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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低强度聚焦超声穴位治疗仪的电气控

制电路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低强度聚焦超声穴

位治疗仪的电气控制电路，所述电气控制电路由

气动控制部分和电路控制部分组成，所述电路控

制部分主要由主电路板、超声换能器和加热组件

组成，所述主电路板分别与超声换能器、加热组

件、气动控制部分电连接。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

用新型通过气动控制部分实现了治疗部件上的

气囊独立运行启动，通过气动控制部分控制气囊

根据治疗需要鼓起，推动超声换能器更好的贴合

于人体穴位，通过电路控制部分实现了超声穴位

治疗仪器基础操作，并提供了安全保障。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217391421 U

2022.09.09

CN
 2
17
39
14
21
 U



1.一种低强度聚焦超声穴位治疗仪的电气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气控制电路

由气动控制部分和电路控制部分组成，所述电路控制部分主要由主电路板、超声换能器和

加热组件组成，所述主电路板分别与超声换能器、加热组件、气动控制部分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低强度聚焦超声穴位治疗仪的电气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

所述气动控制部分由气泵电机、泄气继电器和气囊组成，所述气泵电机、泄气继电器与主电

路板电连接，所述气泵电机采用气管通过泄气继电器与气囊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低强度聚焦超声穴位治疗仪的电气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

所述气囊有两组，分别由腿部气囊和颈部气囊组成。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低强度聚焦超声穴位治疗仪的电气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

所述泄气继电器通过气管与各组气囊连接，且与气囊连接的气管上均设有双通阀。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低强度聚焦超声穴位治疗仪的电气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压力检测传感器，所述压力检测传感器对供气压力进行数据采集并反馈至主电路

板。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低强度聚焦超声穴位治疗仪的电气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

所述超声换能器有若干个，若干个换能器分别根据人体穴位分布，所述换能器均与主电路

板电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低强度聚焦超声穴位治疗仪的电气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

所述加热组件采用加热膜，所述加热组件由腿部加热膜和颈部加热膜组成，所述腿部加热

膜、颈部加热膜分别与主电路板电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一种低强度聚焦超声穴位治疗仪的电气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温度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器位于加热组件上，所述温度传感器对加热组件进行温

度数据采集后反馈至主电路板。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低强度聚焦超声穴位治疗仪的电气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显示电路板和显示器，所述显示器通过显示电路板与主电路板电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低强度聚焦超声穴位治疗仪的电气控制电路，其特征在

于：还包括电源，所述电源为主电路板及各部件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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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强度聚焦超声穴位治疗仪的电气控制电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设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低强度聚焦超声穴位治疗仪的电气

控制电路。

背景技术

[0002] 超声医学包括超声治疗学和超声诊断学。超声诊断学的超声检测目前已经广泛应

用于各大医院，然而超声的治疗学使用却特别少，只有目前应用的高频HIFU肿瘤消融技术。

然而利用低频超声进行治疗的技术，在超声治疗学领域中属于空白，目前的超声低频技术

仅应用于超声药物导入技术，通过超声将药物导入人体进行治疗。低强度聚焦超声具有超

声波本身的机械振动作业，具有良好的穿透性、温热效应及空化效应。

[0003] 通过低强度聚焦超声结合中医腧穴学，利用低强度聚焦超声对穴位进行物理刺

激，以此实现相关疾病的治疗是本申请的主要科研方向。目前在相关医学领域中，没有发现

低频超声进行治疗血管疾病的相关技术文献，市面上以及医院中也没有通过低频超声治疗

血管类疾病的设备。因此我公司研发了这款医用超声穴位治疗仪器。

[0004] 目前市面上没有利用超声刺激穴位治疗疾病的仪器。人体穴位很多，可根据身体

部位分为，腿部、颈部两个部位，本公司研发的低频聚焦超声穴位治疗仪器可根据病情情

况，针对腿部、颈部两个部位分别进行治疗，也可根据医生建议多个部位进行同时治疗。由

于每个部位均设有多组超声换能器、加热膜和气囊，为保证仪器的安全性和使用便捷性，需

要对电路进行针对性设计。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在于提供一种解决了上述问题的低强度聚焦超声穴位治疗

仪的电气控制电路。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低强度聚焦超声穴位治

疗仪的电气控制电路，所述电气控制电路由气动控制部分和电路控制部分组成，所述电路

控制部分主要由主电路板、超声换能器和加热组件组成，所述主电路板分别与超声换能器、

加热组件、气动控制部分电连接。

[0007] 作为优选，所述气动控制部分由气泵电机、泄气继电器和气囊组成，所述气泵电

机、泄气继电器与主电路板电连接，所述气泵电机采用气管通过泄气继电器与气囊连通，

[0008] 作为优选，所述气囊有两组，分别由腿部气囊和颈部气囊组成。

[0009] 作为优选，所述泄气继电器通过气管与各组气囊连接，且与气囊连接的气管上均

设有双通阀。

[0010] 作为优选，还包括压力检测传感器，所述压力检测传感器对供气压力进行数据采

集并反馈至主电路板。

[0011] 作为优选，所述超声换能器有若干个，若干个换能器分别根据人体穴位分布，所述

换能器均与主电路板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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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作为优选，所述加热组件采用加热膜，所述加热组件由腿部加热膜和颈部加热膜

组成，所述腿部加热膜、颈部加热膜分别与主电路板电连接。

[0013] 作为优选，还包括温度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器位于加热组件上，所述温度传感器

对加热组件进行温度数据采集后反馈至主电路板。

[0014] 作为优选，还包括显示电路板和显示器，所述显示器通过显示电路板与主电路板

电连接。

[0015] 还包括电源，所述电源为主电路板及各部件供电。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0017] 1.通过气动控制部分实现了治疗部件上的气囊独立运行启动。

[0018] 2.通过气动控制部分控制气囊根据治疗需要鼓起，使治疗部件包裹的更紧，推动

超声换能器更好的贴合于人体穴位。并设计了压力检测传感器检测气囊压力，控制气囊产

生的压力在人体舒适范围内。

[0019] 3.设计了加热膜对治疗部位进行加热，加快血液流动，提高治疗效果，并温度传感

器进行过温保护，避免温度过高烧伤患者。

[0020] 4.通过电路控制部分实现了超声穴位治疗仪器基础操作，并提供了安全保障。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电路控制部分的电路原理图；

[0022]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气动控制部分的电路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4] 实施例：一种低强度聚焦超声穴位治疗仪的电气控制电路，参见图1、图2，所述电

气控制电路由气动控制部分和电路控制部分组成，所述电路控制部分主要由主电路板、超

声换能器和加热组件组成，所述主电路板分别与超声换能器、加热组件、气动控制部分电连

接。所述气动控制部分由气泵电机、泄气继电器和气囊组成，所述气泵电机、泄气继电器与

主电路板电连接，所述气泵电机采用气管通过泄气继电器与气囊连通。

[0025] 超声穴位治疗仪器包括控制设备和超声穴位治疗部件，所述控制设备通过电气控

制电路与超声穴位治疗部件连接，所述超声穴位治疗部件主要由载体、气囊、加热膜和超声

换能器组件组成，所述超声换能器组件主要由若干个超声换能器组成，且超声换能器根据

人体穴位对应设置于载体上，所述气囊和加热膜均设置于载体内。所述超声治疗部件根据

治疗部位不同可分为腿部治疗部件和颈部治疗部件。

[0026] 还包括电源，所述电源为主电路板及各部件供电。还包括显示电路板和显示器，所

述显示器通过显示电路板与主电路板电连接。显示器为带控制按钮的显示器或触屏显示

器，工作时医生或护士通过按钮即可控制超声换能器和加热组件的启闭，以及气囊的充气

操作，十分方便，显示器上还会显示对应参数以及加热温度和气压数据。通过该电气控制电

路实现了超声穴位治疗仪器基础操作，并提供了安全保障。

[0027] 本实用新型通过气动控制部分实现了各治疗部件上的气囊独立运行，以便推动超

声换能器贴合于人体穴位。超声换能器产生低频聚焦超声波刺激穴位，通过低频聚焦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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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的温热效应，对穴位进刺激，以穴位刺激人体经络，以此达到活血化瘀止痛的作用，低频

聚焦超声波通过对穴位处的血管空化气泡，然后体积振荡或破裂使血管内皮细胞相互作

用，增加血管通透性，促进血液加速流动，实现对动脉粥样硬化、外周血管等血管类疾病的

治疗。

[0028] 主电路板、显示电路板和显示器作为主控制设备，通过对电路控制部分对超声换

能器、加热组件及气动控制部分进行控制及数据显示。在医院中，主控制设备主要采用台式

设备，稳定性好，电源采用外接电源，即插即用。本实用新型也居家或户外使用，控制设备可

采用小型的控制显示器，电源可采用便携式电源。

[0029] 所述气囊有两组，分别由腿部气囊和颈部气囊组成。所述泄气继电器通过气管与

各组气囊连接，且与气囊连接的气管上均设有双通阀，所述双通阀分别与主电路板电连接，

通过双通阀可实现腿部气囊和颈部气囊进行切换便于进行独立供气。气囊根据治疗需要鼓

起，使治疗部件包裹的更紧，推动超声换能器更好的贴合于人体穴位。

[0030] 还包括压力检测传感器，所述压力检测传感器对供气压力进行数据采集并反馈至

主电路板，随着气泵电机的充气作业，当气囊推动超声换能器贴合到人体穴位上，且达到设

定压力时，压力检测传感器将数据反馈至主电路板，主电路板驱动气泵电机停止充气。当治

疗完毕后，主电路板驱动通过泄气继电器进行泄气，当压力减小到设定压力时，主电路板驱

动泄气继电器停止泄气。

[0031] 性能参数及要求：

[0032] 1.气压大小为1‑30Kpa。

[0033] 2.气压大小可调，每1Kpa(10mmHg)进行调节。

[0034] 3.符合标准为YY0833‑2020肢体加压理疗设备。

[0035] 所述超声换能器有若干个，若干个换能器分别根据人体穴位分布，所述换能器均

与主电路板电连接。超声换能器是通过LC振荡电路产生正弦波，进行产生低频聚焦超声。

[0036] 性能参数及要求：

[0037] 1.超声换能器采用低频聚焦换能器，激励频率为<1M。

[0038] 2.对超声占空比和周期进行输出调节。

[0039] 3.符合标准为YY  0592‑2016高强度聚焦超声(HIFU)治疗系统

[0040] 所述加热组件采用加热膜，所述加热组件由腿部加热膜、颈部加热膜组成，所述腿

部加热膜、颈部加热膜分别与主电路板电连接。主电路板可对腿部加热膜、颈部加热膜进行

单独控制，根据需要进行开启。加热膜采用24V低电压供电。加热膜能自由弯曲，能很好贴合

人体皮肤。温度传感器进行温度反馈能精准恒定温度。加热膜可采用条形加热膜，为更好对

人体表面进行加温，腿部加热膜可竖向设置，颈部加热膜可横向设置。

[0041] 还包括温度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器位于加热组件上，所述温度传感器对加热组

件进行温度数据采集后反馈至主电路板。温度传感器进行过温保护，避免温度过高烧伤患

者。

[0042] 仪器工作时：

[0043] 1.将对应部位的导线插入仪器的对应接口，对应的部分点亮。

[0044] 2.操作方式采用按键或触摸屏调整。

[0045] 3.默认治疗时间为30分钟，最大30分钟，最小5分钟，治疗中可暂停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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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4.实时温度显示，当温度超过45℃时超声和加热模块停止工作，并有声音和显示

提示，当温度低于40℃时开始工作。

[0047] 5.温度分为低，中，高调节，加热模块恒定温度为30℃为中档，低档为关闭，高档为

35℃。

[0048] 6.启动后气囊压力和超声强度、频率会有一个初始值，默认为档位5(共10档)，可

根据使用者情况进行调节。

[0049] 7.超声强度是调整超声的持续时间，也就是占空比；超声频率是调整超声的间隙

时间，也就是周期。

[0050] 8.点击暂停时可快速关闭气囊并释放气体。

[0051] 9.每10分钟关闭气囊和超声、加热，释放气体，5秒后恢复。

[0052] 10.气囊具有过压保护和故障提示。

[0053] 以上对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一种低强度聚焦超声穴位治疗仪的电气控制电路进

行了详尽介绍，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

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实用新型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

般技术人员，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对本

实用新型的变更和改进将是可能的，而不会超出附加权利要求所规定的构思和范围，综上

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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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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