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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具有补偿装置的柔性绳驱肘关节外骨

骼机器人，本发明涉及一种外骨骼机器人，本发

明为解决现有辅助康复设备功能单一，不适于康

复训练的问题，它包括背板、驱动装置、肩关节装

置、带有长度调节的大臂装置，错位补偿装置、肘

关节屈伸装置、肘关节自旋装置、带有长度调节

的小臂装置和两组鲍登线，驱动装置安装在背板

的一侧面上，肩关节装置安装在背板的一侧上，

肩关节装置、带有长度调节的大臂装置，错位补

偿装置、肘关节屈伸装置、肘关节自旋装置和带

有长度调节的小臂装置依次连接设置，两组鲍登

线的一端均与驱动装置连接，其中一组鲍登线的

另一端与肘关节屈伸装置连接，另一组鲍登线的

另一端与肘关节自旋装置连接，本发明用于康复

训练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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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补偿装置的柔性绳驱肘关节外骨骼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它包括背板(2)、

驱动装置(Ⅰ)、肩关节装置(Ⅱ)、带有长度调节的大臂装置(Ⅲ)，错位补偿装置(Ⅳ)、肘关节

屈伸装置(Ⅴ)、肘关节自旋装置(Ⅵ)、带有长度调节的小臂装置(Ⅶ)和两组鲍登线，肩关节

装置(Ⅱ)包括第一肩关节轴承端盖(14)、肩关节固定连接件(15)、肩关节轴承(16)、肩关节

转轴(18)、肩关节轴承套筒(19)、第二肩关节轴承端盖(20)和肩关节挡环(21)；带有长度调

节的大臂装置(Ⅲ)包括大臂固定连接杆(17)、大臂滑动连接杆(22)、大臂固定半圆环(23)

和大臂绑带(24)，错位补偿装置(Ⅳ)包括错位补偿机构底座(25)、第一错位补偿机构连接

件(26)、第一补偿机构滑块(27)、第二错位补偿机构连接件(30)、第二连接副件(33)、两个

第二补偿机构滑块(28)、两个第一连接副件(31)、两个圆头连杆(32)和三个滑块挡板(29)；

驱动装置(Ⅰ)安装在背板(2)的一侧面上，肩关节装置(Ⅱ)安装在背板(2)的一侧上，肩关节

装置(Ⅱ)、带有长度调节的大臂装置(Ⅲ)，错位补偿装置(Ⅳ)、肘关节屈伸装置(Ⅴ)、肘关

节自旋装置(Ⅵ)和带有长度调节的小臂装置(Ⅶ)依次连接设置，两组鲍登线的一端均与驱

动装置(Ⅰ)连接，其中一组鲍登线的另一端与肘关节屈伸装置(Ⅴ)连接，另一组鲍登线的另

一端与肘关节自旋装置(Ⅵ)连接，肩关节固定连接件(15)固定安装在背板(2)上，肩关节轴

承(16)固定安装在肩关节固定连接件(15)上，肩关节转轴(18)一端固定安装在肩关节轴承

(16)的内圈上，大臂固定连接杆(17)的一端、肩关节轴承套筒(19)、第二肩关节轴承端盖

(20)和肩关节挡环(21)依次固定套装在肩关节转轴(18)上，大臂固定连接杆(17)的另一端

沿长度方向加工有条形通孔，大臂滑动连接杆(22)的一端沿长度方向加工有条形通孔，大

臂固定连接杆(17)的另一端与大臂滑动连接杆(22)的一端通过两个螺栓固定连接，大臂固

定半圆环(23)的外圆面加工有凸台，凸台上加工有通孔，凸台上的通孔通过螺栓固定安装

在大臂滑动连接杆(22)上，大臂绑带(24)固定安装在大臂固定半圆环(23)上，错位补偿机

构底座(25)上加工有三个滑块安装滑槽，三个滑块安装滑槽均平行设置，滑块挡板(29)的

一端沿长度方向加工有一个滑块滑槽，三个滑块挡板(29)分别固定安装在三个滑块安装滑

槽的侧壁上，两个第二补偿机构滑块(28)滑动设置在位于两侧的每个滑块挡板(29)的滑块

安装滑槽内，第一补偿机构滑块(27)滑动设置在位于中间滑块挡板(29)的滑块安装滑槽

内，第二连接副件(33)的两侧分别加工有一个圆头安装槽，第二连接副件(33)的中部与第

一补偿机构滑块(27)连接，两个圆头连杆(32)分别设置在第二连接副件(33)的两个圆头安

装槽内，每个圆头连杆(32)的一端与第二连接副件(33)转动连接，每个圆头连杆(32)的另

一端与第一连接副件(31)的一端转动连接，一个第一连接副件(31)的另一端与第二错位补

偿机构连接件(30)连接，另一个第一连接副件(31)的另一端与第一错位补偿机构连接件

(26)连接，错位补偿机构底座(25)与大臂滑动连接杆(22)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具有补偿装置的柔性绳驱肘关节外骨骼机器人，其特征在

于：驱动装置(Ⅰ)包括电机驱动器(1)、背板连接件(4)、第一电机输出轮(5)、第二电机输出

轮(13)、两个连接件的鲍登线固定块、两个驱动电机(3)和四个张紧组件；背板连接件(4)固

定安装在背板(2)的一侧上，两个驱动电机(3)固定安装在背板连接件(4)和背板(2)上，一

个驱动电机(3)的输出端套装有一个第一电机输出轮(5)，另一个驱动电机(3)的输出端套

装有一个第二电机输出轮(13)，一个连接件的鲍登线固定块和两个张紧组件靠近第一电机

输出轮(5)固定安装在背板连接件(4)上，两个张紧组件位于连接件的鲍登线固定块和第一

电机输出轮(5)之间，另一个连接件的鲍登线固定块和另外两个张紧组件靠近第二电机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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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轮(13)固定安装在背板连接件(4)上，两个张紧组件位于连接件的鲍登线固定块和第二

电机输出轮(13)之间，每组鲍登线包括两个鲍登线，每组鲍登线设置在一个连接件的鲍登

线固定块上，每组鲍登线上每个鲍登线外壳的一端固定安装在连接件的鲍登线固定块上，

一组鲍登线上每个鲍登线钢丝的一端固定缠绕在第一电机输出轮(5)上，且两个鲍登线钢

丝设置在第一电机输出轮(5)的两侧，另一组鲍登线上每个鲍登线钢丝的一端固定缠绕在

第二电机输出轮(13)上，且两个鲍登线钢丝设置在第二电机输出轮(13)的两侧。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具有补偿装置的柔性绳驱肘关节外骨骼机器人，其特征在

于：每个张紧组件包括预紧轮固定座(6)、微调螺钉(7)、预紧滑块(8)、第一预紧轮轴承(9)、

预紧滑轮(10)、第二预紧轮轴承(11)和预紧轮轴承套筒(12)，预紧滑块(8)的一端通过微调

螺钉(7)固定安装在预紧轮固定座(6)上，预紧轮固定座(6)固定安装在背板连接件(4)上，

第一预紧轮轴承(9)和第二预紧轮轴承(11)套装在预紧滑块(8)的另一端上，预紧滑轮(10)

套装在第一预紧轮轴承(9)和第二预紧轮轴承(11)上，预紧轮轴承套筒(12)靠近第二预紧

轮轴承(11)安装在预紧滑块(8)上，每个预紧滑轮(10)上缠绕有一个鲍登线钢丝。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具有补偿装置的柔性绳驱肘关节外骨骼机器人，其特征在

于：肘关节屈伸装置(Ⅴ)包括肘关节屈伸机构滑轮(34)、力矩传感器(35)、第一屈伸机构固

定连接件(36)、第二屈伸机构固定连接件(42)、屈伸编码器轴承端盖(43)、屈伸编码器轴承

套筒(45)、屈伸编码器带轮(46)、屈伸编码器固定件(47)、屈伸编码器回转轴(48)、屈伸编

码器(49)、两个屈伸机构轴承(37)、两个屈伸机构转轴(38)、两个屈伸机构轴承端盖(39)、

两个屈伸机构轴承套筒(40)、两个屈伸机构转轴连接件(41)和两个屈伸编码器轴承(44)；

屈伸编码器固定件(47)安装在第二错位补偿机构连接件(30)上，一个屈伸机构转轴连接件

(41)固定安装在屈伸编码器固定件(47)上，另一个屈伸机构转轴连接件(41)固定安装在第

一错位补偿机构连接件(26)上，两个屈伸机构转轴连接件(41)相对设置，每个屈伸机构转

轴(38)固定安装在屈伸机构转轴连接件(41)上，屈伸编码器固定件(47)上的屈伸机构转轴

(38)上依次套装有屈伸机构轴承套筒(40)、屈伸机构轴承端盖(39)、一个屈伸机构轴承

(37)、第一屈伸机构固定连接件(36)、力矩传感器(35)和肘关节屈伸机构滑轮(34)，肘关节

屈伸机构滑轮(34)与屈伸机构转轴(38)转动连接，另一个屈伸机构转轴(38)上依次套装有

屈伸机构轴承套筒(40)、屈伸机构轴承端盖(39)、一个屈伸机构轴承(37)和第二屈伸机构

固定连接件(42)，第二屈伸机构固定连接件(42)通过屈伸机构轴承(37)与屈伸机构转轴

(38)转动连接，一组鲍登线的另一端设置在屈伸编码器固定件(47)上，且一组鲍登线的两

个鲍登线外壳固定安装在屈伸编码器固定件(47)上，两个屈伸编码器轴承(44)、屈伸编码

器轴承套筒(45)、屈伸编码器带轮(46)和屈伸编码器(49)套装在屈伸编码器回转轴(48)

上，屈伸编码器回转轴(48)通过两个屈伸编码器轴承(44)与屈伸编码器固定件(47)转动连

接，一组鲍登线的两个鲍登线钢丝绕过屈伸编码器带轮(46)并固定安装缠绕在肘关节屈伸

机构滑轮(34)上，两个鲍登线钢丝设置在肘关节屈伸机构滑轮(34)的两侧，屈伸编码器回

转轴(48)通过屈伸编码器轴承端盖(43)固定安装在屈伸编码器固定件(47)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具有补偿装置的柔性绳驱肘关节外骨骼机器人，其特征在

于：肘关节自旋装置(Ⅵ)包括自旋机构轴承底座(51)、自旋机构轴承(52)、轴承挡环(53)、

自旋机构内圈(54)、关节连接杆和自旋机构编码器装置(58)；关节连接杆的一端与第一屈

伸机构固定连接件(36)和第二屈伸机构固定连接件(42)固定连接，关节连接杆的另一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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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旋机构轴承底座(51)的一端固定连接，自旋机构轴承底座(51)的另一端固定安装有轴承

挡环(53)，自旋机构轴承(52)安装在自旋机构轴承底座(51)内，自旋机构轴承(52)的内圈

与自旋机构内圈(54)固定连接，自旋机构编码器装置(58)固定安装在关节连接杆和自旋机

构轴承底座(51)上，另一组鲍登线的另一端安装在自旋机构编码器装置(58)和自旋机构内

圈(54)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一种具有补偿装置的柔性绳驱肘关节外骨骼机器人，其特征在

于：自旋机构编码器装置(58)包括自旋编码器轴承端盖(58‑1)、自旋编码器轴承套筒(58‑

3)、自旋编码器带轮(58‑4)、自旋编码器固定件(58‑5)、自旋编码器回转轴(58‑6)、自旋编

码器(58‑7)和两个自旋编码器轴承(58‑2)；自旋编码器带轮(58‑4)、自旋编码器轴承套筒

(58‑3)、自旋编码器(58‑7)和两个自旋编码器轴承(58‑2)套装在自旋编码器回转轴(58‑6)

上，自旋编码器回转轴(58‑6)通过两个自旋编码器轴承(58‑2)与自旋编码器固定件(58‑5)

转动连接，另一组鲍登线的另一端设置在自旋编码器固定件(58‑5)上，且另一组鲍登线的

两个鲍登线外壳固定安装在自旋编码器固定件(58‑5)上，另一组鲍登线的两个鲍登线钢丝

绕过自旋编码器带轮(58‑4)并固定安装缠绕在自旋机构内圈(54)上，两个鲍登线钢丝设置

在自旋机构内圈(54)的两侧，自旋编码器回转轴(58‑6)通过自旋编码器轴承端盖(58‑1)固

定安装在自旋编码器固定件(58‑5)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或5所述一种具有补偿装置的柔性绳驱肘关节外骨骼机器人，其特征

在于：带有长度调节的小臂装置(Ⅶ)包括小臂固定连接杆(55)、小臂滑动连接杆(56)和手

持架(57)，小臂固定连接杆(55)沿长度方向加工有条形通孔，小臂滑动连接杆(56)沿长度

方向加工有条形通孔，小臂固定连接杆(55)的一端与自旋机构内圈(54)固定连接，小臂固

定连接杆(55)的另一端与小臂滑动连接杆(56)的一端连接，手持架(57)固定安装在小臂滑

动连接杆(56)上。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一种具有补偿装置的柔性绳驱肘关节外骨骼机器人，其特征在

于：肘关节自旋装置(Ⅵ)还包括小臂绑带(50)，小臂绑带(50)固定安装在关节连接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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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补偿装置的柔性绳驱肘关节外骨骼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外骨骼机器人，具体涉及一种具有补偿装置的柔性绳驱肘关节外

骨骼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2] 普通人平时生活状态多处于坐卧状态，上肢尤其是肘关节的运动在日常生活中发

挥了较大作用。在肘关节肢体无法自主运动时对其进行康复训练与实现助力非常关键。随

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心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流行趋势也更加明显。其中，绝大多

数脑卒中幸存患者存在肢体运动功能障碍，比如上下肢偏瘫等等。因此如何更好地帮助中

风患者进行康复训练及生活辅助显得非常重要和迫切。医院对患者进行康复治疗时，一般

都是通过医生牵引上肢完成单关节运动，重复次数少、成本较高且对于医生的专业素养以

及耐心要求较高，因此涌现出了一批辅助康复设备，但目前辅助设备普遍功能单一，而且康

复训练设备是一种人机交互设备，具备必要的仿生特点至关重要。因此，研制一套符合人体

工程学、轻便易携带、造价低廉的机电一体化设备成为体弱人群康复训练及生活辅助实现

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为解决现有辅助康复设备功能单一，不适于康复训练的问题，进而需要提

供一种具有补偿装置的柔性绳驱肘关节外骨骼机器人。

[0004]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问题而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它包括背板、驱动装置、肩关节装置、带有长度调节的大臂装置，错位补偿装置、肘

关节屈伸装置、肘关节自旋装置、带有长度调节的小臂装置和两组鲍登线，驱动装置安装在

背板的一侧面上，肩关节装置安装在背板的一侧上，肩关节装置、带有长度调节的大臂装

置，错位补偿装置、肘关节屈伸装置、肘关节自旋装置和带有长度调节的小臂装置依次连接

设置，两组鲍登线的一端均与驱动装置连接，其中一组鲍登线的另一端与肘关节屈伸装置

连接，另一组鲍登线的另一端与肘关节自旋装置连接。

[000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07] 1、通过本发明的机器人，实现对患者的上肢肘关节进行独立的康复训练，使康复

训练过程更具有针对性，穿戴舒适，轻巧便携，且能够自动补偿康复中人机轴线偏移错位带

来的拉扯问题。首先，针对肘关节康复中的的屈伸和自旋运动设计了两个相应自由度的外

骨骼机器人关节进行康复训练，在外骨骼臂与背板固定处还设计了针对肩关节的被动回转

自由度外骨骼关节，增加了康复训练的舒适性。

[0008] 2、其次，本发明采取绳索驱动的方式，将驱动装置Ⅰ与外骨骼本体分别放置，通过

驱动装置Ⅰ、张紧组件、鲍登线将电机输出的动力传递到外骨骼关节的滑轮上，通过外骨骼

带动肢体进行康复训练。此种布置方式和传动方式可以将电机及其他驱动装置的重量置于

外部的固定背板上，避免了患者直接承担其负载，同时通过绳索实现了远距离及柔性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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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设计机构使得结构简洁紧凑、穿戴携带便捷方便、增加了传动柔性。

[0009] 3、最后，针对人机耦合康复训练装置常常因为运动过程中人机关节轴线不一致出

现的关节错位问题，设计了被动的错位补偿机构。外骨骼屈伸自由度回转模块与大臂部分

的连接件连接在可上下滑动的滑块上，左右滑块通过球头连接杆及第二连接副件33与中部

的滑块相连接，第二连接副件33可在中部滑块上实现回转。通过此机构，一方面左右滑块可

错位滑动，从而带动左右连接件错位移动，可被动实现外骨骼屈伸关节轴线偏移一定角度，

确保了肘部屈伸运动时的舒适性；另一方面，左右滑块可同步上下滑动，使得外骨骼屈伸关

节轴线随着人体轴线偏移一定距离，减小了康复过程中因人机耦合问题带来的不必要的拉

扯。本发明通过补偿机构带来的被动自由度使得外骨骼驱动轴与穿戴者的关节轴在运动过

程中实现了自适应调整，增加了康复训练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本申请一侧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是本申请另一侧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2] 图3是电机驱动器1、背板连接件4和两个驱动电机3安装在背板2上示意图。

[0013] 图4是第一电机输出轮5、预紧轮固定座6、微调螺钉7、预紧滑块8、第一预紧轮轴承

9、预紧滑轮10、第二预紧轮轴承11、预紧轮轴承套筒12和第二电机输出轮13连接结构示意

图。

[0014] 图5是驱动装置Ⅰ安装鲍登线示意图。

[0015] 图6是第一肩关节轴承端盖14、肩关节固定连接件15、肩关节轴承16、肩关节转轴

18、肩关节轴承套筒19、第二肩关节轴承端盖20、肩关节挡环21、大臂固定连接杆17、大臂滑

动连接杆22、大臂固定半圆环23和大臂绑带24安装前示意图。

[0016] 图7是错位补偿装置Ⅳ结构示意图。

[0017] 图8是错位补偿机构底座25、第一错位补偿机构连接件26、第一补偿机构滑块27、

第二错位补偿机构连接件30、第二连接副件33、两个第二补偿机构滑块28、两个第一连接副

件31、两个圆头连杆32和三个滑块挡板29安装前示意图。

[0018] 图9是肘关节屈伸机构滑轮34、力矩传感器35、第一屈伸机构固定连接件36、第二

屈伸机构固定连接件42、屈伸编码器轴承端盖43、屈伸编码器轴承套筒45、屈伸编码器带轮

46、屈伸编码器固定件47、屈伸编码器回转轴48、屈伸编码器49、两个屈伸机构轴承37、两个

屈伸机构转轴38、两个屈伸机构轴承端盖39、两个屈伸机构轴承套筒40、两个屈伸机构转轴

连接件41和两个屈伸编码器轴承44安装前示意图。

[0019] 图10是肘关节屈伸装置Ⅴ安装鲍登线结构示意图。

[0020] 图11是肘关节自旋装置Ⅵ安装鲍登线示意图。

[0021] 图12是自旋编码器轴承端盖58‑1、自旋编码器轴承套筒58‑3、自旋编码器带轮58‑

4、自旋编码器固定件58‑5、自旋编码器回转轴58‑6、自旋编码器58‑7和两个自旋编码器轴

承58‑2安装在肘关节自旋装置Ⅵ安装前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具体实施方式一：结合图1‑图12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所述一种具有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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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的柔性绳驱肘关节外骨骼机器人，它包括背板2、驱动装置Ⅰ、肩关节装置Ⅱ、带有长度

调节的大臂装置Ⅲ，错位补偿装置Ⅳ、肘关节屈伸装置Ⅴ、肘关节自旋装置Ⅵ、带有长度调

节的小臂装置Ⅶ和两组鲍登线，驱动装置Ⅰ安装在背板2的一侧面上，肩关节装置Ⅱ安装在

背板2的一侧上，肩关节装置Ⅱ、带有长度调节的大臂装置Ⅲ，错位补偿装置Ⅳ、肘关节屈伸

装置Ⅴ、肘关节自旋装置Ⅵ和带有长度调节的小臂装置Ⅶ依次连接设置，两组鲍登线的一

端均与驱动装置Ⅰ连接，其中一组鲍登线的另一端与肘关节屈伸装置Ⅴ连接，另一组鲍登线

的另一端与肘关节自旋装置Ⅵ连接。

[0023] 具体实施方式二：结合图1‑图4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所述一种具有补偿装

置的柔性绳驱肘关节外骨骼机器人，驱动装置Ⅰ包括电机驱动器1、背板连接件4、第一电机

输出轮5、第二电机输出轮13、两个连接件的鲍登线固定块、两个驱动电机3和四个张紧组

件；背板连接件4固定安装在背板2的一侧上，两个驱动电机3固定安装在背板连接件4和背

板2上，一个驱动电机3的输出端套装有一个第一电机输出轮5，另一个驱动电机3的输出端

套装有一个第二电机输出轮13，一个连接件的鲍登线固定块和两个张紧组件靠近第一电机

输出轮5固定安装在背板连接件4上，两个张紧组件位于连接件的鲍登线固定块和第一电机

输出轮5之间，另一个连接件的鲍登线固定块和另外两个张紧组件靠近第二电机输出轮13

固定安装在背板连接件4上，两个张紧组件位于连接件的鲍登线固定块和第二电机输出轮

13之间，每组鲍登线包括两个鲍登线，每组鲍登线设置在一个连接件的鲍登线固定块上，每

组鲍登线上每个鲍登线外壳的一端固定安装在连接件的鲍登线固定块上，一组鲍登线上每

个鲍登线钢丝的一端固定缠绕在第一电机输出轮5上，且两个鲍登线钢丝设置在第一电机

输出轮5的两侧，另一组鲍登线上每个鲍登线钢丝的一端固定缠绕在第二电机输出轮13上，

且两个鲍登线钢丝设置在第二电机输出轮13的两侧。其它方法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24] 具体实施方式三：结合图1和图4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所述一种具有补偿

装置的柔性绳驱肘关节外骨骼机器人，每个张紧组件包括预紧轮固定座6、微调螺钉7、预紧

滑块8、第一预紧轮轴承9、预紧滑轮10、第二预紧轮轴承11和预紧轮轴承套筒12，预紧滑块8

的一端通过微调螺钉7固定安装在预紧轮固定座6上，预紧轮固定座6固定安装在背板连接

件4上，第一预紧轮轴承9和第二预紧轮轴承11套装在预紧滑块8的另一端上，预紧滑轮10套

装在第一预紧轮轴承9和第二预紧轮轴承11上，预紧轮轴承套筒12靠近第二预紧轮轴承11

安装在预紧滑块8上，每个预紧滑轮10上缠绕有一个鲍登线钢丝。张紧组件针对鲍登线进行

鲍登线钢丝进行张紧，提高传动的平稳性，预紧轮固定座6上中间有方形滑槽，方形滑槽与

预紧滑块8配合，预紧滑块8中间穿过微调螺钉7，通过旋转微调螺钉7可调整预紧滑块8，预

紧滑块8上端是轴端，通过旋转微调螺钉7实现鲍登线钢丝的张紧，其它方法与具体实施方

式一或二相同。

[0025] 具体实施方式四：结合图1和图6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所述一种具有补偿

装置的柔性绳驱肘关节外骨骼机器人，肩关节装置Ⅱ包括第一肩关节轴承端盖14、肩关节

固定连接件15、肩关节轴承16、肩关节转轴18、肩关节轴承套筒19、第二肩关节轴承端盖20

和肩关节挡环21；带有长度调节的大臂装置Ⅲ包括大臂固定连接杆17、大臂滑动连接杆22、

大臂固定半圆环23和大臂绑带24，肩关节固定连接件15固定安装在背板2上，肩关节轴承16

固定安装在肩关节固定连接件15上，肩关节转轴18一端固定安装在肩关节轴承16的内圈

上，大臂固定连接杆17的一端、肩关节轴承套筒19、第二肩关节轴承端盖20和肩关节挡环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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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固定套装在肩关节转轴18上，大臂固定连接杆17的另一端沿长度方向加工有条形通

孔，大臂滑动连接杆22的一端沿长度方向加工有条形通孔，大臂固定连接杆17的另一端与

大臂滑动连接杆22的一端通过两个螺栓固定连接，大臂固定半圆环23的外圆面加工有凸

台，凸台上加工有通孔，凸台上的通孔通过螺栓固定安装在大臂滑动连接杆22上,大臂绑带

24固定安装在大臂固定半圆环23上。肩关节转轴18一端插装在肩关节轴承16内，使肩关节

转轴18与背板2相对转动，大臂固定连接杆17与大臂滑动连接杆22通过两个螺栓固定连接

使大臂固定连接杆17与大臂滑动连接杆22连接长度能进行伸缩调节，保证本申请的使用范

围，适用于不同大臂长度的人员。其它方法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相同。

[0026] 具体实施方式五：结合图1、图2、图7和图8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所述一种

具有补偿装置的柔性绳驱肘关节外骨骼机器人，错位补偿装置Ⅳ包括错位补偿机构底座

25、第一错位补偿机构连接件26、第一补偿机构滑块27、第二错位补偿机构连接件30、第二

连接副件33、两个第二补偿机构滑块28、两个第一连接副件31、两个圆头连杆32和三个滑块

挡板29；错位补偿机构底座25上加工有三个滑块安装滑槽，三个滑块安装滑槽均平行设置，

滑块挡板29的一端沿长度方向加工有一个滑块滑槽，三个滑块挡板29分别固定安装在三个

滑块安装滑槽的侧壁上，两个第二补偿机构滑块28滑动设置在位于两侧的每个滑块挡板29

的滑块安装滑槽内，第一补偿机构滑块27滑动设置在位于中间滑块挡板29的滑块安装滑槽

内，第二连接副件33的两侧分别加工有一个圆头安装槽，第二连接副件33的中部与第一补

偿机构滑块27连接，两个圆头连杆32分别设置在第二连接副件33的两个圆头安装槽内，每

个圆头连杆32的一端与第二连接副件33转动连接，每个圆头连杆32的另一端与第一连接副

件31的一端转动连接，一个第一连接副件31的另一端与第二错位补偿机构连接件30连接，

另一个第一连接副件31的另一端与第一错位补偿机构连接件26连接，错位补偿机构底座25

与大臂滑动连接杆22固定连接。错位补偿装置Ⅳ设置在带有长度调节的大臂装置Ⅲ下方，

错位补偿机构底座25上呈品字形安装有三个滑块挡板29，第一补偿机构滑块27和两个第二

补偿机构滑块28在错位补偿机构底座25上的沿滑块挡板29内进行滑动，第二连接副件33的

横截面为‘工’字形，两个第二补偿机构滑块28通过圆头连杆32和第二连接副件33与第一补

偿机构滑块27连接，实现第二连接副件33在第一补偿机构滑块27上转动。其它方法与具体

实施方式一相同。

[0027] 具体实施方式六：结合图1、图2和图9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所述一种具有

补偿装置的柔性绳驱肘关节外骨骼机器人，肘关节屈伸装置Ⅴ包括肘关节屈伸机构滑轮

34、力矩传感器35、第一屈伸机构固定连接件36、第二屈伸机构固定连接件42、屈伸编码器

轴承端盖43、屈伸编码器轴承套筒45、屈伸编码器带轮46、屈伸编码器固定件47、屈伸编码

器回转轴48、屈伸编码器49、两个屈伸机构轴承37、两个屈伸机构转轴38、两个屈伸机构轴

承端盖39、两个屈伸机构轴承套筒40、两个屈伸机构转轴连接件41和两个屈伸编码器轴承

44；屈伸编码器固定件47安装在第二错位补偿机构连接件30上，一个屈伸机构转轴连接件

41固定安装在屈伸编码器固定件47上，另一个屈伸机构转轴连接件41固定安装在第一错位

补偿机构连接件26上，两个屈伸机构转轴连接件41相对设置，每个屈伸机构转轴38固定安

装在屈伸机构转轴连接件41上，屈伸编码器固定件47上的屈伸机构转轴38上依次套装有屈

伸机构轴承套筒40、屈伸机构轴承端盖39、一个屈伸机构轴承37、第一屈伸机构固定连接件

36、力矩传感器35和肘关节屈伸机构滑轮34，肘关节屈伸机构滑轮34与屈伸机构转轴38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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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连接，另一个屈伸机构转轴38上依次套装有屈伸机构轴承套筒40、屈伸机构轴承端盖39、

一个屈伸机构轴承37和第二屈伸机构固定连接件42，第二屈伸机构固定连接件42通过屈伸

机构轴承37与屈伸机构转轴38转动连接，一组鲍登线的另一端设置在屈伸编码器固定件47

上，且一组鲍登线的两个鲍登线外壳固定安装在屈伸编码器固定件47上，两个屈伸编码器

轴承44、屈伸编码器轴承套筒45、屈伸编码器带轮46和屈伸编码器49套装在屈伸编码器回

转轴48上，屈伸编码器回转轴48通过两个屈伸编码器轴承44与屈伸编码器固定件47转动连

接，一组鲍登线的两个鲍登线钢丝绕过屈伸编码器带轮46并固定安装缠绕在肘关节屈伸机

构滑轮34上，两个鲍登线钢丝设置在肘关节屈伸机构滑轮34的两侧，屈伸编码器回转轴48

通过屈伸编码器轴承端盖43固定安装在屈伸编码器固定件47上。鲍登线钢丝从屈伸编码器

固定件47伸入绕过屈伸编码器带轮46和肘关节屈伸机构滑轮34上带动手臂进行自旋回转，

肘关节屈伸机构滑轮34和力矩传感器35固定连接，通过力矩传感器35测出此时的人机交互

力，屈伸编码器带轮46通过紧定螺钉固定在屈伸编码器回转轴48上，屈伸编码器回转轴48

上末端设有屈伸编码器49，通过屈伸编码器49计算传动比可以得到屈伸运动的关节运动角

度。其它方法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28] 具体实施方式七：结合图1、图2、图11和图12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所述一

种具有补偿装置的柔性绳驱肘关节外骨骼机器人，肘关节自旋装置Ⅵ包括自旋机构轴承底

座51、自旋机构轴承52、轴承挡环53、自旋机构内圈54、关节连接杆和自旋机构编码器装置

58；关节连接杆的一端与第一屈伸机构固定连接件36和第二屈伸机构固定连接件42固定连

接，关节连接杆的另一端与自旋机构轴承底座51的一端固定连接，自旋机构轴承底座51的

另一端固定安装有轴承挡环53，自旋机构轴承52安装在自旋机构轴承底座51内，自旋机构

轴承52的内圈与自旋机构内圈54固定连接，自旋机构编码器装置58固定安装在关节连接杆

和自旋机构轴承底座51上，另一组鲍登线的另一端安装在自旋机构编码器装置58和自旋机

构内圈54上。轴承挡环53上沿内环加工有弧形槽，轴承挡环53作为限制机构防止小臂自旋

运动范围超出限制，自旋机构内圈54外圆面加工有圆环滑槽，两个鲍登线钢丝正反缠绕在

圆环滑槽上，通过一个鲍登线钢丝牵拉圆环滑槽可带动小臂进行自旋运动。其它方法与具

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29] 具体实施方式八：结合图11和图12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所述一种具有补

偿装置的柔性绳驱肘关节外骨骼机器人，自旋机构编码器装置58包括自旋编码器轴承端盖

58‑1、自旋编码器轴承套筒58‑3、自旋编码器带轮58‑4、自旋编码器固定件58‑5、自旋编码

器回转轴58‑6、自旋编码器58‑7和两个自旋编码器轴承58‑2；自旋编码器带轮58‑4、自旋编

码器轴承套筒58‑3、自旋编码器58‑7和两个自旋编码器轴承58‑2套装在自旋编码器回转轴

58‑6上，自旋编码器回转轴58‑6通过两个自旋编码器轴承58‑2与自旋编码器固定件58‑5转

动连接，另一组鲍登线的另一端设置在自旋编码器固定件58‑5上，且另一组鲍登线的两个

鲍登线外壳固定安装在自旋编码器固定件58‑5上，另一组鲍登线的两个鲍登线钢丝绕过自

旋编码器带轮58‑4并固定安装缠绕在自旋机构内圈54上，两个鲍登线钢丝设置在自旋机构

内圈54的两侧，自旋编码器回转轴58‑6通过自旋编码器轴承端盖58‑1固定安装在自旋编码

器固定件58‑5上。其它方法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30] 具体实施方式九：结合图11和图12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所述一种具有补

偿装置的柔性绳驱肘关节外骨骼机器人，带有长度调节的小臂装置Ⅶ包括小臂固定连接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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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小臂滑动连接杆56和手持架57，小臂固定连接杆55沿长度方向加工有条形通孔，小臂滑

动连接杆56沿长度方向加工有条形通孔，小臂固定连接杆55的一端与自旋机构内圈54固定

连接，小臂固定连接杆55的另一端与小臂滑动连接杆56的一端连接，手持架57固定安装在

小臂滑动连接杆56上。其它方法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31] 具体实施方式十：结合图11和图12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所述一种具有补

偿装置的柔性绳驱肘关节外骨骼机器人，肘关节自旋装置Ⅵ还包括小臂绑带50，小臂绑带

50固定安装在关节连接杆上。通过小臂绑带50对小臂位置进行限定，其它方法与具体实施

方式一相同。

[0032] 工作原理

[0033] 通过控制器使电机工作，电机通过输出轴带动滑轮转动，滑轮上绕有鲍登线，通过

鲍登线将电机输出的动力传递给肘关节外骨骼的屈伸机构和自旋机构的滑轮，两个机构分

别进行运动，从而带动肘关节屈伸和自旋实现康复训练的效果。其中肘关节的屈伸运动范

围为30°到180°，自旋运动范围为0°到180°，针对不同的运动范围，分别设置了程序限位和

机械限位以保证康复训练的安全性。同时设计了错位补偿机构来解决人机耦合运动过程中

出现的轴线移动和轴线偏斜问题。在肘关节的屈伸和自旋部分机构分别增设了编码器测量

装置实时监测肢体运动角度以实现实时控制。

[0034] 康复训练模式划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控制系统发出指令，电机带动肘关节屈伸机

构和自旋机构分别进行旋转使肢体运动的被动康复训练模式，第二种是通过测量装置经肌

电信号和关节角度预测出人体关节刚度和阻尼，再经由力矩传感器实时测量人机交互力，

利用机器人控制方法中的导纳控制输出角度，由电机带动肘关节屈伸机构和自旋机构分别

进行旋转使肢体运动的主动康复训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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