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600345.9

(22)申请日 2019.04.29

(73)专利权人 黄国文

地址 550000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毓秀路

25号

(72)发明人 黄国文　周兰英　程秀琴　曾七妹　

(74)专利代理机构 重庆市诺兴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50239

代理人 熊军

(51)Int.Cl.

A61G 5/00(2006.01)

A61G 5/10(2006.01)

A61H 1/02(2006.01)

A61H 39/04(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残疾人锻炼轮椅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轮椅技术领域，且公开了一

种残疾人锻炼轮椅，包括靠背架，所述靠背架内

侧固定连接有软枕与软靠，软枕、软靠与坐垫均

由弹性纺织品材质制成，可保护患者的颈椎、胸

椎及腰椎不易受伤，腿架的前端镶嵌有肌肉按摩

滚轴，有助于刺激患者腿部神经，脚垫的顶面镶

嵌有凹凸不平的磁石，可以按摩患者的脚部。所

述胳膊支撑杆的顶面前端部位开设有卡槽，卡槽

内活动连接插销，可固定轮椅靠背的位置，所述

收缩杆是由3节支杆转动连接在一起的，拉动移

动杆会带动收缩杆，收缩杆拉动并抬起脚垫，支

撑腿架抬起腿部做轻度运动，所述活动杆是由3

节短杆转动连接在一起，当腿架被拉动的时候，

限制抬起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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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残疾人锻炼轮椅，包括靠背架(1)，其特征在于：所述靠背架(1)内侧固定连接有

软枕(7)与软靠(6)，软靠(6)的底端活动连接于坐垫(5)的内端，坐垫(5)的两侧固定安装于

两根座位支撑杆(22)的上端，座位支撑杆(22)的尾端呈弯曲形状且固定连接于后轮胎(3)

的轴心处，所述座位支撑杆(22)前端的两边分别固定连接于辅助支撑杆(17)的一端，座位

支撑杆(22)前端的两边分别活动连接于活动杆(18)的一端，活动杆(18)的另一端连接于腿

架(8)上端的四分之一处，所述辅助支撑杆(17)的另一端活动连接于腿架(8)的上端，腿架

(8)的下端固定安装有向前伸出的脚垫(9)；所述靠背架(1)的前面两边均开设有滑槽A

(13)，滑槽A(13)的内部滑动连接于连接杆(12)的一端，连接杆(12)的另一端与拉缩杆(11)

铰接在一起，拉缩杆(11)滑动连接在胳膊支撑杆(23)内侧开设的滑槽B(14)中，卡在滑槽B

(14)前端伸出来的拉缩杆(11)呈90度弧形弯曲向下与主支撑杆(19)一体成型，主支撑杆

(19)固定连接于前轮(10)的轴中心处，主支撑杆(19)的四分之一处固定连接在支架(20)的

一端，固定杆(21)倾斜固定连接于主支撑杆(19)的中部与支架(20)弯曲升起的节点处，固

定杆(21)的中部转动连接有一根向上的移动杆(4)，移动杆(4)的上端三分之一处转动连接

于收缩杆(16)的顶端，收缩杆(16)的底端固定连接于脚垫(9)的一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残疾人锻炼轮椅，其特征在于：所述软枕(7)位于软靠(6)

的上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残疾人锻炼轮椅，其特征在于：所述座位支撑杆(22)靠近

其后端的弯曲处固定有向上的分杆，分杆的上端转动连接有推手架(2)，一对推手架(2)固

定连接于靠背架(1)的两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残疾人锻炼轮椅，其特征在于：所述软枕(7)、软靠(6)与

坐垫(5)均由弹性纺织品材质制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残疾人锻炼轮椅，其特征在于：所述腿架(8)的前端镶嵌

有肌肉按摩滚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残疾人锻炼轮椅，其特征在于：所述脚垫(9)的顶面镶嵌

有凹凸不平的磁石。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残疾人锻炼轮椅，其特征在于：所述胳膊支撑杆(23)的顶

面前端部位开设有卡槽，卡槽内活动连接插销(15)。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残疾人锻炼轮椅，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杆(4)的最顶端

包有皮质软橡胶。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残疾人锻炼轮椅，其特征在于：所述收缩杆(16)是由3节

支杆转动连接在一起的。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残疾人锻炼轮椅，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杆(18)是由3节

短杆转动连接在一起。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残疾人锻炼轮椅，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杆(17)呈倾斜

角度固定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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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残疾人锻炼轮椅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轮椅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残疾人锻炼轮椅。

背景技术

[0002] 腿部受伤的病人在医院接受治疗即使效果再好也需要一个逐渐康复的过程，像进

行腿部活动避免肌肉萎缩等一系列运动时需要医护人员等帮助，且关于抬腿躺下都需要医

护人员的帮助，且只能在病床上进行。

[0003] 关于医院使用的病人轮椅并不能适应于各类伤势较为严重的人群，只能坐，不能

躺，那些在病床上长时间不方便坐起来的患者，无法感受到清晨屋外的新鲜空气与充满生

命力的大自然，那些长久只能躺在病床上的患者长时间肌肉得不到锻炼，会出现肌肉松弛

萎缩等现象，不利于自身的病情，心情不够开朗，会有导致病情恶化的危险状况出现。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一)技术方案

[0005] 为实现上述病人能够自行锻炼腿部，病情严重者可以不必终日待在病房的目的，

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残疾人锻炼轮椅，包括靠背架，所述靠背架内侧固定连

接有软枕与软靠，软靠的底端活动连接于坐垫的内端，坐垫的两侧固定安装于两根座位支

撑杆的上端，座位支撑杆的尾端呈弯曲形状且固定连接于后轮胎的轴心处，所述座位支撑

杆前端的两边分别固定连接于辅助支撑杆的一端，座位支撑杆前端的两边分别活动连接于

活动杆的一端，活动杆的另一端连接于腿架上端的四分之一处，所述辅助支撑杆的另一端

活动连接于腿架的上端，腿架的下端固定安装有向前伸出的脚垫；所述靠背架的前面两边

均开设有滑槽A，滑槽A的内部滑动连接于连接杆的一端，连接杆的另一端与拉缩杆铰接在

一起，拉缩杆滑动连接在胳膊支撑杆内侧开设的滑槽B中，卡在滑槽B前端伸出来的拉缩杆

呈90度弧形弯曲向下与主支撑杆一体成型，主支撑杆固定连接于前轮的轴中心处，主支撑

杆的四分之一处固定连接在支架的一端，固定杆倾斜固定连接于主支撑杆的中部与支架弯

曲升起的节点处，固定杆的中部转动连接有一根向上的移动杆，移动杆的上端三分之一处

转动连接于收缩杆的顶端，收缩杆的底端固定连接于脚垫的一侧。

[0006] 优选的，所述软枕位于软靠的上端，病人在轮椅上靠着的时候可以像靠在病床上

一样受到舒适的感受。

[0007] 优选的，所述座位支撑杆靠近其后端的弯曲处固定有向上的分杆，分杆的上端转

动连接有推手架，一对推手架固定连接于靠背架的两侧，患者坐在轮椅上的时候可由协助

人员手握推手架推进前行，且推手架的手柄处包有软质橡胶，避免协助人员划伤手部。

[0008] 优选的，所述软枕、软靠与坐垫均由弹性纺织品材质制成，患者不能躺在过软的床

上，因此轮椅设计弹性纺织品可保护患者的颈椎、胸椎及腰椎。

[0009] 优选的，所述腿架的前端镶嵌有肌肉按摩滚轴，患者将腿放在腿架上的时候可进

行腿部按摩，滚轴刺激腿部神经，避免患者肌肉萎缩，帮助患者早日康复。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10612374 U

3



[0010] 优选的，所述脚垫的顶面镶嵌有凹凸不平的磁石，会刺激患者的脚底心，让腿部没

有知觉的患者可以唤醒腿部的神经感官系统。

[0011] 优选的，所述胳膊支撑杆的顶面前端部位开设有卡槽，卡槽内活动连接插销，当拉

缩杆收起让靠背立起来的时候，将插销插入卡槽内，可固定轮椅靠背的位置。

[0012] 优选的，所述移动杆的最顶端包有皮质软橡胶，避免伤到患者的手部。

[0013] 优选的，所述收缩杆是由3节支杆转动连接在一起的，当使用者往后拉动移动杆的

时候，会带动收缩杆，收缩杆拉动并抬起脚垫，让患者自己用手就可抬起腿部做轻度运动。

[0014] 优选的，所述活动杆是由3节短杆转动连接在一起，当腿架被拉动的时候，避免腿

架被抬起的角度过度。

[0015] 优选的，所述支撑杆呈倾斜角度固定不动，一端将腿架固定到合适的位置，另一端

活动连接于腿架，使腿架可随轴心上下90度旋转。

[0016] (二)有益效果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残疾人锻炼轮椅，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18] 1、该残疾人锻炼轮椅，通过坐在轮椅上拉动移动杆，患者可以不需要医护人员的

协助，移动杆可带动收缩杆抬起腿架，让患者进行腿部避免肌肉萎缩等一系列活动。

[0019] 2、该残疾人锻炼轮椅，通过轮椅后背可以移平固定，加上腿架抬起，安全稳定，那

些不能坐起的患者可躺在上面，避免患者终日躺在病床上，也可以躺在轮椅上由医护人员

推出屋外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生命力，有助于病情的缓解。

[0020] 3、该残疾人锻炼轮椅，通过靠背、座椅、腿架都由弹性纺织品材质制成，让患者避

免被硌的难受。

[0021] 4、该残疾人锻炼轮椅，通过脚底凹凸不平的磁石对患者脚底进行按摩，刺激患者

的脚底穴位，帮助患者腿部的经脉活动，有助于患者早日康复。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图；

[0023] 图2为本实用新型功能使用图；

[0024] 图3为本实用新型图2结构放大A图；

[0025] 图4为本实用新型图1结构放大B图；

[0026] 图5为本实用新型图2结构放大C图。

[0027] 图中：1靠背架、2推手架、3后轮胎、4移动杆、5坐垫、6软靠背、7  软枕、8腿架、9脚

垫、10前轮、11拉缩杆、12连接杆、13滑槽A、14滑槽  B、15插销、16收缩杆、17辅助支撑杆、18

活动杆、19主支撑杆、20支架、  21固定杆、22座位支撑杆、23胳膊支撑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9] 请参阅图1-2，一种残疾人锻炼轮椅，包括靠背架1，靠背架1内侧固定连接有软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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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软靠6，软枕7位于软靠6的上端，病人在轮椅上靠着的时候可以像靠在病床上一样受到舒

适的感受。坐垫5的两侧固定安装于两根座位支撑杆22的上端，支撑住坐垫5的重量，座位支

撑杆22的尾端呈弯曲形状且固定连接于后轮胎3的轴心处，推动后轮胎3可使轮椅向前移

动，座位支撑杆22靠近其后端的弯曲处固定有向上的分杆，分杆的上端转动连接有推手架

2，一对推手架2固定连接于靠背架1的两侧。患者坐在轮椅上的时候可由协助人员手握推手

架推进前行，且推手架的手柄处包有软质橡胶，避免协助人员划伤手部。座位支撑杆22前端

的两边分别固定连接于辅助支撑杆17的一端，座位支撑杆22前端的两边分别活动连接于活

动杆18的一端，活动杆  18是由3节短杆转动连接在一起。当腿架被拉动的时候，会协助腿架

拉动，避免腿架被抬起的角度过度，活动杆18的另一端连接于腿架8上端的四分之一处，辅

助支撑杆17的另一端活动连接于腿架8的上端，腿架8的前端镶嵌有肌肉按摩滚轴。患者将

腿放在腿架上的时候可进行腿部按摩，滚轴刺激腿部神经，避免患者肌肉萎缩，帮助患者早

日康复。支撑杆17呈倾斜角度固定不动，一端将腿架固定到合适的位置，另一端活动连接于

腿架，使腿架可随轴心上下90度旋转。腿架8的下端固定安装有向前伸出的脚垫9，脚垫9的

顶面镶嵌有凹凸不平的磁石，会刺激患者的脚底心，让腿部没有知觉的患者可以唤醒腿部

的神经感官系统。主支撑杆19固定连接于前轮10的轴中心处，主支撑杆19的四分之一处固

定连接在支架20的一端，固定杆21倾斜固定连接于主支撑杆19的中部与支架20弯曲升起的

节点处，固定杆21的中部转动连接有一根向上的移动杆4，移动杆4的最顶端包有皮质软橡

胶，避免伤到患者的手部。移动杆4的上端三分之一处转动连接于收缩杆16的顶端，收缩杆 

16的底端固定连接于脚垫9的一侧，收缩杆16是由3节支杆转动连接在一起的。当使用者往

后拉动移动杆的时候，会带动收缩杆，收缩杆拉动并抬起脚垫，让患者自己用手就可抬起腿

部做轻度运动。

[0030] 请参阅图2-5，靠背架1的前面两边均开设有滑槽A13，滑槽A13的内部滑动连接于

连接杆12的一端，连接杆12的另一端与拉缩杆11铰接在一起，拉缩杆11滑动连接在胳膊支

撑杆23内侧开设的滑槽B14中，卡在滑槽B14  前端伸出来的拉缩杆11呈90度弧形弯曲向下

与主支撑杆19一体成型。胳膊支撑杆23的顶面前端部位开设有卡槽，卡槽内活动连接插销

15。当拉缩杆收起让靠背立起来的时候，将插销插入卡槽内，可固定轮椅靠背的位置。软靠6 

的底端活动连接于坐垫5的内端，软枕7、软靠6与坐垫5均由弹性纺织品材质制成，患者不能

躺在过软的床上，因此轮椅设计弹性纺织品可保护患者的颈椎、胸椎及腰椎。

[0031] 在使用时，医护人员或家人将腿部患者挪到轮椅的坐垫5处，患者的背部靠在靠背

架1上，将患者的脚发到脚垫9上，腿部贴近腿架8所镶嵌的肌肉按摩滚轴处，将患者的两只

胳膊分别放置在胳膊支撑架23上，可将插销15  拔出，拉动滑槽B14内部的拉缩杆11，再转动

并滑动连接杆12，使靠背架1  往后倾斜固定，这时患者可自行拉动移动杆4，移动杆4带动拉

直收缩杆16  成一条直线，向上拉动腿架8，让患者进行腿部避免肌肉萎缩等一系列活动，腿

架8受到拉力随着连接在辅助支撑杆17的轴心向上抬起，拉到一定程度由活动杆18限制腿

架的抬起的高度，避免过度拉伤。同时腿部随着向上抬起与腿架8上镶嵌的肌肉按摩滚轴进

行摩擦，刺激患者的腿部，有助于患者的腿部肌肉得到进一步锻炼，脚垫9上镶嵌有凹凸不

平的磁石，刺激患者的脚底穴位，有利于疏通患者腿部的经脉，让患者免于医疗人员的帮

助，患者自己可挪到后轮胎3使轮椅向前移动。不方便坐起的患者可由医疗人员协助躺在轮

椅上，由医护人员手握推手架2推动轮椅到室外呼吸新鲜空气，有利于患者病情的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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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

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

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下，由语句“包括一个……”限定的要素，并不排除在

包括所述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中还存在另外的相同要素。

[0033]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

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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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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