹结构的另一端设有手握橡胶。

[0012] 其中，所述开穴拍打器为圆饼形，所述第一拍打面和第二拍打面的表面相互平行，

所述开穴拍打器的中空腔是圆饼形。

[0013] 其中，所述内凹形的表面设有两个突起。

[0014] 其中，所述第一拍打面和第二拍打面的厚度相同，优选为3-5mm，所述中空腔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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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7-9mm。

[0015] 其中，所述第一拍打面上设有放射形卡位，所述放射形卡位与所述银圈的接触面

用脱水粘接。

[0016] 其中，所述第二拍打面的内凹形最低端点离所述第二拍打面的距离为2-2.5mm。

[0017] 相对上述背景技术，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经络开穴器采用硅胶材质，软硬适中，中

空设计，可注入热水保温，第一拍打面设有砭石突起和银圈，可以按摩穴位，银圈在按压穴

位时能够有一定的保健作用，同时释放银离子，防止细菌生长，第二拍打面设有内凹形，模

拟人手空心掌有温度有热力作用，温度适宜，力度适中。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经络开穴器使用

便捷，经过简单的培训即可上手，快速寻找穴位，通过拍打或者按压等操作打开穴位，疏通

经络，达到身体调理和保健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经络开穴器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经络开穴器的仰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经络开穴器的剖示图；

[0021] 图4为开穴拍打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开穴拍打器注水口剖视图；

[0023] 图6为开穴拍打器右侧视图；

[0024] 开穴拍打器1，手柄2，外螺纹结构3，中空腔4，注水口5，塞子51，突起6，内凹面7，内

螺纹结构8，银圈9，手握橡胶10，放射形卡位11，阴阳鱼眼突起12。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本实用新型的核心是提供一种可注水保温的经络开穴器。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

员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

细说明。

[0026] 实施例1

[0027] 结合附图，一种可注水保温的经络开穴器，包括开穴拍打器1和手柄2；所述开穴拍

打器1上设有相对的第一拍打面A和第二拍打面B，，所述开穴拍打器1内部开设中空腔4，所

述开穴拍打器1上设有注水口5，所述注水口5与所述中空腔4连通，所述注水口5处设有塞子

51，所述注水口的外表面设有外螺纹结构3；

[0028] 所述第一拍打面A上设有突起6，所述突起6与所述第一拍打面A粘接固定，所述第

二拍打面B的表面设有内凹面7；

[0029] 所述手柄2的一端设有内螺纹结构8，所述内螺纹结构8与所述外螺纹结构3配合，

内螺纹结构8与外螺纹结构3相互配合，使得开穴拍打器1和手柄2通过螺纹进行连接，连接

牢固。

[0030] 在使用经络开穴器时，将塞子51从注水口5中拔出来，然后从注水口5中灌注热水

或温水，然后将塞子51塞住注水口，使得开穴拍打器能长时间保持一个适宜的温度，从而提

高保健功效。

[0031] 装好热水后，使用者手握手柄2，将开穴拍打器1的第一拍打面A对面正对需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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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的部位进行拍打，突起6可以对穴位进行按摩，疏通经络，通经活血。当使用者将开穴拍

打器1的第二拍打面B对面正对需要进行按摩的部位进行拍打时，由于内凹面7的设计，使得

第二拍打面B模拟一个手掌的中空部，对人体进行按摩的舒缓，能够加速血液循环，促进新

陈代谢。

[0032] 实施例2

[0033] 结合附图，一种可注水保温的经络开穴器，包括开穴拍打器1和手柄2；所述开穴拍

打器1上设有相对的第一拍打面A和第二拍打面B，，所述开穴拍打器1内部开设中空腔4，所

述开穴拍打器上设有注水口5，所述注水口5与所述中空腔4连通，所述注水口5处设有塞子

51，所述注水口的外表面设有外螺纹结构3；

[0034] 所述第一拍打面A上设有突起6，所述突起6与所述第一拍打面A粘接固定，优选地，

所述突起设有弧面顶部，可以模仿指尖的弧面和弧面，使得按摩时更有手感，更优选地，突

起6是砭石制成的，同时，在第一拍打面A上环绕所述突起6设有银圈9，所述银圈9与所述第

一拍打面A粘接固定；

[0035] 所述第二拍打面B的表面设有内凹面7；

[0036] 所述手柄2的一端设有内螺纹结构8，所述内螺纹结构8与所述外螺纹结构3配合，

内螺纹结构8与外螺纹结构3相互配合，使得开穴拍打器1和手柄2通过螺纹进行连接，连接

牢固。

[0037] 在使用经络开穴器时，将塞子51从注水口5中拔出来，然后从注水口5中灌注热水

或温水，然后将塞子51塞住注水口，使得开穴拍打器能长时间保持一个适宜的温度，从而提

高保健功效。

[0038] 装好热水后，使用者手握手柄2，将开穴拍打器1的第一拍打面A对面正对需要进行

按摩的部位进行拍打，砭石制得的突起6可以对穴位进行按摩，配合银圈9，疏通经络，通经

活血，可以有定志养神，镇心明目，安五藏的作用；同时银圈9还可以释放银离子，防止细菌

生长。

[0039] 当使用者将开穴拍打器1的第二拍打面B对面正对需要进行按摩的部位进行拍打

时，由于内凹面7的设计，使得第二拍打面B模拟一个手掌的中空部，对人体进行按摩的舒

缓，能够加速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

[0040] 实施例3

[0041] 结合附图，一种可注水保温的经络开穴器，包括开穴拍打器1和手柄2；所述开穴拍

打器1上设有相对的第一拍打面A和第二拍打面B，，所述开穴拍打器1内部开设中空腔4，所

述开穴拍打器上设有注水口5，所述注水口5与所述中空腔4连通，所述注水口5处设有塞子

51，所述注水口的外表面设有外螺纹结构3；

[0042] 优选地，所述开穴拍打器1为圆饼形，所述第一拍打面A和第二拍打面B的表面相互

平行，所述开穴拍打器1的中空腔4是圆饼形，这样设置的好处是在开穴拍打器注入热水后，

温度传输更均匀，开穴拍打器1的表面温度更均匀，按摩时体验更好；

[0043] 所述开穴拍打器1是由硅胶一体成型制成的，硅胶制成的开穴拍打器1的肤感更

好，使用体验更佳；

[0044] 所述第一拍打面A上设有突起6，所述突起6与所述第一拍打面A粘接固定，优选地，

所述突起设有弧面顶部，更优选地，突起6是砭石制成的，同时，在第一拍打面A上环绕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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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起6设有银圈9，所述银圈9与所述第一拍打面A粘接固定；

[0045] 所述第二拍打面B的表面设有内凹面7；

[0046] 所述手柄2的一端设有内螺纹结构8，所述内螺纹结构8与所述外螺纹结构3配合，

内螺纹结构8与外螺纹结构3相互配合，使得开穴拍打器1和手柄2通过螺纹进行连接，连接

牢固；优选地，所述手柄2上远离内螺纹结构8的另一端设有手握橡胶10。

[0047] 在使用经络开穴器时，将塞子51从注水口5中拔出来，然后从注水口5中灌注热水

或温水，然后将塞子51塞住注水口，使得开穴拍打器能长时间保持一个适宜的温度，从而提

高保健功效。

[0048] 装好热水后，使用者手握手柄2，将开穴拍打器1的第一拍打面A对面正对需要进行

按摩的部位进行拍打，砭石制得的突起6可以对穴位进行按摩，配合银圈9，疏通经络，通经

活血，可以有定志养神，镇心明目，安五藏的作用；同时银圈9还可以释放银离子，防止细菌

生长。

[0049] 当使用者将开穴拍打器1的第二拍打面B对面正对需要进行按摩的部位进行拍打

时，由于内凹面7的设计，使得第二拍打面B模拟一个手掌的中空部，对人体进行按摩的舒

缓，能够加速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

[0050] 实施例4

[0051] 在实施例3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优选的方案是，所述第一拍打面和第二拍打面的

厚度相同，优选为3-5mm，所述中空腔的厚度为7-9mm，所述第二拍打面的内凹形最低端点离

所述第二拍打面的距离为2-2.5mm。

[0052] 为了更好的将突起6和银圈9安装在第一拍打面A上，在所述第一拍打面上设置有

放射形卡位11，所述放射形卡位与所述银圈的接触面用脱水粘接配合，增加银圈的粘接面，

使银圈更牢固安装在第一拍打面上A上。

[0053] 所述第二拍打面的内凹形，可以用碎石砭石粘接在内凹面上，也可以是用黑白的

碎石砭石拼接出太极阴阳鱼的图案，在太极阴阳鱼眼处设有两个用砭石制得的阴阳鱼眼突

起12。

[0054]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实用新

型。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

义的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

此，本实用新型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

和新颖特点相一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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