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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手持式家用艾灸仪，包括一个中空的盒

体、覆盖于盒体表面的触摸操作板、安装于盒体

内的主控电路板、支撑连接板、隔热防护层、加热

盘及安装于盒体底部的基座、扣合在基座底部中

央的底盒、安装于基座底部四周的软垫，所述的

触摸操作板、加热盘与主控电路板相连接，加热

盘与主控电路板之间安装一层隔热防护层并通

过隔热防护层之间的孔洞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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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手持式家用艾灸仪，其特征在于包括一个中空的盒体（2）、覆盖于盒体表面的操

作板（1）、安装于盒体内的主控电路板（3）、支撑连接板（4）、隔热防护层（5）、加热盘（6）及安

装于盒体底部的基座（7）、扣合在基座底部中央的底盒（8）、安装于基座底部四周的软垫

（9），所述的操作板（1）、加热盘（6）与主控电路板（3）相连接，加热盘（6）与主控电路板（3）之

间安装一层隔热防护层（5）并通过隔热防护层之间的孔洞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手持式家用艾灸仪，其特征在于操作板（1）上有模式（101）、加

减调节、开关机等按键，通过该模式按键可以选择温灸，舒适灸，热灸，隔物灸等艾灸模式，

通过加减键可以调节艾灸温度及时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手持式家用艾灸仪，其特征在于主控电路板（3）通过上下螺钉

（301）分别与支撑连接板（4）及盒体（2）固定并与加热盘（6）及操作板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手持式家用艾灸仪，其特征在于支撑连接板（4）上下两面四周

分布有螺纹柱（302），通过螺纹柱与主控电路板相连接，支撑连接板上安装有USB接口，通过

USB接口外接电源适配器，移动电源等供电。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手持式家用艾灸仪，其特征在于隔热防护层（5）采用阻燃隔热

材料制作，其四周分布有孔洞，用于连接加热盘（6）及支撑连接板（4）。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手持式家用艾灸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加热盘（6）为一体压铸成

形，为内凹状态，凹盘内可以放置艾草、艾绒、艾饼及各种中草药，凹盘外表面中部分布有

PTC加热模块（602），加热模块上有一片金属压片（601），将PTC加热模块紧压在加热盘外表

面，PTC加热模块（602）加热凹盘中的艾草、艾绒、艾饼及各种中草药，药物药力不断挥发作

用与人体，实现热敷，艾灸及药物理疗。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手持式家用艾灸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基座（7）安装于盒体的底

部，基座底部中央扣有底盒（8）、基座底部四周安装有软垫（9），取下底盒（8）可以更换加热

盘中的中草药或艾草艾绒等。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手持式家用艾灸仪，其特征在于包括安装有各种器件的盒体

（2）、操作板、基座、底盒等，可以将艾精油滴入中草药或艾绒艾饼艾草中，加热盘产生的高

温将艾精油蒸发，蒸发的艾精油和艾绒艾饼及中草药的烟雾一起对使用者的皮肤进行灸

治，增强艾灸效果。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手持式家用艾灸仪，其特征在于可以替换传统的艾灸盒，明火艾

灸，温灸器，热敷包，粗盐热敷袋等传统艾灸、理疗、热敷产品，并且可以通过外接电源适配

器及移动电源让产品没有环境使用限制，可以让传统艾灸理疗走入到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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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家用艾灸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专利涉及一种保健养生理疗仪器，具体说是一种手持式家用艾灸仪。

背景技术

[0002]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这体现了

我们党对人民健康重要价值和作用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0003]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传染病疫情、抗生素耐药等跨国播散的公共安全威胁

日益严峻。传统中医的艾灸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各类疾病的防治，对某些病症的治疗

效果甚至超过针、药，且有较高的安全性，并且副作用小，不会产生抗生素耐药性等问题，更

难能可贵的是艾灸不仅可以治病更能够强身，正所谓有病治病无病强身。

[0004] 现有中医中的艾灸方式虽然在治疗上有自己独到的一面但是存在也存在问题，如

传统艾灸有烟（有毒），有火（不安全），操作不方便（需要专业人士），烟味大；市面上现留行

的电子艾灸产品疗法单一，有时反应太强烈，使有些客人难以承受，同时携带不方便，操作

繁琐，外出携带使用不便等等，以上种种不足让制约了中医及艾灸的发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问题的不足，将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提供一种

区别于传统明火艾灸的产品，既解决传统艾灸有烟（有毒），有火（不安全），操作不方便（需

要专业人士），烟味大的问题又优化了市面上现留行的电子艾灸产品疗法单一，有时反应太

强烈，使有些客人难以承受，同时携带不方便，操作繁琐，外出携带使用不便等问题，产品具

有无烟，无明火，易操作，易携带，方便出行，在拥有具有传统艾灸的资料效果的同时也具有

理疗热敷等多种养生功能，可以供平常人群使用，起到强身健体，增强人民体质的作用，本

发明使用简单便于大规模推广使用，最终达到有病治病无病强身提升全民族的健康水平的

目的。

[0006] 为本专利目的是通过下述技术方案予以实现的：一种手持式家用艾灸仪，包括一

个中空的盒体（2）、覆盖于盒体表面的触摸操作板（1）、安装于盒体内的主控电路板（3）、支

撑连接板（4）、隔热防护层（5）、加热盘（6）及安装于盒体底部的基座（7）、扣合在基座底部中

央的底盒（8）、安装于基座底部四周的软垫（9），所述的触摸操作板（1）、加热盘（6）与主控电

路板（3）相连接，加热盘（6）与主控电路板（3）之间安装一层隔热防护层（5）并通过隔热防护

层之间的孔洞相连接。

[0007] 所述的触摸操作板（1），其特征在于触摸操作板上有模式（104）、加减调节（101，

102）、开关机（103）等触摸按键，通过该触摸模式按键可以选择温灸，舒适灸，热灸，隔物灸

等艾灸模式，通过加减键可以调节艾灸温度及时间。

[0008] 所述的主控电路板（6），其特征在于主控电路板（3）通过上下螺钉（301）分别与支

撑连接板（4）及盒体（2）固定并与加热盘（6）及触摸操作板连接。

[0009] 所述的支撑连接板（4），其特征在于支撑连接板上下两面四周分布有螺纹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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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通过螺纹柱与主控电路板相连接，支撑连接板上安装有USB接口（10），通过USB接口

外接电源适配器，移动电源等供电。

[0010] 所述的隔热防护层，其特征在于隔热防护层（5）采用阻燃隔热材料制作，其四周分

布有孔洞，用于连接加热盘（6）及支撑板（4）。

[0011] 所述的加热盘（6），其特征在于为一体压铸成形，为内凹状态，凹盘内可以放置艾

草、艾绒、艾饼及各种中草药，安盘外表面中部分布有PTC加热模块（602），加热模块上有一

片金属压片（601），将PTC加热模块紧压在加热盘外表面，PTC加热模块（602）加热凹盘中的

艾草、艾绒、艾饼及各种中草药，药物药力不断挥发作用与人体，实现热敷，艾灸及药物理

疗。

[0012] 所述的基座（7）安装于盒体的底部，基座底部中央扣有底盒（8）、基座底部四周安

装有软垫（9），取下底盒（8）可以更换加热盘中的中草药或艾草艾绒等。

[0013] 一种手持式家用艾灸仪，包括包安装有各种器件的盒体（2）、触摸板、基座、底盒

等，其特征在于可以将艾精油滴入中草药或艾绒艾饼艾草中，加热盘产生的高温将艾精油

蒸发，蒸发的艾精油和艾绒艾饼及中草药的烟雾一起对实用者的皮肤进行灸治，增强艾灸

效果。

[0014] 一种手持式家用艾灸仪，其特征在于可以替换传统的艾灸盒，明火艾灸，温灸器，

热敷包，粗盐热敷袋等传统艾灸、理疗、热敷产品，并且可以通过外接电源适配器及移动电

源让产品没有环境使用限制，可以让传统艾灸理疗走入到日常生活中。

[0015] 本专利的有益效果是  ：使用时可以将仪器手持贴敷于身体相应穴位，或者用绑带

穿过艾灸仪上两侧的扣环（202），绑戴在人体相应穴位或者部位，通过操作面板上的触摸按

键选择相应艾灸模式就可以进行艾灸，并能通过调节按键调节艾灸时的温度及艾灸时间，

艾灸强度及时间可调，艾灸方式操作简单不需要艾灸专业人员自己在家也能给自己或家人

进行艾灸，能够让中医和艾灸普及到大众。

[0016] 同时本使用新型还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7] 1 .可以外接电源适配器及移动电源供电，产品使用不受限制，出差户外都可以使

用。

[0018] 2.采用PTC加热模块加热艾草、艾绒及各种中草药解决传统艾灸有烟（有毒），有火

（不安全）的问，题减少艾灸时的烟雾排放，降低艾灸对环境的污染。

[0019] 3.产品通过模式键可以选择多种艾灸方式如：温灸，舒适灸，热灸，隔物灸，同时能

够根据每个人受热力调节适合自己的温度及艾灸时间，做到因人制宜。

[0020] 4.艾灸仪搭配绑带使用，可以实现对身体各个部位的施灸。

[0021] 5.艾灸仪可以实现隔姜隔蒜等各种隔物灸方式。解决了传统艾灸盒功能单一的缺

点。

[0022] 6.艾灸仪具有热敷，理疗的功能，可以代替艾灸铜盒，热敷袋，粗盐热敷包等可以

一机多用。

附图说明

[0023] 为了使本专利的内容更容易被清楚地理解，下面根据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

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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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1为本专利的结构图；

[0025] 图2为本专利的立体图1；

[0026] 图3为本专利的立体图2；

[0027] 附图中的标号为：触摸操作板（1）、加减调节按键（101，102）、开关键（103）、模式按

键（104）、盒体（2）、USB接口（201）、扣环（202）、主控电路板（3）、上下螺钉（301）、支撑连接板

（4）、螺纹柱（401）、隔热防护层（5）、加热盘（6）、金属压片（601）、PTC加热模块（602）、基座

（7）、底螺纹柱（701）、卡槽（702）、底盒（8）、卡扣（801）、隔热片（802）、软垫（9）、USB接口

（10）。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参照附图详细描述本专利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的说明。应当理解的是，

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专利，并不用于限制本专利。

[0029] 本实施例的专利，如图1-图3所示，触摸操作板（1）、加减调节按键（101，102）、开关

键（103）、模式按键（104）、盒体（2）、USB接口（201）、扣环（202）、主控电路板（3）、上下螺钉

（301）、支撑连接板（4）、螺纹柱（401）、隔热防护层（5）、加热盘（6）、金属压片（601）、PTC加热

模块（602）、基座（7）、底螺纹柱（701）、卡槽（702）、底盒（8）、卡扣（801）、隔热片（802）、软垫

（9）、USB接口（10）。

[0030] 艾灸仪表面有触摸操作板（1）、艾灸仪盒体内安装有：主控电路板（3）、支撑连接板

（4）、隔热防护层（5）、加热盘（6）等，盒体底部的安装有基座（7）基座底部中央扣合有底盒

（8），基座底部四周安装有软垫（9），触摸操作板（1）、加热盘（6）与主控电路板（3）相连接，加

热盘（6）与主控电路板（3）之间安装一层隔热防护层（5）并通过隔热防护层之间的孔洞相连

接，触摸操作板上有模式（101）、加减调节、开关机等触摸按键，通过该触摸模式按键可以选

择温灸，舒适灸，热灸，隔物灸等艾灸模式，通过加减键可以调节艾灸温度及时间，支撑连接

板上安装有USB接口（10），通过USB接口外接电源适配器或移动电源等供电，隔热防护层（5）

采用阻燃隔热材料制作，其四周分布有孔洞，用于连接加热盘（6）及支撑板（4），加热盘（6）

为内凹状态，凹盘内可以放置艾草、艾绒、艾饼及各种中草药，安盘外表面中部分布有PTC加

热模块（602），加热模块上有一片金属压片（601），将PTC加热模块紧压在加热盘外表面，PTC

加热模块（602）加热凹盘中的艾草、艾绒、艾饼及各种中草药，药物药力不断挥发作用与人

体，实现热敷，艾灸及药物理疗。

[0031] 使用的时候将艾灸仪手持放置或用绑带绑戴在人体相应穴及部位处，长按开机按

键，艾灸仪开机通电，会显示开机后显示屏将显示当前加热模式（高温/低温），按动模式按

键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艾灸模式：高温/低温/隔物灸/舒适灸/温灸等，选定模式后艾灸仪

开始加热放置于加热盒中的草、艾绒、艾饼及各种中草药，将发热盘加热艾绒（艾饼）后产生

的热量及艾草的活性成分吹向人体皮肤药物药力不断挥发作用与人体，实现热敷，艾灸及

药物理疗。

[0032] 此时使用者可根据自身感受通过触摸按键调节艾绒（艾饼）的加热温度及治疗时

间，也可触摸“模式”键执行上次关机前设置的温度和时间。(无按键操作时显示屏显示艾绒

当前加热温度，当触摸“+”或“-”按键后将短暂显示设置的工作时间信息，此时可在15-40分

钟之间对工作时长进行设定。设定完毕延时10秒后，显示屏自动恢复到当前加热温度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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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0033] 当加热盘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后系统自动停止加热并将发热盘温度恒定在设定温

度的±5℃之内，当艾灸时间达到距设定时间前5秒钟时，蜂鸣器每隔一秒发出一短声“嘀”

提示音。此段时间如无按键操作，到达设定时间后蜂鸣器发出一长声“嘀”提示音后，系统自

动关机。如有按键操作，系统则按相关输入指令继续运行。

[0034] 通过按键操作就可以自己或者为家人艾灸，产品通过模式键可以选择多种艾灸方

式如：温灸，舒适灸，热灸，隔物灸，同时能够根据每个人受热力调节适合自己的温度及艾灸

时间，做到因人制宜，艾灸仪可以通过USB口外界电源适配或移动电源，产品可以随身携带，

出差旅行都可以携带使用。

[0035] 艾灸仪采用PTC加热模块加热艾草、艾绒及各种中草药解决传统艾灸有烟（有毒），

有火（不安全）的问，题减少艾灸时的烟雾排放，降低艾灸对环境的污染。

[0036] 艾灸仪搭配绑带使用，可以实现对身体各个部位的施灸，艾灸仪可以实现隔姜隔

蒜等各种隔物灸方式，解决了传统艾灸盒和现有电子艾灸仪同时功能单一的缺点，艾灸仪

具有热敷，理疗的功能，可以代替艾灸铜盒，热敷袋，粗盐热敷包等实现一机多用，本发明使

用简单便于大规模推广使用，最终达到有病治病无病强身提升全民族的健康水平的目的。

[0037] 当然，本专利还可以有其他多种实施例，在不背离专利精神及其实质的情况下，熟

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当可根据本专利作出各种相应的改变和变形，但这些相应的改变和变

形都应属于本专利所附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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