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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中药医养家用熏蒸器，

涉及熏蒸领域。该中药医养家用熏蒸器包括熏蒸

箱体，所述熏蒸箱体的底部固定安装有支撑腿，

所述熏蒸箱体的内部固定安装有加热器，所述加

热器的顶部固定安装有熏蒸锅，所述熏蒸锅的表

面连接有侧盖体。该中药医养家用熏蒸器通过第

一把手向外拉动，把熏蒸锅拉取出来，打开中药

箱盖，把医疗用中药材放入到中药箱内，通过智

能降温管对刚加热出来的蒸汽降温，刚出来的蒸

汽温度太高，直接使用对人体造成一定伤害，蒸

汽进入到智能加热管，一方面防止蒸汽通过智能

降温管时温度过度降低，另一方面可以把蒸汽整

体温度控制在对人体有益的范围之内，使熏蒸效

果更好，使人体更好的吸收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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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中药医养家用熏蒸器，包括熏蒸箱体(1)，所述熏蒸箱体(1)的底部固定安装有

支撑腿(2)，其特征在于：所述熏蒸箱体(1)的内部固定安装有加热器(20)，所述加热器(20)

的顶部固定安装有熏蒸锅(19)，所述熏蒸锅(19)的表面连接有侧盖体(4)，所述侧盖体(4)

的正面固定连接有第一把手(3)，所述熏蒸锅(19)的内部设置有中药箱(23)，所述中药箱

(23)的顶部设置有中药箱盖(24)，所述中药箱盖(24)的顶部设置有第二把手(21)，所述中

药箱(23)的侧面固定连接有固定扣(22)，所述熏蒸箱体(1)的内表面固定安装有垫圈(18)，

所述熏蒸箱体(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管箱体(5)，所述熏蒸箱体(1)的顶部开设有熏蒸箱体

出雾口(17)，所述熏蒸箱体出雾口(17)的表面连接有智能降温管(12)，所述智能降温管

(12)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雾水分离箱(15)，所述雾水分离箱(15)的侧面开设有雾水分离箱

出水口(16)，所述雾水分离箱出水口(16)的表面连接有放水管(10)，所述放水管(10)的中

部固定安装有放水阀(9)，所述雾水分离箱(15)的侧面开设有雾水分离箱出雾口(14)，所述

雾水分离箱出雾口(14)的表面连接有智能加热管(11)，所述雾水分离箱(15)的顶部固定连

接有支撑块(13)，所述管箱体(5)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第三把手(8)，所述管箱体(5)的顶部设

置有显示屏(7)，所述管箱体(5)的顶部设置有控制按钮(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药医养家用熏蒸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垫圈(18)的底部

与熏蒸锅(19)的顶部连接，且垫圈(18)的顶部固定连接在熏蒸箱体(1)的内表面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药医养家用熏蒸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雾水分离箱出水

口(16)开设在所述雾水分离箱(15)的侧下方，且所述雾水分离箱出雾口(14)开设在所述雾

水分离箱(15)的侧上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药医养家用熏蒸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扣(22)共有

四个，且四个固定扣(22)均匀的安装在中药箱(23)的四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药医养家用熏蒸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侧盖体(4)通过

熏蒸锅(19)与熏蒸箱体(1)连接，且侧盖体(4)与熏蒸箱体(1)卡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药医养家用熏蒸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加热管(11)

的表面覆盖有智能加热层，且智能降温管(12)的表面覆盖有智能降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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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药医养家用熏蒸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熏蒸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中药医养家用熏蒸器。

背景技术

[0002] 中药熏蒸即是以热药蒸汽为治疗因子的化学、物理综合疗法，此种方法最早应用

于临床的案例自先秦就存在文献记载，到清代以后，中药熏蒸方法趋于成熟。在新中国成立

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中药熏蒸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广泛应

用于临床治疗、康复疗养等诸多方面。在临床治疗方面的应用尤为广泛，特别是对于强直性

脊柱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及骨性关节炎等各种骨伤科多发病的治疗有着极好的效果，远红

外的温热效应加速血液循环，改善脑组织微循环状况，使脑细胞得以充分的氧气及养料供

给，加强新陈代谢，使大脑皮层失衡状况得以改变，加深抑制过程，起到镇静、安眠作用。

[0003] 根据现有的医疗技术水平，以上各种骨科疾病大多不能完全治愈，患者需要长期

进行治疗，现有的中药熏蒸治疗器大多存在于医院中，多为躺式或半躺式，此类中药熏蒸器

体积巨大、价格昂贵且操作复杂，不能应用于家庭治疗；而且在医院进行中药熏蒸治疗，费

用太高，对于需要长期治疗的患者来说难以承受，因此需要一种可以用于家庭治疗且成本

低的家庭用中药熏蒸治疗器。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中药医养家用熏蒸器，解决了上述

背景技术中提出的治疗成本高问题。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中药医养家用熏

蒸器，包括熏蒸箱体，所述熏蒸箱体的底部固定安装有支撑腿，所述熏蒸箱体的内部固定安

装有加热器，所述加热器的顶部固定安装有熏蒸锅，所述熏蒸锅的表面连接有侧盖体，所述

侧盖体的正面固定连接有第一把手，所述熏蒸锅的内部设置有中药箱，所述中药箱的顶部

设置有中药箱盖，所述中药箱盖的顶部设置有第二把手，所述中药箱的侧面固定连接有固

定扣，所述熏蒸箱体的内表面固定安装有垫圈，所述熏蒸箱体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管箱体，所

述熏蒸箱体的顶部开设有熏蒸箱体出雾口，所述熏蒸箱体出雾口的表面连接有智能降温

管，所述智能降温管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雾水分离箱，所述雾水分离箱的侧面开设有雾水

分离箱出水口，所述雾水分离箱出水口的表面连接有放水管，所述放水管的中部固定安装

有放水阀，所述雾水分离箱的侧面开设有雾水分离箱出雾口，所述雾水分离箱出雾口的表

面连接有智能加热管，所述雾水分离箱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支撑块，所述管箱体的顶部固定

连接有第三把手，所述管箱体的顶部设置有显示屏，所述管箱体的顶部设置有控制按钮。

[0008] 优选的，所述垫圈的底部与熏蒸锅的顶部连接，且垫圈的顶部固定连接在熏蒸箱

体的内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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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的，所述所述雾水分离箱出水口开设在所述雾水分离箱的侧下方，且所述雾

水分离箱出雾口开设在所述雾水分离箱的侧上方。

[0010] 优选的，所述固定扣共有四个，且四个固定扣均匀的安装在中药箱的四周。

[0011] 优选的，所述侧盖体通过熏蒸锅与熏蒸箱体连接，且侧盖体与熏蒸箱体卡接。

[0012] 优选的，所述智能加热管的表面覆盖有智能加热层，且智能降温管的表面覆盖有

智能降温层。

[0013] (三)有益效果

[0014]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中药医养家用熏蒸器。具备有益效果如下：

[0015] 1.该中药医养家用熏蒸器，通过第一把手向外拉动，把熏蒸锅拉取出来，打开中药

箱盖，把医疗用中药材放入到中药箱内，然后使用固定扣把中药箱和中药箱盖固定连接，把

熏蒸锅放入到熏蒸箱体内，使侧盖体与熏蒸箱体卡接，同时垫圈与熏蒸锅贴合，使其达到一

个密闭空间，使熏蒸的时候不漏气，使熏蒸效果更好，同时通过控制按钮控制加热蒸煮时

间，使药物发挥到最大作用，使效率更高。

[0016] 2.该中药医养家用熏蒸器，通过智能降温管对刚加热出来的蒸汽降温，防止刚出

来的蒸汽温度太高，直接使用对人体造成一定伤害，起到反作用，通过雾水分离箱，把蒸汽

里面聚集的水珠过滤出来，通过放水阀把水排走，蒸汽进入到智能加热管，一方面防止蒸汽

通过智能降温管时温度过度降低，另一方面可以把蒸汽整体温度控制在对人体有益的范围

之内，使熏蒸效果更好，使人体更好的吸收药物，同时降低成本。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正视结构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剖视结构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俯视结构图。

[0021] 图中：1熏蒸箱体、2支撑腿、3第一把手、4侧盖体、5管箱体、6控制按钮、7显示屏、8

第三把手、9放水阀、10放水管、11智能加热管、12智能降温管、13支撑快、14雾水分离箱出雾

口、15雾水分离箱、16雾水分离箱出水口、17熏蒸箱体出雾口、18垫圈、19熏蒸锅、20加热器、

21第二把手、22固定扣、23中药箱、24中药箱盖。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通过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阐述。

[0023] 请参阅图1-4，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以下技术方案：一种中药医养家用熏蒸器，

包括熏蒸箱体1，熏蒸箱体1的底部固定安装有支撑腿2，熏蒸箱体  1的内部固定安装有加热

器20，加热器20的顶部固定安装有熏蒸锅19，熏蒸锅19的表面连接有侧盖体4，侧盖体4的正

面固定连接有第一把手3，熏蒸锅19的内部设置有中药箱23，中药箱23的顶部设置有中药箱

盖24，中药箱盖24的顶部设置有第二把手21，中药箱23的侧面固定连接有固定扣22，熏蒸箱

体1的内表面固定安装有垫圈18，熏蒸箱体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管箱体  5，熏蒸箱体1的顶部

开设有熏蒸箱体出雾口17，熏蒸箱体出雾口17的表面连接有智能降温管12，智能降温管12

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雾水分离箱15，雾水分离箱15的侧面开设有雾水分离箱出水口16，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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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离箱出水口16的表面连接有放水管10，放水管10的中部固定安装有放水阀9，雾水分离

箱15 的侧面开设有雾水分离箱出雾口14，雾水分离箱出雾口14的表面连接有智能加热管

11，雾水分离箱15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支撑块13，管箱体5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第三把手8，管箱

体5的顶部设置有显示屏7，管箱体5的顶部设置有控制按钮6。

[0024] 本实施方案中：还包括通过第一把手3向外拉动，把熏蒸锅19拉取出来，打开中药

箱盖24，把医疗用中药材放入到中药箱23内，然后使用固定扣22  把中药箱23和中药箱盖24

固定连接，把熏蒸锅19放入到熏蒸箱体1内，使侧盖体4与熏蒸箱体1卡接，同时垫圈18与熏

蒸锅19贴合，使其达到一个密闭空间，使熏蒸的时候不漏气，使熏蒸效果更好，同时通过控

制按钮控制6  加热蒸煮时间，使药物发挥到最大作用，使效率更高。

[0025] 本实施方案中：通过智能降温管12对刚加热出来的蒸汽降温，防止刚出来的蒸汽

温度太高，直接使用对人体造成一定伤害，起到反作用，通过雾水分离箱15，把蒸汽里面聚

集的水珠过滤出来，通过放水阀9把水排走，蒸汽进入到智能加热管11，一方面防止蒸汽通

过智能降温管时温度过度降低，另一方面可以把蒸汽整体温度控制在对人体有益的范围之

内，使熏蒸效果更好，使人体更好的吸收药物，同时降低成本。

[0026] 具体地：垫圈18的底部与熏蒸锅19的顶部连接，且垫圈18的顶部固定连接在熏蒸

箱体1的内表面上；因此，垫圈18与熏蒸锅19贴合使其达到一个密闭空间，使熏蒸的时候不

漏气，使熏蒸效果更好。

[0027] 具体地：雾水分离箱出水口16开设在雾水分离箱15的侧下方，且雾水分离箱出雾

口14开设在雾水分离箱15的侧上方；因此，利用水滴的重量大于蒸汽的重量，水滴下沉，所

以把出水口设置在下方，方便聚集的水珠排除。

[0028] 具体地：固定扣22共有四个，且四个固定扣22均匀的安装在中药箱23 的四周；因

此，四个固定扣可以更好的固定中药箱盖24，使其不易脱落。

[0029] 具体地：侧盖体4通过熏蒸锅19与熏蒸箱体1连接，且侧盖体4与熏蒸箱体1卡接；因

此，侧盖体4呈圆弧状，可以更好的与圆弧状的熏蒸箱体1  进行卡接，使完美贴合。

[0030] 具体地：智能加热管11的表面覆盖有智能加热层，且智能降温管12的表面覆盖有

智能降温层；因此，智能降温管12对刚加热出来的蒸汽降温，防止刚出来的蒸汽温度太高，

直接使用对人体造成一定伤害，智能加热管11一方面防止蒸汽通过智能降温管时温度过度

降低，另一方面可以把蒸汽整体温度控制在对人体有益的范围之内。

[0031] 工作原理：使用时通过第一把手3向外拉动，把熏蒸锅19拉取出来，打开中药箱盖

24，把医疗用中药材放入到中药箱23内，然后使用固定扣22把中药箱23和中药箱盖24固定

连接，把熏蒸锅19放入到熏蒸箱体1内，使侧盖体4与熏蒸箱体1卡接，同时垫圈18与熏蒸锅

19贴合，使其达到一个密闭空间，使熏蒸的时候不漏气，使熏蒸效果更好，同时通过控制按

钮控制6  加热蒸煮时间，使药物发挥到最大作用，通过智能降温管12对刚加热出来的蒸汽

降温，防止刚出来的蒸汽温度太高，直接使用对人体造成一定伤害，起到反作用，通过雾水

分离箱15，把蒸汽里面聚集的水珠过滤出来，通过放水阀9把水排走，蒸汽进入到智能加热

管11，一方面防止蒸汽通过智能降温管时温度过度降低，另一方面可以把蒸汽整体温度控

制在对人体有益的范围之内，使熏蒸效果更好，使人体更好的吸收药物，同时降低成本。

[0032]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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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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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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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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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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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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