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479793.2

(22)申请日 2019.06.04

(71)申请人 深圳市招商蛇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 518000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

道前海航海路1092号招商局物流示范

基地运作楼2楼

    申请人 天津工业大学

(72)发明人 钱晓明　崔凤烨　曾原　张晋　

师云龙　

(74)专利代理机构 天津翰林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2210

代理人 王瑞

(51)Int.Cl.

A61H 39/06(2006.01)

A61H 23/0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艾灸片、艾灸服及艾灸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艾灸片、艾灸服及艾灸方

法。该艾灸片包括由内至外的艾草精华液微胶囊

层、加热层和振动按摩层；所述振动按摩层可拆

卸式连接于加热层的一面上；所述加热层上均布

有若干层导电纱线；艾草精华液微胶囊层可拆卸

式连接于加热层的另一面上。该艾灸服包括所述

艾灸片、服装和金属开关。本艾灸服将艾灸与服

装结合，穿上本艾灸服即实现对艾灸穴位和施灸

距离的准确把控，艾灸片可拆卸的安装于艾灸服

的相应穴位上，方便快捷，简单易行，使用者可自

行进行艾灸，节省开支，实现无烟环保，安全高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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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艾灸片，其特征在于该艾灸片包括由内至外的艾草精华液微胶囊层、加热层和

振动按摩层；所述振动按摩层可拆卸式连接于加热层的一面上；所述加热层上均布有若干

层导电纱线；艾草精华液微胶囊层可拆卸式连接于加热层的另一面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艾灸片，其特征在于艾草精华液微胶囊层中的微胶囊直径为

0.39μm-5.69μ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艾灸片，其特征在于导电纱线采用镀银纱线或镀金纱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艾灸片，其特征在于将加热层和振动按摩层连接完成之后，整

体放置于一个布袋中；艾草精华液微胶囊层放置于布袋中，位于加热层的另一面上，方便更

换。

5.一种艾灸服，其特征在于该艾灸服包括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的艾灸片、服装和金属

开关；

每一层导电纱线的两端分别与一套金属开关的一侧触点的正负极电连接；各个层导电

纱线之间相互并联；振动按摩层的正负极分别与一套金属开关的一侧触点的正负极电连

接；在服装的每个艾灸穴位的对应位置固定有一套金属开关的另一侧触点的正负极；各个

艾灸穴位处的金属开关相互并联；金属开关的一侧触点的正负极与金属开关的另一侧触点

的正负极可拆卸式电连接；金属开关的另一侧触点的正负极分别与外部电源的正负极电连

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艾灸服，其特征在于所述服装可采用紧身衣或者压力服，包括

上衣、下衣和袜子且标有相应的艾灸穴位。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艾灸服，其特征在于艾灸服上还布置有脉搏心率传感器、血压

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和振动频率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用于监测艾灸温度；振动频率传感器用

于监测振动按摩层的振动频率。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艾灸服，其特征在于一套金属开关包括两个金属子母扣，一侧

触点为子母扣的子扣，另一侧触点为子母扣的母扣；金属开关的一端固定于布袋的适当位

置，方便与艾灸穴位的对应；采用金属子母扣可拆卸。

9.一种基于权利要求5-8任一所述的艾灸服的艾灸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步骤1、艾灸片的制备；

将艾草精油导入具有缓释结构的微胶囊中制成艾草精华液微胶囊；然后将艾草精华液

微胶囊通过织物后整理方法整理到无纺布中制成艾草精华液微胶囊层；

将柔性的导电纱线固定在服用布料上制成具有可通电加热电路的加热层；

采用超薄型扁平振动片制成的振动按摩层；

将加热层的两面复合艾草精华液微胶囊层和振动按摩层；导电纱线和振动按摩层与金

属开关的一侧触点的正负极电连接；

步骤2、艾灸服的制备；

根据人体穴位分布，在服装的每个艾灸穴位的对应位置固定金属开关的另一侧触点的

正负极；

步骤3、开始艾灸过程，在使用者需要艾灸的穴位的对应艾灸服的位置，通过将金属开

关的一侧触点的正负极与金属开关的另一侧触点的正负极进行连接，实现将艾灸片安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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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穴位；穿上艾灸服，打开外部电源即可实现对此穴位的艾灸过程。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艾灸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织物后整理方法是浸扎或喷

涂；

步骤3中，艾灸过程中，通过艾灸服上的脉搏心率传感器监测使用者的脉搏，通过血压

传感器监测使用者的血压，通过温度传感器监控艾灸温度并调节，通过振动频率传感器监

测振动按摩层的振动频率并进行调整；设置艾灸时间；并显示脉搏、血压、艾灸温度、振动频

率和艾灸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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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艾灸片、艾灸服及艾灸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艾灸领域，具体是一种艾灸片、艾灸服及艾灸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艾灸是点燃用艾叶制成的艾柱或艾条等，熏烤人体的穴位以达到保健治病的

目的。但是传统艾灸方法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由于对施灸穴位的准确性以及对施灸距

离、时间等的要求，没有经验的普通人通常难以自己完成艾灸，必须由专业医师进行艾灸，

但是由于医患双方时间协调以及艾灸费用等问题，艾灸次数很难保证，导致艾灸疗效降低。

其次，传统艾灸由于艾柱的高温特性，容易引起患者皮肤烫伤，对人体皮肤造成伤害。同时，

点燃艾柱产生的烟雾也易引起呼吸道疾病并对环境造成污染。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拟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艾灸片、艾灸服及艾

灸方法。

[0004] 本发明解决所述艾灸片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艾灸片，其特征在于该

艾灸片包括由内至外的艾草精华液微胶囊层、加热层和振动按摩层；所述振动按摩层可拆

卸式连接于加热层的一面上；所述加热层上均布有若干层导电纱线；艾草精华液微胶囊层

可拆卸式连接于加热层的另一面上。

[0005] 本发明解决所述艾灸服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艾灸服，其特征在于该

艾灸服包括所述艾灸片、服装和金属开关；

[0006] 每一层导电纱线的两端分别与一套金属开关的一侧触点的正负极电连接；各个层

导电纱线之间相互并联；振动按摩层的正负极分别与一套金属开关的一侧触点的正负极电

连接；在服装的每个艾灸穴位的对应位置固定有一套金属开关的另一侧触点的正负极；各

个艾灸穴位处的金属开关相互并联；金属开关的一侧触点的正负极与金属开关的另一侧触

点的正负极可拆卸式电连接；金属开关的另一侧触点的正负极分别与外部电源的正负极电

连接。

[0007] 本发明解决所述艾灸方法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基于所述艾灸服的艾

灸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步骤1、艾灸片的制备；

[0009] 将艾草精油导入具有缓释结构的微胶囊中制成艾草精华液微胶囊；然后将艾草精

华液微胶囊通过织物后整理方法整理到无纺布中制成艾草精华液微胶囊层；

[0010] 将柔性的导电纱线固定在服用布料上制成具有可通电加热电路的加热层；

[0011] 采用超薄型扁平振动片制成的振动按摩层；

[0012] 将加热层的两面复合艾草精华液微胶囊层和振动按摩层；导电纱线和振动按摩层

与金属开关的一侧触点的正负极电连接；

[0013] 步骤2、艾灸服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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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根据人体穴位分布，在服装的每个艾灸穴位的对应位置固定金属开关的另一侧触

点的正负极；

[0015] 步骤3、开始艾灸过程，在使用者需要艾灸的穴位的对应艾灸服的位置，通过将金

属开关的一侧触点的正负极与金属开关的另一侧触点的正负极进行连接，实现将艾灸片安

装于此穴位；穿上艾灸服，打开外部电源即可实现对此穴位的艾灸过程。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有益效果在于：

[0017] (1)本艾灸服将艾灸与服装结合，实现了医学行业与服装行业的学科交叉，穿上本

艾灸服即可实现对艾灸穴位和施灸距离的准确把控，方便快捷，简单易行，使用者可自行利

用空闲时间自主进行艾灸保健，无需专业医师陪同即可自行完成艾灸，保证艾灸疗效，节省

开支。

[0018] (2)通过加热层的加热作用和振动按摩层的振动作用促进皮肤对艾草精华液的吸

收，克服了传统艾灸燃烧艾叶产生烟雾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缺点，实现无烟环保、避免烫伤同

时达到传统的艾灸效果。

[0019] (3)将艾草精华液导入具有缓释结构的微胶囊中制成艾草精华液微胶囊，实现对

艾草精华液的缓释，克服艾草精华液挥发性强的缺点，提高了艾草精华液的利用率。

[0020] (4)各个人体艾灸穴位相互独立，只需将艾灸片可拆卸的安装于艾灸服的相应穴

位上即可实现对该穴位的艾灸，操作简便。

[0021] (5)通过各种传感器实现按摩力度可控、艾灸温度可调以及对使用者的身体状态

进行监测，安全。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一种实施例的艾灸片的整体结构立体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一种实施例的艾灸片的整体结构主视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一种实施例的艾灸服的整体结构图；

[0025] 图中：1、艾灸片；11、艾草精华液微胶囊层；12、加热层；13、振动按摩层；14、导电纱

线；2、服装；3、金属开关。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给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具体实施例仅用于进一步详细说明本发明，不限

制本申请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002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艾灸片(参见图1-2)，其特征在于该艾灸片1包括由内至外的艾

草精华液微胶囊层11、加热层12和振动按摩层13；艾草精华液微胶囊层11位于最接近人体

的位置；所述振动按摩层13可拆卸式(粘贴)连接于加热层12的一面上；所述加热层12上均

布有若干层导电纱线14；艾草精华液微胶囊层11可拆卸式(粘贴)连接于加热层12的另一面

上；

[0028] 所述艾草精华液微胶囊层11的制备方法是：从艾草中提取出艾草精华液，由于艾

草精华液具有强挥发性，所以将艾草精华液导入具有缓释结构的微胶囊中制成缓释的艾草

精华液微胶囊，然后将艾草精华液微胶囊通过浸扎、喷涂等织物后整理方法整理到无纺布

中制成艾草精华液微胶囊层11；其中微胶囊直径为0.39μm-5.69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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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所述加热层12的制备方法是：将柔性的导电纱线14(例如镀银纱线、镀金纱线等)

通过缝纫等方法固定在服用布料(例如白棉布等)上制成具有可通电同心圆形状的加热电

路的柔性加热薄片，加热率通过电脑PID控制；

[0030] 所述振动按摩层13采用超薄型扁平振动片，振幅和振动频率可调；

[0031] 优选地，将加热层12和振动按摩层13连接完成之后，整体放置于一个布袋中；艾草

精华液微胶囊层11放置于布袋中，位于加热层12的另一面上，方便更换；

[0032] 本发明同时提供了一种艾灸服(参见图3)，其特征在于该艾灸服包括艾灸片1、服

装2和金属开关3；

[0033] 每一层导电纱线14的两端分别通过导线与一套金属开关3的一侧触点的正负极电

连接；各个层导电纱线14之间相互并联；振动按摩层13的正负极分别通过导线与一套金属

开关3的一侧触点的正负极电连接；根据人体穴位分布，在服装2的每个艾灸穴位的对应位

置固定有(缝纫)一套金属开关3的另一侧触点的正负极；各个艾灸穴位处的金属开关3相互

并联；金属开关3的一侧触点的正负极与金属开关3的另一侧触点的正负极可拆卸式电连

接；金属开关3的另一侧触点的正负极分别通过导线与外部电源的正负极电连接。

[0034] 所述服装2可采用紧身衣或者压力服，包括上衣、下衣和袜子且标有相应的艾灸穴

位。

[0035] 优选地，艾灸服上还布置有脉搏心率传感器、血压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和振动频率

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用于监测艾灸温度；振动频率传感器用于监测振动按摩层13的振动频

率；

[0036] 一套金属开关3包括两个金属子母扣，一侧触点为子母扣的子扣，另一侧触点为子

母扣的母扣；金属开关3的一端固定于布袋的适当位置，方便与艾灸穴位的对应；采用金属

子母扣可拆卸。

[0037] 本发明同时提供了一种基于该艾灸服的艾灸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38] 步骤1、艾灸片1的制备；

[0039] 将艾草精油导入具有缓释结构的微胶囊中制成艾草精华液微胶囊，实现对艾草精

华液的缓释，克服艾草精华液挥发性强的缺点；然后将艾草精华液微胶囊通过浸扎、喷涂等

织物后整理方法整理到无纺布中制成艾草精华液微胶囊层11；

[0040] 将柔性的导电纱线14通过缝纫等方法固定在服用布料上制成具有可通电加热电

路的加热层12；通过加热促进皮肤对艾草精华液的吸收，克服了传统艾灸燃烧艾叶产生烟

雾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缺点；

[0041] 采用超薄型扁平振动片制成的振幅和振动频率可调的振动按摩层13，按摩相应艾

灸穴位可促进皮肤对艾草精华液的吸收；

[0042] 将加热层12的两面复合艾草精华液微胶囊层11和振动按摩层13；导电纱线14和振

动按摩层13与金属开关3的一侧触点的正负极电连接；

[0043] 步骤2、艾灸服的制备；

[0044] 根据人体穴位分布，在服装2的每个艾灸穴位的对应位置缝纫金属开关3的另一侧

触点的正负极；

[0045] 步骤3、开始艾灸过程，在使用者需要艾灸的穴位的对应艾灸服的位置，通过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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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开关3两端进行连接，实现将艾灸片1安装于此穴位；穿上艾灸服，打开外部电源即可实现

对此穴位的艾灸过程；

[0046] 艾灸过程中，可通过艾灸服上的脉搏心率传感器监测使用者的脉搏，通过血压传

感器监测使用者的血压，通过温度传感器监控艾灸温度并调节，通过振动频率传感器监测

振动按摩层13的振动频率并进行调整；还可通过手机自行设置艾灸时间；并通过手机显示

脉搏、血压、艾灸温度、振动频率和艾灸时间。

[0047] 本发明未述及之处适用于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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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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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9

CN 110051535 A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