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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PTC电热贴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PTC电热贴，
包括依次
连接的低频振荡器电路、
晶体管开关电路和PTC
发热电路，
供电电源通过电源开关连接低频振荡
器电路并为其供电 ，
低频振荡器电路和晶体管开
关电路进行电路连接，
晶体管开关电路与PTC发
热电路进行电路连接使得PTC发热电路进行周期
性的通电与断电 ，
发热时间用户可任意控制，
发
热温度用户自行调节，
可充电池反复使用，
减少
垃圾产生，
有利于环境保护，
且价格低廉，
使用方
便、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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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PTC电热贴，
其特征在于：
包括依次连接的低频振荡器电路、
晶体管开关电路和
PTC发热电路，
供电电源通过电源开关连接低频振荡器电路并为其供电 ，
低频振荡器电路和
晶体管开关电路与PTC发热电路进行电路连接使得PTC发热
晶体管开关电路进行电路连接，
电路进行周期性的通电与断电。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PTC电热贴，
其特征在于：
所述低频振荡器电路包括第一电阻R1、
第二电阻R2、
可调电阻RW、第一二极管D1、第二二极管D2、第一电容C1、第二电容C2、
IC7555
芯片，
IC7555芯片的4、
8脚接电源电压端VCC，
1脚接地，
IC7555芯片的5脚与第二电容C2的一
端相连，
第二电容C2的另一端接地，
IC7555芯片的2脚与6脚相连后，
与第一电容C1的一端相
连，
并与第一二极管D1的负极，
第二二极管D2的正极相连，
第一电容C1另一端接地，
IC7555
芯片的7脚与第一二极管D1的正极相连，
并且与可调电阻RW的滑动臂接点相连，
可调电阻RW
的一固定端接点与第一电阻R1的一端相连，
可调电阻RW的另一固定端接点与第二电阻R2的
一端相连，
第一电阻R1的另一端与电源电压端VCC相连，
第二电阻R2的另一端与第二二极管
D2的负极相连，
IC7555芯片的3脚为输出端。
3 .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PTC电热贴，
其特征在于：
所述低频振荡器电路的周期在1秒
至200秒之间。
4 .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PTC电热贴，
其特征在于：
所述低频振荡器电路输出的高、低
电平的时间长、
短，
由可变电阻RW调节。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PTC电热贴，
其特征在于：
所述晶体管开关电路包括第三电阻R3、
第四电阻R4、
第五电阻R5、
第三电容C3、
三极管Q1、
场效应管Q2，
第三电阻R3的一端与IC7555
芯片的3脚相连，
第三电阻R3的另一端与三极管Q1的基极以及第五电阻R5的一端相连，
第五
电阻R5的另一端接地，
三极管Q1的发射极接地，
三极管Q1的集电极与第四电阻R4的一端以
及场效应管Q2的控制极G极相连，
第四电阻R4的另一端与电源电压端VCC相连，
场效应管Q2
的S极与电源电压端VCC相连，
场效应管Q2的D极与漏极电压输出端VC1相连，
第三电容C3一
端与漏极电压输出端VC1相连，
另一端接地。
6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PTC电热贴，
其特征在于：
所述PTC发热电路包括第六电阻R6、第
三二极管D3以及PTC发热片，
第六电阻R6的一端接漏极电压输出端VC1，
第六电阻R6的另一
端接第三二极管D3正极，
第三二极管D3负极接地，
第三二极管D3选用用于指示PTC发热片通
断状态的LED灯，
PTC发热片一端接漏极电压输出端VC1，
另一端接地。
7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PTC电热贴，
其特征在于：
所述PTC发热片表面温度不高于摄氏70
度。
8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PTC电热贴，
其特征在于：
所述供电电源为不高于12V的直流供电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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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PTC电热贴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一种保健辅助器材，
具体讲是一种PTC电热贴。
背景技术
[0002] 市场上现有的化学热贴，
采用铁粉及一些辅助材料，
通过化学反应发热，
有的产品
发热温度在50℃左右，
有的产品发热温度在60℃左右。
该类产品有如下不足之处：
[0003] 1、
该类化学热贴，
一旦打开使用，
就会连续发热，
中途用户难以停止其发热，
而且
发热的温度，
用户不能调节，
给用户带来不便。
[0004] 2、
该类化学热贴属于一次性用品，
用完后就成为垃圾，
既造成资源浪费，
又污染了
环境，
不利于环境保护。
[0005] 3、
该类化学热贴使用价格较高，
当前市场售价通常在0 .3元/片左右，
有的售价更
高。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根据现有技术的不足 ，
提供一种PTC电热贴 ，
发热时间用户可任意控
减少垃圾产生，
有利于环境保护，
且价格低
制，
发热温度用户自行调节，
可充电池反复使用，
廉，
使用方便、
安全。
[0007]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一种PTC电热贴，
其特征在于：
包括依次连接的低频振荡
器电路、
晶体管开关电路和PTC发热电路，
供电电源通过电源开关连接低频振荡器电路并为
其供电 ，
低频振荡器电路和晶体管开关电路进行电路连接，
晶体管开关电路与PTC发热电路
进行电路连接使得PTC发热电路进行周期性的通电与断电。
[0008] 所述低频振荡器电路包括第一电阻R1、
第二电阻R2、
可调电阻RW、第一二极管D1、
第二二极管D2、第一电容C1、第二电容C2、
IC7555芯片，
IC7555芯片的4、8脚接电源电压端
VCC ，
1脚接地 ，
IC7555芯片的5脚与第二电容C2的一端相连 ，第二电容C2的 另一端接地 ，
IC7555芯片的2脚与6脚相连后，
与第一电容C1的一端相连，
并与第一二极管D1的负极，
第二
二极管D2的正极相连，
第一电容C1另一端接地，
IC7555芯片的7脚与第一二极管D1的正极相
连，
并且与可调电阻RW的滑动臂接点相连，
可调电阻RW的一固定端接点与第一电阻R1的一
端相连，
可调电阻RW的另一固定端接点与第二电阻R2的一端相连，
第一电阻R1的另一端与
电源电压端VCC相连，
第二电阻R2的另一端与第二二极管D2的负极相连，
IC7555芯片的3脚
为输出端。
[0009] 所述低频振荡器电路的周期在1秒至200秒之间。
[0010] 所述低频振荡器电路输出的高、
低电平的时间长、
短，
由可变电阻RW调节。
[0011] 所述晶体管开关电路包括第三电阻R3、
第四电阻R4、第五电阻R5、第三电容C3、
三
极管Q1、场效应管Q2，
第三电阻R3的一端与IC7555芯片的3脚相连，
第三电阻R3的另一端与
三极管Q1的基极以及第五电阻R5的一端相连，
第五电阻R5的另一端接地，
三极管Q1的发射
极接地，
三极管Q1的集电极与第四电阻R4的一端以及场效应管Q2的控制极G极相连，
第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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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R4的另一端与电源电压端VCC相连，
场效应管Q2的S极与电源电压端VCC相连，
场效应管Q2
的D极与漏极电压输出端VC1相连，
第三电容C3一端与漏极电压输出端VC1相连，另一端接
地。
[0012] 所述PTC发热电路包括第六电阻R6、
第三二极管D3以及PTC发热片，
第六电阻R6的
一端接漏极电压输出端VC1，
第六电阻R6的另一端接第三二极管D3正极，
第三二极管D3负极
接地，
第三二极管D3选用用于指示PTC发热片通断状态的LED灯，
PTC发热片一端接漏极电压
输出端VC1，
另一端接地。
[0013] 所述PTC发热片表面温度不高于摄氏70度。
[0014] 所述供电电源为不高于12V的直流供电电源。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效果：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化学热贴相比 ，
具有以下突出的优点
和明显的进步：
[0016] 第一、
本实用新型使用PTC发热器，
寿命可达10年之久，
工作可靠，
利用PTC发热片
内部特性控温，
没有明火，
永远不会超温，
更具安全性。PTC发热片采用电源加热，
费用低廉。
即使加上本实用新型硬件的费用，
其成本也远低于化学热贴。
[0017] 第二、
如采用可充锂电池，
按充电1000次计，
可用数年之久。若在固定场所使用时
采用电源适配器供电 ，
电池使用寿命更长，
没有化学热贴产生的大量垃圾，
有利于环境保
护。
[0018] 第三、
本实用新型使用电子元件构成温度调节器，
PTC的发热时间和发热温度高
低，
用户自己控制，
使用更方便。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电路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21] 如图1所示，
一种PTC电热贴，
包括依次连接的低频振荡器电路1、
晶体管开关电路2
和PTC发热电路3，
供电电源通过电源开关K连接低频振荡器电路1并为其供电 ，
低频振荡器
电路1和晶体管开关电路2进行电路连接，
晶体管开关电路2与PTC发热电路3进行电路连接
使得PTC发热电路3进行周期性的通电与断电。
[0022] 供电电源可用电源适配器供电 ，
也可用可充电池供电 ，
电池BATT负极接地，
正极接
电源开关K的V1端，
V2端空置，
电源开关K的V3端接VCC，
当V1端与V2端接通时，
电源被断开，
当V1与V3接通时，
电源接通开始供电。
[0023] 低频振荡器：
选用低频可降低辐射，
频率选择在1赫兹至0 .005赫兹之间，
对应的周
期为1秒至200秒。选用集成电路IC555中的IC7555芯片，
因其具有更宽的工作电压，
能在更
可调电阻RW、第一二极管
低的电压下工作。低频振荡器电路包括第一电阻R1、第二电阻R2、
D1、第二二极管D2、第一电容C1、第二电容C2、
IC7555芯片，
IC7555芯片的4、
8脚接电源电压
端VCC，
1脚接地，
IC7555芯片的5脚与第二电容C2的一端相连，
第二电容C2的另一端接地，
IC7555芯片的2脚与6脚相连后，
与第一电容C1的一端相连，
并与第一二极管D1的负极，
第二
二极管D2的正极相连，
第一电容C1另一端接地，
IC7555芯片的7脚与第一二极管D1的正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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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并且与可调电阻RW的滑动臂接点相连，
可调电阻RW的一固定端接点与第一电阻R1的一
端相连，
可调电阻RW的另一固定端接点与第二电阻R2的一端相连，
第一电阻R1的另一端与
电源电压端VCC相连，
第二电阻R2的另一端与第二二极管D2的负极相连，
IC7555芯片的3脚
为输出端。
[0024] 当电源接通时，
电路产生低频振荡，
IC7555芯片的3脚输出矩形波，
调节可变电阻
WR，
可改变3脚输出矩形波中高、
低电平时间长短，
此高、
低电平用来控制电源开关电路。
[0025] 晶体管开关电路包括第三电阻R3、
第四电阻R4、第五电阻R5、第三电容C3、
三极管
Q1、场效应管Q2，
第三电阻R3的一端与IC7555芯片的3脚相连，
第三电阻R3的另一端与三极
管Q1的基极以及第五电阻R5的一端相连，
第五电阻R5的另一端接地，
三极管Q1的发射极接
地，
三极管Q1的集电极与第四电阻R4的一端以及场效应管Q2的控制极G极相连，
第四电阻R4
的另一端与电源电压端VCC相连，
场效应管Q2的S极与电源电压端VCC相连，
场效应管Q2的D
极与漏极电压输出端VC1相连，
第三电容C3一端与漏极电压输出端VC1相连，
另一端接地。
[0026] 其工作过程是：
IC7555芯片的3脚输出的矩形波，
经第三电阻R3送入三极管Q1的基
极，
其高电平使三极管Q1导通，
使三极管Q1的集电极变为低电位，
从而使场效应管Q2导通，
电源给PTC发热片供电 ，
使其发热；
若三极管Q1输入波为低电平时，
三极管Q1截止，
三极管Q1
集电集输出高电位，
从而使场效应管Q2截止，
PTC发热片停止加热，
PTC发热片的热量向周围
扩散，
使其温度降低。
因此，
控制场效应管Q2导通或截止的时间，
就能控制PTC发热片加热时
间和散热时间的长短，
从而控制了PTC发热片的发热温度。
[0027] 所述PTC发热电路包括第六电阻R6、
第三二极管D3以及PTC发热片，
第六电阻R6的
一端接漏极电压输出端VC1，
第六电阻R6的另一端接第三二极管D3正极，
第三二极管D3负极
接地，
第三二极管D3选用用于指示PTC发热片通断状态的LED灯，
PTC发热片一端接漏极电压
输出端VC1，
另一端接地。当场效应管Q2导通时，
LED灯D3点亮，
电源给PTC发热片供电 ，
开始
发热，
场效应管Q2截止时，
当LED灯D3熄灭，
PTC发热片断电 ，
停止加热。
因此，
LED灯D3可提示
用户，
不用时关闭电源，
节省电能。若电源接通时，
LED灯D3光发暗或不亮时，
则提示电池电
力不足，
需要充电。
[0028] PTC发热片，
其一端接漏极电压输出端VC1，
另一端接地。PTC发热片选用供电电压
为不高于12V的直流，
PTC发热片的表面温度不高于70℃。PTC发热片，
利用其内部特性控温，
没有明火，
永远不会超温，
工作可靠，
更具安全性。
使用寿命长，
可达10年之久。PTC发热片用
电能发热，
费用低廉，
而且产生垃圾少，
有利于环境保护。
[0029] 以上所述，
仅为本实用新型实施的一种优秀方案，
并非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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