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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名稱 

提升機構及椅 

(57)摘要

本發明揭示一種供用作一座位設備或與一座位設備一起使用之可調整提升機構。該提升機構具 

有一底座 , 一平行四邊形結構之一樞軸經附接至該底座。一彈簧自該平行四邊形之一第一連桿延伸 

至該平行四邊形之一第二連桿上之一可調整終止點以形成一提升三角形。該彈簧終止點自該平行四 

邊形之一主樞軸位移以形成一可調整「槓桿臂」，以便使提升力變化。一提升動力調整機構調整該 

彈簧終止點相對於該主樞軸之位置。

An adjustable lifting mechanism fbr use as or with a seating apparatus. The lifting mechanism has a 
base to which a pivot of a parallelogram structure is attached. A spring extends from a first link of the 
parallelogram to an adjustable termination point on a second link of the parallelogram to form a lifting 
triangle. The spring termination point is displaced from a main pivot of the parallelogram to create an 
adjustable "'lever arm” to vaty the lifting force. A lifting power adjustment mechanism adjusts the position 
of the spring termination point with respect to the main pivot.

指定代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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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354 * *

符號簡單說明：

116 , , ,前座位區 

段/座位區段/前區段/ 

座位墊

118 · · •後座位區 

段/座位區段/後區段/ 

座位墊

120 ·· ·中間座位支 

撐區段/中間座位區段/ 

座位區段/中間區段/中 

間座位區段（「楔形 

物」）/支撐楔形物（中 

間座位墊）

352 , · ,平行四邊形 

樞軸/主樞軸/下部平行 

四邊形樞軸

354 , · ,平行四邊形 

樞軸/樞軸

356 , · ,平行四邊形 

樞軸

358 ·· ·平行四邊形 

樞軸

359 · · ·部分/延伸 

部

362 ·· ·彈簧/完全 

延伸之彈簧/提升彈簧

382 ·· ·平行四邊 

形/提升平行四邊形/相 

對提升平行四邊形

404 · · •限制面板

408 , · ,向前平行四 

邊形端塊/端塊

422 · ••後端塊/端 

塊/相對端塊/（平行四 

邊形之）後端塊

430 · · •增量式孔調 

整機構

A · · •點或邊緣/細 

即

B···點或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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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說明書】

【中文發明名稱】

提升機構及椅

【英文發明名稱】

LIFTING MECHANISM AND CH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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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機構及椅。

【先前技術】

[0002]隨著壽命增長，人們可能無法保持臂、腿及中樞肌肉力量 

以便輕易自椅站起來。患病者及相關能力受損者亦可能具有此整體行動動 

作之煩惱。

[0003]老年座位通常構造成離底面較高，但因此不太舒適。較低 

椅（包含長毛絨扶手椅）長時間坐著舒適，但站起來較困難。現有提升椅不 

能為自坐下至站立之解剖學上站起事實提供最佳化支撐。

[0004]電動版本通常藉由傾斜整個椅結構而提升，傾斜整個椅結 

構會使身體向前移位且使座位傾斜至通常令人恐懼之一點。習用彈簧動力 

椅無法實現一致性提升（等彈性）或符合人體工學之適當提升幾何結構。

[0005]當一人體軀幹自一就座位置站起至一站立位置時，髓關節 

通常做半徑等於人大腿之長度之一圓弧運動。以膝關節為中心，當體部與 

踝部上方之垂直平面相交時，此弓形運動自然終止。理想地，人之膝關節 

將保持大致固定；但若在人之質心達到彼站立位置之前不補償獲得之極度 

不平衡，則必須施加一極大量之作用力來向下推動扶手，以供應一成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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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輔助椅將輕鬆地施加之力。

[0006]因此，在缺少提升輔助之情況下，指示行動有障礙之人挪 

動至座位墊前部、然後蹣跚向前三步（一次比一次費力），以使其質心越過 

其腳、然後挺直站立。

[0007]理想地，一提升輔助椅或墊將准許使用者以一自然人類步 

伐或接近一自然人類步伐隨意站起來，此不同於一電動提升輔助椅前進至 

其笨拙傾斜位置之顯著緩慢嘈雜進程。

【發明内容】

[0008]揭示一種供用作一座位設備或與一座位設備一起使用之可 

調整提升機構。在一說明性實施例中，該提升機構具有一底座，一平行四 

邊形結構之一樞軸附接至該底座。該平行四邊形結構具有四個樞轉連接之 

連桿。一彈簧自該平行四邊形之一第一連桿延伸至該平行四邊形之一第二 

連桿上之一可調整終止點，以形成一提升三角形，其中該彈簧終止點自該 

平行四邊形之一主樞軸位移。該彈簧終止點自該主樞軸發生之位移形成可 

影響提升力之一「槓桿臂」。一提升動力調整機構調整該彈簧終止點相對 

於該主樞軸之位置。一延伸部被以固定關係提供至該四個平行四邊形連桿 

中之一者，且經構形以在該平行四邊形之角度基於該提升機構在一坐下模 

式與一站立模式之間的升高或降低而發生變化時維持其相對於水平面之角 

度。該延伸部可形成一後座位區段或用以支撐一後座位區段之一底座。一 

前座位區段樞轉地附接至該後座位區段，以在該機構自一坐下模式提升至 

一站立模式時允許前座位區段向下擺動。

【圖式簡單說明】

[0009]所有圖式包含一提升椅及其組件之說明性實施例、可裝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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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提升椅或其他設備中之一提升機構之說明性實施例以及說明性提升椅及 

相關聯組件及機構。在結合附圖閱讀以下詳細說明時最佳地理解說明性實 

施例。

[0010]圖1係在一站立模式與一坐下模式之間轉變之一說明性提 

升椅之一等角圖式。

[0011]圖2係一提升椅在一站立模式中或自一坐下模式轉變為一 

站立模式（取決於椅之具體設計）之一等角圖式。

[0012]圖3繪示穿過圖4之剖面3-3截取的一提升椅在一坐下模式 

中之一剖面。

[0013]圖4係一提升椅之一前視圖以圖解說明經截取以獲得圖3之 

剖面。

[0014]圖5繪示穿過圖6之剖面5-5截取的一提升椅自一坐下模式 

轉變為一站立模式之一剖面。

[0015]圖6係一提升椅之一前視圖以圖解說明經截取以獲得圖5之 

剖面。

[0016]圖7繪示穿過圖8之剖面7-7截取的一提升椅在一站立模式 

中之一剖面。

[0017]圖8係一提升椅之一前視圖以圖解說明經截取以獲得圖7之 

剖面。

[0018]圖9係一提升機構之一等角後視圖。

[0019]圖10係一提升機構之一側視圖。

[0020]圖11繪示一提升機構在未附接一前座位區段墊或後座位區 

段墊之情況下之一側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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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圖12係一提升機構在未附接前座位區段墊或後座位區段墊 

之情況下之一等角前視圖。

[0022]圖13A至圖13B展示穿過圖14之剖面13-13之一剖面圖，其 

展示一提升機構之一側視圖以及一前座位區段、後座位區段及中間座位區 

段在一經提升位置中之一剖面。圖13B係圖13A之部分V之一放大。

【0023】圖14係一提升椅之一後視圖以圖解說明經截取以獲得圖 

13A至圖13B之剖面。

[0024]圖15A至圖15B展示穿過圖16之剖面15-15之一剖面圖，其 

展示一提升機構之一側視圖以及一前座位區段、後座位區段及中間座位區 

段在一坐下模式中之一剖面。圖15B係圖15A之部分J之一放大。

【0025】圖16係一提升椅之一後視圖以圖解說明經截取以獲得圖 

15A至圖15B之剖面。

[0026]圖17A至圖17B展示穿過圖18之剖面17-17之一剖面圖，其 

繪示一提升機構之一側視圖以及一前座位區段、後座位區段及中間座位區 

段在一經提升位置中之一剖面，其中彈簧終止點處於與在圖15A至圖15B 

中不同之一狹槽位置中。圖17B係圖17A之部分T之一放大。

【0027】圖18係一提升椅之一後視圖以圖解說明經截取以獲得圖

17A至圖17B之剖面。

[0028]圖19A至圖19B展示穿過圖20之剖面19-19之一剖面圖，其 

繪示一提升機構之一側視圖以及一前座位區段、後座位區段及中間座位區 

段在一坐下位置中之一剖面，其中彈簧終止點處於與在圖13A至圖13B中 

不同之一狹槽位置中。圖19B係圖19A之部分G之一放大。

【0029】圖20係一提升椅之一後視圖以圖解說明經截取以獲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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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A至圖19B之剖面。

[0030]圖21係一提升機構在不裝設座位墊之情況下之一後等角視 

圖。

[0031]圖22係一提升機構在裝設座位墊之情況下之一側視圖。

[0032]圖23係一提升機構在不裝設座位墊之情況下之一側視圖。

[0033]圖24係一提升機構之一等角前視圖。

[0034]圖25至圖29繪示在各種高度處及在各種調整情況下得到之 

與提升機構104、350 （下文將闡述350）相關之量測值。

[0035]圖25繪示其中平行四邊形為水平或大致水平之一提升機 

構。

[0036]圖26繪示處於其最高平行四邊形歷程之一提升機構。

[0037]圖27繪示一提升機構在一低位置或坐下位置中之一側視 

圖。

[0038]圖28繪示一提升機構在一高位置或站立位置中之一側視 

圖。

[0039]圖29繪示針對一就座位置之在相關聯平行四邊形之連桿為 

水平之情況下且具有代替一狹槽用於調整目的之一系列弓形孔之一提升機 

構。

[0040]圖30繪示針對一站立位置之在彈簧處於一最大延伸之情況 

下之一提升機構。

[0041]圖31繪示針對一站立位置之在彈簧處於一最大延伸之情況 

下之一提升機構。

[0042]圖32展示最靠後孔位置中之彈簧輪軸銷之最低提升位置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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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彈簧軸線之提升角度之影響。

[0043]圖33繪示具有在點「A」與點「B」之間延伸之一限制面 

板之一提升機構。

[0044]圖34展示在提升機構處於其最低位置時之一限制面板位 

置。

[0045]圖35繪示展示在提升機構處於一經提升位置時之一限制面 

板之一等角視圖。

[0046]圖36繪示提升機構350在座位410處於一摺疊模式之情況下 

之一等角視圖以獲得設備之一較佳視覺效果。

[0047]圖37繪示具有一可線性調整彈簧終止樞軸之一提升機構， 

其中包含彈簧之該提升機構安置於座位之側面上。

[0048]圖38係圖37中所展示之提升機構之一部分之一等角視圖， 
其中後端塊之一側呈現為透明的。

[0049]圖39係進一步繪示圖38之彈簧終止調整機構之一等角視 

圖。

[0050]圖40係一交替提升幾何結構之一等角視圖，該交替提升幾 

何結構根據與先前所繪示實施例相同之原理而操作，但在平行四邊形之一 

長連桿之最低端具有彈簧終止點調整件。

[0051]圖41繪示在附接有墊之情況下之圖40之提升機構。

[0052]圖42繪示一彈簧終止調整機構。

[0053]圖43係具有一可調整提升機構之一升降椅在一較低坐下模 

式中之一前等角視圖。

[0054]圖44係具有一可調整提升機構之一提升步行椅之一後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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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圖。

[0055]圖45繪示一提升步行椅在一經提升位置或站立位置中之一 

前等角視圖。

[0056]圖46繪示一提升步行椅在一經升高位置中之一後等角視 

圖。

[0057]圖47A、圖47B繪示用於一提升步行椅之一提升機構調整 

件之一前等角視圖。圖47B展示圖47A之細節A。

[0058]圖48展示一提升步行椅在其最高經提升位置中之一側視 

圖。

[0059]圖49A至圖49c展示提升機構之一調整步驟。圖49B繪示穿 

過圖49A之線B-B截取的一升降椅之一側視剖面圖。圖49c係圖49B之細節 

C之一放大。

[0060]圖50A至圖50c展示提升機構之一調整步驟。圖50B繪示穿 

過圖50A之線D-D截取的一升降椅之一側視剖面圖。圖50c係圖50B之細 

節E之一放大。

[0061]圖51A、圖51B繪示在圖50A至圖50c中所展示之調整步驟 

之後進行的提升調整步驟。圖51B係圖51A之細節F之一放大。

[0062]圖52A、圖52B繪示下一提升調整步驟。圖52B係圖52A之 

細節G之一放大。

[0063]圖53A、圖53B繪示在起始一最大高度調整程序之前的一 

初始提升步行椅構形。圖53B係圖53A之細節Η之一放大。

[0064]圖54Α、圖54Β繪示用以改變一升降椅可達成之最大高度 

之一第一最大高度調整步驟。圖54Β係圖54A之細節I之一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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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圖55A、圖55B繪示針對此說明性實施例之下一最大高度

調整步驟。圖55B係圖55A之細節J之一放大。

[0066]圖56係一提升步行椅之一側視圖，其展示阻擋一高度調整 

套筒完全沿著一高度調整桿上升之一高度調整銷。

[0067]圖57A至圖57c繪示一支撐臂調整機構。圖57A係具有一支 

撐臂調整機構之一說明性提升步行椅之一側視圖。圖57B係圖57A之區段 

。之一細節。圖57c係穿過圖57B之線P-P截取之一臂支撐件調整機構之一 

剖面。

[0068]圖58A至圖58B展示一中間高度調整機構。圖58A繪示在中 

間高度調整件及座位處於其最低位置之情況下之一提升步行椅。圖58B係 

在選擇座位之一高度之前的來自圖58A之細節K之一特寫。

[0069]圖59A至圖59B繪示一中間高度調整機構。圖59A繪示在中 

間高度調整件以及座位固定於一選定高度處之情況下之一提升步行椅。圖 

59B係展示經接合以固定座位之高度之中間高度調整件的來自圖59A之細 

節L之一特寫。

[0070]圖60係一摺疊式提升步行椅在一部分摺疊位置中之一等角 

後視圖。

[0071]圖61繪示經部分摺疊之一提升步行椅之一前視圖。

[0072]圖62係一提升步行椅在一完全摺疊位置中之一後等角視 

圖。

[0073]圖63係一提升步行椅在一完全摺疊模式中之一前視圖。

[0074]圖64A至圖64B繪示用於一提升步行椅之一高度調整機構 

之另一實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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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圖65繪示具有附接至一中心提升機構之一座位之一提升步 

行椅之一部分之一等角視圖。

【實施方式】

[0076]本申請案主張標題為「擄斤猗(Lifting Chair) j之於2018 

年3月29日提出申請之美國臨時申請案第62/649809號及標題為「提升步 

斤猗(Elevating Walker Chair) j之於2018年3月29日提出申請之美國臨時 

申請案第62/649746號的優先權，該等美國臨時申請案特此全部係以引用 

的方式併入。

[0077]與自一傳統椅站起來所需能量之量相比，一提升椅之說明 

性實施例可以一減小之能量消耗使處於一就座位置之一使用者之平衡中心 

位移越過人之固定膝部及腳。

[0078]提升椅機構之說明性實施例可在一使用者之重心之整個位 

移(自就座至站立)內均衡化，使得一使用者之重量被作為對彼移動之任何 

部分之一妨礙而減小或消除。

[0079] 一提升椅之說明性實施例包含可調整機構以使提升動力適 

應一寬範圍之身體重量。

[0080] 一提升椅機構之說明性實施例亦可提供用於抽出及重新插 

入一大致楔形形狀或其他補充中間座位支撐區段之一構件，該大致楔形形 

狀或其他補充中間座位支撐區段必須被移除以准許摺疊一上升座位墊，且 

在重返就座位置時被恢復，而不妨礙一使用者之站立及坐下運動。

[0081]另一選擇為，中間座位支撐件相對於提升機構底座框架可 

係固定的，因此座位分別朝向及遠離該中間座位支撐件而移動以實現座位 

支撐或摺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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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2]圖1係在一站立模式與一坐下模式之間轉變之一說明性提 

升椅100之一等角圖式。提升椅100具有包含一前座位區段116及一後座位 

區段118之一座位114。在坐下模式中，前座位區段116及後座位區段 

118（舉例而言）藉由彼此鄰接而形成適合坐在上面之一表面。座位區段 

116、118可具有習用椅之各種外形。

[0083]圖2係提升椅100在一站立模式中或自一坐下模式轉變為一 

站立模式（取決於椅之具體設計）之一等角圖式。後座位區段118藉由自一 

坐下位置轉變為一站立位置而自坐下位置升高以幫助一乘坐者離開提升椅 

100。前座位區段116向下傾斜以幫助一乘坐者將重量自座位區段114轉移 

至乘坐者腿部。選用撓性面板119具有附接至提升椅100之一座位靠背108 

之一第一邊緣及附接至後座位區段118之一第二邊緣。撓性面板119遮蔽 

提升椅100中所含納之一提升機構，舉例而言，諸如提升機構104或圖29 

中所展示之提升機構350。撓性面板119可係可拆離的以允許使用提升機 

構104及其調整組件。

[0084]圖3繪示穿過圖4之剖面3-3截取的一提升椅100在一坐下模 

式中之一說明性剖面。圖5繪示穿過圖6之剖面5-5截取的提升椅100自一坐 

下模式轉變為一站立模式之一剖面。圖7繪示穿過圖8之剖面7-7截取的提 

升椅100在一站立模式中之一剖面。

[0085]提升椅100具有一椅框架102及附接至椅框架102之一提升 

機構104。椅框架102可具有包含一起形成一座位設備之組件之任何構 

形，舉例而言，諸如一扶手椅、書桌椅、無靠背椅或提升步行椅。在一說 

明性實施例中，框架102具有複數個支腿106、一座位靠背108及底座 

110。椅框架102亦可包含為座位114提供支撐之一座位支撐件112。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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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為，提升機構104可具有完全併入其中或附接至其之一座位，在此情 

形中，提升機構104之組件形成座位。

【0086】圖3、圖5、圖7展示具有一前座位區段116及一後座位區段 

118之座位114，前座位區段116及後座位區段118兩者直接或間接地附接 

至提升機構104。在此說明性實施例中，座位區段116、118包含墊。前座 

位區段116及後座位區段118之墊分別附接至前座位支撐區段158及後座位 

支撐區段160，舉例而言，諸如圖12、圖13、圖21、圖24中所展示。後座 

位區段118在第一座位樞軸122處餃接或以其他方式樞轉地附接至前座位 

區段116，以允許在採用提升機構104使一使用者自一就座位置升高或降 

低至一就座位置時修改後座位區段118與前座位區段116之相對位置。座 

位114亦可包含中間座位支撐區段120，中間座位支撐區段120在第一座位 

樞軸122下方之區域中加固或強化座位114。

[0087]如所看到，舉例而言，在圖3、圖5、圖7中，提升機構104 

包含一平行四邊形框架124。平行四邊形框架124具有一第一組平行連桿 

126、128及一第二組平行連桿130、132，該兩組平行連桿在樞軸134、 

136、138、140處彼此樞轉地附接以形成一平行四邊形。平行四邊形連桿 

126具有以一角度安置至平行四邊形連桿126之一延伸部150，下文將更詳 

細闡述此。

[0088]圖9至圖12係繪示提升機構104在一站立模式中或自一坐下 

模式轉變為一站立模式之進一步圖解。圖9係提升機構104之一等角後視 

圖。圖10係提升機構104之一側視圖。

[0089]圖9及圖10展示附接至提升機構104之前座位區段116、後 

座位區段118及中間座位區段120。圖11繪示提升機構104在未附接前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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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116及後座位區段118之墊部分之情況下之一側視圖。圖12係亦在不 

具有座位區段116及後座位區段118之墊部分之情況下之提升機構104之一 

等角前視圖。彈簧142在輪軸之縱向中心處附接至一彈簧輪軸。彈簧輪軸 

在一彈簧樞軸144處相對於平行四邊形連桿132而樞轉。彈簧142樞轉地附 

接在與延伸部150在平行四邊形連桿126處之起點相對的延伸部150之一端 

處。延伸部150可附接至平行四邊形連桿126或與平行四邊形連桿126成整 

體。彈簧樞軸144可沿著平行四邊形連桿132之一區段而調整。在所展示 

之說明性實施例中，彈簧142附接至彈簧輪軸，該彈簧輪軸延伸至一狹槽 

156中且藉此可沿著狹槽156及因此沿著平行四邊形連桿132而調整。狹槽 

156可係線性的，或呈在延伸時以彈簧142之相對端為中心之一圓弧形。

[0090]應注意，儘管彈簧輪軸在圖中未明確展示，但其位置藉由 

彈簧樞軸144之標識顯而易見，且注意，彈簧輪軸垂直延伸至平行四邊形 

連桿132之面。

[0091]返回至圖5，座位114藉由提升機構104之操作而正自一坐 

下模式轉變為一站立模式以在自一就座位置站起時為一使用者提供幫助。 

當平行四邊形框架124相對於提升機構側面支撐件146在樞軸134、136處 

樞轉時，座位114被升高。當一乘坐者站立時，乘坐者之重量開始轉移至 

底面，藉此允許彈簧142擴展。當延伸部150相對於平行四邊形連桿130圍 

繞樞軸140樞轉時，自上部彈簧樞軸152至樞軸144之距離增大，從而提供 

彈簧142擴展所需之距離。當提升椅100處於一坐下模式時，彈簧142被一 

乘坐者之重量壓縮。

[0092]舉例而言，彈簧142可係壓縮彈簧，諸如氣彈簧。其他說 

明性彈簧類型包含拉力彈簧（其將對置地部署於平行四邊形上以提供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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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力）。在一例示性實施例中，彈簧142係具有介於20 mm至45 mm之範 

圍內之一直徑及介於10 mm至20 mm之範圍內之一桿直徑之一氣彈簧。自 

完全延伸至完全壓縮之一說明性力進展範圍係45%至55%，從而產生介於 

2600 N至1,300 N之範圍內之一「pl」值及介於1700 N至4200 N之範圍內 

之一「p2」值。在一說明性實施例中，彈簧142具有75 mm至85 mm之一 

衝程範圍以及介於200 mm至275 mm之範圍內之一無壓縮長度。

[00931當平行四邊形框架124之平行四邊形連桿126、128、130、 

132圍繞樞軸134、136、138、140樞轉時，使座位114之座位區段116、 

118、120移動。當座位114自一站立模式轉變為一坐下模式時，後座位支 

撐區段160保持相對平行於底面，前座位區段116相對於後座位區段118圍 

繞座位樞軸122而樞轉，且因此自水平或接近一水平位置向下旋轉一角 

度。取決於椅之期望設計，前座位支撐區段158及後座位支撐區段160可 

自一坐下模式中之水平傾斜。舉例而言，座位114之前部可高於座位114 

之後部。類似地，座位靠背108可係垂直的或自垂直而傾斜以達成實用或 

舒適之期望位置。由於中間座位區段120直接或間接地附接至一平行四邊 

形連桿，因此當平行四邊形連桿130達到一水平位置時，中間座位區段 

120自動地移動至適當位置以在座位樞軸122下方支撐座位114。

[0094]在圖9至圖12中所展示之說明性實施例中，前座位支撐區 

段158在第一繫桿樞軸168處藉由繫桿164而連接至中間座位支撐區段 

162。繫桿164之一第二端在第二繫桿樞軸172處樞轉地附接至前座位支撐 

區段158。當提升椅100自一坐下模式轉變為一站立模式時，平行四邊形 

框架124之平行四邊形連桿130圍繞樞軸134、140而旋轉，從而致使中間 

座位支撐區段162遠離前座位區段116及後座位區段118而移動。此允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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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支撐區段158相對於後座位支撐區段160向下樞轉。

[0095]圖21至圖24繪示處於一坐下模式之提升機構104。圖21係 

提升機構104之一等角後視圖。圖22係提升機構104之一側視圖。前座位 

區段116 、後座位區段118及中間座位區段120展不為附接至圖21及圖22中 

之提升機構104。圖23繪示提升機構104在不具有座位墊之情況下之一側 

視圖。圖24係提升機構104之一等角前視圖。

[0096]圖22展示在坐下模式中形成一坐下表面之前區段116及後 

區段118。中間座位區段120樞轉至座位樞軸122下方之適當位置。

[0097]在圖9至圖12及圖21至圖24中所繪示之實施例中 › 中間座 

位支撐區段162及後座位支撐區段160具有支撐彈簧176之平台，與諸如一 

木製平台之一剛性組件相比，該等平台可形成一更舒適底座。不過，本發 

明包含併入有此類剛性平台或用於墊之其他支撐件之椅設計。

[0098]前座位支撐區段158經展示為一支撐桿178。額外結構組件 

可形成前座位支撐區段158。前座位區段116經附接至前支撐桿178，前支 

撐桿178在繫桿樞軸172處旋轉，使得在提升機構自一坐下模式轉變為一 

站立模式時，前座位區段116可相對於後座位支撐區段160圍繞樞軸122向 

下摺疊，舉例而言，如圖7中所展示。

[0099]座位114之座位區段116、118、120係單獨地附接或併入至 

提升機構104中。前座位區段116之墊組件經附接至提升機構104之前座位 

支撐區段158。後座位區段118之墊組件經附接至後座位支撐區段160。中 

間座位區段120之楔形部分經附接至中間座位支撐區段162。中間座位支 

撐區段162可係平行四邊形連桿130或至平行四邊形連桿130之一固定附件 

150。座位區段116、118、120之墊部分可與座位支撐區段15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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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成整體，或經附接至其各別座位支撐區段。圖3、圖5及圖7繪示具有 

分別經附接至座位支撐區段158、160、162之墊的座位區段116、118、 

120的帶墊部分。當平行四邊形連桿126圍繞樞軸138樞轉時，延伸部150 

保持大致平行於地面，且因此，經直接或間接地附接至延伸部150的座位 

區段118亦保持大體平行於底面。延伸部150不一定與一平行四邊形連桿 

成整體或經直接附接至一平行四邊形連桿。延伸部150只需要與平行四邊 

形連桿以固定關係移動。延伸部150與平行四邊形連桿126或其他平行四 

邊形連桿之間可存在額外組件，條件係延伸部150在提升或降低期間與地 

面保持呈一固定角度，因此一座位可係附接至延伸部150且亦保持呈一固 

定角度。在說明性實施例中，延伸部150係座位。

[0100]提升機構104可經調整以適應不同重量之乘坐者。圖13A至 

圖13B及圖15A至圖15B繪示針對此說明性實施例之調整至最高乘坐者重 

量適應性的提升機構104。圖13A至圖13B及圖14展示處於一站立模式之 

提升機構104，且圖15A至圖15B及圖16展示處於一坐下模式之提升機構 

104。圖17A至圖17B及圖19A至圖19B繪示針對此說明性實施例之調整至 

最低乘坐者重量適應性的提升機構104。圖17A至圖17B及圖18展示處於 

一站立模式之提升機構104，且圖19A至圖19B及圖20繪示處於一坐下模 

式之提升機構104。

[0101]圖13A係穿過圖14之剖面13-13之一剖面圖，因此展示提升 

機構104之一側視圖以及前座位區段116、後座位區段118及中間座位區段 

120之一剖面。圖13B係圖13A之部分V之一放大。如上所述，圖13A、圖 

13B、圖14繪示相對於乘坐者重量調整至一最大適應性之處於一站立模式 

之一提升機構。在圖中所繪示之實施例中，用以調整提升機構104以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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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重量之乘坐者的機構包含樞軸144，樞軸144可沿著狹槽156而調整位 

置以控制提升效率。彈簧樞軸144經展示為處於狹槽156中之最靠前或最 

低位置。本文中一般使用「彈簧樞軸144」，且「彈簧樞軸144」可呈延伸 

穿過狹槽156之一輪軸形式。

[0102]彈簧142相對於延伸部150在彈簧樞軸152處樞轉。彈簧樞 

軸152之位置相對於延伸部150係固定，然而，彈簧142可圍繞樞軸152旋 

轉。延伸部150之位置與平行四邊形連桿126亦呈一固定關係。因此，彈 

簧樞軸152之位置相對於平行四邊形連桿126亦係固定的。不管高度如何 

或提升椅100或提升機構104係處於坐下模式還是站立模式，即使在平行 

四邊形連桿126、128、130、132圍繞平行四邊形樞軸134、136、138、 

140樞轉時，此皆保持幾何結構不變。不管乘坐者之重量如何，亦維持此 

關係。

[01031當彈簧樞軸144在狹槽156中朝向提升椅100或提升機構104 

之後部定位時，諸如圖19B、圖20中所展示，虛擬提升槓桿臂將縮短且提 

升動力將最小化，且由彈簧142上之平行四邊形框架124之動作引起之提 

升動作將更等彈性。此位置通常將更適合具有一較低重量之一乘坐者。當 

彈簧輪軸沿著狹槽156更靠近提升椅100或提升機構104之前部而放置時， 

動力將最大化且由彈簧142上之平行四邊形框架124之動作引起之提升將 

不太等彈性。此對於具有一較大重量之一乘坐者將係有益的。如本文中所 

使用，「等彈性」意指在提升機構之歷程內彈性恆定。可不一定要達成或 

期望完美等彈性，但相對等彈性可受調整機構影響。理論上，在提升機構 

之整個歷程內，乘坐者之重量應藉由彈簧之力而平衡。但對於具有較大重 

量之乘坐者，與提升歷程之其餘部分相比，在歷程開始或結束時具有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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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變化可係合意的。

[0104]可藉由旋轉調整旋鈕180而沿著狹槽156調整彈簧樞軸 

144。相對於平行四邊形樞軸144之位置將狹槽156策略性定位於平行四邊 

形框架124上以獲得最佳或有益等彈性。樞軸144在狹槽156內相對於樞軸 

138之位置決定彈簧角度之效率，且因此決定彈簧相對於平行四邊形框架 

124而施加之力。在一例示性實施例中，狹槽156中之彈簧樞軸144自平行 

四邊形樞軸138之位置位移。當彈簧142垂直於狹槽156時，沿著狹槽156 

對彈簧樞軸之調整通常將最簡單。

[0105]在圖1至圖24中所展示之說明性實施例中，提升機構104係 

對稱的，因此當自相對側觀看時，側視圖中所標識之組件可重複。實施例 

亦包含具有單個平行四邊形之結構、彈簧結構或單支撐組件，諸如圖65中 

所展不°

[0106]在提升機構104之一說明性實施例中，提升平行四邊形124 

之邊之縱橫比相對較低。即使在調整為最大提升動力時，亦對一相對短 

「槓桿臂」施加一特別大量之彈性力，該槓桿臂係與平行四邊形124之一 

連桿組或一邊相連或者固定附接至平行四邊形124之一連桿組或一邊的一 

延伸部。在一說明性實施例中，縱橫比為6:1或大致6:1。參見關於一虛擬 

槓桿臂402之一實例之圖25至圖29。

[0107]在調整為最低提升力時，舉例而言藉由一銷與孔調整或者 

一銷或類似組件可在其中滑動之一狹槽而調整為最低提升力，此等槓桿臂 

仍係較短的一長度減小至多80%，且產生高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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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所闡述之提升機構中之任一者中之彈性部件可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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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簧，舉例而言，諸如一氣彈簧。為簡單起見，彈性部件可稱為且繪示為 

一彈簧或氣彈簧，然而，可使用其他彈性部件。

[0108]現在將闡述提升機構104之說明性提升角度。另外，此說 

明性實施例將展示，在任何提升調整（自最弱至最強）下，當彈簧完全延伸 

時，座位114或其他有效負載可上升至相同海拔高度。此特徵可係極合意 

的，此乃因經升高座位本身呈現為一個一致高度，而非針對較輕使用者突 

出的更高且更向前。

[0109]圖25至圖29繪示在各種高度處及在各種調整情況下並且類 

似於提升機構602而得到之與提升機構104、350 （下文將闡述350）相關之 

量測值。該等量測值包含一提升角度394、狹槽角度396、平行四邊形樞 

軸354與358之間的或平行四邊形樞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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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或平行四邊形樞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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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稱為一「狹槽角度」，但該角度可與一系列孔有 

關。平行四邊形樞軸354與358之間的或平行四邊形樞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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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或平行四邊形樞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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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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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彈簧軸線1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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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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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頁（發明說明書）
C220174PA.docx

108111356 表單編號 AO2O2 1083210440-0



201941717

接上部提升彈簧樞軸3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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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之長度改變時提升彈簧終止樞軸366之潛在路徑。

[0111]圖25繪示其中平行四邊形為水平或大致水平之一說明性實 

施例。一2.27"槓桿臂402展示為具有115。之一提升角度394。槓桿臂長度 

位置之說明性範圍包含1.0英吋至4.0英吋及2.0英吋至3.0英吋。說明性調 

整量包含0.75英吋至1.25英吋及0.9英吋至1.0英吋。

[01121對於椅墊之就座構形，如圖25中所展示，此傾斜提升角度 

充分減小有效彈簧力以在椅墊之最低位置處或接近椅墊之最低位置處產生 

椅墊之等彈性或接近等彈性。

[0113]如可見，舉例而言，在圖26中，提升機構104提升後座位 

區段118，同時後座位區段118藉助保持水平之延伸部150而保持實質上水 

平或相對於其在較低位置中時所處之水平面保持處於一選定角度。提升機 

構104亦向前移動座位114。當轉變為一站立模式時，前座位區段116隨著 

中間區段120遠離在定位於坐下表面中時支撐前座位區段116及後座位區 

段118之位置之移動而向下傾斜。若向後移動座位114，則最佳提升角度 

可不同。與向後提升時可需要之提升力相比，向前提升通常需要較小提升 

力，此乃因提升椅100之使用者在達到一經提升位置時將使其重量完全地 

或幾乎完全地承載於其腳上，而非仍受到極大地支撐，如在可致使使用者 

倚靠靠背之向後提升之情形中。

[0114]在一說明性實施例中，使用介於一使用者之重量之50%至 

70%之間的一提升力。舉例而言，此範圍可適合與具有一使用者可下推之 

扶手之一提升椅一起使用。在缺少扶手之情況下，最佳提升力可較大，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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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而言，一乘坐者之重量之70%至95% ＞或更大。

[0115]圖26繪示處於其最高平行四邊形歷程之提升機構104。在 

相同2.27"槓桿臂之情況下，提升角度394減小至61。，在此實施例中，更 

越過最高效（90。）角度一點。此適於「向前」提升平行四邊形，此乃因在 

接近其最高位置時，提升能力可需要減小。

[01161當提升機構104處於其最高位置時，傾斜提升角度394使力 

充分減小，使得有效負載提升力均衡化或接近均衡化，且因此「等彈性」 

或接近「等彈性」。

[0117]圖26展示89。之一狹槽角度396，此顯著偏離115。之槓桿臂 

提升角度。選擇此狹槽角度396係因為此狹槽角度在類似提升下實現了完 

全延伸彈簧142之行程，不管狹槽156內之經調整位置如何。實際上，若 

狹槽156係彎曲的（及一樞軸上之導螺桿），則沿著狹槽156之所有位置皆可 

與彈簧142之最終延伸一致，且因此在任何提升調整下皆產生座位114之 

等同高度。

[0118]圖27及圖28分別繪示平行四邊形382之低歷程及高歷程。

圖27及圖28圖解說明在提升件被調整至最低（其中彈簧樞軸儘可能遠地朝 

向此實施例之後方放置）時槓桿臂402與彈簧軸線148之間獲得之所得提升 

角度394。注意，在就座位置中，彈簧142係以97。之一提升角度394抵靠 

一高效之接近90。槓桿臂402而提升。

[0119]在高「跨步（stepping off）」位置 › 如圖28中所展示 › 注 

意，在沿著狹槽156之一最低調整之情況下，提升角度394為一低效45。， 

此阻止座位114太過向前推動。此係重要的；不僅遠離椅而推進乘坐者可 

能會造成傷害，使座位/墊開始下降所需之力亦可能會致使整個椅在一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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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者接近時後移。

[0120]說明性實施例（舉例而言，圖25至圖28中所展示之彼等實 

施例）在座位114下方具有提升機構104。此相同提升幾何結構可用於提升 

一座位/墊，其中提升機構分成定位於提升椅之任一側上或兩側上之兩個 

協作式提升平行四邊形，舉例而言，諸如圖29至圖32中所展示。提升機 

構104併入有一中心彈簧142或安置於兩個平行四邊形124之間的一毗鄰彈 

簧群組。雖然提升機構350在提升機構350之相對側上可包含兩個彈簧 

362，每一彈簧與一平行四邊形382相關聯，但提升機構350可利用與一單 

個平行四邊形382相關聯之一單個彈簧362而構造。

[0121]平行四邊形382之後端塊422藉由一橫管或桿426而互連， 

諸如圖35、圖36中所展示。可包含用以支撐後墊之凸緣，諸如所展示之 

部分359，舉例而言，在圖35中。應注意，彈簧362可與彈簧142為相同類 

型。

【0122】將平行四邊形382之樞軸指定為352、354、356、358，其 

中主樞軸用參考編號352指代，但將理解，平行四邊形連桿及調整機構之 

構形可不同於本文中所揭示之其他提升機構實施例。

【0123】在提升機構350之實施例中，當座位410處於一坐下模式 

時，底座框架406在墊之左右兩側上包含向前平行四邊形端塊408。中間 

座位支撐區段120固定至底座框架406之一橫向連接底面412。橫向連接底 

面412將側壁414、416連接至底座框架406。儘管提及了墊，但具有坐下 

及站立模式之類似提升機構可經構造不具有墊，而是替代地提供足夠以一 

相當舒適方式支撐一使用者之任何表面。亦注意，墊可與提升機構支撐區 

段成整體。「一體式」意指墊被永久地或以可移除方式固定至提升機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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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支撐區段。

【0124】在提升機構350實施例之一體式墊版本中，在就座位置 

中，中間座位區段120同樣用於填充毗鄰於前座位區段116與後座位區段 

118之界面之摺疊切口。與其中提升機構350安置於座位114之中間下方且 

在平行四邊形上升時必須升高中間區段120的其他所揭示版本不同，提升 

平行四邊形382在左右兩側上皆不受阻礙且准許中間座位區段120相對於 

橫向連接底面412保持位置固定。「升高平行四邊形382」意指平行四邊形 

382之組件可上升，但不一定將使全部部分升高。舉例而言，在圖26中， 

樞軸354保持在適當位置，且平行四邊形382之最低連桿之一部分可甚至 

延伸至其原始位置之下。

【0125】圖29繪示在平行四邊形382之連桿為水平（此處於一說明性 

就座位置）之情況下且具有用以調整彈簧終止端366之位置之一系列弓形孔 

424之提升機構350。當彈簧142完全延伸時，代替狹槽368，孑L424之圓弧 

具有等於自彈簧終止點至彈簧樞軸364之長度之一半徑。儘管孔424形成 

一圓弧，但孔之中心可用於密切接近用以界定界定一狹槽角度368之一射 

線之點。因此，圖29、圖31、圖32上展示了用於與具有包括一狹槽368之 

一調整機構之構形作近似比較之狹槽角度368。在圖29之說明性實施例 

中，「狹槽角度」396為150。。槓桿臂402之長度圖解說明為2.27"且提升 

角度394為115,此處，提升角度394係在下部平行四邊形樞軸352與距後 

部之次最遠之孔（最遠孔將提供額外提升）之間的展開。不管提升彈簧終止 

樞軸366位於哪一孔中，狹槽角度396皆相同。

【0126】由於彈簧樞軸364僅在彈簧142完全延伸時處於孔424之圓 

弧之中心處，因此藉由改變提升彈簧終止樞軸366之孔位置對有效提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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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之調整可僅在彈簧142完全延伸時進行。此藉由比較圖29與圖30而圖 

解說明。在圖29中，提升機構350處於其最低位置，且彈簧142被壓縮。 

彈簧樞軸364不在安置孔424所沿之圓弧之中心處。因此，在最低模式 

中，彈簧142無法旋轉及與孔424中之每一者對準。圖30繪示處於其最高 

位置之提升機構350。彈簧142完全延伸，且彈簧樞軸364在安置孔424所 

沿之圓弧之中心處。在此構形中，彈簧142可圍繞彈簧樞軸364而旋轉且 

將與孔424中之任一者對準，且因此，可做出提升力調整。

【0127】圖30繪示處於一經提升位置之提升機構350。後座位區段 

118藉助保持水平之延伸部359而保持處於一水平位置。延伸部359亦可經 

設計以相對於水平面維持一既定或選定角度。延伸部359以類似於延伸部 

150之一方式操作。當前座位區段116及後座位區段118遠離固定中間座位 

區段120移動時，前座位區段116自由地向下下降以允許一使用者移動至 

一站立位置中。前座位區段116及後座位區段118可藉由由剛性或軟材料 

或者兩種類型之材料之一組合製成之一餃鏈而連接。舉例而言，一織物 

（諸如布、皮革或乙烯樹脂）可連接前區段116與後區段118且允許前區段 

116在保持附接至後區段118之同時向下下降。另外或另一選擇為，在一 

說明性實施例中，可使用一樞軸，諸如圖5中所展示之樞軸122。應注 

意，為簡單起見，前座位區段116、後座位區段118及中間座位區段120包 

含任何帶墊、帶軟墊或底座組件，但亦可單獨地識別彼等個別組件。座位 

114包含前座位區段116、後座位區段118及中間座位區段120。

【0128】孑L424可併入提升機構350之任一側上之後端塊422上。另 

一選擇為，一端塊422上可採用孔424，且相對端塊422上可使用一狹槽及 

栓釘。參見針對一說明性彈簧輪軸銷432之圖42。或者，若僅採用一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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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四邊形382提升結構，則在單個端塊422上使用一系列弓形孔424。在此 

實施例中，孑1424之圓弧之半徑428自彈簧（彈性部件）樞軸364延伸至與一 

選定孔424一致之提升彈簧終止樞軸366。在一說明性實施例中，在平行 

四邊形382升高至其最大高度時，半徑428等於10.5英吋的一或若干完全延 

伸之彈簧362之樞軸364中心至樞軸366中心之距離。一說明性半徑範圍為 

9英吋至12英吋。

【0129】可藉由將一彈簧輪軸銷432拉出選定孔424且使彈簧362向 

上朝向一更向前孔（更強）或向下朝向一更向後孔（更弱）擺動至另一孔424而 

調整有效提升力。針對在提升機構350之相對側上具有彈簧362之一構 

形，由於相對側上之彈簧仍一直將座位/墊保持在相同高度，因此孔424保 

持對準以准許將彈簧輪軸銷432插入至任一孔中。然後，可重新定位相對 

側彈簧輪軸銷432，而近側彈簧輪軸銷則使座位/墊保持在最大高度。此交 

替雙側調整程序提供一游標效應，乃因藉由一側上之一個孔做出之調整僅 

產生在重新定位兩個彈簧輪軸銷432時一半之提升改變。此特徵可提供一 

便捷方式來在一寬廣範圍之提升設定內選擇一充分精細調整。

[0130]圖31展示彈簧輪軸銷432之最低提升位置（亦即，最靠後孔 

位置）對相對於彈簧軸線148之提升角度394之影響。在最靠後位置處，彈 

簧362抵靠一相對短1.56"槓桿臂402而提供動力，從而以僅39。之一低效 

率提升角度394推進以抵消藉由降低提升三角形之縱橫比所致的與等彈性 

之偏差。「提升三角形」之三個邊包含：1）彈簧362之長度，亦即，自提升 

彈簧樞軸364至提升彈簧終止樞軸366之距離；2）自提升彈簧終止樞軸366 

至主樞軸352之距離；及3）自主樞軸352至提升樞軸364之距離。此調整機 

構自最靠前孔424至最靠後孔424產生提升動力之一幾乎2:1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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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1]應注意，諸如針對提升角度、狹槽角度及槓桿臂長度所提 

供之規格僅係用於說明性實施例。舉例而言，此等規格可變化以適應不同 

重量及能力之使用者。

[0132]在具有提升機構350之一椅中，有效提升動力可經選擇以 

允許一乘坐者補充其自身之能力而自一坐下位置站起來。舉例而言，在一 

50%進展率下具有3200 N之一說明性彈簧力之情況下，此調整範圍應能提 

升介於100 lbs.與200 lbs.之間的人之大致一半重量，且使人容易地自低扶 

手椅或者含有提升機構350之其他設備或家具站起來。一說明性彈簧力範 

圍為3000 N至3500 N。自完全延伸至完全壓縮之一說明性力進展範圍為 

45%至55%。在一說明性實施例中，彈簧362具有75 mm至85 mm之一衝 

程範圍以及介於200 mm至275 mm之範圍內之一無壓縮長度。舉例而言， 
彈簧362可係壓縮彈簧，諸如氣彈簧。其他說明性彈簧類型包含拉力彈簧 

（其將需要對置地部署於平行四邊形上以提供同等提升力）。

[0133]在此說明性實施例中，適當小直徑氣彈簧（舉例而言，介於 

23 mm直徑至28 mm直徑之範圍內）可配裝於摺疊墊之左右兩側上之窄平 

行四邊形機構內。當後座位區段118升起時，後座位區段118可在其向後 

邊緣處附接至之一寬鬆墊織物外罩（未展示），該寬鬆墊織物外罩亦將附接 

至一座位靠背之下部邊緣，使得提升機構即使在升高狀態中亦被隱藏且受 

到保護。

[0134]圖32展示最靠後孔位置中之彈簧輪軸銷之最低提升位置對 

相對於彈簧軸線之提升角度之影響，從而提供98。之一提升角度394及153。 

之一「狹槽角度」396。

[0135]圖29繪示提升機構350之一說明性幾何結構，其中在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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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說明性槓桿臂長度402處，提升彈簧終止樞軸處於最靠前孔中且該機構 

處於就座位置。

[0136]如圖33中所展示，為控制或輔助控制上升座位410之前座 

位區段116之位置，可包含一限制面板404。限制面板404可附接在前座位 

區段116之向前下部邊緣與一適合點（在此說明性情形中，中間座位區段 

120之頂點）之間，使得限制面板404使前座位區段保持充分向下摺疊且在 

座位410之整個向上及向下歷程內不會妨礙乘坐者之膝部。在一說明性實 

施例中，限制面板404係可為布或其他撓性材料之一非伸展材料。

[0137]圖25、圖29及圖31中繪示座位表面離地面之說明性高度 

392，且該說明性高度分別包含13.28英吋、5.83英吋及18.24英吋。圖29 

中所繪示之5.83高度對應於就座高度，而圖31中所繪示之高度對應於一經 

提升高度。由於墊之厚度可變化且所揭示提升機構可經構形而在不具有墊 

之情況下利用，因此重要距離係坐下表面自最低位置至最高經提升位置之 

高度改變。自坐下模式至站立模式之說明性垂直距離位置改變為8英吋至 

16英吋及11英吋至13英吋。

[0138]圖33展示在點或邊緣「A」與「B」之間延伸之限制面板 

404。點或邊緣「A」及「B」經選擇使得限制面板404執行一限制功能且 

可在提升機構350之整個歷程內保持張緊並在一就座位置中位於座位410 

下方。

[0139]圖34展示在座位處於其最低位置時限制面板404之位置之 

一圖式。

[0140]圖35繪示提升機構350及座位410在一經提升位置中之一等 

角視圖。在此說明性實施例中，限制面板404沿著前座位區段116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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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向前邊緣且沿著中間座位區段（「楔形物」）120之峰頂具有附件長度。

[0141]具有增量式「孔」調整機構430之相對提升平行四邊形382 

允許自兩側移除彈簧輪軸銷432，且在無壓縮彈簧在最低孔旁延伸之情況 

下，允許前座位區段116及後座位區段118平放或如所設計般平放，從而 

在需要時形成看起來或「顯得」像一習用椅墊之一座位410。此構形亦可 

適合將提升機構轉移並重新定位至一不同椅或其他設備。

[0142]在一說明性實施例中，對此提升椅模式之設置及恢復將僅 

需要提升後座位區段118，直至一個彈簧輪軸銷432可透過任一孔424接合 

彈簧帽434為止，且然後在兩側間交替地重新定位彈簧輪軸銷432以實現 

期望提升量。

[0143]圖36繪示提升機構350在座位410處於一摺疊模式之情況下 

之一等角視圖以獲得設備之額外視覺效果。如上所述，展示連接相對提升 

機構350之桿426。桿426可為設備提供支撐且維持相對提升機構350相對 

於彼此之位置。若提升設備中僅存在一個提升機構350，則桿426仍可提 

供結構支撐且維持相對側上之框架組件或其他部分之相對位置之完好性。

[0144]圖37繪示具有一可線性調整彈簧終止樞軸504之一提升機 

構502之一說明性實施例。彈簧終止樞軸504可沿著狹槽506而調整。狹槽 

角度可藉由一習用導螺桿（舉例而言藉由一摺疊曲柄508而轉動之導螺桿） 

而增大或減小。圖37繪示具有一線性狹槽506之一實施例。狹槽亦可係圓 

弧形的，其中其餘提升機構組件經適當改動以允許彈簧終止樞軸504利用 

圓弧形狹槽而調整。

[0145]提升機構502包含一延伸部524以類似於延伸部150、359、 

616而維持後座位區段118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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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6]圖38及圖42係圖37中所展示之提升機構502之等角視圖， 

其中後端塊522之一側呈現為透明的。圖39進一步繪示彈簧終止調整機構 

520 （亦稱為「提升力量調整機構」）。圖38展示安置於端塊522之兩側之 

間的一導螺桿510。一活動螺帽512可沿著導螺桿510移動以調整彈簧終止 

樞軸504之位置。活動螺帽512在每一側上具有接合範架516 （以促進裝設） 

之一體式橫向輪軸514。彈簧終止樞軸504亦接合在範架516或附接至範架 

516之組件中。定位器螺桿518卡住一體式橫向輪軸514。用於調整活動螺 

帽512之位置之摺疊曲柄508展示為處於一摺疊位置。

[0147]部署及旋轉曲柄508會使所附接導螺桿510轉動，從而致使 

活動螺帽512及所卡住彈簧終止樞軸504在最小提升力量位置與最大提升 

力量位置之間向上或向下移動導螺桿510。在設備之左右兩側上可採用等 

同提升力量調整機構520。可單獨地調整每一提升力量調整機構520來實 

現提升，有利地可將每一提升力量調整機構520調整至沿著其各別狹槽之 

大致多個位置。因此，此版本可提供游標（連續）式調整而非增量式調整。

[0148]除筆直狹槽與一系列弓形孔之外，彼等實施例之提升幾何 

結構可係相同的或實質上相同的。增量式孔調整機構430及可線性調整彈 

簧終止樞軸504可各自用於提升機構350中。相對於彈簧軸線之提升角度 

以及界定狹槽角度之射線處之弱提升位置及強提升位置（其有效地調整在 

平行四邊形連桿組內操作之提升三角形之縱橫比）可係功能上相同的。

[0149]可使用交替提升幾何結構用於提升機構。亦可有效地實施 

相對於彈簧軸線148之最佳提升角度394及上文所界定之狹槽角度396，以 

在提升平行四邊形124、382之各種其他連桿與其內側及外側之元件之間 

施加力。提升機構104、350及502在後端塊170、422 （或後端塊之內側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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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部）與相對下部平行四邊形連桿之間施加提升力。

[0150]然而，圖40、圖41中所圖解說明之提升機構602具有根據 

與上文所闡述之原理相同之原理操作之一交替提升幾何結構。彈簧在底座 

與上升下部連桿之間施加力。圖40係提升機構602在未附接座位墊之情況 

下之一等角視圖，固定框架底座610上所展示之一支撐楔形物（中間座位 

墊）120除外。圖41係在經附接有座位墊116及118之情況下所繪示之提升 

機構602之一側視圖。圖40、圖41繪示具有調整機構606之平行四邊形 

604。調整機構606係定位在平行四邊形604之連桿608於提升機構升高時 

保持連接至固定框架底座610之一端處。當提升機構602升高或降低時， 

延伸部616相對於水平面之角度維持不變或使延伸部616維持處於水平。

[0151]將調整樞軸銷612插入相對提升機構602上之孔614中之最 

低者中，從而產生針對此說明性版本之最短可能槓桿臂（及因此，最低縱 

橫比提升三角形）。此提升幾何結構之其他細節係與上文所闡述之說明性 

實施例相同。

[01521當氣彈簧完全延伸時，更容易調整大部分或全部所揭示提 

升機構。當彈簧端部沿著用於增量式提升調整之孔之一最佳且連續圓弧或 

沿著一連續調整機構擺動時，僅唯一幾何結構提供充足效能。

[0153]在遵循與說明性實施例相同之設計但經旋轉（舉例而言）使 

得彈簧142或362朝向提升椅100或提升機構104、350或602之後部突出的 

實施例中，可達成所闡述之結構的效應。舉例而言，參見圖40及圖41。

[0154]所揭示提升機構104、350、602及其顛倒構形（諸如前一段 

中所述）可用作用於除所展示之說明性椅之外之設備之一提升裝置，舉例 

而言，輪椅或升降椅，諸如於2018年3月29日提出申請之標題為「提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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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椅 ' 掃升機構及母府（Elevating Walker Chair, Lifting Mechanism and 

Seat）」之美國專利申請案62/649,746的標的，該美國專利申請案之內容 

經併入本文中。該提升裝置亦可用於經併入至諸如運載工具或機器等其他 

系統中的椅中。

[0155]圖式展示具有四個連桿之平行四邊形124、382、604，但 

一類似提升平行四邊形可經構造具有更少連桿或不同形狀之連桿。

[0156]圖43至圖56繪示一說明性提升步行椅700，此處所揭示之 

提升機構中之任一者可併入至該說明性提升步行椅中。提升步行椅700具 

有一坐下模式及一站立或步行模式，在坐下模式中，座位或車座718處於 

一經降低位置，且在站立或步行模式中，座位718經升高以允許一乘坐者 

在被提升步行椅支撐之同時步行。

[0157]圖43至圖56繪示類似於提升機構350的在提升步行椅700之 

相對右/左側上具有彈簧之一提升機構。其他提升機構（諸如，雙彈簧提升 

機構602，或單彈簧提升機構104）亦可併入至一升降椅中。

[0158]如在圖49c及圖50c中最清晰可見，提升機構736包括一平 

行四邊形結構738，平行四邊形結構738包括平行於連桿756之連桿759。 

端塊734及框架702之組件形成平行四邊形738之其他「連桿」。平行四邊 

形連桿756、759在端塊734上之樞軸745、746處樞轉。平行四邊形連桿 

756、759進一步在框架702上之樞軸747、749處樞轉。儘管針對結構738 

使用術語「平行四邊形」，但應注意，連桿756、759不需要係筆直且完全 

平行的,然而連接樞軸745、746、747、749之直線形成一平行四邊形。

[0159]圖43係升降椅700在一較低坐下模式中之一前等角視圖。 

升降椅700具有一框架702，各種組件皆直接或間接地附接至該框架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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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該框架成整體。在圖43之說明性實施例中，框架702包括輪706附接至 

之下部框架組件704。框架702包含附接至下部框架組件704且自下部框架 

組件704向上延伸之靠背組件708。扶手710附接至靠背組件708。選用腳 

踏板788在腳踏板樞軸790處附接至框架702。腳踏板788可具有兩個或多 

於兩個標準位置，舉例而言，如圖43至圖46中所繪示之經摺疊位置，及 

在坐下時為適應一使用者之腳而樞轉90。之位置。可採用用以限制腳踏板 

788在樞軸790處之旋轉之一腳踏板旋轉機構，諸如所述之兩個位置處之 

一旋轉限制止動件。可包含提供額外位置選擇之其他腳踏板旋轉機構。

[0160]輪706可經由雙態腳輪併入至升降椅700中，諸如國際專利 

申請案PCI7US2017/060163中所闡述，該國際專利申請案於2017年11月7 

日提出申請，且以引用方式併入本文中。

[0161]框架702具有一最大高度調整機構712。在圖43中所繪示之 

說明性實施例中，最大高度調整機構712包含具有用於選擇座位718之高 

度之一系列高度調整孔716之一高度調整桿714。一最大高度調整銷720可 

插入至一系列高度調整孔716種之一孔中以鎖定在一期望高度。下文將更 

詳細闡述最大高度調整機構712及程序。最大高度調整機構712可提供支 

撐功能性及高度調整功能性兩者。

[0162]如圖43及圖48中可見，高度調整桿714以可滑動方式安置 

於一高度調整套筒754內。高度調整套筒754在連桿756處附接至一平行四 

邊形結構738。因此，當改變平行四邊形738之角度以升高或降低升降椅 

700時，高度調整套筒754使高度調整桿714上下移動。在升降椅700升高 

時，高度調整銷720限制高度調整套筒754沿著高度調整桿714之歷程。如 

圖48中可見，若高度調整銷720處於高度調整孔716中之最高孔中，或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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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調整銷720未插入至一孔中，則當升降椅700處於其最高可能高度 

時，高度調整套筒754可上升至高度調整桿714上之最高可能位置。藉由 

將高度調整銷720插入至一較低孔中，升降椅700被限制於一較低最大高 

度。

[0163]套筒754可具有內部輪以促進沿著高度調整桿714之滑動。 

用於改良滑動之其他構件可單獨地使用或連同輪一起使用，舉例而言，諸 

如Teflon®等材料、滾珠軸承或其他習用機構。

[0164]除藉由插入高度調整銷720而設定一最大高度之外，座位 

718之高度可設定在介於最低高度範圍至最大高度範圍內之特定中間高度 

處。可採用一中間高度調整機構760將高度調整套筒754設定在沿著高度 

調整桿714之一中間位置處。舉例而言，高度調整套筒754亦可與用以沿 

著高度調整桿714固定其之一組件相關聯，諸如可自高度調整孔716當中 

之一孔抽出並重新插入至一不同孔中之一彈簧負載或非彈簧負載銷。可採 

用其他形式之中間高度調整機構760。一般而言，中間高度調整機構760 

提供用以沿著高度調整桿714暫時固定高度調整套筒754之高度水準之一 

構件。

[0165]圖58A至圖58B及圖59A至圖59B繪示一說明性中間高度調 

整機構760。圖58A繪示在中間高度調整件760及座位718處於其最低位置 

之情況下之一提升步行椅700。圖58B係在選擇座位718之一高度之前的來 

自圖58A之細節K之一特寫。圖59A繪示在中間高度調整件760以及座位 

718固定在一選定高度處之情況下之一提升步行椅700。圖59B係展示經接 

合以固定座位718之高度之中間高度調整件760的來自圖59A之細節L之一 

特寫。中間高度調整機構760包含中間高度調整銷770，中間高度調整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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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0可插入至套筒754中之一套筒孔772中。套筒754可沿著高度調整桿714 

移動直至套筒孔772與高度調整桿714中之高度調整孔716當中之一選定孔 

對準為止。然後，可將中間高度調整銷插入穿過套筒孔772並插入至高度 

調整孔716當中之選定孔中以固定座位718之高度。用於沿著高度調整桿 

714以可調整方式固定平行四邊形連桿756之其他習用構件可用作一中間 

高度調整機構。

[0166]圖64A至圖64B繪示附接至端塊734而非在連桿756處附接 

至平行四邊形結構738 （諸如圖56中所展示）之高度調整套筒754。圖64B是 

圖64A之面積Q的放大。高度調整套筒754可附接至平行四邊形結構738之 

各種組件。藉由將高度調整套筒754配准至提升機構，可控制座位718之 

高度。

[0167]儘管提及一高度調整「套筒」，但可使用允許一調整組件 

沿著高度調整桿714以可滑動方式或以其他方式上下移動之其他構形。「套 

筒」不一定完全地包圍高度調整桿714。中間高度調整機構760可經構形 

以同時調整右/左中間高度機構。舉例而言，一同時中間高度調整組件可 

包括用以協調右/左調整之一纜索。

[0168]應注意，該「高度調整」不同於下文將闡述之提升機構 

736所提供之調整。最大高度調整提供界定提升機構自一坐下模式至一站 

立模式所產生之歷程之範圍之一最大高度。

[0169]圖44係提升步行椅700之一後等角視圖。將一摺疊機構722 

併入至圖43之說明性實施例中，下文關於圖60至圖63更詳細闡述摺疊機 

構722。

[0170]圖45繪示提升步行椅700在一經提升或站立位置中之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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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視圖。在經提升位置中，一使用者在使用腿部力量及運動來行走之同時 

可被座位/車座718支撐。提供站立臂支撐件732，當升降椅處於一經升高 

位置時，站立臂支撐件732可以一舒適且支撐性方式適應一使用者。支撐 

臂732附接至一提升機構736之端塊734，因而在提升機構736升高座位718 

時亦得到提升。支撐臂732可經構形以在升降椅700升高時延伸，或可併 

入至升降椅700中以手動地部署。

[0171]圖57A至圖57c繪示一說明性臂支撐件調整機構768。圖 

57A係具有一支撐臂調整機構768之說明性提升步行椅700之一側視圖。圖 

57B係圖57A之區段。之一細節。圖57c係穿過圖57B之線P-P截取的臂支 

撐件調整機構768之一剖面。站立臂支撐件732在臂支撐件樞軸762處樞轉 

地附接至端塊734。臂支撐件調整機構768將站立臂支撐件732鎖定在一選 

定位置中。臂支撐件調整機構768包含站立臂支撐件調整銷764，站立臂 

支撐件調整銷764可定位於站立臂支撐件調整銷凹部766中及自站立臂支 

撐件調整銷凹部766抽出。臂支撐件調整銷764可係彈簧負載的。當臂支 

撐件銷764自支撐件銷凹部766抽出時，站立臂支撐件732可圍繞臂支撐件 

樞軸762而旋轉。當臂支撐件銷764插入至臂支撐件銷凹部766中時，站立 

臂支撐件732鎖定在旋轉位置中。當臂支撐件銷764自臂支撐件銷凹部766 

抽出時，站立臂支撐件732可圍繞臂支撐件樞軸762而旋轉。站立臂支撐 

件調整機構768可包含在右左站立臂支撐件732兩者上。可使用用於調 

整、鎖定及解鎖站立臂支撐件732之角度位置之其他習用構件作為站立臂 

支撐件調整機構。

[0172]提升機構736具有帶有一彈簧740之一平行四邊形結構 

738，諸如圖49c中所展示。彈簧740與平行四邊形結構738之多個部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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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形成一提升三角形。提升三角形由以下各項組成：由彈簧740自一彈簧 

樞軸742至一彈簧終止點744之長度界定之一第一邊；由自彈簧樞軸742至 

主樞軸746之一線界定之一第二邊；及自主樞軸746至彈簧終止點744之一 

第三邊。可沿著一系列彈簧終止孔748調整彈簧終止樞軸744之位置以改 

變有效提升力。調整彈簧終止樞軸744之位置會縮短或加長提升三角形之 

第三邊，亦即，自主樞軸746至彈簧終止點744之距離750，或如在本文中 

偶爾提及之「槓桿臂」。有效提升力隨槓桿臂750之長度之增大而增大。可 

根據乘坐者之重量而調整提升力。

[0173]圖46繪示提升步行椅700在一經升高位置中之一等角後視 

圖。

[0174]圖65繪示具有附接至一單個中心提升機構736之一座位718 

之一提升步行椅之一部分之一等角視圖。座位718及提升機構736可附接 

至類似於框架702之一框架。在其他設備中亦可使用具有如圖65中所展示 

之中心提升機構736之座位718。儘管座位718繪示為一車座，此對於一提 

升步行椅係有利的，但座位718可具有與其中併入有座位718之座位設備 

之類型相容之其他構形。

[0175]圖47A、圖47B至圖52A至圖52B展示一說明性提升調整程 

序。若存在相對提升機構及調整機構，則先在升降椅700之一側上執行步 

驟，且然後在升降椅700之相對側上執行步驟。

[0176]圖47A、圖47B展示提升力調整程序之一第一步驟。圖47A 

係提升步行椅700在一經升高位置中之一前等角視圖。圖47B係展示一提 

升調整機構758之多個部分之細節A之一放大，提升調整機構758係提升機 

構736之一部分。提升調整機構758包含一提升調整銷752及安置於端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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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中之一系列彈簧終止孔748。首先自彈簧終止孔748中之一孔移除提升 

調整銷752。此允許升降椅700升高至如圖48中所展示之其最大高度位 

置，從而減小或消除由於彈簧740處於最大延伸而由彈簧740所施加之 

力。在彈簧樞軸742處於圓弧之中心之情況下，亦沿一圓弧定位彈簧終止 

孑L748，因此彈簧740可樞轉至彈簧終止孔748中之任一者中。此藉由比較 

圖43與圖45而圖解說明。在圖43中，提升步行椅700處於其最低坐下位 

置，且彈簧740被壓縮。彈簧樞軸742並不處於安置彈簧終止孔748所沿之 

圓弧之中心處。因此，在坐下模式中，彈簧740無法旋轉及與彈簧終止孔 

748中之每一者對準。圖45繪示處於其最高站立位置之提升步行椅700。 

彈簧740完全延伸，且彈簧樞軸742處於安置彈簧終止孔748所沿之圓弧之 

中心處。在此構形中，彈簧740可圍繞彈簧樞軸742而旋轉且將與彈簧終 

止孔748中之任一者對準，且因此，可實現提升調整。

[0177]回想起藉由設定最大高度調整機構712而判定「最大高度 

位置」。另一方面，提升力調整機構758設定提升步行椅座位718升高及降 

低將藉助之力。

[0178]圖49A至圖49c展示提升力調整程序之下一步驟。圖49B繪 

示穿過圖49A之線B-B截取之升降椅700之一側視剖面圖，線B-B切割穿過 

彈簧740。圖49c係圖49B之細節C之一放大。圖49c展示在針對此實施例 

形成最短槓桿臂750的彈簧終止孔748中之一孔中之彈簧終止樞軸744。

[0179]圖50A、圖50B、圖50c類似於圖49A至圖49c，但係穿過 

圖50A中所展示之剖面D-D而截取。剖面D-D提供彈簧740及提升調整銷 

752之一側視圖。

[0180]圖51A、圖51B繪示下一提升力調整步驟。圖51B係圖5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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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細節F之一放大。自一系列彈簧終止孔748中之一孔移除提升調整銷 

752。此允許彈簧740圍繞彈簧樞軸742自由地旋轉至其他彈簧終止孔748 

中之任一者中以調整提升力。

[0181]圖52A、圖52B繪示提升力調整程序之下一步驟。圖52B係 

圖52A之細節G之一放大。已圍繞彈簧樞軸742而旋轉彈簧740，因此彈簧 

740之端部可經定位以在一系列彈簧終止孔748中之一不同孔處形成彈簧 

終止樞軸744。將提升調整銷752插入一孔中以形成彈簧終止樞軸744。舉 

例而言，與圖49c中所展示之槓桿臂750之長度相比，此調整會擴大槓桿 

臂750。換言之，彈簧終止樞軸744與主樞軸746之間的距離被增大，且因 

此，有效提升力亦被增大。

[0182]圖53A、圖53B至圖56繪示一高度調整程序。圖53B係圖 

53A之細節Η之一放大。圖53A、圖53B繪示升降椅700之一初始構形，其 

中升降椅700定位於其最低高度處且高度調整銷720處於高度調整桿714上 

之高度調整孔716之最高孔中。

[0183]圖53A、圖53B繪示在高度調整銷720處於最高位置之情況 

下處於其最低位置之升降椅700。圖54A、圖54B繪示針對此說明性實施 

例之用以改變升降椅700可達成之最大高度之第一高度調整步驟。圖54B 

係圖54A之細節I之一放大。高度調整銷720展示為自其已插入的高度調整 

孑L716中之一孔移除。

[0184]圖55A、圖55B繪示針對此說明性實施例之下一高度調整 

步驟。圖55B係圖55A之細節J之一放大。將高度調整銷720重新插入至高 

度調整孔716之一下部孔中。此將升降椅700之最大高度設定為一較低高 

度水準，此乃因高度調整套筒754沿著平行四邊形連桿756之歷程受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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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銷720限制。

[0185]圖56係提升步行椅700之一側視圖，其展示阻擋高度調整 

套筒754完全沿著高度調整桿714上升之高度調整銷720。此抵抗彈簧740 

之提升力而限制提升步行椅700到達全高度。

[0186]應注意，在提升調整機構758及高度調整機構712、760位 

於提升步行椅700之兩側上之情況下，本文中所闡述之調整可需要在兩側 

上實施。在其他實施例中，一調整機構可僅存在於一側上，條件係提升步 

行椅及調整機構組件足夠耐用以允許單側機構。

[0187]轉至圖60至圖63，展示視情況包含於提升步行椅700中之 

摺疊機構722。圖60係摺疊式提升步行椅700之一等角後視圖。圖61繪示 

經部分摺疊之提升步行椅700之一前視圖。圖62係提升步行椅700在一摺 

疊位置中之一後等角視圖。圖63係提升步行椅700在一摺疊模式中之一前 

視圖。

[01881摺疊機構722包含各自連接至中心直立組件728且相對於中 

心直立組件728可摺疊的一對下部橫桿724及一對上部橫桿726。提供用以 

將升降椅700結構鎖定在一展開位置中以供使用及解鎖升降椅700結構以 

進行摺疊之一鎖定機構730。鎖定機構730亦可將提升步行椅鎖定在一摺 

疊位置中。在將下部橫桿724及上部橫桿726朝向中心直立件728摺疊後， 

亦可手動地或自動地向上摺疊座位718。

[0189]在說明性摺疊機構722中，提升步行椅700在被摺疊時處於 

一坐下模式，諸如圖44中所展示之模式。在額外實施例中，提升步行椅 

700在被摺疊時可處於一站立模式。鎖定可藉由向上拉動鎖定機構730而 

起始。座位718可藉由向上提升座位之一側或提升（若存在）座位718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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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手784而摺疊。繫桿連桿組786在一端連接至座位718，且連接至框架 

702或附接至702之一組件，以維持將座位718連接至設備，同時允許將座 

位718摺疊以適應提升步行椅700之左右兩側朝向彼此進行摺疊。繫桿786 

可以可滑動方式附接至座位718及/或框架702。

[0190]上部橫桿726中之狹槽774可滑動地容納桿778之延伸部銷 

776。導桿778在圖61中所展示之中心直立樞軸780處樞轉地固定至中心直 

立組件728。中心樞軸780可在狹槽782中可滑動地固定至中心直立組件 

728。當延伸部銷776沿著狹槽782移動時，上部橫桿726、下部橫桿724及 

導桿778樞轉且朝向中心直立組件728移動，且致使框架702之靠背組件 

708朝向彼此移動。將座位718向上或向下摺疊大致90。以適應提升步行椅 

之下部框架組件704、扶手710及其他組件以一摺疊方式朝向中心直立組 

件728摺疊。

[0191]其他習用摺疊機構722及鎖定機構730可併入至提升步行椅 

700 中。

[0192]已闡述各自具有一不同元件組合之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 

本發明不限於所揭示之特定實施例或組合。本發明可包含所揭示之元件之 

不同組合、某些元件之省略或此類結構之等效物對元件做出之替換。舉例 

而言，提升機構104、350及602之各種態樣可互換。

[0193]雖然已闡述說明性實施例，但熟習此項技術者將聯想到額 

外優點及修改。因此，在本發明之較寬廣態樣中，本發明不限於本文中所 

展示及闡述之特定細節。因此，本發明並非意欲限於特定說明性實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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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解釋。

【符號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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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4]

100 說明性提升椅/提升椅

101 椅靠背（未使用）

102 椅框架/框架

104 提升機構/所揭示提升機構/單彈簧提升機構

106 支腿

108 座位靠背/靠背

110 底座

112 座位支撐件

114 座位/座位區段

116 前座位區段/座位區段/前區段/座位墊

118 後座位區段/座位區段/後區段/座位墊

119 選用撓性面板/撓性面板

120 中間座位支撐區段/中間座位區段/座位區段/中間區段/中間座位

區段（「楔形物」）/支撐楔形物（中間座位墊）

122 第一座位樞軸/座位樞軸/樞軸

124 平行四邊形框架/平行四邊形

126 第一組平行連桿/平行四邊形連桿

128 第一組平行連桿/平行四邊形連桿

130 第二組平行連桿/平行四邊形連桿

13-13 剖面

132 第二組平行連桿/平行四邊形連桿

134 樞軸/平行四邊形樞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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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138

140

142

144

146

148

150

15-15

152

154

156

158

160

162

164

166

168

170

17-17

172

176

178

樞軸/平行四邊形樞軸

樞軸/平行四邊形樞軸

樞軸/平行四邊形樞軸

彈簧/中心彈簧

彈簧樞軸/樞軸/平行四邊形樞軸

提升機構側面支撐件

彈簧軸線

延伸部

剖面

上部彈簧樞軸/彈簧樞軸/樞軸

輪軸

狹槽

前座位支撐區段/座位支撐區段

後座位支撐區段/座位支撐區段

中間座位支撐區段/座位支撐區段

繫桿

繫桿

第一繫桿樞軸

後端塊

剖面

第二繫桿樞軸/繫桿樞軸

支撐彈簧

支撐桿/前支撐桿/前座位區段支撐桿

C220174PA.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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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調整旋鈕

19-19 剖面

3-3 剖面

350 提升機構/相對提升機構/所揭示提升機構/提升機構（相對平行四

邊形）

352 平行四邊形樞軸/主樞軸/下部平行四邊形樞軸

354 平行四邊形樞軸/樞軸

356 平行四邊形樞軸

358 平行四邊形樞軸

359 部分/延伸部

360 下部平行四邊形連桿

362 彈簧/完全延伸之彈簧/提升彈簧

364 上部提升彈簧樞軸/彈簧樞軸/彈簧（彈性部件）樞軸/樞軸/提升彈簧

樞軸/提升樞軸

366 提升彈簧終止樞軸/彈簧終止端/樞軸

368 狹槽/狹槽角度

382 平行四邊形/提升平行四邊形/相對提升平行四邊形

392 說明性高度

393 座位高度

394 提升角度/傾斜提升角度/所得提升角度/低效率提升角度/最佳提

升角度

396 狹槽角度

398 平行四邊形短連桿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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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平行四邊形長連桿長度

402 虛擬槓桿臂/終止樞軸距離/線/槓桿臂/2.27"槓桿臂/高效之接近90。

槓桿臂/相對短1.56"槓桿臂/說明性槓桿臂長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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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槓桿臂」

404 限制面板

406 底座框架

408 向前平行四邊形端塊/端塊

410 座位/上升座位

412 橫向連接底面

414 側壁

416 側壁

420 次最遠孔

422 後端塊/端塊/相對端塊/（平行四邊形之）後端塊

424 孔/選定孔/最靠前孔/最靠後孔/孔（弓形列）

426 橫管或桿

428 半徑/（孔424之弓形列之）半徑

430 增量式孔調整機構

432 說明性彈簧輪軸銷/彈簧輪軸銷/相對側彈簧輪軸銷/銷

434 彈簧帽

502 提升機構/在相對側上具有狹槽調整件及彈簧之提升機構

504 可線性調整彈簧終止樞軸/彈簧終止樞軸/所卡住彈簧終止樞軸

506 狹槽/線性狹槽

508 摺疊曲柄/曲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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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導螺桿/所附接導螺桿

512 活動螺帽/螺帽

514 一體式橫向輪軸

516 範架/輪軸接合範架

518 定位器螺桿

520 彈簧終止調整機構/提升力量調整機構

522 後端塊/端塊/提升機構（502）之端塊

524 延伸部

5-5 剖面

602 提升機構/相對提升機構/所揭示提升機構/雙彈簧提升機構/提升

機構（被提升時孔停留在底部）

604 平行四邊形

606 調整機構

608 連桿

610 固定框架底座

612 調整樞軸銷

614 孑 L

616 延伸部

700 說明性提升步行椅/提升步行椅/升降椅/摺疊式提升步行椅

702 框架

704 下部框架組件

706 輪

708 靠背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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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扶手

712 最大高度調整機構/高度調整機構

714 高度調整桿

716 高度調整孔

718 座位或車座/提升步行椅座位

720 最大高度調整銷/高度調整銷

722 摺疊機構/說明性摺疊機構/其他習用摺疊機構

724 下部橫桿

726 上部橫桿

728 中心直立組件/中心直立件

730 鎖定機構

732 站立臂支撐件/支撐臂

734 端塊

736 提升機構/中心提升機構

738 平行四邊形結構/平行四邊形/結構

740 彈簧

742 彈簧樞軸

744 彈簧終止點/彈簧終止樞軸

745 樞軸

746 樞軸/主樞軸

747 樞軸

748 彈簧終止孔

749 樞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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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 距離/槓桿臂/最短槓桿臂

752 提升調整銷

754 高度調整套筒/套筒

756 連桿/平行四邊形連桿

758 提升調整機構/提升力調整機構

759 連桿/平行四邊形連桿

760 中間高度調整機構/說明性中間高度調整機構/中間高度調整件/高

度調整機構

762 臂支撐件樞軸/站立臂支撐件樞軸

764 站立臂支撐件調整銷/臂支撐件調整銷/臂支撐件銷

766 站立臂支撐件調整銷凹部/支撐件銷凹部/臂支撐件銷凹部

768 說明性臂支撐件調整機構/支撐臂調整機構/臂支撐件調整機構/站

立臂支撐件調整機構

7-7 剖面

770 中間高度調整銷

772 套筒孔

774 狹槽

776 延伸部銷

778 桿/導桿

780 中心直立樞軸/中心樞軸

782 狹槽

784 把手

786 繫桿連桿組/繫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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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8 選用腳踏板/腳踏板

790 腳踏板樞軸/樞軸

A 點或邊緣/細節

B 點或邊緣

B-B 線

C 細節

D-D 線/剖面

E 細節

F 細節

G 部分/細節

Η 細節

I 細節

J 部分/細節

Κ 細節

L 細節

Ο 區段

Ρ-Ρ 線

Τ 部分

V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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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1717
【發明摘要】

【中文發明名稱】

提升機構及椅

【英文發明名稱】

LIFTING MECHANISM AND CHAIRS

【中文】

本發明揭示一種供用作一座位設備或與一座位設備一起使用之可調 

整提升機構。該提升機構具有一底座，一平行四邊形結構之一樞軸經附接 

至該底座。一彈簧自該平行四邊形之一第一連桿延伸至該平行四邊形之一 

第二連桿上之一可調整終止點以形成一提升三角形。該彈簧終止點自該平 

行四邊形之一主樞軸位移以形成一可調整「槓桿臂」，以便使提升力變 

化。一提升動力調整機構調整該彈簧終止點相對於該主樞軸之位置。

【英文】

An adjustable lifting mechanism for use as or with a seating 

apparatus. The lifting mechanism has a base to which a pivot of a 

parallelogram structure is attached. A spring extends from a first link of 

the parallelogram to an adjustable termination point on a second link of 

the parallelogram to form a lifting triangle. The spring termination 

point is displaced from a main pivot of the parallelogram to create an 

adjustable “lever arm^^ to vary the lifting force. A lifting power 

adjustment mechanism adjusts the position of the spring termination 

point with respect to the main pivot.

【指定代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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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

116 前座位區段/座位區段/前區段/座位墊

118 後座位區段/座位區段/後區段/座位墊

120 中間座位支撐區段/中間座位區段/座位區段/中間區段/中間座位

區段（「楔形物」）/支撐楔形物（中間座位墊）

352 平行四邊形樞軸/主樞軸/下部平行四邊形樞軸

354 平行四邊形樞軸/樞軸

356 平行四邊形樞軸

358 平行四邊形樞軸

359 部分/延伸部

362 彈簧/完全延伸之彈簧/提升彈簧

382 平行四邊形/提升平行四邊形/相對提升平行四邊形

404 限制面板

408 向前平行四邊形端塊/端塊

422 後端塊/端塊/相對端塊/（平行四邊形之）後端塊

430 增量式孔調整機構

A 點或邊緣/細節

B 點或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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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申請專利範圍】

【第1項】

一種供用作一座位設備或與一座位設備一起使用之可調整提升機 

構，其包括：

一底座；

一平行四邊形結構，其具有四個經樞轉連接之連桿，該平行四邊形 

在四個樞軸中之一者處經連接至該底座；

一彈簧，其自該平行四邊形之一第一連桿延伸至該平行四邊形之一 

第二連桿上之一可調整終止點以形成一提升三角形，其中該彈簧終止點自 

該平行四邊形之一主樞軸位移；

一延伸部，其係與該四個平行四邊形連桿中之一者呈固定關係、經 

構形以在該平行四邊形的角度基於該提升機構於一坐下模式與一站立模式 

之間的升高或降低而發生變化時維持其相對於水平面的角度；

其中該延伸部形成具有一後邊緣及一前邊緣之一後座位區段；

一前座位區段，其具有一後邊緣及一前邊緣；

該前座位區段在該前座位後邊緣及該後座位前邊緣處經樞轉地附接 

至該後座位區段，此經構形以准許該前座位區段在該站立模式中向下下降 

及返回至該坐下模式；及

一提升動力調整機構，其經構形以調整該彈簧終止點相對於該主樞 

軸之位置。

【第2項】

如請求項1之提升機構，其中該調整機構包括經連接至該彈簧之一銷 

以及可選擇性地定位該銷之一系列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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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項】

如請求項2之提升機構，其中該系列孔形成一圓弧，且該圓弧的半徑 

係在該彈簧完全延伸時自該四個平行四邊形連桿中之一者上之一彈簧樞軸 

至該等孔的長度。

【第4項】

如請求項1之提升機構，其中該調整機構包括經連接至該彈簧之一銷 

以及可選擇性地定位該銷之一狹槽。

【第5項】

如請求項1之提升機構，進一步包括形狀上為對該前座位區段與後座 

位區段之間於一坐下模式中形成之一空間之補充之一中間座位區段，該中 

間座位區段經構形以在該坐下模式中佔據該空間，且在轉變為該站立模式 

時空出該空間以允許該前座位區段向下摺疊。

【第6項】

如請求項5之提升機構，其中該中間座位區段係定位於該底座上，且 

在該坐下模式及該站立模式中於該底座上保持原位。

【第7項】

如請求項5之提升機構，其中該中間座位區段經附接至該四個平行四 

邊形連桿中之一者，並隨該四個平行四邊形連桿中之一者移動，且藉此在 

達成該坐下模式時移動至適當位置。

【第8項】

如請求項1之提升機構，其經構形使得該彈簧藉由一乘坐者之重量而 

被壓縮，且在使用者將重量轉移至該使用者之腿部時被擴展。

【第9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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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請求項1之提升機構，其經構形使得在任何提升動力調整下，該後 

座位區段之最大高度皆一致。

［第10項］

如請求項1之提升機構，其經構形使得該延伸部在該平行四邊形提升 

及該前座位區段下降時向前移動，藉此致使一使用者之平衡中心朝向該使 

用者之腳上方移動。

【第11項】

如請求項1之提升機構，其具有介於一使用者之重量之50%至95%之 

間之一提升力。

【第12項】

如請求項1之提升機構，其中自該坐下模式至該站立模式之垂直位移 

係介於8英吋至16英吋之一範圍內。

【第13項】

如請求項1之提升機構，進一步包括一限制面板，該限制面板具有經 

附接至該前座位區段之一第一邊緣及經附接至一中間座位區段之一第二邊 

緣。

［第14項］

如請求項1之提升機構，其中該後座位區段及該前座位區段具有一體 

式墊。

【第15項】

一種包括一如請求項1之提升機構之椅。

【第16項】

一種可調整提升機構，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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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底座；

一平行四邊形結構，其具有四個樞轉連接之連桿，該平行四邊形在 

四個樞軸中之一者處經連接至該底座；

一彈簧，其可樞轉地自該平行四邊形之一第一連桿延伸至該平行四 

邊形之一第二連桿上之一可調整終止點以形成一提升三角形，其中該彈簧 

終止點自該平行四邊形之一主樞軸位移；

一延伸部，其係與該四個平行四邊形連桿中之一者呈固定關係、經 

構形以在該平行四邊形的角度基於該提升機構於一坐下模式與一站立模式 

之間的升高或降低而發生變化時維持其相對於水平面的角度；

一提升動力調整機構，其經構形以調整該彈簧終止點相對於該主樞 

軸的位置。

［第17項］

如請求項16之提升機構，其中該調整機構包括：

孔之一圓弧，一第一彈簧端可選擇性地與該等孔對準且被固定至該 

等孔；且

在該彈簧完全延伸時，該圓弧之中心係在該彈簧之一第二端處。

【第18項】

一種包括如請求項17之提升機構的座位。

【第19項】

一種升降椅，其包括：

可調整提升機構，其具有：

一底座；

一平行四邊形結構，其具有四個樞轉連接之連桿，該平行四邊形

第4頁（發明申請專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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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個樞軸中之一者處經連接至該底座 ；

一彈簧，其可樞轉地自該平行四邊形之一第一連桿延伸至該平行 

四邊形之一第二連桿上之一可調整終止點以形成一提升三角形，其 

中該彈簧終止點自該平行四邊形之一主樞軸位移；

一延伸部，其係與該四個平行四邊形連桿中之一者呈固定關係、 

經構形以在該平行四邊形的角度基於該提升機構於一坐下模式與一 

站立模式之間的升高或降低而發生變化時維持其相對於水平面的角 

度；

一提升動力調整機構，其經構形以調整該彈簧終止點相對於該主 

樞軸的位置。

【第20項】

如請求項19之升降椅，進一步包括一最大高度調整機構。

【第21項】

如請求項20之升降椅，其中該最大高度調整機構包括：

一高度調整桿，其沿著其長度之至少一部分具有複數個孔；及

一銷，其經構形以插入至該複數個孔中之一孔中。

［第22項］

如請求項19之升降椅，進一步包括一摺疊機構。

［第23項］

如請求項19之升降椅，進一步包括一中間高度調整機構。

【第24項】

如請求項23之升降椅，其中該中間高度調整件包括：

一高度調整桿，其沿著其長度之至少一部分具有複數個孔；及

第5頁（發明申請專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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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筒，經以可滑動方式附接至該高度調整桿且經配准至該平行四 

邊形結構；

一銷，其經構形以插入穿過該套筒中之一孔且插入至該複數個孔中 

之一孔中。

［第25項］

如請求項19之升降椅，進一步包括一支撐臂調整機構。

第6頁（發明申請專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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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3-3 
比例1:6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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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5-5
比例1:6

【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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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7-7
比例1:6

【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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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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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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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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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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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1:8
【圖16】 【圖15A】

【圖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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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 J 剖面19-19 
比例1:8

【圖20】
【圖19A】

【圖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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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第14頁，共56頁（發明圖式）
C220174DA.pdf

108111356 表單編號AO2O2



201941717

【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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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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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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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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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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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第20頁，共56頁（發明圖式）
C220174DA.pdf

108111356 表單編號 AO2O2 1083210440-0



201941717

【圖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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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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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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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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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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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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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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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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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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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0】

第31頁，共56頁（發明圖式）
C220174DA.pdf

108111356 表單編號 AO2O2



201941717

第32頁，共56頁（發明圖式）
C220174DA.pdf

108111356 表單編號AO2O2



201941717

【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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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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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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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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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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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節A 
比例1:5

【圖4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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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調整-步驟2

【圖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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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調整-步驟3

剖面B-B

【圖4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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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調整-步驟4

細節E 
比例1:5

【圖5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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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A】

細節F
比例1:5

【圖5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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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節G 
比例1:5

【圖5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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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高度調整-步驟1

【圖53A】

【圖5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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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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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A】

【圖5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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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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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p 剖面P-P

比例1:2
細節Ο
比例1:2

【圖57C】

【鄙7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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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節κ
比例1:4

【圖58Β】

第49頁，共56頁（發明圖式）
C220174DA.pdf

108111356 表單編號 ΑΟ2Ο2



201941717

【圖59A】

比例1:4

【圖5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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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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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

第52頁，共56頁（發明圖式）
C220174DA.pdf

108111356 表單編號AO2O2 1083210440-0



201941717

【圖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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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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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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