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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仪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按摩仪，包括可穿戴的

基体、颈部框架、肩部框架、背部框架、腰部框架

和底座框架；所述颈部框架的两侧设置有颈部

片，所述肩部框架的两侧分别设置有两个肩部

片，所述颈部片和肩部片上设置有第一按摩装

置；所述背部框架的设有第二按摩装置；所述腰

部框架上设置有第三按摩装置；所述底座框架设

置有温度控制器、驱动装置和臀部震动按摩组

件。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按摩仪不仅能够全身放

松，而且便于携带和折叠，制备的成本低；相对于

现有大型的按摩仪成本低，价格实惠；相对于现

有某个人体部位的按摩仪更具有实用性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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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按摩仪，其特征在于，包括可穿戴的基体、颈部框架、肩部框架、背部框架、腰部

框架和底座框架；所述颈部框架的两侧设置有颈部片，所述颈部片与颈部框架通过第一铰

链铰接构成U形结构；所述肩部框架的两侧分别设置有两个肩部片，同一侧所述肩部片之间

用第二铰链铰接，所述颈部片和肩部片上设置有第一按摩装置；所述背部框架的设有第二

按摩装置；所述腰部框架上设置有第三按摩装置；所述底座框架设置有温度控制器、驱动装

置和臀部震动按摩组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按摩仪，其特征在于，所述颈部片以第一铰链为支点进行

翻转，翻转的角度ɑ为0~45°；所述肩部片以第二铰链为支点进行翻转，翻转的角度β为0~
90°；所述第一按摩装置和第三按摩装置内均设有加热组件和温度探头；所述温度控制器与

加热组件和温度探头连接，所述温度探头连接在加热组件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按摩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按摩装置还包括固定座、

弹性件、药包和按摩头，所述加热组件通过弹性件设置在固定座上，所述按摩头通过螺纹与

加热组件连接；所述驱动装置与所述固定座连接；所述按摩头为半球状且中空，所述药包、

加热组件和温度探头位于按摩头内部，所述按摩头的表面均匀分布设置孔状结构，所述孔

状结构为相同或不同的圆形、方形或三角形。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按摩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组件为PTC加热器或远红

外线灯。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按摩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按摩装置还包括固定座、

装置外壳、弹性件、药包和按摩球，所述加热组件通过弹性件设置在固定座上，所述驱动装

置与所述固定座连接；所述按摩球通过装置外壳固定，并与药包接触；加热组件与装置外壳

以螺纹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按摩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按摩装置包括若干滚珠、

转动轴、挡板和滑动轨道；所述滑动轨道设置于背部框架的两侧，所述转动轴在驱动装置的

驱动下，沿着所述滑动轨道滑动，所述挡板固定在滑动轨道的两端；所述滚珠固定在所述转

动轴的卡槽内。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按摩仪，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装置包括电源、低压电源

转换器、电源开关、电机；所述电机通过开关和低压电源转化器与电源相连。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按摩仪，其特征在于，所述背部框架、腰部框架与底座框

架呈弧形贴合人体；所述底座框架与腰部框架之间以魔术贴粘合。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按摩仪，其特征在于，所述臀部震动按摩组件包括震动电

机和单片机，所述震动电机的频率由单片机控制。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按摩仪，其特征在于，所述背部框架和腰部框架两侧分

别设有带状物；所述基体覆盖于颈部框架、肩部框架、背部框架、和腰部框架的外部，且有若

干用于嵌入按摩装置的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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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按摩保健器械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按摩仪。

背景技术

[0002] 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过程中，承受各方面的压力，容易感觉身体疲倦，颈部、肩

部、背部和臀部均出现肌肉酸痛，甚至疼痛剧烈，肌肉痉挛，目前市场上的按摩设备，通过对

人体部位进行挤压和震动来实现按摩，已达到实现人体放松的目的。由于结构原因，在治疗

方面经常不全面，效果不明显，而且按摩方式比较单调，不能满足需求。目前市场上的按摩

设备，有专门针对某部位的按摩装置和全身放松的按摩装置。专门针对某个部位的按摩装

置，具有携带方便，体积小的特点，但是，不能达到全身发送的效果；全身放松的按摩装置，

具有体积庞大，价格昂贵，携带不便等不足。

[0003] CN201520551187.4公开一种用于家居养老的颈、肩和背部按摩仪，包括颈部按摩

装置、肩部按摩装置和背部按摩装置；所述颈部按摩装置、肩部按摩装置和背部按摩装置均

对称设置转动按摩头，所述背部按摩装置上还设置有滑动轮组，所述滑动轮组包括若干滑

轮、转动轴、滑动轨道、挡板和驱动电机，所述滑动轨道设置于背部按摩装置骨架的两侧，所

述转动轴在所述驱动电机的驱动下，沿所述滑动轨道来回滑动，所述挡板固定于滑动轨道

两端，限制所述转动轴的运动范围；所述转动轴上刻有卡槽，所述滑轮通过所述卡槽固定在

所述转动轴上，防止滑轮运行过程中在转动轴上发生位移；所述转动按摩头和滑轮组与电

源电性连接。该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可以对人体颈、肩和背部按摩的按摩仪，但是，该装置庞

大，不易携带和搬运。

[0004] CN201010533394.9公开一种肩背部按摩器，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穿戴在使用者

上身的主体及用于按摩的按摩体，所述主体具有用于供使用者头颈部伸出的第一开口及用

于供使用者臂部伸出的两个第二开口，所述按摩体设置于所述主体；所述主体包括对应使

用者背部的背板、对应使用者肩部的两个肩带及用于环绕使用者上身的腰带，所述第一开

口和第二开口均由所述肩带、背板及腰带中至少之一围出，所述按摩体设置于所述背板、肩

带和腰带中至少之一，所述腰带具有前侧部和后侧部，所述肩带连接所述前侧部和背板，所

述背板连接所述后侧部；所述背板和后侧部通过转轴铰接，所述转轴在垂直背部方向设置；

所述背板设有滑动槽，所述滑动槽在平行背部方向延伸，所述转轴伸入所述滑动槽并与所

述滑动槽滑动配合。该发明提供一种对使用者上身进行按摩的肩背部按摩器，不能解决使

用者需要全身按摩的问题，无法达到全身放松的效果。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按摩仪，结构巧妙合理，提供简便的手

段可以有效按摩颈部、肩部、背部、腰部和臀部肌肉，能够有效缓解疼痛；同时该按摩仪还具

有可折叠、可随身携带的功能，灵活性、机动性强，便于使用。

[0006] 本实用新型为实现上述目的，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按摩仪，包括可穿戴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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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颈部框架、肩部框架、背部框架、腰部框架和底座框架；所述颈部框架的两侧设置有颈部

片，所述颈部片与颈部框架通过第一铰链铰接构成U形结构；所述肩部框架的两侧分别设置

有两个肩部片，同一侧所述肩部片之间用第二铰链铰接，所述颈部片和肩部片上设置有第

一按摩装置；所述背部框架的设有第二按摩装置；所述腰部框架上设置有第三按摩装置；所

述底座框架设置有温度控制器、驱动装置和臀部震动按摩组件；所述第一按摩装置和第三

按摩装置内均设有加热组件和温度探头；所述温度控制器与加热组件和温度探头连接，所

述温度探头连接在加热组件上。

[0007] 所述颈部片以第一铰链为支点进行翻转，翻转的角度ɑ为0~45°；优选为0~20°。通

过颈部片的角度调节，能够实现颈部的完全贴合。

[0008] 所述肩部片以第二铰链为支点进行翻转，翻转的角度β为0~90°。

[0009] 所述背部框架、腰部框架与底座框架呈弧形贴合人体，底座框架与腰部框架之间

以魔术贴粘合，能进行折叠。

[0010] 所述第一按摩装置还包括固定座、弹性件、药包和按摩头，所述加热组件通过弹性

件设置在固定座上，所述按摩头通过螺纹与加热组件连接；所述驱动装置与所述固定座连

接；所述按摩头为半球状且中空，所述药包、加热组件和温度探头位于按摩头内部，所述按

摩头的表面均匀分布设置孔状结构，所述孔状结构为相同或不同的圆形、方形或三角形。

[0011] 所述孔状结构的孔径范围在0.05~0.2  mm，优选为0.1mm。所述按摩头可拆卸更换

药包。

[0012] 所述第二按摩装置包括驱动装置、若干滚珠、转动轴、挡板和滑动轨道，所述滑动

轨道设置于背部框架的两侧，所述转动轴在驱动装置的驱动下，沿着所述滑动轨道滑动，所

述挡板固定在滑动轨道的两端，限制转动轴的范围；所述滚珠固定在所述转动轴的卡槽内，

避免滚珠在转动轴上来回移动。

[0013] 所述滚珠为陶瓷滚珠或玉滚珠。所述滚珠具有很好的保健功能，可以更好的发挥

按摩的功效。

[0014] 所述第三按摩装置还包括固定座、装置外壳、弹性件、药包和按摩球，所述加热组

件通过弹性件设置在固定座上，所述驱动装置与所述固定座连接；所述按摩球通过装置外

壳固定，并与药包接触；加热组件与装置外壳以螺纹固定连接。

[0015] 所述驱动装置包括电源、低压电源转换器、电源开关、电机，所述电机通过开关和

低压电源转化器与电源相连。

[0016] 所述加热组件为PTC加热器或远红外线灯。

[0017] 所述背部框架、腰部框架与底座框架呈弧形贴合人体；所述底座框架与腰部框架

之间以魔术贴粘合。

[0018] 所述臀部震动按摩组件包括震动电机和单片机，所述震动电机的频率由单片机控

制。

[0019] 所述背部框架和腰部框架两侧分别设有带状物，所述带状物用于固定按摩仪。

[0020] 所述基体覆盖于颈部框架、肩部框架、背部框架、和腰部框架外部，且有若干利于

嵌入按摩装置的凹槽；基体为由弹性材料构成的可充放气的气囊。为了调整按摩仪与身体

的贴合度和按摩装置的按摩强度，可以选择充放气操作。

[0021] 所述底座框架的内部设置有软性材料，底面设置有棕榈，表面为透气的PU面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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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更加有利于底座的透气，使用更舒适。所述软性材料可以是棉絮、海绵等。

[0022] 所述的按摩仪在使用者坐立，躺卧，甚至行走时均可使用。

[0023] 所述温度探头用于控制温度，在按摩装置中加入药包，可以用于治疗相关的疾病。

[0024] 所述温控系统根据温度探头检测的温度，控制发热装置的工作情况，一旦温度过

高，发热装置停止工作，温度过低，发热装置开始发热。温控系统能够人为设置温度。加热组

件实现自动恒温和省电，一旦温度过高，可以很快的调节温度下降。在加热时，进行按摩，使

药物通过相关的穴位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还具有保健、养生功能。通过加热自动恒温加热

温灸，实现无烫伤、无火灾，药物渗透好，疗效高，方便。

[0025] 所述按摩仪整体佩戴在使用者的身体上，按摩仪整体为贴合在使用者身上，体现

为颈、肩、背、腰部均被被环抱在按摩仪中，按摩装置对人体进行按摩，放松全身肌肉。所述

颈部框架所述的两个按摩装置以第一铰链为支点进行翻转，调整相应的角度，实现颈部框

架适合不同的使用者的颈部尺寸，避免颈部框架过大或过小而影响按摩治疗效果。

[0026] 所述颈部框架不仅可以从整体上是颈椎的生理曲度恢复正常，而且可以对颈部的

肌肉进行按摩，按摩力度更渗透且舒适感强，所述颈部框架两侧的按摩装置可以进行相应

的角度调整，更贴合颈椎的上、中、下段的生理曲度，从整体上对颈椎的生理曲度的恢复起

到作用。

[0027] 所述肩部框架的前后两个肩部片以肩部框架的第二铰链为支点，使用过程中，根

据使用者的肩部宽度，适当的进行调整，实现按摩的力度更渗透深入，对肩部肌肉的按摩放

松效果更好。

[0028] 所述背部框架和腰部框架采用弧形贴合人体，实现按摩力度的均衡，有效放松背

部和腰部肌肉。

[0029] 所述第二按摩装置采用滚珠和滑动轨道相结合的方式，对整个背部进行按摩，扩

大按摩区域，促进背部血液循环，扩大了按摩效果。

[0030] 所述第三按摩装置采用固定在按摩装置外壳上的按摩球进行按摩，按摩球可以在

按摩装置外壳内滚动，滚动同时粘附药包渗透的药，通过按摩涂抹在人体腰部，促进腰部的

血液循环同时用药物治疗腰部疼痛。其机理类似机械装置中滚轴内的滚珠。

[0031] 所述臀部震动按摩组件，能有效的放松臀部的肌肉，特别是对于长时间在办公室

工作的人员，能有效的缓解臀部的不适。

[0032] 所述药包可以是中药药材放入，也可以是西药片剂磨碎后放入。

[003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34] 本实用新型的按摩仪的腰部框架和底部框架之间的连接处能够折叠携带方便，轻

巧，在任何适宜的环境中均可以使用，本实用新型的按摩仪能够完全贴合人体，体现为颈、

肩、背、腰部均被被环抱在按摩仪中，实现颈、肩、背、腰和臀的全方位的肌肉放松，提高按摩

的舒适度，满足使用者不同部位的不同按摩强度的需求。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按摩仪，通过多

不同区域的按摩，实现放松肌肉的目的，根据具体的区域的不同，进行相应的选择，更好的

实现按摩区域的全面和优势。所述药包可以是中药药材放入，也可以是西药片剂磨碎后放

入，有利于在按摩过程中进行治疗，缓解疼痛和疲劳；温控系统避免烫伤事故的发生；颈部

和肩部的按摩装置能够调节角度，利于完全贴合人体，背部和腰部的弧线设计利于人体贴

合，臀部震动按摩能有效缓解臀部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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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按摩仪不仅能够全身放松，而且便于携带和折叠，制备的成本

低；相对于现有大型的按摩仪成本低，价格实惠；相对于现有某个人体部位的按摩仪更具有

实用性和优势。

附图说明

[003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按摩仪优选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按摩仪的第一按摩装置的优选实施例结构示意图；

[0038]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按摩仪的第二按摩装置的优选实施例结构示意图；

[0039]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按摩仪的第三按摩装置的优选实施例结构示意图。

[0040] 图中：

[0041] 颈部片1、第一铰链2、第一按摩装置3、肩部片4、第二铰链5、第三按摩装置6、第二

按摩装置7、按摩球8、固定座9、弹性件10、加热组件11、温度探头12、药包13、按摩头14、螺纹

15、装置外壳20、滚珠19、转动轴18、挡板17和滑动轨道16。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下面以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但本实用新型不受下述实施例

的限定。

[0043] 实施例1

[0044] 参见图1~4，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按摩仪，包括可穿戴的基体、颈部框架、肩部框

架、背部框架、腰部框架和底座框架；所述颈部框架的两侧设置有颈部片1，所述颈部片1与

颈部框架通过第一铰链2铰接构成U形结构；所述肩部框架的两侧分别设置有两个肩部片4，

同一侧所述肩部片4之间用第二铰链5铰接，所述颈部片1和肩部片4上设置有第一按摩装置

3；所述背部框架的设有第二按摩装置7；所述腰部框架上设置有第三按摩装置6；所述底座

框架设置有温度控制器、驱动装置和臀部震动按摩组件；所述第一按摩装置3和第三按摩装

置6内均设有加热组件11和温度探头12；所述温度控制器与加热组件11和温度探头12连接，

所述温度探头12连接在加热组件11上。

[0045] 所述颈部片1以第一铰链2为支点进行翻转，翻转的角度ɑ为0~45°；优选为0~20°。

通过颈部片1的角度调节，能够实现颈部的完全贴合。

[0046] 所述肩部片4以第二铰链5为支点进行翻转，翻转的角度β为0~90°。通过对肩部片4

之间角度的调节，有效的实现肩部的舒适度的条件，使按摩更有效。

[0047] 所述背部框架、腰部框架与底座框架呈弧形贴合人体，底座框架与腰部框架之间

以魔术贴粘合，能进行折叠。弧形设计使得按摩仪更贴合人体，使按摩效果更舒适，更易缓

解疲劳，治疗效果更佳。

[0048] 所述第一按摩装置3还包括固定座9、弹性件10、药包13和按摩头14，所述加热组件

11通过弹性件10设置在固定座9上，所述按摩头14通过螺纹15与加热组件11连接；所述驱动

装置与所述固定座9连接；所述按摩头14为半球状且中空，所述药包13、加热组件11和温度

探头12位于按摩头14内部，按摩头14的表面均匀分布设置孔状结构，孔状结构为相同或不

同的圆形、方形或三角形。

[0049] 所述孔状结构的孔径范围在0.05~0.2  mm，优选为0.1mm。所述按摩头14可拆卸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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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药包13。

[0050] 所述药包13中的药物成分根据不同的使用者的需求可以适当进行调整。另外，通

过加热，使得药物的散发更快，更容易起效，达到更有效的效果。所述孔状结构利于药物的

散发。

[0051] 所述第二按摩装置7包括驱动装置、若干滚珠19、转动轴18、挡板17和滑动轨道16，

所述滑动轨道16设置于背部框架的两侧，所述转动轴18在驱动装置的驱动下，沿着所述滑

动轨道16滑动，所述挡板17固定在滑动轨道16的两端，限制转动轴18的范围；所述滚珠19固

定在所述转动轴18的卡槽内，避免滚珠19在转动轴18上来回移动。

[0052] 所述滚珠19为陶瓷滚珠或玉滚珠。所述滚珠19具有很好的保健功能，可以更好的

发挥按摩的功效。

[0053] 所述第三按摩装置6还包括固定座9、装置外壳20、弹性件10、药包13和按摩球8，所

述加热组件11通过弹性件10设置在固定座9上，所述驱动装置与所述固定座9连接；所述按

摩球8通过装置外壳20固定，并与药包13接触；加热组件11与装置外壳20以螺纹15固定连

接。所述按摩球8在装置外壳20内滚动，滚动同时粘附药包13渗透的药，通过按摩涂抹在人

体腰部，促进腰部的血液循环同时用药物治疗腰部疼痛。

[0054] 所述臀部震动按摩组件包括震动电机和单片机，所述震动电机的频率由单片机控

制。臀部震动按摩有效的缓解坐办公室一族的臀部疲劳问题，使得使用者的工作效率提高。

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单片控制震动电机的频率，符合不同使用者的需求。

[0055] 所述驱动装置包括电源、低压电源转换器、电源开关、电机，所述电机通过开关和

低压电源转化器与电源相连。

[0056] 所述加热组件11为PTC加热器或远红外线灯。加热组件11实现自动恒温和省电，一

旦温度过高，温度控制器可以很快的调节温度下降。在加热时，进行按摩，使药物通过相关

的穴位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还具有保健、养生功能。通过加热自动恒温加热温灸，实现无

烫伤、无火灾，药物渗透好，疗效高，方便。

[0057] 所述背部框架和腰部框架两侧分别设有带状物（图中未画出），所述带状物用于固

定按摩仪。

[0058] 所述的按摩仪佩戴在使用者身上体现为环抱使用者，能够在使用者坐立，躺卧，甚

至行走时使用。

[0059] 所述基体覆盖于颈部框架、肩部框架、背部框架、和腰部框架的外部，且有若干利

于嵌入第一按摩装置3、第二按摩装置7和第三按摩装置6的凹槽；基体为由弹性材料构成的

可充放气的气囊。通过对基体进行充气和放气，调整按摩仪中的按摩装置的按摩强度，满足

不同使用者的需求。

[0060] 所述底座框架的内部设置有软性材料，底面设置有棕榈，表面为透气的PU面料，这

个更加有利于底座的透气，使用更舒适。

[0061]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对于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本实用新型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

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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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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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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