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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多功能家用护膝理疗器，包括护膝主

体，在护膝主体的外表面前端设置有收纳包安装

结构，收纳包安装结构上设置有可渗透药液的药

材收纳包，所述收纳包安装结构内侧有调温层，

调温层内侧有药材收集层，药材收集层内侧有渗

透层，渗透层内侧有亲肤层，所述可渗滤药液依

次经调温层、药材收集层和渗透层进入亲肤层，

在渗透层布置有若干漏斗，漏斗的入口位于药材

收集层和渗透层的界面上，漏斗的出口穿过渗透

层和亲肤层连接揿针，或者漏斗的出口连接穿过

渗透层和亲肤层的揿针。本发明可使康复治疗更

安全更有效的直达患处，预防膝骨性关节炎疾病

的发生，减缓病情的发展，减轻病人的痛苦，并可

给病人提供可视化智能化的指导方案，降低医疗

费用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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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家用护膝理疗器，包括护膝主体(3)，其特征在于，在护膝主体(3)的外表

面前端设置有收纳包安装结构(2)，收纳包安装结构(2)上设置有可渗透药液的药材收纳包

(1)，所述收纳包安装结构(2)内侧有调温层(6)，调温层(6)内侧有药材收集层(7)，药材收

集层(7)内侧有渗透层(8)，渗透层(8)内侧有亲肤层(9)，所述可渗滤药液依次经调温层

(6)、药材收集层(7)和渗透层(8)进入亲肤层(9)，在渗透层(8)布置有若干漏斗(10)，漏斗

(10)的入口位于药材收集层(7)和渗透层(8)的界面上，漏斗(10)的出口穿过渗透层(8)和

亲肤层(9)连接揿针(13)，或者漏斗(10)的出口连接穿过渗透层(8)和亲肤层(9)的揿针

(1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多功能家用护膝理疗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药材收纳包(1)中根

据寒湿、湿热、气滞血瘀体质放置不同药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多功能家用护膝理疗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收纳包安装结构(2)

为带盖的卡槽，底部为渗透网，侧壁密封，药材收纳包(1)的尺寸使得能够填满所述卡槽，药

材收纳包(1)由外层织物和内层渗透网组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多功能家用护膝理疗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调温层(6)内置调温

电导线，调温电导线与可充电电池连接，可充电电池安装于收纳包安装结构(2)，或者，调温

电导线通过充电线与外部电源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多功能家用护膝理疗器，其特征在于，穿过所述药材收集层(7)、

渗透层(8)和亲肤层(9)设置有感温导线(11)，感温导线(11)的前端与感温贴片(12)连接，

感温导线(11)的末端与外部控制器(5)连接，所述调温电导线的驱动电路也与所述外部控

制器(5)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多功能家用护膝理疗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部控制器(5)连接

生理数据监测设备，接收脉搏、血压、心电、体温、呼吸次数、皮肤汗液、步数、步态数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多功能家用护膝理疗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调温层(6)、药材收集

层(7)、渗透层(8)和亲肤层(9)均为双层渗透结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多功能家用护膝理疗器，其特征在于，相邻所述漏斗(10)的入口

之间具有间隙，使得药材收集层(7)的一部分可渗滤药液通过漏斗(10)流入揿针(13)，另一

部分可渗滤药液通过渗透层(8)流入亲肤层(9)。

9.根据权利要求1或8所述多功能家用护膝理疗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揿针(13)刺入皮

下，所述亲肤层(9)直接接触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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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家用护膝理疗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医用器材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多功能家用护膝理疗器。

背景技术

[0002] 膝关节是人体重要结构，随着年龄增长，膝关节疾病会较多地表现在很多人身上，

护膝一般用于运动中以及轻微膝关节疾病时对膝关节的保护，也有采用理疗原理的装置作

用于膝关节的技术，然而其一般存在如下缺点：

[0003] 缺点：①温度监测精准度不足，无法进行湿度监测②护膝灵活度较低，佩戴者无法

进行大幅度活动③护膝与理疗结合时，理疗一般仅限于按摩、加热功能，理疗效果有限。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缺点，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多功能家用护膝理疗

器，将中医药理疗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提高中医药治疗膝关节相关疾病的疗效，使康复治疗

更安全更有效的直达患处，预防膝骨性关节炎疾病的发生，减缓病情的发展，减轻病人的痛

苦，并可给病人提供可视化智能化的指导方案，降低医疗费用和资源。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多功能家用护膝理疗器，包括护膝主体3，在护膝主体3的外表面前端设置有

收纳包安装结构2，收纳包安装结构2上设置有可渗透药液的药材收纳包1，所述收纳包安装

结构2内侧有调温层6，调温层6内侧有药材收集层7，药材收集层7内侧有渗透层8，渗透层8

内侧有亲肤层9，所述可渗滤药液依次经调温层6、药材收集层7和渗透层8进入亲肤层9，在

渗透层8布置有若干漏斗10，漏斗10的入口位于药材收集层7和渗透层8的界面上，漏斗10的

出口穿过渗透层8和亲肤层9连接揿针13，或者漏斗10的出口连接穿过渗透层8和亲肤层9的

揿针13。

[0007] 所述药材收纳包1中根据寒湿、湿热、气滞血瘀等体质放置不同药包。

[0008] 所述收纳包安装结构2为带盖的卡槽，底部为渗透网，侧壁密封，药材收纳包1的尺

寸使得能够填满所述卡槽，药材收纳包1由外层织物和内层渗透网组成。

[0009] 所述调温层6内置调温电导线，调温电导线与可充电电池连接，可充电电池安装于

收纳包安装结构2，或者，调温电导线通过充电线与外部电源连接。

[0010] 穿过所述药材收集层7、渗透层8和亲肤层9设置有感温导线11，感温导线11的前端

与感温贴片12连接，感温导线11的末端与外部控制器5连接，所述调温电导线的驱动电路也

与所述外部控制器5连接。

[0011] 所述调温层6、药材收集层7、渗透层8和亲肤层9均为双层渗透结构。

[0012] 相邻所述漏斗10的入口之间具有间隙，使得药材收集层7的一部分可渗滤药液通

过漏斗10流入揿针13，另一部分可渗滤药液通过渗透层8流入亲肤层9。

[0013] 所述揿针13刺入皮下，所述亲肤层9直接接触皮肤。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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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1)本发明结合人体工程学，通过市场调研及大量样本实验建立，佩戴舒适感较

强。

[0016] (2)本发明可结合智能芯片、智能手环、移动终端设备等数据传输通道，实现网络

信息流共享增强，实现更广范围覆盖。

[0017] (3)本发明材料选用石墨烯与SBR，可实现对护膝的多重防护加固与药力保存。

[0018] (4)本发明可同时利用渗透和揿针作用于皮肤，对膝关节病进行更加全面的理疗。

[0019] (5)本发明具备调温与感温功能，可根据人体温度对药液温度进行调控。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图1的左侧视图。

[0022] 图3是图2中的区域A放大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

[0024] 实施例1

[0025] 如图1、图2、图3所示，本发明一种多功能家用护膝理疗器，包括护膝主体3，护膝主

体3为常规的护膝形状，也可结合人体工程学，通过市场调研及大量样本实验建模重构，其

体积小、重量轻，以减轻患者携带时的负担为准则，使用方便，携带便利。表层采用亲肤高轻

高弹会呼吸的网眼面料，轻薄、柔软、舒适，具有优秀的弹性和柔韧度，一体成型制作，吸湿

排汗，强力透气，穿着舒适不紧绷、保护膝盖，符合生物力学原理，减轻病人膝关节负重，增

加舒适感。然而，即便如此，其形状并非本发明关注的重点。

[0026] 本发明在护膝主体3的外表面前端设置有收纳包安装结构2，收纳包安装结构2上

设置有可渗透药液的药材收纳包1，药材收纳包1中根据寒湿、湿热、气滞血瘀等体质放置不

同药包。收纳包安装结构2内侧有调温层6，调温层6内置调温电导线，调温电导线与可充电

电池连接，可充电电池安装于收纳包安装结构2，或者，调温电导线通过充电线与外部电源

连接。

[0027] 调温层6内侧有药材收集层7，药材收集层7内侧有渗透层8，渗透层8内侧有亲肤层

9，收纳包安装结构2的内侧、调温层6的内外侧、药材收集层7的内外侧、渗透层8的内外侧、

亲肤层9的内外侧均为可供药液通过的结构。可渗滤药液从药材收纳包1渗出后，从收纳包

安装结构2的内侧依次经调温层6、药材收集层7和渗透层8进入亲肤层9。在渗透层8布置有

若干漏斗10，漏斗10的入口位于药材收集层7和渗透层8的界面上，漏斗10的出口穿过渗透

层8和亲肤层9连接揿针13，或者漏斗10的出口连接穿过渗透层8和亲肤层9的揿针13。相邻

漏斗10的入口之间具有间隙，使得药材收集层7的一部分可渗滤药液通过漏斗10流入揿针

13，另一部分可渗滤药液通过渗透层8流入亲肤层9。使用时，揿针13刺入皮下，亲肤层9则直

接接触皮肤。

[0028] 依据该结构，药液一方面通过渗透层8进入亲肤层9，然后作用于皮肤表层，另一方

面又通过漏斗10和揿针13作用于皮下，双重作用下，理疗效果更好。调温层6的作用在于人

为控制调整药液的温度，避免高温/低温药液作用于人体。一般地，当敷药部位温度大于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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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使用调温层6对渗透后的热敷药材进行升温，当敷药部位温度小于30℃时，可使用

调温层6对渗透后的冷敷药材进行降温。

[0029] 本发明对揿针13进一步介绍如下：其外形类似图钉状，针柄扁平状，针体约一至二

分长，多用于皮内针，可作为中医外科辅助用法，可用于治疗慢性顽固性疾病及反复发作关

节及皮肤病，同时可起到穴位按摩，减轻疼痛，促进器官血液循环系统的作用。

[0030] 揿针13的应用过程：钦针13主体为不锈钢中空针管，与药材收集装置相连并置于

末端，周围空间由SBR材质进行密封。经过调温层6的处于适用温度的药材通过药材收集层7

(药粉部分直接透过中空针管运送药物，剩余部分覆盖亲肤层9。药包内药物耗尽则自动停

止给药，钦针13的数量与亲肤层9的面积固定，相同比例可使用药充分)一部分进入亲肤层

皮肤9用药，一部分通过中空针管的钦针13进入皮下，实行皮内用药。

[0031] 实施例2

[0032] 本实施例提供了收纳包安装结构2的一种具体结构形式，其为带盖的卡槽，底部为

渗透网，侧壁密封，药材收纳包1的尺寸使得能够填满卡槽，药材收纳包1由外层织物和内层

渗透网组成，其装入收纳包安装结构2后，能快速将药液渗出。

[0033] 实施例3

[0034] 本实施例中，穿过药材收集层7、渗透层8和亲肤层9设置有感温导线11，感温导线

11的前端与感温贴片12连接，感温导线11的末端与外部控制器5连接，调温电导线的驱动电

路也与外部控制器5连接。

[0035] 通过该结构，实现了自动测量体温，设置程序后，可根据使用者提前设置好的界限

温度，调整调温层6的调控温度，实现自动调温。在此情况下，可根据天气的变化以及室外温

度，实时监测人体膝关节的情况，并可根据膝关节遇风、寒、湿具体情况自发开启理疗模式，

从而达到保护膝关节的目的。

[0036] 进一步地，通过监测并采集人体的体温数据，将这些数据通过智能算法结合中药

的渗透性及时通过护膝自带显示屏进行反馈，可以此来评估患者的膝部状况，结合自带系

统进行分析并给出相应治疗方案。

[0037] 进一步地，本实施例可与智能芯片，智能手环、移动终端或云平台与康复器具的关

联应用，提高用户体验。

[0038] 本实施例可通过监测、采集敷药部位的温度指标，结合中药渗透性及时通过LCD显

示器进行反馈，以此来针对不同膝关节疾病病人进行评估，并针对患者的体征状况制定相

应治疗计划，一般地，可分为：

[0039] 气滞血瘀：活血化瘀为基本治则，通过二六洗剂基本药物桂枝、桑枝、红花、花椒、

艾叶、伸筋草、透骨草、川乌、草乌、刘寄奴、牛膝、木瓜达到活血行气、化瘀通络的功效。通过

调温层6进行适当加温增加药物的辛散疏透之性而使疗效得到充分发挥。

[0040] 寒湿痹阻：散寒祛湿为基本治则，通过热敷散基本药物艾叶、川芎、陈皮、柴胡、乌

药、独活、侧柏叶、红花、干姜等达到散寒除痹、行气止痛、暖血温经的功效。通过调温层6进

行适当加温增强药物温热除寒之性而使疗效充分发挥。

[0041] 湿热壅滞：清热化湿为基本治则，通过芒硝、枯矾、冰片等达到清热开郁、化湿导

滞、疏透气血的功效。通过调温层6进行适当降温曾江药物清寒之性而使疗效充分发挥。

[0042] 本发明一种具体用药实施例中，药物由芒硝5g、冰片10g、枯矾10g等不同药物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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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剂量及比例(针对不同证型药物配比不同)进行高纯度提炼并制成直径为0.01mm的细微

颗粒，从而方便用药。其药物组分需经过高温或低温(不破坏药物最佳有效成分)提纯保证

纯净度及安全性，避免杂质及无效成分的混入而影响药效或导致感染。

[0043] 本发明的SWOT分析

[0044] (1)优势：本发明体积小、重量轻，减轻了患者携带时的负担，使用方便，携带便利。

膝关节护具设计具有优秀的弹性和柔韧度，配合独特的一体成型制作工艺，吸湿排汗，强力

透气，穿着舒适不紧绷、保护膝盖，符合生物力学原理，减轻病人膝关节负重，增加舒适感，

丰富可穿戴的用户体验。整体产品可根据患者及使用人群实际临床及生活需求进行研发改

造，可与使用人群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功能多样且可重复使用。

[0045] (2)劣势：产品胜于传统治疗仪器的方面在于携带方便、操作简单并且安全性高，

但部分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快，需要进一步改进，且不属于一次性用品，维护和修理需要投入

精力。

[0046] (3)机会：膝骨性关节炎发病率高、病因病理复杂、诊治方法多且不系统、疗效有

限，对于膝安康理疗器市场需求量大，联创试用反馈效果好。而且该产品是在传统膝关节治

疗器基础上进行创新研发，解决现有产品痛点问题，不仅适用于临床，而且可居家适用，可

将居家治疗这种新型的治疗方式于生活有机的结合起来。且适用人群不仅限于医院患者，

将适用人群范围扩大，为医用器械市场打开一个新的市场，市场不限定只有医院，还有普通

的康复治疗中心、学校、个人家庭等，可有深度挖掘的潜在市场。

[0047] (4)威胁：本产品生产对技术要求较高，且同类产品已稳定占据市场，而居家治疗

尚未普及，所以个人家庭的市场销售在需进行长期的探索才能制定出更加完善的方案，而

且使用人群的生活需要不断增加，对产品的更新换代要求较高。

[0048] 本发明的实践意义：

[0049] (1)临床方面：本发明通过监测并采集人体的生理数据，包括脉搏、血压、心电、体

温、呼吸次数、皮肤汗液、步数、步态等数据，通过智能算法结合中药的渗透性及时通过LCD

显示屏进行反馈，以此来评估膝关节疾病患者的功能训练情况，对于康复量不足或过量的

患者进行警示。通过监测数据对膝骨性关节炎术后关节活动度进行评估，制定一套适合其

自身情况的术后康复计划。根据天气的变化以及室外温度，实时监测人体膝关节的情况，并

根据膝关节遇风、寒、湿具体情况自发开启理疗模式，保护膝关节、延缓骨性关节炎病情进

展，并提供骨性关节炎患者术前术后功能训练的个性化指导。

[0050] (2)生活方面：膝安康理疗器可作为日常智能穿戴设备使用，具有极大的便利性，

还增加了生活功能，经济实用，将家庭治疗与生活需要相联系，符合马斯洛人类需求规律，

具有较强的生活实践意义，可促进患者积极配合治疗，提高患者的治疗期间的生活品质，是

一个潜在的创新挖掘点，可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改良，提高本产品的实际应用功能。

[0051] (3)临床适用性分析：临床上膝骨性关节炎发病率高、病因病理复杂、诊治方法多

且不系统、疗效有限，患者多而医疗器械不够使用或有效使用率较低，尤其以门诊病人为

著，膝安康理疗器通过监测日常康复人群的膝关节的各项生理数据、评估术前术后患者膝

关节的活动情况，制定个性化合理的康复计划，根据不同阶段骨性关节炎病人膝关节监测

数据情况开启针对性治疗。且本产品重量轻、体积小、亲肤性强、便于穿戴，适合于各阶段膝

骨性关节炎患者，在佩戴过程中通过智能感知，自发进行中药康复理疗，能有效缓解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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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

[0052] (4)居家适用性分析：膝关节疾病发病率高、病因病理复杂、诊治方法多且不系统、

疗效有限。而传统器械无法满足当前患者对产品疗效、便携的要求。且膝骨性关节炎老年发

病率高，而当前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居家治疗及居家护理已越来越被临床工作者所重

视，随着老年群体生活能力的下降，生活需求不断出现，本产品是结合居家治疗、护理与生

活需求，开发的多功能用具，体积小、重量轻，减轻了患者携带时的负担，使用方便，携带便

利，便于患者在医院、家庭中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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