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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光针康复仪，包括手

枪式主体，手枪式主体的横设部设为主壳体，手

枪式主体的纵设部设为手持部，主壳体的左端部

设有低频脉冲探头和输出1-5毫瓦低能量软激光

的多个激光发射孔；低频脉冲探头采用多根锗针

头以阵列式分布，多个激光发射孔以主壳体的左

端圆周均匀分布；主壳体的壳身上设有功能按键

控制面板，主壳体的中空部设功能电路板，主壳

体的后端设有显示屏，手持部内设有可充电电池

组；功能电路板上设有主控处理器、电源充电模

块、电源开关模块、显示驱动模块、按键模块、激

光模组、模拟低频输出模块、高压产生模块和驱

动输出模块；本装置将软激光和低频脉冲电疗结

合，结构简单，使用舒适、操作方便，便于携带和

家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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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光针康复仪，其特征在于：包括中空的手枪式主体，手枪式主体的横设部设为主

壳体，手枪式主体的纵设部设为手持部，主壳体的左端部设有低频脉冲探头和输出1-5毫瓦

低能量软激光的多个激光发射孔；所述的低频脉冲探头采用多根锗针头以阵列式分布，多

个激光发射孔以主壳体的左端圆周均匀分布；主壳体的壳身上设有功能按键控制面板，主

壳体的中空部设有功能电路板，主壳体的后端设有显示屏，主壳体的后部下方与手持部的

上端连通，手持部的中空部设有可充电电池组，手持部的下端设有隐藏式插头；所述的功能

电路板上设有主控处理器、电源充电模块、电源开关模块、显示驱动模块、按键模块、激光模

组、模拟低频输出模块、高压产生模块和驱动输出模块，电源充电模块通过隐藏式插头连接

市电，电源充电模块通过电源开关模块连接主控处理器，电源充电模块为各个功能模块供

电，主控处理器分别通过数据端口连接显示驱动模块和按键模块，显示驱动模块连接显示

屏，按键模块连接功能按键控制面板，主控处理器还连接多个激光模组，主控处理器还连接

模拟低频输出模块，模拟低频输出模块通过高压产生模块连接驱动输出模块，驱动输出模

块连接低频脉冲探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针康复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低频脉冲探头输出脉冲频率

为50Hz。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光针康复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锗针头采用36根，横纵各6根

的方式排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针康复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激光发射孔采用6-8个，以主

壳体的左端圆周均匀分布，每个孔内设置一个激光模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针康复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低能量软激光采用650纳米

波长的激光。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针康复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手持部的前部附设一块防滑

橡胶贴，防滑橡胶贴上设有三个手指安放槽，由上向下依次排列。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1245243 U

2



一种光针康复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康复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光针康复仪。

背景技术

[0002] 针刺穴位疗法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逐步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独

特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它是在中医基本理论八钢辨证和补虚泻实等原则的指导下，利用针

刺的刺激作用，通过人体腧穴，经络促使经络通畅、气血和调以达到祛除疾病、恢复健康的

一种治疗方法。根据中医理论，人体的经络“内属脏腑，外络肢节”，是运行气血的通路。它的

气输注聚结于体表的腧穴，它的功能主要通过腧穴来体现和反映。

[0003] 针疗就是通过刺激一定的腧穴，发挥相应经脉作用，调节人体脏腑气血功能，激发

其内在抗病能力达到治愈疾病的。针刺穴位疗法不仅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中发挥了很好的

治疗保健作用，而且正在对世界医学或其它科学产生影响和作出贡献。随着现代科学技术

的发展，针刺疗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医疗器具上发展极为迅速。

[0004] 近十几年来，人们又利用小功率的激光器研制成激光“针”刺装置。激光针灸是一

种利用激光的微细光束照射穴位以治疗疾病的新型针灸方法。激光的生物效应一般认为有

热效应、光压效应、光化学反应、电磁效应和刺激效应。低能量激光主要有抗炎、促进上皮细

胞生长等作用。

[0005] 但是，如何方便的将上述的两项功能融合在一起，便于使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

开发。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光针康复仪，将软激光和低频脉冲电疗结合，结构

简单，使用舒适、操作方便，便于携带和家庭使用。

[0007]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8] 一种光针康复仪，包括中空的手枪式主体，手枪式主体的横设部设为主壳体，手枪

式主体的纵设部设为手持部，主壳体的左端部设有低频脉冲探头和输出1-5毫瓦低能量软

激光的多个激光发射孔；所述的低频脉冲探头采用多根锗针头以阵列式分布，多个激光发

射孔以主壳体的左端圆周均匀分布；主壳体的壳身上设有功能按键控制面板，主壳体的中

空部设有功能电路板，主壳体的后端设有显示屏，主壳体的后部下方与手持部的上端连通，

手持部的中空部设有可充电电池组，手持部的下端设有隐藏式插头；所述的功能电路板上

设有主控处理器、电源充电模块、电源开关模块、显示驱动模块、按键模块、激光模组、模拟

低频输出模块、高压产生模块和驱动输出模块，电源充电模块通过隐藏式插头连接市电，电

源充电模块通过电源开关模块连接主控处理器，电源充电模块为各个功能模块供电，主控

处理器分别通过数据端口连接显示驱动模块和按键模块，显示驱动模块连接显示屏，按键

模块连接功能按键控制面板，主控处理器还连接多个激光模组，主控处理器还连接模拟低

频输出模块，模拟低频输出模块通过高压产生模块连接驱动输出模块，驱动输出模块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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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脉冲探头。

[0009] 所述的低频脉冲探头输出脉冲频率为50Hz。

[0010] 所述的锗针头采用36根，横纵各6根的方式排列。

[0011] 所述的激光发射孔采用6-8个，以主壳体的左端圆周均匀分布，每个孔内设置一个

激光模组。

[0012] 所述的低能量软激光采用650纳米波长的激光。

[0013] 所述的手持部的前部附设一块防滑橡胶贴，防滑橡胶贴上设有三个手指安放槽，

由上向下依次排列。

[0014] 本实用新型将软激光和低频脉冲电疗结合的家用微型治疗器，主要采用中空的手

枪式主体，手枪式主体的横设部设为主壳体，手枪式主体的纵设部设为手持部，主壳体的前

端设有低频脉冲探头和输出1-5毫瓦低能量软激光的激光发射孔。低频脉冲探头采用多根

锗针头以阵列式分布；低频脉冲探头输出脉冲频率为50Hz，50Hz选用骨病最佳治疗电流，利

用微电流制激，疼痛部位产生多次累积叠加效应，干扰病灶周围神经细胞加载“疼痛信息”，

有效阻断游离神经末梢对神经冲动的合成，大脑中枢无法收到疼痛发射信号，酸麻疼痛感

逐渐减缓。

[0015] 进一步地，低能量软激光采用650纳米波长的激光。通过激光发射孔外部照射向疼

痛部位，注入单色能量光量子，病灶部位血液、经络和淋巴三大循环被逐步打通，使得人体

组织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电路原理框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主控处理器和模拟低频输出模块电路原理图；

[0019]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源充电模块电路原理图；

[0020]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源开关模块电路原理图；

[0021]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显示驱动模块电路原理图；

[0022]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按键模块电路原理图；

[0023] 图8为本实用新型的高压产生模块和驱动输出模块电路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包括中空的手枪式主体，手枪式主体的横设部设为

主壳体，手枪式主体的纵设部设为手持部，主壳体的左端部设有低频脉冲探头和输出1-5毫

瓦低能量软激光的多个激光发射孔，低频脉冲探头输出脉冲频率为50Hz，低能量软激光采

用650纳米波长的激光；所述的低频脉冲探头采用多根锗针头以阵列式分布，锗针头采用36

根，横纵各6根的方式排列；所述的激光发射孔采用6-8个，多个激光发射孔以主壳体的左端

圆周均匀分布，每个孔内设置一个激光模组；主壳体的壳身上设有功能按键控制面板，主壳

体的中空部设有功能电路板，主壳体的后端设有显示屏，主壳体的后部下方与手持部的上

端连通，手持部的中空部设有可充电电池组，手持部的下端设有隐藏式插头；所述的手持部

的前部附设一块防滑橡胶贴，防滑橡胶贴上设有三个手指安放槽，由上向下依次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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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所述的功能电路板上设有主控处理器、电源充电模块、电源开关模块、显示驱动模

块、按键模块、激光模组、模拟低频输出模块、高压产生模块和驱动输出模块，电源充电模块

通过隐藏式插头连接市电，电源充电模块通过电源开关模块连接主控处理器，电源充电模

块为各个功能模块供电，主控处理器分别通过数据端口连接显示驱动模块和按键模块，显

示驱动模块连接显示屏，按键模块连接功能按键控制面板，主控处理器还连接多个激光模

组，主控处理器还连接模拟低频输出模块，模拟低频输出模块通过高压产生模块连接驱动

输出模块，驱动输出模块连接低频脉冲探头。

[0026] 主壳体1的壳身上设有功能按键控制面板5，包括“激光”按键、“强度+”、“强度-”和

“电源/定时”按键。主壳体1的中空部设有功能电路板，主壳体1的后端设有显示屏6，主壳体

1的后部下方与手持部2的上端连通，便于供电和线路的连接。

[0027] 手持部2的中空部设有可充电电池组，经济实用，手持部2的下端设有隐藏式插头

7，插头便于为电池组充电。所述的手持部2的前部附设一块防滑橡胶贴8，防滑橡胶贴8上设

有三个手指安放槽9，由上向下依次排列，根据人体使用功能学原理模拟人体手握姿势而模

拟设定，使得使用者拿握方便，使用舒适。

[0028]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9] 本实用新型主要针对骨病类型，将软激光和低频脉冲电疗结合的家用微型治疗

器，本实用新型的主控处理器采用高性能的32位单片机，如图3所示，采用Cortex-M0核心32

位单片机为控制芯片，最大特点是低功耗的设计。

[0030] 如图4所示，电源充电模块包括锂电池充电电路和电源稳压电路。锂电池充电电路

以PL4054芯片为核心，构成基本的单节锂电池充电电路。稳压电路由低压差稳压芯片

XC6206实现将锂电池电压稳压到3.3V，其中P1为充电插口。

[0031] 如图5所示，电源开关模块如图所示，以P沟道增强型场效应管为核心，利用场效应

管的截止和导通实现总电源开关。Q1为P沟道增强型场效应管。关机时通过按键实现场效应

管的开通，给整个电路供电，电路上电后由控制核心单片机锁住场效应管控制脚，保持电源

正常供给。当使用过程中S1按下时，单片机经由D1R7检测到按键按下，则通过Q2解除对Q1场

效应管的开启锁定，将Q1关闭，则电源被完全切断。P2为锂电池接触点。

[0032] 如图6所示，显示驱动模块采用T6326A芯片，可以独立驱动LCD显示屏，完成数据的

显示。通过CS、RD、WR、DATA与主控处理器的连线来接收单片机发送的显示数据。通过多个IO

口连接LCD芯片引脚。

[0033] 如图7所示，按键模块包括有4个按键：“激光”按键、“强度+”、“强度-”和“电源”按

键，分别为KEY1~3、S1。其中S1为开机启动按钮，KEY1~3为产品使用功能电路。KEY1~3为两端

按键，按键一端接GND，另一端连接到主控处理器接口上，并且通过30K电阻连接到VCC上。常

态主控处理器接口为高电平，按键按下时为低电平。按键的形式可使用导电橡胶按键，也可

以使用金属弹片按键实现按键功能。按键连接主控处理器IO口，通过按键发送信息，主控处

理器再通过端口控制激光模组的开启，同时，主控处理器内部设有控制程序，从而控制模拟

低频输出模块的输出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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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激光模组本实用新型采用6个，分别围绕锗针头圆周均匀分布，激光模组目前市场

上有多种型号可使用，本实用新型采用型号为FU650AD5-GC12的产品，本产品具有性能稳

定，一致性好，使用寿命长，能够发射出稳定的650nm波长的激光，且光斑的光点小、圆、无杂

光、精准度较高，自带驱动电路和激光合束装置，使用方便。

[0035] 如图3所示，模拟低频输出模块采用电阻网络连接方式，包含第一对串联电阻到第

七对串联电阻，第一对串联电阻的始端连接到GND，在第一对串联电阻之间的接口连接第二

队串联电阻的始端，依次类推，到第七对串联电阻，第一对串联电阻到第六对串联电阻的末

端连接主控处理器接口，第七对串联电阻之间作为输出端，连接到高压产生模块的入口

comp+，第七对串联电阻的末端接地。输出大小的控制通过“强度+”、“强度-”发送给主控处

理器的信号为准。通过主控处理器内部设定的程序产生相应的低频信号，再通过第七对串

联电阻的中间接口进行输出。

[0036] 如图8所示，高压产生模块包括放大三极管Q5，将模拟低频输出模块输出的低频进

行放大除杂处理，再输出给驱动输出模块，驱动输出模块通过四个放大三极管Q6-Q9进行整

流、调压，从而输出恒定的电压。

[0037] 本实用新型将软激光通过半导体激光发射器将激光输出波长控制在650纳米的黄

金波段，体表照射人体疼痛部位，既能穿透皮肤，脂肪，肌肉等组织，又不伤害人体并对病理

状态下的神液，细胞等人体组织快速修复。在低频脉冲干扰信号的同时，650纳米的1-5毫瓦

低能量激光光波，通过激光发射孔3外部照射向疼痛部位注入单色能量光量子，病灶部位血

液、经络和淋巴三大循环被逐渐打通，组织间、神经纤维间水肿减轻，组织内张力下降，因缺

血所致的肌肉痉拿，僵硬，肿胀缓解，缺氧状态改善，钾离子、激肽、胺类等病理致痛化学物

质清除，从而减少疼痛感。

[0038] 本实用新型的低频脉冲探头，低频脉冲探头采用多根锗针头4以阵列式分布，锗针

头4具体采用36根，横纵各6根的方式排列。或者采用48根、56根等等均可。其中，36根锗针头

4富含纯度为99.00%的稀有锗元素，锗原子核有32个电子，最外侧轨道上的4个电子做不规

则运动，是全球公认的细胞激活剂，一旦温度上升，最外侧轨道上的一个电子就会离轨，透

过毛孔进入人体，平均一个电子便可激活100个受损骨细胞。低频脉冲探头输出脉冲频率为

50Hz，50Hz选用骨病最佳治疗电流，利用微电流制激，疼痛部位产生多次累积叠加效应，干

扰病灶周围神经细胞加载“疼痛信息”，有效阻断游离神经末梢对神经冲动的合成，大脑中

枢就不再收到疼痛发射信号，酸麻疼痛感得到舒缓、减轻。

[0039] 上述叙述均有一个的科学根据，百度百科均可检索得到，并非夸大其词。

[0040]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

尽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

解：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

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实用新型实

施例技术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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