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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人体揪痧拔罐枕，与

人体揪痧按摩机连接，包括枕体、拔罐体、弹簧基

座和负压管道分配器，拔罐体安装在枕体上，弹

簧基座套接在拔罐体底部，拔罐体与负压管道分

配器连接，负压管道分配器与人体揪痧按摩机连

接。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制成的人体揪痧拔罐枕，

通过自动化和智能化设备替代传统手工揪痧，对

多种疾病具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同时具有按摩理

疗作用，具有很好的推广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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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人体揪痧拔罐枕，与人体揪痧按摩机连接，其特征在于，包括枕体、拔罐体、弹簧

基座和负压管道分配器，所述拔罐体安装在枕体上，所述弹簧基座套接在拔罐体底部，所述

拔罐体与负压管道分配器连接，所述负压管道分配器与人体揪痧按摩机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体揪痧拔罐枕，其特征在于，所述拔罐体包括第一拔罐

体、第二拔罐体和第三拔罐体，所述第一拔罐体、第二拔罐体和第三拔罐体均安装在枕体

上，所述第一拔罐体和第二拔罐体安装在枕体顶部且在一条直线上，所述第三拔罐体安装

在枕体中间部分。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人体揪痧拔罐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拔罐体、第二拔

罐体和第三拔罐体的材质均为硅胶。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人体揪痧拔罐枕，其特征在于，所述负压管道分配器上设

有第一连接口、第二连接口、第三连接口和第四连接口，所述第一连接口与第二连接口在一

条直线上，所述第三连接口与第四连接口在一条直线上，所述第一连接口和第二连接口所

在的直线与第三连接口和第四连接口所在的直线相互垂直，所述第一连接口、第二连接口、

第三连接口和第四连接口均相互连通，所述第四连接口与人体揪痧按摩机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人体揪痧拔罐枕，其特征在于，所述拔罐体与负压管道分

配器通过连接件连通，所述连接件包括第一连接件、第二连接件和第三连接件，所述第一连

接件的一端与第一拔罐体连通，所述第一连接件远离第一拔罐体的一端与第一连接口连

通，所述第二连接件的一端与第二拔罐体连通，所述第二连接件远离第二拔罐体的一端与

第二连接口连通，所述第三连接件的一端与第三拔罐体连通，所述第三连接件远离第三拔

罐体的一端与第三连接口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人体揪痧拔罐枕，其特征在于，所述弹簧基座包括第一弹

簧基座、第二弹簧基座和第三弹簧基座，所述第一弹簧基座套在第一连接件上并与第一拔

罐体连接，所述第二弹簧基座套在第二连接件上并与第二拔罐体连接，所述第三弹簧基座

套在第三连接件上并与第三拔罐体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体揪痧拔罐枕，其特征在于，所述枕体的材质为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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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人体揪痧拔罐枕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中医按摩设备的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人体揪痧拔罐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医疗模式的转变，从传统生物医疗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疗模式转变，

人们更加意识到各种生理和心理的保健措施在保障健康上的地位和意义。中医包括推拿在

内的各种外部治疗方法和手段名目繁多，涵盖的治疗面很广，各种适应症侧重不一，而中医

外部治疗方法中，民间揪痧治疗方法在几千年的防病治病中的作用和地位不容小视。

[0003] 其中，刮痧是以中医经络腧穴理论为指导，通过特制的刮痧器具和相应的手法，蘸

取一定的介质，在体表进行反复刮动、摩擦，使皮肤局部出现红色粟粒状，或暗红色出血点

等“出痧”变化，从而达到活血透痧的作用。因其简、便、廉、效的特点，临床应用广泛，适合医

疗及家庭保健。还可配合针灸、拔罐、刺络放血等疗法使用，加强活血化瘀、驱邪排毒的效

果。揪痧疗法灵活，可根据病情选择施治部位，一般选择颈部，背部等地方。自己可以给自己

揪，故揪痧也是一种非常实用的自我疗法。将中指和食指弯曲如钩状，蘸水夹揪皮肤，造成

局部瘀血，这种揪痧使皮肤出现血痕的除痧方法，称揪痧疗法，传统揪痧法不需要任何器

具，只需用手指即可。

[0004] 揪痧疗法包含在刮痧疗法的范围里，但在作用和机理上又优于刮痧疗法，相比较

刮痧，由于揪痧后的局部组织小血管内有形物渗出较多，而导致人体免疫系统抗体渗出较

多，另外，由于揪痧点的集聚渗出较多而导致促吸收效应和经络调节在时间上相应较为持

久，所产生的治疗效应相应变为延长。

[0005] 揪痧疗法的实际效果已被几千年中医治疗历史所证明，而当今人们由于人工揪痧

的费力，工具揪痧随着工具的简陋而被忽视。目前涉及刮痧同类技术中有电动拔罐加以人

工移罐，电动机械平面刮痧等，未见有类似的揪痧按摩设备，患者的需求已经产生，但是在

医疗保健设备市场上，目前缺乏有效的自动化设备解决方案。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人体揪痧拔罐枕，通过自动化和智能化

设备替代传统手工揪痧，对多种疾病具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同时具有按摩理疗作用，具有很

好的推广实用价值。

[0007] 本实用新型中的一种人体揪痧拔罐枕，与人体揪痧按摩机连接，包括枕体、拔罐

体、弹簧基座和负压管道分配器，所述拔罐体安装在枕体上，所述弹簧基座套接在拔罐体底

部，所述拔罐体与负压管道分配器连接，所述负压管道分配器与人体揪痧按摩机连接。

[0008] 上述方案中，所述拔罐体包括第一拔罐体、第二拔罐体和第三拔罐体，所述第一拔

罐体、第二拔罐体和第三拔罐体均安装在枕体上，所述第一拔罐体和第二拔罐体安装在枕

体顶部且呈在一条直线上，所述第三拔罐体安装在枕体中间部分。

[0009] 上述方案中，所述第一拔罐体、第二拔罐体和第三拔罐体的材质均为硅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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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上述方案中，所述负压管道分配器上设有第一连接口、第二连接口、第三连接口和

第四连接口，所述第一连接口与第二连接口在一条直线上，所述第三连接口与第四连接口

在一条直线上，所述第一连接口和第二连接口所在的直线与第三连接口和第四连接口所在

的直线相互垂直，所述第一连接口、第二连接口、第三连接口和第四连接口均相互连通，所

述第四连接口与人体揪痧按摩机连通。

[0011] 上述方案中，所述拔罐体与负压管道分配器通过连接件连通，所述连接件包括第

一连接件、第二连接件和第三连接件，所述第一连接件的一端与第一拔罐体连通，所述第一

连接件远离第一拔罐体的一端与第一连接口连通，所述第二连接件的一端与第二拔罐体连

通，所述第二连接件远离第二拔罐体的一端与第二连接口连通，所述第三连接件的一端与

第三拔罐体连通，所述第三连接件远离第三拔罐体的一端与第三连接口连通。

[0012] 上述方案中，所述弹簧基座包括第一弹簧基座、第二弹簧基座和第三弹簧基座，所

述第一弹簧基座套在第一连接件上并与第一拔罐体连接，所述第二弹簧基座套在第二连接

件上并与第二拔罐体连接，所述第三弹簧基座套在第三连接件上并与第三拔罐体连接。

[0013] 上述方案中，所述枕体的材质为PU。

[0014]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和有益效果在于：

[0015] 1、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本发明通过对特定人体浅表皮肤组织的上提、钳夹、挤压

的动作，致使局部皮肤及皮下组织小血管内有形物渗出，达到两大治疗效果：快效应，经络

调节的双向平衡作用，人体出现各种不适症状在短时间内得到缓解；慢效应，除了持久的经

络调节作用，还由于局部揪痧点浅表组织内的渗出和刺激调动了人体免疫系统促进吸收机

能的提高，从而对各种功能失调和慢性炎症产生治疗作用。

[0016] 2、本实用新型通过自动化和智能化设备替代传统手工揪痧，具有丰富和强化传统

揪痧的治疗作用，填补了刮痧领域中揪痧设备和技术的空白，在预防、保健、治疗方面的优

势，尤其在当前疾病谱和死亡谱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些严重的身心疾病、老年病、疑难病症

日益增多，医药费用昂贵，药物中的毒副作用及抗药性更是日趋严重。揪痧按摩疗法，作为

一种自然疗法在预防保健和治疗慢性病的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揪痧疗法具有安全、有效、

易被接受的特点，作为中医非药物疗法具有很好的推广实用价值，对多种类型的颈椎病有

良好效果，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附图说明

[001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

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爆炸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枕体  2、负压管道分配器  3、第一拔罐体  4、第二拔罐体

[0021] 5、第三拔罐体  6、第一连接口  7、第二连接口  8、第三连接口

[0022] 9、第四连接口  10、第一连接件  11、第二连接件

[0023] 12、第三连接件  13、第一弹簧基座  14、第二弹簧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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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15、第三弹簧基座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描述。以下实施

例仅用于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

[0026]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是一种人体揪痧拔罐枕，与人体揪痧按摩机连接，包

括枕体1、拔罐体、弹簧基座和负压管道分配器2，其中，枕体1安装在拔罐体上，材质为PU，弹

簧基座套接在拔罐体底部，使得拔罐体通过弹性基座的弹性原理能够上下升缩和向四周有

一定幅度的摆动，拔罐体与负压管道分配器2连接，负压管道分配器2与人体揪痧按摩机连

接，负压管道分配器2  通过专利号为ZL201610589707.X的一种人体揪痧按摩机实现对颈椎

的揪痧按摩、律动拔罐等有效治疗。

[0027] 具体的，拔罐体包括第一拔罐体3、第一拔罐体4和第三拔罐体5，第一拔罐体3、第

二拔罐体4和第三拔罐体5均安装在枕体1上，第一拔罐体3和第二拔罐体4安装在枕体1顶部

且呈在一条直线上，第三拔罐体5安装在枕体1中间部分，其中，第一拔罐体3、第二拔罐体4

和第三拔罐体5的材质均为硅胶，与人体皮肤接触时更为亲肤。

[0028] 负压管道分配器2上设有第一连接口6、第二连接口7、第三连接口8和第四连接口

9，第一连接口6与第二连接口7在一条直线上，第三连接口8与第四连接口9在一条直线上，

第一连接口6和第二连接口7所在的直线与第三连接口8和第四连接口9所在的直线相互垂

直，第一连接口6、第二连接口7、第三连接口8和第四连接口9均相互连通，第四连接口9与人

体揪痧按摩机连通，通过设置有负压管道分配器2能够同时连接人体揪痧按摩机、第一拔罐

体3、第二拔罐体4和第三拔罐体5，达到三个拔罐体同时工作。

[0029] 拔罐体与负压管道分配器2通过连接件连通，连接件包括第一连接件10、第二连接

件11和第三连接件12，第一连接件10的一端与第一拔罐体3连通，第一连接件10远离第一拔

罐体3的一端与第一连接口6连通，第二连接件11 的一端与第二拔罐体4连通，第二连接件

11远离第二拔罐体4的一端与第二连接口7连通，第三连接件12的一端与第三拔罐体5连通，

第三连接件12远离第三拔罐体5的一端与第三连接口8连通。

[0030] 弹簧基座包括第一弹簧基座13、第二弹簧基座14和第三弹簧基座15，第一弹簧基

座13套在第一连接件10上并与第一拔罐体3连接，第二弹簧基座14  套在第二连接件11上并

与第二拔罐体4连接，第三弹簧基座15套在第三连接件12上并与第三拔罐体5连接。

[0031] 上述技术方案的工作原理：

[0032] 枕体1侧面安装有气道连接口，利用气管一端与已授权专利  ZL201610589707.X的

一种人体揪痧按摩机连接，气管的另一端与枕体1内腔的负压管道分配器2的第四连接口9

相连接，再由分配器各连接三个拔罐体，达到三个拔罐体同时工作。三个拔罐体在罐体孔内

由于弹性基座的弹性原理，拔罐体可以上下升缩和向四周有一定幅度的摆动，使罐体在人

体头部重力的压坠下自动调节角度，自动贴合皮肤，加上负压的吸附作用而自动咬紧皮肤，

从而达到负压拔罐不漏气以达到有效治疗目的。

[0033]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

[0034] 1、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本发明通过对特定人体浅表皮肤组织的上提、钳夹、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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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作，致使局部皮肤及皮下组织小血管内有形物渗出，达到两大治疗效果：快效应，经络

调节的双向平衡作用，人体出现各种不适症状在短时间内得到缓解；慢效应，除了持久的经

络调节作用，还由于局部揪痧点浅表组织内的渗出和刺激调动了人体免疫系统促进吸收机

能的提高，从而对各种功能失调和慢性炎症产生治疗作用。

[0035] 2、本实用新型通过自动化和智能化设备替代传统手工揪痧，具有丰富和强化传统

揪痧的治疗作用，填补了刮痧领域中揪痧设备和技术的空白，在预防、保健、治疗方面的优

势，尤其在当前疾病谱和死亡谱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些严重的身心疾病、老年病、疑难病症

日益增多，医药费用昂贵，药物中的毒副作用及抗药性更是日趋严重。揪痧按摩疗法，作为

一种自然疗法在预防保健和治疗慢性病的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揪痧疗法具有安全、有效、

易被接受的特点，作为中医非药物疗法具有很好的推广实用价值，对多种类型的颈椎病有

良好效果，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0036]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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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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