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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名稱

提升步行椅及可轉換座位

(57)摘要

本發明揭示一種可轉換座位及具有一可轉換座位之提升步行椅。該椅藉由一平行四邊形機構而 

提升，該平行四邊形機構可經功能性地連接至一座位部署機構，以允許該座位基於車座/座位提升 

之改變而在一車座與座位之間變換。

A convertible seat and an elevating walker chair having a convertible seat. The chair elevates by a 
parallelogram mechanism that can be functionally connected to a seat deployment mechanism to allow the 
seat to transform between a saddle and seat upon changes in saddle/seat elevation.

指定代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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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A】

符號簡單說明：

300 · · ·可轉換座 

位/座位

302 ·· ·車座區段/ 

座位車座區段

304 ·· ·後部分/車 

座後部分

306 · · •較窄前部 

分/前部分/車座前部 

分/前區段

308 ·· ·大腿區段/ 

右大腿區段

310· · ·大腿區段/ 

左大腿區段

312 ·· ·右大腿區段 

鉉鏈/大腿區段鉉鏈

314 ·· ·左大腿區段 

鉉鏈/大腿區段鉉.鏈

316 ·· ·凸輪

320 · · ·座位支撐壁

322 ·· ·座位支撐壁

330 ·· ·雙臂曲柄

332 ·· ·彈簧/座位 

部署彈簧/部分

334 ·· ·彈簧/座位 

部署彈簧/部分

336 · · ·軸件/大腿 

墊輪軸/右大腿墊輪軸/ 

右大腿墊輪軸區段

338 ·· ·軸件/大腿 

墊輪軸/左大腿墊輪軸/ 

左大腿墊輪軸區段

392 ·· ·彈簧輪軸



201946601

【發明說明書】

【中文發明名稱】

提升步行椅及可轉換座位

【英文發明名稱】

ELEVATING WALKER CHAIR AND CONVERTIBLE SEAT

【技術領域】

【0001】本發明係關於用以輔助個體之裝置，且更特定而言係關於 

提升步行椅及可轉換座位。

【先前技術】

【0002】用以輔助行動困難之個體之習用裝置分為兩大類一步行器 

及輪椅一以及可另外幫助乘坐者站起來及行走之數種中間組合。

【0003】習用步行裝置增加了支撐及穩定性，但會在一定程度上牽 

涉到使用者之手及手臂，使得在移動時無法攜帶或操縱任何東西。四輪步 

行器亦可包含座位，但除非使用者停下來或者轉身，否則無法採用該等座 

位。

【0004】步行器緩慢而孤立，且再被放在一旁以便坐下時存在固有 

危險性。

【0005】大部分無動力及有動力輪椅之使用者仍然長期坐著，此不 

利於肌肉、循環及心臟健康。

【0006】「提升」輪椅採用了大型馬達來將繫有安全帶之乘坐者升 

高至一站立位置，且某些提升輪椅可給乘坐者提供動力而使其能在直立時 

到處走動，但不會加強行動能力或需要任何肌肉貢獻。

【0007】另一中間類別之輔助性裝置包含「站立」步行器，該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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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器部分地提升乘坐者並鼓勵乘坐者步行。

【0008】遺憾地，現有站立步行器抑制了使用者與外界之互動一要 

麼在前後入口進入大型結構，要麼具有笨拙之不舒適摺疊式座位、程序及 

約束。且使用者仍必須用腿及手臂來提升一顯著百分比之體重才能自一就 

座位置站起至一站立位置。

【0009】缺少一種使行動受限之個體隨意坐下及站立、以一自然步 

態步行以及安全且輕鬆地與其環境互動（自己烹飪、打掃、洗漱、穿衣及 

出行）之手段，此等動作全部以期望高度進行，並且至少利用一小部分之 

個體自身能量及以前之運動能力。

【發明內容】

【0010】揭示一種提升步行椅，該提升步行椅對於因肌肉組織、協 

調性或平衡受損而行動受限之人或者對於必須執行需要幫助之任務之健壯 

個體可係有益的。所揭示提升步行椅提供了騎坐與步行之一新穎混合，其 

可促進正常步態，但通常又將防止墜落。一說明性實施例允許一使用者漫 

步、跨步及滑行，並相對容易地坐下及站起來一所有此等動作皆在一功能 

上均衡且無重量或接近無重量條件下進行一而無需離開裝置並且視需要解 

放雙手以用於其他目的。

【0011】所揭示實施例包含一座位部署機構及可功能性地連接至該 

座位部署機構之一提升機構。該座位部署機構在座位構形與車座構形之間 

變換一可轉換座位。該提升機構升高及降低提升步行椅。當功能性地連接 

時，該提升機構致使該座位部署機構根據該提升步行椅被升高或降低至之 

高度而在座位與車座之間進行變換。

【圖式簡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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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所有圖式及說明係針對於說明性實施例。提升步行椅以及 

其組件部分及機構之特定構形之等效物意欲包含於本發明中。以下圖式繪 

示說明性實施例：

【0013】圖1繪示一提升步行椅之一全等角視圖。

【0014】圖2A至圖2B繪示圖1之椅之側視立面圖，其展示一車座/座 

位，該車座/座位展開以在經降低位置中形成一椅且具有摺疊以在經升高 

位置中形成一車座之翼部。

【0015】圖3A至圖3B繪示包含平行四邊形支柱之一提升底盤之等 

角視圖及一彈性提升匣盒之一透明透視圖。

【0016】圖4A至圖4B繪示通常與有效負載提升效能之差異相關聯 

的一匣盒輪軸之兩個交替位置之側視立面圖。

【0017】圖5A至圖5B繪示用於提升一延伸部框架以在提升框架角 

度與匣盒中心線角度一致之情況下產生潛在地等同提升效能之各種選定安 

裝角度之側視立面圖。

【0018】圖6A至圖6C繪示左/右扶手總成之部署位置，當使用者自 

座位模式向上轉變為車座模式及行走時，該等左/右扶手總成鎖定及解鎖 

座位高度及後輪。

【0019】圖7A至圖7D繪示在一使用者入座及實現至就座高度之一 

向下轉變時使用者利用致動扶手控制功能而做出之逐步接合。

【0020】圖8繪示用於穩定及部分地支撐一行走使用者之扶手，該 

行走使用者騎坐在摺疊式車座/座位上並顯示用於步行、跨步及/或滑行之 

一姿勢。

【0021】圖9A至圖9C圖解說明具有一頂部蓋板及相關聯扶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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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臂/手致動扶手總成，該相關聯扶手位置由前/後不均勻平行四邊形支 

柱之歷程產生。

【0022】圖10繪示具有一翼部及座位安裝塊之一摺疊式座位/車座總 

成，其展示一座位安裝柱促進座位/車座之有限動態左右轉動以便為向後 

跨步之腿提供一路徑之方式。

【0023】圖11A至圖11B繪示一車座/座位且展示一座位翼部在車座 

下降時藉由一翼部部署支柱而向上擺動至座位模式中之方式。

【0024】圖12A至圖12B繪示藉助一左/右彈性部件及線性軸承總成 

在步行高度與就座高度之間提升及降低一座位支架總成的一升降椅。

【0025】圖13A至圖13B繪示適合工業用途之一提升步行椅之一低 

座位及經提升車座部署之後等角視圖，該提升步行椅為一工人或其他使用 

者、一彈性動力有效負載支撐臂及一環架式工業工具有效負載之組合式重 

量提供支撐。

【0026】圖14繪示用以針對一使用者之下禧縫量測值而適當地設定 

最大車座高度之一最大高度調整螺桿與撞擊板總成。

【0027】圖15A至圖15C繪示在一車座形狀與一更平坦座位形狀之 

間變換的一升降椅之一座位。

【0028】圖16繪示附接至一環架式工具固持器之一活節臂。

【0029】圖17A至圖17D繪示具有凸輪或曲柄軸輪軸之一說明性扶 

手，該等凸輪或曲柄軸輪軸透過順序部署位置而致動煞車及提升鎖定功 

能。

【0030】圖18A至圖18B繪示一提升步行椅之一座位在車座模式中 

之底側且圖解說明一座位轉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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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圖19A至圖19B繪示可與所揭示框架及提升機構中之任一 

者整合的自一座位構形變換為一車座結構之一座位之另一說明性實施例。

【0032】圖20A至圖20B分別繪示呈一座位構形及車座構形的圖19A 

至圖19B之座位之底側。

【0033】圖21A係穿過圖21B之A-A截取之一剖面圖。

【0034】圖21B繪示圖19A中所繪示之座位之底側。

【0035】圖22A係穿過圖22B之B-B截取之一剖面圖。

【0036】圖22B繪示圖19B中所繪示之座位之底側。

【0037】圖23A係穿過圖23B之C-C截取之一提升步行椅之一剖面側 

視圖。

【0038】圖24係一提升機構之延伸部框架之一放大。

【0039】圖25繪示一提升機構之一機廂。

【0040】圖26A係穿過圖26B之D-D截取之一剖面側視圖。

【0041】圖26C繪示一提升步行椅，其以虛線展示提升機構之一平 

行四邊形。

【0042】圖27A至圖27B繪示處於經降低位置及經提升位置的具有 

連接至一提升機構之一座位部署機構之一座位。

【0043】圖28A至圖28B繪示影響一提升步行椅之力及效能之說明 

性規格。

【0044】圖29A至圖29B繪示根據另一配置之影響一提升步行椅之 

力及效能之說明性規格。

【0045】圖30繪示處於比圖28A、圖29A中所展示更高之一歷程水 

準之一提升步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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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圖31繪示根據另一構形之處於比圖28A、圖29A中所展示 

更高之一歷程水準之一提升步行椅。

【0047】圖32係在一線性軸承軌道對之間延續之一線性軸承總成之 

一等角視圖。

【實施方式】

【0048】本申請案主張以下申請案的優先權：於2018年3月29日提 

出申請之標題為'提升步行椅 '提升機構及座位Walker Chair, 

Lifting Mechanism And Seat） j 的美國臨時申請案第62/649,746號；於 

2018年3月29日提出申請之標題為「提开荷（Lifting Chair）」的美國臨時 

申請案第62/649,809號；及於2019年3月22日提出申請之標題為了提升機 

構及荷（Lifting Mechanism and Chairs） j 的美國臨時申請案第62/822,496 

號，該等申請案全部特此係以引用的方式併入。

【0049】圖1繪示根據一說明性實施例之一提升步行椅1之一等角視 

圖，在其經提升「步行」位置中可見，提升步行椅1包含附接至提升底盤3 

之帶輪式框架2，提升底盤3之組件以一力而彈性地向下樞轉提升延伸部框 

架4a及向上樞轉所附接提升支柱4，當框架朝向其平行四邊形支撐歷程之 

向上極限升高時，該力經校準以准許摺疊式車座/座位6藉由抵消乘坐者之 

重量以提供一基本上「無重量」條件而均衡其乘坐者。

【0050】扶手/座位靠背框架8附接至座位安裝塊7 （圖10中所展示） 

且支撐扶手總成9a、9b。左及右摺疊式座位翼部6a、6b在「車座」位置 

中展示為向下摺疊，此適合經提升就座。扶手6a、6b展示為處於一縮回位 

置，但可視情況向前部署，此在用於步行之一位置中可輔助支撐軀幹。座 

位相對於落地框架2之充分空隙（包含座位之側面及下面之空隙）經提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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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許一步行者之腿及腳向後跨步或必要時在側面接觸地面。

【0051】由於提升步行椅之實施例准許在沒有傳統步行器中存在之 

正面障礙物之情況下行走，因此一使用者將保持以各種高度（包含一站立 

高度）向前接近水槽、爐子、壁廚等，且將能夠在兩者之間操縱。

【0052】圖2A至圖2B繪示提升步行椅1之側視立面圖。圖2A展示在 

提升步行椅1處於其最低椅高度位置（「坐下模式」）時展開以形成一椅的 

車座/座位6。椅高度係藉由由座位安裝塊7、下部平行四邊形提升支柱4、 

上部平行四邊形支柱5a、5b及提升底盤3所形成之一平行四邊形設備而修 

改。在坐下模式位置中，提升步行椅1充當一習用椅，其可視情況包含一 

軟墊座位靠背及用於扶手9a、9b之襯墊。座位框架2可由任何適當堅韌材 

料（包含碳纖維、彎曲之鋁箱形樑等）形成。注意，提升支柱4及平行四邊 

形支柱5a、5b在圖式中所繪示之說明性實施例中係彎曲的。該等彎曲允許 

座位佔據否則將不可能獲得之空間，藉此與其中支柱筆直之一實施例相 

比，增大座位6之歷程距離。

【0053】圖11A圖解說明座位6在彎曲之平行四邊形支柱5a、5b內之 

位置。該等彎曲允許座位6之靠背邊緣在降低座位時為支柱清除了障礙。 

彎曲之提升支柱4亦可放大座位6之可用空間。儘管提升支柱4及平行四邊 

形支柱5a、5b係彎曲的，但其經構形而以類似於具有筆直平行四邊形邊之 

構形之一方式執行。

【0054】圖2B展示被提升至一使用者可使用使用者之腿行走之一選 

定位置之座位6。座位翼部6a、6b經向下摺疊以形成座位6之一錐形車座 

構形。座位框架8附接至一座位安裝塊及支撐扶手總成9a、9b。後輪 

17a、17b較佳地具有固定定向（亦即，不可轉動），且可附接至馬達安裝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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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a、18b，馬達安裝板18a、18b可適於接納習用小型自持馬達及電池組 

（未展示），以視情況按需要補充腳及腿之動力，且藉由對後輪17a、17b施 

加向前及逆向扭力而輔助轉向操縱。一較佳無線搖桿（未展示）可附接至扶 

手9a或9b之頂部表面，以按需要添加少量向前、向後或轉向原動力，達到 

僅補充一個體之能力所需之程度。

【0055】圖3A繪示包含一提升匣盒14之提升底盤3之一等角視圖， 

提升匣盒14容納彈性動力單元15a、15b、15c （圖3B中所展示）。彈性動力 

單元15a、15b、15c之可延伸軸件56a、56b、56c展示為接合接納桿13。 

接納桿13在提升延伸部框架4a之端部內之輪軸13a上樞轉，提升延伸部框 

架4a連接至下部平行四邊形提升支柱4並使下部平行四邊形提升支柱4向上 

樞轉以提升車座/座位6及其人類有效負載。

【0056】圖3B包含彈性提升匣盒14之一透視圖，其展示彈性提升匣 

盒14之內部安裝之彈性動力單元15a、15b、15c，舉例而言，諸如小而強 

有力之氣彈簧。彈性動力單元15a、15b、15c可以將完全地或接近完全地 

均衡或抵消座位乘坐者之重量之一組合形式選擇。匣盒14在底盤3內圍繞 

輪軸14a而樞轉，使得彈性動力單元15a、15b、15c （諸如氣彈簧）可保持 

延伸至接納桿13。由於彈性動力單元15a、15b、15c可提供一強勁壓縮 

力，因此彈性動力單元15a、15b、15c以一蹺板之短端上之較重乘坐者之 

方式強有力地向下偏置提升延伸部框架4a，蹺板之短端上之較重乘坐者可 

抵消一更長端上之較輕乘坐者。實際上，舉例而言，由於此實施例中之提 

升支柱4之有效樞軸間長度為提升延伸部框架4a之樞軸長度之約6.9倍，因 

此由一既定組彈性動力單元15a、15b、15c施加之力之總和可除以彼比率 

以指示其將支撐之一人之近似重量。為了更逼近，座位6之重量必須被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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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在內、減去人腿之單獨重量之大致一半一但實務上發現，一人之重量加 

上約10 lbs·會提供對淨彈性單元提升動力之一良好指示，此將成功地使人 

「漂浮」在使人猶如以一接近「零重力」狀態站起及坐下的一均衡條件 

下。

【0057】以下圖表圖解說明可說明性地用於提升機構之實施例中之 

某些可用氣彈簧類型彈性動力單元之淨升力值。可見，當每一匣盒被壓迫 

以提供至多691 lbs.之擴展力時，此清單中之最強勁氣彈簧實際上將提升 

幾乎100 lbs.之一淨有效負載（在提升平行四邊形之向前有效負載端處）。

【0058】雖然外氣彈簧（15a及15c）應選擇為等同的（以避免接納桿13 

及延伸部框架4a上之負載極大地偏離中心），但顯然，可容易地將可獲得 

淨升力值之組合指定為大致使重量介於80 lbs.至300 lbs.之幾乎任何人 

「漂浮」。

【0059】舉例而言，彈性動力單元15a、15b、15c之組合可包含一 

單個中心彈簧、兩個等同外彈簧，或者一個內彈簧與兩個等同外彈簧之一 

組合。可使用其他數目個個體彈性動力單元；然而，較佳地應避免偏離中 

心之力。在提升機構之一說明性實施例中，組合經選擇以等於騎坐者之重 

量加上約10 lbs.。

【0060】以下圖表展示說明性氣彈簧之參數。總升力係彈簧固有之 

升力。淨升力為總升力除以6.9，6.9為提升支柱4與延伸部框架4a之長度 

之間的一說明性比率。在此圖解中，所有彈簧皆具有3.15英吋之一軸件歷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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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升力(lbs.)總升力(lbs.)

6 40

12 81

16 94

18 121

23 157

25 173

32 220

42 292

50 346

75 519

100 690

【0061】 不冋動力之彈簧或其他彈性動力單兀通常具有不冋外徑或

其他尺寸。為容易地切換彈性動力單元，提升匣盒中可存在一標準連接或 

其他調節，且可提供一配接器(諸如一標準直徑套筒)以使所有彈性動力單 

元呈現與彈性提升匣盒14相容之一形式。

【0062】圖4A至圖4B繪示升降椅1之側視立面圖，其圖解說明匣盒 

輪軸14a沿著狹槽14b之兩個交替位置，該兩個交替位置產生有效負載提 

升效能之差異。術語「等彈性」係指類似於一Steadicam®相機穩定器之 

抵消力輪廓的藉由經設計以漂浮之平行四邊形臂獲得之自最低歷程至最高 

歷程之一例示性提升力輪廓。對於提升人類而言，等彈性可係合意的，如 

此人類就不需要肌肉力量來自一就座位置站起至一站立位置，但與相機有 

效負載不同，在坐著的人站起來變成由車座支撐之此轉變內會發生重量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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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實務上，儘管一人之重量大部分最初係壓在座位上，但其餘重量（腿 

及腳之重量之大致一半）實際上係壓在底面上，且此比例會隨著人為站起 

做準備而變化。當人前傾以起身時，顯著更多之腿重量會自座位轉移至底 

面。結果係，在此轉變內為實際上「均衡」一人或有效地使一人「零重 

力」，所提供之升力量必須同樣地變化，且發現，一個一致「等彈性」升 

力可一開始上升太訊速，且在由車座支撐之乘坐者接近一站立姿勢時上升 

太慢。因此，可使提升力輪廓變化以在自坐下模式至站立模式之歷程之一 

初始部分內提供與在乘坐者接近站立時由提升機構施加之提升力相比較大 

之提升力。該變化之提升力自一升降椅之坐下模式至站立模式可逐漸增 

大，而非以不明顯增量改變。

【0063】圖4A圖解說明提升延伸部中心線19與沿著匣盒中心線21所 

施加之力之間的一角度20，該角度可係最佳的。在此說明性實施例中，當 

匣盒輪軸14a滑動至定位狹槽14b之可調整匣盒之「後部」時，達成該角 

度。在此實施例中，所得29。提升角度會產生一「超等彈性」提升力曲 

線，此將致使一不活動有效負載在行程之底部處過度下降且在最大高度處 

極大地上升，但此對於提升腿保持與底面接觸之人類係較佳的。一說明性 

角度範圍係自約27。至約31。。所得「超等彈性」可出於兩個原因而產生適 

當提升力：第一，以力與有效負載重量之一高「蹺板」比率為一有限歷程 

提供動力。及第二，在整個此行程內選定氣彈簧之沿著匣盒中心線21之瞬 

時擴展力在一最佳於提升延伸部中心線19之方向施加。初始29。力角度對 

於提升係低效率的，且使乘坐者在前傾之前保持就座，從而將充分腿/腳 

重量轉移至地面以使平行四邊形開始向上。當座位6到達其最大向上位置 

（並實現一車座構形）時，施加至指定為提升延伸部框架4a之短槓桿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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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角度達到119。。在此延伸部處，氣彈簧15a、15b、15c僅施加其原始力 

之約0.6，但與延伸部中心線19成一相對高效角度，此將致使一不活動有 

效負載難以碰撞上部止擋件。然而一旦乘坐者之腿接近垂直且其重量之一 

較大百分比置於車座上，提升效能便可更有效地均衡人類有效負載。

【0064】相比而言，圖4B圖解說明為48。之最佳「等彈性」提升角 

度，在此說明性實施例中，此角度將均勻地提升一不活動非人類有效負 

載。然而，如上文所闡述，動態變化之人類有效負載將難以使其自身下降 

至座位高度。特別係由於下降慣性之一部分實務上被改變為啟動座位部署 

（如圖11A至圖11B中所展示）。且乘坐者亦將難以達到最大高度，此乃因 

到達地面之腿重量的遞減比例將有效地使其更重。因此不明顯地，儘管可 

達成等彈性升力，但這對於就一升降椅之極特定的人類均衡需要可能不是 

最佳的。

【0065】一更有益之變化等彈性歷程之一說明性提升角度範圍為約 

46。至約50。。通常，當提升角度增大至高於48。時，有效負載將需要在外部 

添加向上或向下力以分別到達行程之頂部或底部，而小於48。之一提升角 

度可致使有效負載需要添加向上力才能自最低位置上升，及添加向下力以 

自最大高度下降。

【0066】圖5A至圖5B繪示側視立面圖，其圖解說明若在座位6處於 

其最低歷程時，彈性匣盒中心線21與提升框架中心線19之間的角度在每 

一情形中皆係配置為29。，則提升延伸部框架4a之各種其他選定安裝角度 

可產生類似或等同提升效能。圖5A圖解說明根據一提升步行椅之一說明 

性實施例之一結構變化，其中提升延伸部框架4a經附接至上部平行四邊形 

支柱5a、5b，而非如在先前圖式中被附接至下部平行四邊形提升支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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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提升效能可係類似或等同的，且因此類似地適合人類乘坐者，此乃 

因提升框架中心線19與匣盒中心線21之間的角度已再次被構造為29。或大 

約29。。出於數個原因，此配置可係有利的，包含其使提升組件保持在靠 

背後面更高處，且因此，在跨步及滑行時更不會妨礙向後的腳及腿活動伸 

展。

【0067】圖5B繪示提升設備之角度位置的另一說明性變化。在此視 

圖中，提升延伸部中心線19與提升支柱4經附接至之提升支柱4的部分的 

縱向中心線58幾乎成直角，且彈性提升匣盒14筆直地向後伸出。然而， 

注意，匣盒中心線21與提升框架中心線19再次成一29。角，且因此這版本 

（儘管僅係說明性的且並非特別實用）針對其人類有效負載將實現類似或等 

同適當提升效能。

【0068】如圖5A至圖5B中所展示，延伸部框架4a可在其與提升支 

柱4附接處圍繞樞軸中心旋轉至任何期望角度，此在圖5A構形中圖解說明 

為處於191。之一角度，且在圖5B構形中圖解說明為處於115。之一角度。延 

伸部框架4a之旋轉可視需要將提升匣盒14定位在由樞軸50a、50b、50c、 

50d界定之平行四邊形內側或外側。

【0069】包含提升匣盒14、延伸部框架4a及相關聯平行四邊形結構 

之提升機構可用於其中可採用平行四邊形提升結構之其他應用中，亦即， 

不僅用於本文中所闡述之升降椅中。換言之，本文中所闡述之提升機構本 

質上係可併入至需要設備提供之提升功能之其他裝置中之獨立機構。此等 

提升機構之平行四邊形之邊可係彎曲的，諸如提升支柱4及平行四邊形支 

柱Ila、11b，或者可係筆直的，如在傳統平行四邊形連桿中。平行四邊形 

邊之彎曲可經設計以允許一特定應用所需之最佳歷程。提升機構可安裝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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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子、一固定或可移動結構上，或甚至安裝至一使用者將穿著之一背 

心。

【0070】圖6A至圖6C繪示左/右扶手總成9a、9b之部署位置，當使 

用者自座位模式向上轉變為車座模式及行走時，左/右扶手總成9a、9b可 

經調適以適當地控制座位高度及後輪17a、17b之鎖定及解鎖。圖6A繪示 

其中扶手9a、9b完全縮回以充當習用扶手之椅模式。圖6B展示經部分地 

部署之扶手9a、9b。前/後平行四邊形部署支柱Ila、11b具有不均勻長 

度，且因此在其向側面擺動時將開始更改蓋板12a、12b相對於扶手支撐 

板18a、18b之角度。此扶手位置適於「登上」提升步行椅。圖6C圖解說 

明扶手9a、9b之最終向前部署，其中不均勻平行四邊形連桿組往後向內擺 

動蓋板12a、12b以形成適於行走之適當限制及扶手表面。如圖9A至圖9C 

中可見，在一提升步行椅之一說明性實施例中，將採用此三個扶手位置來 

致動座位高度及後輪煞車之單獨鎖定/解鎖。

【0071】圖7A至圖7D繪示在一使用者入座及實現至就座高度之一 

向下轉變時使用者利用一提升步行椅之新穎致動扶手控制功能而做出之逐 

步接合。在圖7A中，使用者抓住處於經延伸位置之扶手（此較佳地已鎖定 

後輪煞車）且接近車座。在圖7B中，使用者將其重量轉移至車座且較佳地 

扣上其座位皮帶（未展示）。經延伸扶手位置亦較佳地解鎖座位高度。在圖 

7C中，使用者可看起來稍微稍微往後傾斜以致使座位下降，同時支撐除 

幾磅之外的全部使用者重量。在圖7D中，使用者已下降至椅高度，座位 

翼部已自動地向外部署且使用者往後朝向其習用坐下位置拉動扶手，從而 

較佳地致動座位高度鎖並釋放煞車（藉由圖9A至圖9C中所圖解說明之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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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圖8繪示扶手9a、9b，扶手9a、9b向前擺動至適於向前行 

走之一位置，從而圍住使用者、提供將促進行走之扶手表面，及（若在實 

施例中可用）致動座位高度鎖、釋放後煞車。使用者展示為呈習用步行之 

一適當姿勢。根據使用者之健康及能力水準，使用者可選擇進一步向前傾 

斜、將更多身體重量轉移至扶手，及以稍微更大步伐跨步，從而在兩者之 

間滑行，並進一步向後延伸與腳及腿接觸之地面。

【0073】（舉例而言）圖7D之就座位置與圖8之跨步位置之間的高度 

變化之一說明性範圍為約18英吋至約34英吋。

【0074】圖9A至圖9C展示自透明頂部蓋板12a之角度繪示之右手致 

動扶手總成9a，以圖解說明由長度不均勻之前/後平行四邊形支柱Ila、 

11b之歷程產生之扶手位置以及其各別致動功能。上部左影像展示在臂總 

成處於其縮回位置時上述組件之位置。上部右影像展示稍移向側面之扶手 

總成9a （較佳地開始致動右後輪煞車）。下部左圖式展示完全向側面延伸之 

扶手9a （較佳地解鎖提升功能及實施完整煞車）。下部右影像展示處於其最 

向前位置之扶手9a，因此頂部蓋板至少部分地在一使用者前方延伸，藉此 

封閉、穩定及支撐行走活動，且較佳地鎖定提升及致動右手輪煞車之釋 

放。圖9A至圖9C中將進一步圖解說明此等功能。

【0075】圖9A至圖9C繪示扶手9a，其展示用於遍及所展示之順序 

扶手部署位置而致動煞車及提升鎖定功能之一說明性機構。曲柄軸輪軸 

37a、37b固定至前/後扶手部署支柱Ila、11b，因此曲柄軸輪軸37a、37b 

與前/後扶手部署支柱Ila、11b一致地旋轉。圖9A至圖9C中所展示的自曲 

柄軸輪軸37a、37b延伸之箭頭指示與曲柄軸輪軸相關聯之所附接臂之方 

向。曲柄軸臂經調適以拉動在兩個扶手上由虛線指示之致動金屬絲36。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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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展示中心金屬絲端之路徑，其可（舉例而言）來自四個習用端接式腳踏車 

類型煞車纜索（未展示）。由曲柄軸輪軸37a致動，每一扶手上之金屬絲36 

之一端較佳地經調適以習用地致動及釋放其各別側後輪煞車。每一側上之 

金屬絲36之另一端被曲柄軸輪軸37b沿相對方向驅動180。，此亦可經由腳 

踏車纜索（未展示）而採用，以啟動兩個冗餘座位高度鎖（未展示）中之一 

者。座位高度鎖可包括習用碟式煞車或液壓鎖定汽缸總成，以及其他習用 

煞車及限制選項，從而較佳地用於限制提升步行椅之提升平行四邊形之向 

上歷程及向下歷程兩者。

【0076】圖9A展示處於其向後就座位置之扶手總成9a、9b。兩個扶 

手上與曲柄軸輪軸37a相關聯之曲柄軸臂被向外定向（由箭頭指示）＞ 其中 

其虛線煞車纜索36經調整以致使各別左/右輪煞車被釋放。每一側上與曲 

柄軸輪軸37b相關聯之向前曲柄軸臂被向內定向，且其煞車類型纜索經調 

整以致使座位高度被鎖定。圖9B展示向外擺動之扶手蓋板12a、12b及分 

別旋轉90。的兩個扶手上與曲柄軸輪軸37a、37b固定地相關聯之曲柄軸臂 

（由箭頭表示），如所展示。左曲柄軸臂及右曲柄軸臂兩者皆已向前擺動， 

且因此致使煞車金屬絲36之端部被延伸且各別左/右輪煞車被牢固地接 

合。亦注意，各別左/右輪煞車可因此獨立地受其同側扶手位置控制。此 

准許獨立地使用瞬時輕微輪煞車以減慢彼各別左輪或右輪之前進並在行走 

期間幫助轉向。亦在左及右扶手9a、9b± ＞曲柄軸輪軸37b現在展示為向 

後擺動，從而釋放其各別冗餘雙座位高度煞車（未展示）。注意，出於一不 

同原因亦可獨立地致動座位高度解鎖，使得處於就座位置或行走位置（分 

別如圖9A及9C）之任一扶手可有效地阻止座位之上升或下降；且兩個扶手 

必須定位在此處所展示之延伸至側面位置以釋放座位高度鎖，使得在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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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座或自一就座位置上升或者僅選擇一新中間座位位置（諸如「酒吧高腳 

凳」高度）時，座位/車座6輕鬆地自由升高及降低經均衡乘坐者。圖9C展 

示當兩個扶手向前擺動至行走位置中時致動與曲柄軸輪軸37a、37b相關 

聯之曲柄軸臂之位置。注意，與曲柄軸輪軸37a相關聯之曲柄軸臂現在正 

向內釋放其各別輪煞車纜索。與曲柄軸輪軸37b相關聯之曲柄軸臂分別向 

外接合其個別座位高度鎖，使得若兩隻腳在（舉例而言）滑行期間會隨時離 

開底面，或若在兩隻腳位於選用腳踏板（未展示）上之情況下，放鬆地處於 

一高固定位置，則在不使車座下落之情況下完成行走。注意，扶手之不均 

勻平行四邊形部署藉由模擬平行四邊形支柱Ila、11b之弓形歷程之適當弓 

形臂運動而起始。

【0077】圖10繪示摺疊式座位/車座6總成，其翼部6a及座位安裝塊 

7呈現為透明的以展示在座位安裝塊7內旋轉之座位安裝柱7a可促進座位/ 

車座6之有限動態左右轉動以便為乘坐者向後跨步之大腿之一路徑清除障 

礙之方式。新穎座位轉動結構在劇烈行走期間有效地縮窄了座位6之後部 

寬度，此乃因當另一條腿在藉由將座位6之三角形後端擺動移開而形成之 

無障礙路徑中筆直向後擺動時，交替之大腿無阻礙地向前前進。圖18A至 

圖18B展示在經摺疊車座/座位6圍繞座位柱7a之軸線轉動以相對於任一側 

形成一交替無阻礙向後路徑時經摺疊車座/座位6之連續底側視圖。座位6 

較佳地經調適以在行走期間相對於任一側轉動高達至少15。，使得車座之 

較寬後部部分移動遠離腿路徑，且推進之腿正接觸的車座之側邊緣變得平 

行於提升步行椅之前後軸線。擋板（未展示）或止擋件或僅向下摺疊之座位 

翼部6a、6b之側面可限制座位旋轉之程度。

【0078】圖11A至圖11B分別繪示處於展開位置及摺疊位置之車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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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6，且展示在車座下降時藉由將翼部部署支柱38伸縮成座位模式而使 

座位翼部6b向上擺動之方式。可採用兩個此等等同支柱來同時升高座位翼 

部6a、6b兩者，但為清楚起見，此處僅展示右手支柱38。圖11A展示包含 

支柱38之上部（內）伸縮式節段之球形接頭39至座位側面翼部6b之底側之一 

附接機構。圖11B展示支柱38之下部外區段如何藉助球形接頭39及一短支 

座管而附接至平行四邊形提升支柱4之一下部部分，使得平行四邊形提升 

支柱4在座位部署期間具有向上通往翼部6b之一無障礙路徑。注意，當車 

座6上升且翼部6b向下摺疊時，伸縮管38完全延伸。支柱38僅在其伸縮行 

程完全縮回時才開始舉起翼部6b，此乃因座位6接近其變成座位模式之部 

署之底部，如藉由圖11A至圖11B中之比較而圖解說明。

【0079】圖12A至圖12B、圖32繪示藉助左/右彈性組件29a、29b及 

線性軸承總成27a、27b在步行與座位高度之間提升及降低座位支架總成 

28的提升步行椅之一交替實施例。圖12A展示向上呈車座模式之座位6， 

其中彈性組件29b （舉例而言，氣彈簧）完全延伸以致使座位支架總成28藉 

助左/右線性軸承總成27a、27b而上升，且致使滾子靠背織物或覆蓋物30 

向上並越過靠背滾子總成31而縮回、藉由左/右靠背張力皮帶輪總成32a、 

32b而張緊。彈性組件29a、29b （諸如彈簧及氣彈簧）之力隨著彈性組件 

29a、29b延伸及縮回而線性地衰減。如此處所使用，為沿著左/右線性軸 

承軌道對26a、26b筆直地施加力，左/右線性軸承軌道對26a、26b並非完 

全地「等彈性」的且在完全壓縮（或在拉伸彈性組件之情形中，延伸）時將 

最大強度地提升。因此，圖12A至圖12B之線性動力實施例適合保持有一 

些腿部力量且在座位6接近行程之頂部時可供應缺少之提升動力的使用 

者。圖12B展示在座位支架28到達線性軸承行程之底部且滾子靠背織物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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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延伸並準備好供使用時完全壓縮之氣彈簧29a、29b。左/右腳操作之腳 

輪轉向腳踏板33a、33b與前轉動腳輪16a、16b之轉動輪軸固定地相關聯 

且充當動態腳踏板，該等動態腳踏板亦幫助促進經提升椅之一社交「推 

動」形式，其中乘坐者向上處於眼睛高度或參與者亦如此，參與者可容易 

地推動（舉例而言）扶手（而非必須向後之把手），且腳踏板使得騎坐者能夠 

藉由選擇性地旋轉一腳輪以致使椅遵循一期望路徑而「轉向」。一無人陪 

伴之騎坐者亦可繼續利用一條腿來「跨步」（滑板樣式）且利用另一條腿來 

轉向，以便沿一精確方向（諸如穿過一窄門口）前進，且當僅一個腳輪藉由 

此方法而轉向時，可不需要腳輪之間的轉向連桿組或精心製成之轉向幾何 

結構。

【0080】圖32係在左/右線性軸承軌道對26a、26b之間延續以升高 

及降低座位支架總成28之兩個線性軸承總成27a、27b中之一者之一等角 

視圖，座位6、致動扶手總成9a、9b及滾子靠背織物30亦可附接座位支架 

總成28。線性軸承總成27a、27b藉助安裝成與相對線性軸承軌道對26a、 

26b保持接觸之錐形滾子而起作用。

【0081】圖13A至圖13B分別繪示一提升步行椅之一說明性實施例 

之低（座位）部署及經提升（車座）部署，該提升步行椅為一使用者（未展 

示）、一彈性動力有效負載支撐臂35 （諸如＞ Equipois有限責任公司出售之 

Zero-G™支撐臂）或其他平衡或均衡臂及一較佳環架式工業有效負載（諸如 

圖16中所展示）之組合式重量提供支撐。圖16繪示一說明性活節臂52及一 

環架式工具固持器54。其他工具固持器及臂可視需要用於特定應用，無論 

係工業還是為個體提供日常工作輔助。圖13A至圖13B繪示各自具有兩個 

提升連桿之提升活節臂。每一連桿係為具有用以提供提升力之一彈性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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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平行四邊形構形。前述臂可具有一或多個提升連桿。一手柄或扶手可 

附接至提升臂之遠端，此將使一使用者之手在被附接至提升臂之托架支撐 

之同時自由地執行一任務。提升步行椅之此實施例可輔助在一工業環境中 

部署重型工具，否則可致使（舉例而言）肩部因固持重型工具向外伸展工作 

數小時而發生重複性勞損。一產業工人可將自身加上臂及工具有效負載升 

高至「車座」高度以便相對容易地在工作場所機會之間行走，並取決於任 

何特定任務之海拔高度而反覆地降低至座位高度及再次往回升高。

【0082】提升步行椅之特定實施例或應用可需要更完美地均衡使用 

者及有效負載兩者，且可因此利用圖1中所圖解說明之「等彈性」平行四 

邊形動力實施例，藉助該「等彈性」平行四邊形動力實施例，一乘坐者可 

容易地執行「取放」（另外稱為「材料搬運」）操作。此一提升步行椅將較 

佳地構形成允許藉由以下方式而輕鬆地且幾乎無受傷風險地拾取及運輸重 

型物品：將一工人降低至椅高度、將臂與有效負載接合、以最小腿部力量 

站起、將有效負載調動至其靜止位置，及下垂以卸下臂（可便利地將其限 

制在任何選定最大高度）。此程序會將所運輸之有效負載之重量自手轉移 

至更加強有力之大腿及小腿，且在整個「取放」操作內使工人之自身重量

「漂浮」。

【0083】圖14繪示最大高度調整螺桿24及撞擊板25，最大高度調整 

螺桿24及撞擊板25用於限制上部平行四邊形支柱5a、5b中之一者以便針 

對使用者之下禧縫量測值而適當地設定最大車座高度，且確保車座/座位6 

之高度被適當限制為緩和使用者自一毗鄰無支撐站立位置「登上座位」之 

過渡，以及設定用於行走之最佳車座高度。

【0084】圖15A至圖15C繪示摺疊式座位/車座6之一說明性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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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摺疊式座位/車座6被彎曲成介於展開「座位」模式與摺疊「車座」模 

式兩者之間的在人體工學上適合人類之形式，且向前提供適合男性騎坐者 

之窄度及稍微靠後提供對於女性而言通常更舒適之略微增大之寬度。圖 

15A係展示座位摺疊退切口 41a、41b之一底側視圖，座位摺疊退切口 

41a、41b准許座位6之稍微彎曲平面，座位6包含翼部6a、6b及中心三角 

形部分，當座位被摺疊時，中心三角形部分將緊密地連結在一起，但仍作 

為一車座在向前區域處保持最佳窄度。展示前/後皎鏈組40a、40b，前/後 

皎鏈組40a、40b構形成一v型樣以摺疊成大致在前部1英吋寬且在後部6英 

吋寬之一尖頭車座形狀。皎鏈組40a、40b之前及後組件彼此定位成一 

線，但中間被左及右摺疊式座位退切口41a、41b中斷。圖15B展示強加於 

座位6之整個展開頂部表面之極淺彎曲，猶如其係自極大半徑之一圓柱形 

區段切割而來一般。此大半徑、「主」曲率及切口 41a、41b與皎鏈組 

40a、40b之組合結果係一軟墊形狀，該軟墊形狀在圖15C可見被摺疊成具 

有例示性窄度之一車座形狀。較佳地使用諸如凝膠區段及彈性覆蓋物材料 

等軟墊材料，因此座位6保持窄但在被摺疊成一車座時以及在被展開成一 

座位時得以舒適地填充。非軟墊車座亦係一選項。

【0085】此主曲線之拓撲在摺疊時會重合且在展開時會幫助防止軟 

墊隆起，此乃因摺疊之半徑並未如在圍繞完整筆直皎鏈線一般增大。過量 

材料可「走捷徑」並在摺疊時被向內拖入至切口間隙中且在展開時被彈性 

地釋放。強大撓性之外覆蓋物材料亦將幫助確保一騎坐者之衣服在緊靠在 

一起時不會被切口41a、41b之側面夾住。注意，隨著主曲率之半徑減小 

且摺疊式退切口41a、41b之寬度增大，摺疊車座會變得愈來愈窄。

【0086】圖19A至圖19B繪示自一椅構形或模式變換為一車座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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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模式之一可轉換座位300之另一說明性實施例。圖19A繪示呈椅構形之 

可轉換座位300。大腿區段308、310 （諸如）藉由一或多個皎鏈而可移動地 

附接至車座區段302。在椅模式中，大腿區段308、310自車座區段302延 

伸以形成一坐下表面。該坐下表面可係實質上平坦或波狀外形的。一般而 

言，該坐下表面以類似於一椅之方式之一方式支撐在一坐下位置中之一使 

用者。車座區段302具有一後部分304以及自後部分304延伸之一較窄前部 

分306。因此，如圖19B中所展示，當大腿區段308、310相對於車座區段 

302向後摺疊時，該設備形成一車座構形。視情況包含扶手座架301以附 

接諸如圖1中所展示之9a、9b之扶手或例如輪椅上通常存在之扶手之習用 

扶手。扶手座架301之構形及定位將取決於所採用之扶手之特定類型。

【0087】儘管右大腿區段308及左大腿區段310繪示為單獨組件，但 

右大腿區段308及左大腿區段310可連結為橫跨前區段306之左右兩側之一 

單個大腿區段，條件係其可遠離前部分306之側面而摺疊以形成一車座。

【0088】可轉換座位300可用於其中將期望自一座位構形至一車座 

之轉換的一提升步行椅或其他設備中。可轉換座位300可用於本文中所揭 

示之提升步行椅中之任一者中。

【0089】圖20A至圖20B分別繪示處於一座位模式及車座模式之可 

轉換座位300之底側。右大腿區段308及左大腿區段310分別在右大腿區段 

皎鏈312及左大腿區段皎鏈314處直接或間接地皎接至車座區段302。雙臂 

曲柄328、330安置於座位支撐壁320、322之間，且功能性地連接至大腿 

區段皎鏈312、314之軸件336、338，使得雙臂曲柄328、330之運動致使 

大腿區段308、310圍繞軸件336、338而旋轉。

【0090】凸輪316固定於雙臂曲柄328、330之間。彈簧332、33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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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自雙臂曲柄328、330延伸至彈簧輪軸392。如下文將更詳細闡述，凸輪 

316、雙臂曲柄328、330及座位部署彈簧332、334係將大腿區段308、 

310偏置至如圖20B中所展示之一摺疊位置或如圖20A中所展示之一經延 

伸（展開）位置之一座位部署機構之部分。儘管部分332、334展示為彈簧， 

但可使用其他類型之彈性部件，條件係其與座位部署機構346之用途及功 

能相容。

[0091】圖21A係穿過圖21B之A-A截取之一剖面圖。圖21A至圖 

21B展示經部署以形成一座位結構之大腿區段308、310。圖21A展示朝向 

可轉換座位300之前部延伸從而允許大腿區段308、310部署成一座位構形 

的凸輪316。返回至圖21A，可見，當凸輪316之端部直接或間接地附接至 

雙臂曲柄328、330且因此座位部署彈簧332、334朝向可轉換座位300之前 

部而旋轉時，座位部署彈簧332、334被延伸，此乃因大腿區段308、310 

向上旋轉以形成一座位。

【0092】 圖22A係穿過圖22B之B-B截取之一剖面圖。圖22A、22B 

展示旋轉至一車座位置之大腿區段308、310。圖22A展示朝向可轉換座位 

300之後部旋轉從而致使大腿區段308、310自車座前部分306向下旋轉以 

形成一車座結構的凸輪316。與在可轉換座位300處於一座位位置時相 

比，座位部署彈簧332、334被壓縮。為在一步行運動時給一使用者之腿 

提供充分空隙，大腿區段308、310可朝向可轉換座位300之後部旋轉。

【0093】圖23A係穿過圖23B之C-C截取之一剖面側視圖。圖23A至 

圖23B繪示一提升步行椅350之一側視圖。提升步行椅350處於一經降低位 

置，其中大腿區段308、310向前部署至一座位位置。座位部署機構346使 

可轉換座位300在處於一經降低位置時之一座位模式與處於一經提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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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一車座模式之間變換，諸如圖26A中所展示。座位部署機構346功能 

性地連接至提升及降低提升步行椅350之一提升機構348。舉例而言，可 

代替圖5A至圖5B中所展示之提升機構而採用提升機構348。提升步行椅之 

所揭示實施例中可使用可升高及降低升降椅之座位/車座且亦在功能上與 

一座位部署機構協調以將一可轉換座位自一座位變換為一車座（且反之亦 

然）的任何提升機構。現在將接著座位部署機構346而闡述提升機構348以 

及兩個機構之間的關係。

【0094】提升步行椅350之提升機構348包含由樞軸352、354、

356、358界定之一平行四邊形結構。下部平行四邊形連桿360在主樞軸 

352與樞軸354之間延伸。在圖23A之說明性實施例中，下部平行四邊形連 

桿360具有與其呈固定關係之一延伸部框架370。主樞軸352允許下部平行 

四邊形連桿360連同延伸部框架370一起相對於其附接至之提升步行椅350 

之框架而旋轉。

【0095】如本文中所使用，「平行四邊形」及「平行四邊形結構」 

係指含有四個樞軸點之一結構，其中圍繞彼等點樞轉之組件以傳統平行四 

邊形之組成部分原本之方式按某一固定角度關係一致地移動。該等術語並 

非將樞轉組件侷限於為線性的，且因此不一定平行或長度不一定相等。

【0096】延伸部框架370提供用於調整提升機構348之組件。可調整 

提升機構的有效力以適應不同重量及能力的使用者。一提升彈簧362自上 

部彈簧樞軸364延伸至一提升彈簧終止樞軸366。提升彈簧終止樞軸366可 

沿著狹槽368調整。當提升彈簧362擴展時，其會致使下部平行四邊形連 

桿360圍繞主樞軸352旋轉，此繼而又提升座位300。提升機構348可係可 

調整的，諸如藉由圖23A中所繪示之可調整彈簧終止機構或藉由其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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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或者提升機構348可係不可調整的。儘管部分362展示為一彈簧，但 

可使用其他類型之彈性部件，條件係其與提升機構348之用途及功能相 

容。

【0097】圖24展示延伸部框架370之一放大，其中提升彈簧終止樞 

軸366與狹槽368係以一相對「不牢固」位置接合，此乃因延伸部框架370 

在終止樞軸366與主樞軸352之間形成的槓桿臂最短。關於終止樞軸366與 

主樞軸352的相對位置請參見圖23A。提升彈簧終止樞軸366在狹槽368中 

的位置可由驅動螺桿372調整。

【0098】圖25繪示提升機構348之一機廂374，在此說明性實施例 

中，機廂374係延伸部框架370之一內部組件。機廂374在機廂壁376、378 

之間移動以允許提升彈簧終止樞軸366沿著狹槽368移動。惰滾子380使機 

廂374穩固以防止或禁止圍繞提升彈簧終止樞軸366發生傾斜。

【0099】彈簧容座381容納提升彈簧362。在圖25中所繪示之實施例 

中，彈簧容座381經展示為一開口，提升彈簧362之一組件插入至該開口 

中。可使用其他提升彈簧連接機構，條件係其允許提升機構348之操作且 

足夠耐用以承受所得力。

【0100】圖26A係穿過圖26B之D-D截取之一剖面側視圖。圖26B係 

升降椅350之一前視圖。圖26A、圖26C繪示一提升步行椅350之一側視 

圖。提升機構348之一平行四邊形382係由樞軸352、354、356、358界 

定，且在圖26C中用虛線展示。可轉換座位300或其經附接至之一組件係 

與平行四邊形382呈固定關係。當提升或降低座位300時，樞軸352、356 

之間的平行四邊形連桿保持與水平面呈固定角度關係。座位300之車座區 

段302係與連接樞軸352、356之平行四邊形連桿呈固定角度關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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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提升或降低座位車座區段302時，座位車座區段302相對於水平線保持 

處於其固定位置。通常，座位300將係實質上水平的或相對於水平呈一選 

定角度。注意，可轉換座位300不一定係水平，而是可相對於水平固定在 

其他角度位置，且可調整彼角度。

【0101】狹槽368之縱向線不一定與主樞軸352與彈簧終止樞軸366

之間的瞬時槓桿臂一致。

【0102】圖27A至圖27B分別繪示處於經降低位置及經提升位置的 

具有連接至平行四邊形382 （部分地展示）之座位部署機構346之可轉換座 

位300。圖27A繪示在提升步行椅350處於一經降低位置時連接至提升機構 

348之一部分之座位部署機構346，其中大腿區段308、310呈一座位構 

形。所展示之提升機構348之部分包含下部平行四邊形連桿360及樞軸 

354、358。亦展示附接至下部平行四邊形連桿360且延伸超過下部平行四 

邊形連桿360之一滑臂384。座位部署機構346藉助滑臂384功能性地連接 

至提升機構348，且因此，當平行四邊形382之角度被修改（諸如，藉由提 

升機構348之動作，或更特定而言，在此實施例中，藉由提升彈簧362） 

時，座位部署機構346受到作用。

【0103】儘管座位部署機構346展示為與提升機構348接合，但座位 

部署機構可功能性地連接至對凸輪316起作用之其他凸輪啟動機構以在一 

車座或座位構形之間變換可轉換座位300。

【0104】凸輪316經由雙臂曲柄328、330而連接至可轉換座位300之 

大腿墊輪軸336、338。另一選擇為，一單個輪軸可橫跨右大腿區段308及 

左大腿區段310，其中凸輪316附接至彼單個輪軸。因此出於簡化目的， 

右大腿墊輪軸336及左大腿墊輪軸338亦應意指右大腿墊輪軸區段336及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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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腿墊輪軸區段338 °

【0105】座位部署彈簧332、334中之每一者之第一端固定至彈簧輪 

軸392。彈簧輪軸392固定至可轉換座位300。座位部署彈簧332、334之第 

二端固定至雙臂曲柄328、330 （圖20A、圖20B中所展示），雙臂曲柄 

328、330與大腿區段樞軸388之大腿墊輪軸336、338附接成一線。座位部 

署彈簧332、334展示為拉伸彈簧。可採用各種類型之彈簧部件。一凸輪 

皮帶390具有附接至滑臂384之一第一端及固定至凸輪316之一第二端。凸 

輪皮帶390可包括諸如鋼心聚酯之一材料。舉例而言，凸輪皮帶390可係 

一彈性但抗拉伸材料。凸輪皮帶390通常係一經伸長撓性組件，且可係（舉 

例而言）一線、繩索、金屬絲、皮帶或纜索。

【0106】圖27B繪示在提升步行椅350處於一經提升位置時連接至提 

升機構348之一部分之座位部署機構346，其中大腿區段308、310呈一車 

座構形。當提升可轉換座位300時，滑臂384朝向凸輪316旋轉，使得凸輪 

皮帶390與滑臂384之附接點移動至更靠近凸輪皮帶390與凸輪316之附接 

點，從而致使凸輪皮帶390鬆弛。大腿區段308、310上的來自一乘坐者之 

大腿之壓力提供用以向下推動大腿區段308、310之一力。雙臂曲柄328、 

330 （圖20A '圖20B中所展示）上及因此凸輪316上之座位部署彈簧332、 

334之力使凸輪316旋轉（舉例而言）180°或大約180°，從而致使大腿區段 

308、310翻轉至可轉換座位300之後部，藉此形成一車座構形。

【0107】類似地，當一乘坐者開始坐上處於一車座位置之可轉換座 

位300時，來自乘坐者之重量之力會使可轉換座位300降低。隨著可轉換 

座位300下降，凸輪皮帶390變緊，藉此拉緊凸輪316以向前旋轉，或在此 

圖解中逆時針旋轉，且繼而又使座位部署彈簧332、334擴展。此允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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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區段308、310向前旋轉以形成一座位。在一例示性實施例中，皮帶390 

繃緊且在距最低座位位置8英吋處部署大腿區段308、310。大腿區段部署 

高度之一說明性範圍為比最終座位高度高6英吋至10英吋。坐下位置之一 

說明性座位高度為一標準18英吋高度。然而，坐下位置可低於或高於標準 

椅座位高度。一說明性範圍為約16英吋至20英吋。此說明性範圍及高度 

可適用於升降椅之實施例中之任一者 。

【0108】提升機構348與座位部署機構346協調以在降低或升高提升 

步行椅350時較佳地提供可轉換座位300之座位構形與車座構形之間的一 

舒適且安全之轉變。

【0109】諸多提升系統係等彈性的，換言之，其抵消有效負載上之 

恆定重力以平衡有效負載且在整個垂直歷程內提供均勻提升動力。在提升 

步行椅350及提升機構348之一說明性實施例中，在經提升或經降低座位 

之整個歷程內，彈性係不均一的。而是，使力變化以在選定時間或高度處 

提供期望部署力。提升機構348之動力在行程之極底部處稍微減小，因此 

下降動量可用於幫助給座位部署提供動力。用以提供最有益使用者體驗之 

最適合幾何結構將取決於提升機構348之幾何結構之各種態樣、使用者重 

量及其他椅特性。如本文中所使用，術語「有效負載」包含提供用以抵消 

提升彈簧362之力之力之乘坐者及提升步行椅350之組件。在某些地方， 

術語「乘坐者」亦可與「有效負載」或「使用者」互換地使用。

【0110】圖28A至圖28B、圖29A至圖29B繪不影響提升彈簧終止樞 

軸366在狹槽368中之不同垂直水準及不同位置處之力及使用者體驗之說 

明性規格。為清楚起見，對以下兩種不同類型之彈簧組件做註解：座位部 

署彈簧332、334及提升彈簧362。座位部署彈簧332、334用於在一座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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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座模式之間變換或幫助變換可轉換座位300。提升彈簧362用於提升及 

降低座位300。

【0111】以下係對如何獲得及增強等彈性或均衡以為提升步行椅 

350提供補償使用者之重量或暫時由地面支撐的一使用者之重量之一部分 

之一等彈性輪廓或提升曲線的一說明。闡述允許按要求或按需要來調整等 

彈性輪廓之結構。儘管使用術語「等彈性」，但如本文中所闡述將理解， 

在自一經降低位置至一經提升位置之歷程內可存在提升力之變化。

【0112】量測值係在平行四邊形382之上部及下部連桿水平（亦即， 

垂直於重力方向）時獲得。注意，如此處所展示，「水平」係高於實際座位 

高度。在平行四邊形水平時圖解說明一般性角度以便能夠比較各種版本。

【0113】該等量測值包含提升角度394、狹槽角度396、平行四邊形 

樞軸354與358之間或平行四邊形樞軸352與356之間的距離（此乃因此等距 

離彼此相等）、平行四邊形樞軸356與358之間或平行四邊形樞軸352與354 

之間的距離（此乃因此等距離彼此相等），及提升彈簧終止樞軸366與主樞 

軸352之間的距離。平行四邊形樞軸354與358之間或平行四邊形樞軸352 

與356之間的距離將稱為平行四邊形短連桿長度398，且平行四邊形樞軸 

356與358之間或平行四邊形樞軸352與354之間的距離將稱為平行四邊形 

長連桿長度400。提升彈簧終止樞軸366與主樞軸352之間的距離將稱為終 

止樞軸距離402。

【0114】提升角度394係連接上部提升彈簧樞軸364及提升彈簧終止 

樞軸366之線與連接提升彈簧終止樞軸366及主樞軸352之線之間的角度。 

提升彈簧終止樞軸366與主樞軸352之間的線充當平行四邊形382上之一

「虛擬槓桿臂」或「槓桿臂」。狹槽角度396係連接上部提升彈簧樞軸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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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提升彈簧終止樞軸366之線與在狹槽368中調整提升彈簧終止樞軸366可 

沿著之線之間的角度。狹槽角度396僅圖解說明在槓桿臂之長度改變時提 

升彈簧終止樞軸366之潛在路徑。

【0115】注意，當平行四邊形臂水平時，如在此等圖解中，彈簧 

362幾乎完全壓縮（針對此實施例，規定一50%進展率，使得延伸時之力為 

壓縮時之力之一半）。因此關於等彈性，當接近最大歷程高度時，經壓縮 

力應減小且經延伸力應增強，此乃因否則在一非等彈性構形中，有效負載 

將漂浮在中間且需要額外向下力才能達到底部及附加升力才能達到頂部。

【0116】圖28A繪示處於一經降低位置（朝向最低高度水準但並非處 

於最低高度水準）之提升步行椅350，其中提升彈簧終止樞軸366處於狹槽 

368之最靠後位置，亦即，作為一相對長槓桿臂。圖28B係圖28A之一部 

分之一放大。存在兩個不同提升條件。當槓桿臂較長（針對強升力）時，需 

要在整個歷程內形成等彈性或接近等彈性之一幾何結構，此乃因採用整個 

彈簧歷程，自最大至最小。在此說明性實施例中，提升角度394顯著傾 

斜一一低效率推動角度一使得有效負載在不具有至提升彈簧362之額外力 

之情況下平衡。實際上，在此實施例中，其可係非常低效率的，使得在接 

近座位高度時，力實際上稍微減小，以便促進座位部署。由於提升角度 

394顯著傾斜，亦即，一低效率推動角度，因此有效負載在具有或不具有 

額外力之情況下得以平衡。

【0117】圖29A繪示處於一垂直位置（朝向最低高度水準但並非處於 

最低高度水準）之提升步行椅350，其中具有一較小終止樞軸距離402，藉 

此形成與圖28A至圖28B中所繪示相比更短之一槓桿臂。終止樞軸距離 

402可（舉例而言）藉由旋轉驅動螺桿372 （圖29B中所展示）而調整。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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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A至圖29B中所展示之構形將提供比圖28A至圖28B中所展示之結構 

「輕」之提升。

【0118】圖29B係圖29A之一部分之一放大。當槓桿臂較短（針對最 

低升力）時，等彈性輪廓可需要藉由減小對等彈性之所得改變以致使其提 

供等效效能而修改。在此說明性實施例中，狹槽角度396不與提升角度 

394一致，使得相對於更短槓桿臂（亦即，終止樞軸距離402），力效率得以 

增大。此發散狹槽角度抵消了隨減小之彈簧行程（亦即，當彈簧不具有自 

完全壓縮至完全擴展之一全歷程時）而發生之等彈性輪廓之固有改變。此 

較短槓桿臂僅運用彈簧歷程之中間部分，但高效力角度彌補了差異且允許 

彈簧提供升力，該升力與針對一更長槓桿臂及更大有效負載一樣在整個歷 

程內針對一小有效負載係等彈性的，或具有與針對一更長槓桿臂類似之一 

等彈性輪廓。

【0119】如藉由比較圖28A至圖28B與圖29A至圖29B可見，當狹槽 

角度396增大時，提升角度394減小。因此，等彈性在整個提升歷程內之 

期望變化藉由選擇所述之參數而建立，舉例而言，其可係彼此相依的。舉 

例而言，最佳提升角度394將取決於提升力施加於之「槓桿臂」之選定長 

度而變化。

【0120】圖30、圖31繪示與圖28A、圖29A中所展示相比處於一更 

高歷程水準之提升步行椅350。在圖30、圖31之說明性實施例中，平行四 

邊形382之上部與下部連桿並非平行的。

【0121】圖30繪示處於沿著狹槽368之最靠後位置之彈簧終止樞軸 

366。圖31繪示定位在狹槽368中進一步朝向提升步行椅350之前部之彈簧 

終止樞軸366。在圖30中，提升角度394及狹槽角度396比設備處於一經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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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位置時小。圖30展示將可轉換座位300升高至其最大高度之平行四邊形 

382。在此實施例中，提升角度394越過中心（低於90。而通過）。在此構形 

中，以提供等彈性升力或接近等彈性升力之一角度將力施加於槓桿臂上， 

一直持續至歷程之頂部或實質上一直持續至歷程之頂部。

【0122】在圖31中，提升角度低於90。而越過且正減小，以便抵消 

行程之中心處之小彈簧進展。

【0123】因此，對狹槽角度396之選擇、彈簧主樞軸352之位置及沿 

著狹槽368對提升彈簧終止樞軸366之調整至少部分地判定在平行四邊形 

臂之任何既定提升處提升彈簧362相對於瞬時提升角度之提升效率。提升 

彈簧終止樞軸366與主樞軸352之間的距離之一說明性範圍係0.7英吋至2.8 

英吋。一說明性可用狹槽長度介於2.0英吋至2.5英吋之範圍內。

【0124】通常，若平行四邊形382之長邊與短邊之縱橫比保持相 

同，則最佳提升角度將保持相同。平行四邊形短連桿長度398之一說明性 

範圍係4英吋至7英吋。平行四邊形長連桿長度400之一說明性範圍係14英 

吋至16英吋。

【0125】舉例而言，一有效上部提升臂角度係自水平至穿過樞軸 

356、358之一線而量測。經提升位置之有效提升臂角度之一說明性範圍 

係40。至45。。經降低位置之有效提升臂角度之一說明性範圍係11。至13。。

【0126】表1列出了關於一平行四邊形之針對處於經降低位置及經 

升高位置之一提升步行椅之說明性參數範圍。

表1
位置 狹槽角度 提升角度 彈簧終止點/樞軸距離

經降低 115°-150° 90°-130° 0.7”-2.8”
經提升 70°-95° 50°-75° 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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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提供具有一 4英吋短連桿及一 15英吋長連桿之處於經降低位置及

經提升位置之一平行四邊形之總體說明性參數。

表3
狹槽角度 提升角度 彈簧終止點/樞軸距離

75°-150° 50°-115° 0.7''-2.8''

【0127】所提供之參數可適用於升降椅及提升機構之各種實施例。 

該參數係彼此相依的。舉例而言，平行四邊形之提升臂之長度將需要不同 

程度之旋轉來達成期望力及等彈性範圍。一般而言，狹槽角度、提升角 

度、彈簧終止點至主樞軸之長度、平行四邊形短連桿長度與平行四邊形長 

連桿長度之特定組合將達成期望提升力及等彈性輪廓。

【0128】與提升構件相關之「等彈性」概念藉由加勒特W.布朗 

（Garrett W. Brown）之各種專利而闡釋，該等專利包含美國專利 

8,066,251、5,360,196、7,618,016、5435515、Re. 32,213、6,030,130、 

4,394,075及4,208,028 （其中所含之等彈性闡釋以引用方式併入本文中）。

【0129】在提升機構之一說明性實施例中，提升平行四邊形邊之縱 

橫比相對較低。即使在調整最大提升動力時，亦會對一相對短「槓桿臂」 

（其可係與一平行四邊形連桿組或邊相連或者固定地附接至一平行四邊形 

連桿組或邊之一延伸部）施加一特大量之彈性力。在一說明性實施例中， 

縱橫比為6:1或大致6:1。

【0130】當調整最低提升力時，舉例而言藉由一銷與孔調整或一狹 

槽（可沿著該狹槽而調整一彈簧終止樞軸），此等槓桿臂仍較短一長度減小 

多達80%，且產生至多24:1之縱橫比。一說明性縱橫比範圍為6:1至 

24:1。舉例而言，最佳縱橫比可取決於彈性部件之提升動力及槓桿臂。

【0131】一最低提升銷位置會影響相對於彈簧軸線之提升角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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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因彈簧現在對一短槓桿臂提供動力，從而以一低效率提升角度進行推動 

以抵消由降低提升三角形之縱橫比造成之與等彈性之偏差。

【0132】揭示用於調整提升機構348之一方法，該方法包含以組合 

方式選擇前述參數，以便在整個平行四邊形歷程內產生對一系列有效負載 

之適當提升。

【0133】已闡述提升步行椅及提升機構之各種實施例，該等實施例 

各自具有一不同元件組合。本發明不限於所揭示之具體實施例，且可包含 

所揭示之元件之不同組合或某些元件之省略以及此等結構之等效物。

【0134】雖然已揭示說明性實施例，但熟習此項技術者將想到額外 

優點及修改。因此，本發明在其較廣泛態樣中不限於本文中所展示及闡述 

之具體細節。可在不背離本發明之精神及範疇之情況下做出修改。因此， 

本發明並非意欲限於具體說明性實施例，而是在隨附申請專利範圍及其等 

效內容之全部精神及範疇內解釋。

【符號說明】

【0135】

1 提升步行椅/升降椅

2 帶輪式框架/落地框架/座位框架

3 提升底盤/底盤

4 所附接提升支柱/下部平行四邊形提升支柱/提升支柱/彎 

曲之提升支柱/平行四邊形提升支柱

4a 提升延伸部框架/延伸部框架

5a 上部平行四邊形支柱/平行四邊形支柱/彎曲之平行四邊

形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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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上部平行四邊形支柱/平行四邊形支柱/彎曲之平行四邊

形支柱

6 摺疊式車座/座位/車座/座位/經摺疊車座/座位

6a 右摺疊式座位翼部/座位翼部/翼部/向下摺疊之座位翼部

6b 左摺疊式座位翼部/座位翼部/向下摺疊之座位翼部/座位

側面翼部/翼部

7 座位安裝塊

7a 座位安裝柱

8 扶手/座位靠背框架/座位框架

9a 支撐扶手總成/扶手/右扶手總成/右手致動扶手總成/扶

手總成/右扶手/致動扶手總成

9b 支撐扶手總成/扶手/左扶手總成/扶手總成/左扶手/致動

扶手總成

Ila 平行四邊形支柱/前平行四邊形部署支柱/前平行四邊形

支柱/前扶手部署支柱

11b 平行四邊形支柱/後平行四邊形部署支柱/後平行四邊形

支柱/後扶手部署支柱

12a 蓋板/透明頂部蓋板/扶手蓋板

12b 蓋板/透明頂部蓋板/扶手蓋板

13 接納桿

13a 輪軸/接納桿輪軸

14 提升匣盒/彈性提升匣盒/匣盒

14a 輪軸/匣盒輪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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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b 狹槽

15a 彈性動力單元/氣彈簧

15b 彈性動力單元/氣彈簧

15c 彈性動力單元/氣彈簧

16a 前轉動腳輪

16b 前轉動腳輪

17a 後輪

17b 後輪

18a 馬達安裝板/扶手支撐板/安裝板

18b 馬達安裝板/扶手支撐板/安裝板

19 提升延伸部中心線/延伸部中心線/提升框架中心線

21 匣盒中心線/彈性匣盒中心線

24 最大高度調整螺桿

25 撞擊板

26a 右線性軸承軌道/線性軸承軌道

26b 左線性軸承軌道/線性軸承軌道

27a 線性軸承總成/右線性軸承總成

27b 線性軸承總成/左線性軸承總成

28 座位支架總成/座位支架

29a 右彈性組件/彈性組件/氣彈簧

29b 左彈性組件/彈性組件/氣彈簧

30 滾子靠背織物或覆蓋物

31 靠背滾子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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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a 右靠背張力皮帶輪總成

32b 左靠背張力皮帶輪總成

33a 右腳操作之腳輪轉向腳踏板

33b 左腳操作之腳輪轉向腳踏板

35 彈性動力有效負載支撐臂

36 致動金屬絲/金屬絲/虛線煞車纜索/煞車金屬絲

37a 曲柄軸輪軸

37b 曲柄軸輪軸

38 翼部部署支柱/右手支柱/支柱/伸縮管

39 球形接頭

40a 前皎鏈組/皎鏈組

40b 後皎鏈組/皎鏈組

50a 樞軸

50b 樞軸

50c 樞軸

50d 樞軸

52 說明性活節臂

54 環架式工具固持器

56a 可延伸軸件

56b 可延伸軸件

56c 可延伸軸件

58 縱向中心線

300 可轉換座位/座位

C220222PA.docx

第37頁（發明說明書）

1OS1113S5 表單編號 AO2O2 1083210439-0



201946601

302 車座區段/座位車座區段

304 後部分/車座後部分

306 較窄前部分/前部分/車座前部分/前區段

308 大腿區段/右大腿區段

310 大腿區段/左大腿區段

312 右大腿區段皎鏈/大腿區段皎鏈

314 左大腿區段皎鏈/大腿區段皎鏈

316 凸輪

320 座位支撐壁

322 座位支撐壁

324 輪軸

326 輪軸

328 雙臂曲柄

330 雙臂曲柄

332 彈簧/座位部署彈簧/部分

334 彈簧/座位部署彈簧/部分

336 軸件/大腿墊輪軸/右大腿墊輪軸/右大腿墊輪軸區段

338 軸件/大腿墊輪軸/左大腿墊輪軸/左大腿墊輪軸區段

340 皮帶

342 皮帶340附接至之平行四邊形樞軸

344 滑片

346 座位部署機構

348 提升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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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提升步行椅/升降椅

352 樞軸/主樞軸/平行四邊形樞軸/彈簧主樞軸

354 樞軸/平行四邊形樞軸

356 樞軸/平行四邊形樞軸

358 樞軸/平行四邊形樞軸

360 下部平行四邊形連桿

362 提升彈簧/部分/彈簧

364 上部彈簧樞軸/上部提升彈簧樞軸

366 提升彈簧終止樞軸/終止樞軸/彈簧終止樞軸

368 狹槽

370 延伸部框架

372 驅動螺桿

374 機廂

376 機廂壁

378 機廂壁

380 惰滾子/彈簧容座

382 平行四邊形

384 滑臂

386 凸輪樞軸

388 大腿區段樞軸/大腿區段樞軸輪軸

390 凸輪皮帶/皮帶

392 彈簧輪軸

394 提升角度/最佳提升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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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 狹槽角度

398 平行四邊形短連桿長度

400 平行四邊形長連桿長度

402 終止樞軸距離/較小終止樞軸距離/提升彈簧終止樞軸

366與主樞軸352之間的距離（終止樞軸距離）

A-A 剖面

B-B 剖面

C-C 剖面

D-D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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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 E號：108111385

201946601
【發明摘要】

【中文發明名稱】

提升步行椅及可轉換座位

【英文發明名稱】

ELEVATING WALKER CHAIR AND CONVERTIBLE SEAT

【中文】

本發明揭示一種可轉換座位及具有一可轉換座位之提升步行椅。該 

椅藉由一平行四邊形機構而提升，該平行四邊形機構可經功能性地連接至 

一座位部署機構，以允許該座位基於車座/座位提升之改變而在一車座與 

座位之間變換。

【英文】

A convertible seat and an elevating walker chair having a 

convertible seat. The chair elevates by a parallelogram mechanism that 

can be functionally connected to a seat deployment mechanism to allow 

the seat to transform between a saddle and seat upon changes in 

saddle/seat elevation.

【指定代表圖】

圖20A

【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

300 可轉換座位/座位

302 車座區段/座位車座區段

304 後部分/車座後部分

306 較窄前部分/前部分/車座前部分/前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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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大腿區段/右大腿區段

310 大腿區段/左大腿區段

312 右大腿區段皎鏈/大腿區段皎鏈

314 左大腿區段皎鏈/大腿區段皎鏈

316 凸輪

320 座位支撐壁

322 座位支撐壁

330 雙臂曲柄

332 彈簧/座位部署彈簧/部分

334 彈簧/座位部署彈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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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申請專利範圍】

【第1項】

一種可轉換座位，其包括：

一車座區段，其具有一後區段及自該後區段延伸之一較窄前區段； 

一大腿區段，其係藉由一皎鏈連接至該車座區段，且可朝向該後車 

座區段摺疊；

該大腿區段皎鏈具有穿過其而安置之一輪軸 ；

一座位部署機構，其經構形以使座位在一摺疊車座構形與一展開座 

位構形之間變換；及

該車座區段經構形以藉由一提升機構而提升及降低；

其中該座位部署機構經構形以藉由該提升機構之動作而啟動以提升 

及降低該車座，從而致使該車座及該大腿區段分別在該摺疊車座構形與該 

展開座位構形之間自動地變換。

【第2項】

如請求項1之可轉換座位5其中該大腿區段、該大腿區段皎鏈及該輪 

軸包括：

一右大腿區段，其係藉由一右皎鏈連接至該車座區段且可朝向該後 

車座區段摺疊；

一左大腿區段，其係藉由一左皎鏈連接至該車座區段；且

該左皎鏈及該右皎鏈具有穿過其而安置之一輪軸。

【第3項】

如請求項1之可轉換座位，其中該座位部署機構包括：

一凸輪，其經固定至該輪軸；

第1頁（發明申請專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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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伸長撓性組件，其具有一第一端及一第二端；

該撓性組件第一端經構形以被連接至一提升機構；且

該撓性組件第二端經連接至該凸輪；

藉此由該提升機構產生之該凸輪圍繞該輪軸的旋轉使該可轉換座位 

升高，且將該可轉換座位變換成一車座。

【第4項】

如請求項1之可轉換座位，進一步包括一或多個座位部署彈簧，該一 

或多個座位部署彈簧在一端經附接至一或多個雙臂曲柄，且在一相對端經 

附接至一彈簧輪軸，藉此將該大腿區段偏置至一摺疊或展開位置。

【第5項】

如請求項1之可轉換座位，其中在該展開構形中，該右大腿區段、該 

左大腿區段與該車座區段一起形成一坐下表面。

【第6項】

一種提升步行椅，其包括：

如請求項1之座位；

一框架，其經附接有複數個輪；及

提升機構，其經附接至該框架。

【第7項】

如請求項6之提升步行椅，其中該提升機構包括：

一平行四邊形結構；

一提升彈簧，該提升彈簧之力抵消一乘坐者之重量；

一滑臂，其經附接至該平行四邊形結構；且

其中撓性組件之第一端經附接至該滑臂。

第2頁（發明申請專利範圍）
C220222PA.docx

1OS1113S5 表單編號AO2O2 1083210439-0



201946601

【第8項】

如請求項7之提升步行椅，其中該提升彈簧經構形以抵消該使用者之 

重量，藉此減小該乘坐者自一就座位置轉變至一經升高車座位置所需之 

力。

【第9項】

如請求項6之提升步行椅，其中該座位部署機構進一步包括一或多個 

座位部署彈簧，該一或多個座位部署彈簧在一端經附接至一或多個雙臂曲 

柄，且在一相對端經附接至一彈簧輪軸，藉此將右大腿區段及左大腿區段 

偏置至一摺疊或展開位置。

【第10項］

如請求項6之提升步行椅，其中在展開構形中，大腿區段與車座區段 

一起形成一坐下表面。

【第11項】

一種復健方法，其包括：

提供如請求項6之提升步行椅；

使用該提升步行椅來實施運動鍛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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