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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人体心血管功能训练仪，属于

心血管护理的技术领域。其技术方案为：包括底

架和设置在底架后端的脚部运动装置；脚部运动

装置设置在底架后端的垫块上，脚部运动装置包

括支撑板、连接板和脚蹬板，连接板设置在支撑

板和脚蹬板之间，支撑板和连接板之间设置有后

端连杆机构，脚蹬板与连接板之间设置有前端连

杆机构。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在脚的部位增加

装置，当迈动双脚时，可以完成模仿爬行的动作，

可以降低人体的重心，使心脑血管基本处于同一

水平线上，心脑血管的供血更加充足，能够使心

脑血管得到更好的防护，本装置结构简单，占地

面积小，可以放置于室内，供任何人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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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体心血管功能训练仪，其特征在于，包括底架（1）和设置在所述底架（1）后端的脚

部运动装置（2）；

还包括设置在所述底架（1）前端的手部运动装置（4）；所述手部运动装置（4）包括基架

（41）、滑板（42）以及连接架（43）,所述基架（41）包括底板（411），所述底板（411）上设置有支

柱（412），所述支柱（412）上端设置有斜板A（413），所述支柱（412）侧面设置有支撑杆（414），

所述滑板（42）包括与所述斜板A（413）对应的斜板B（421）以及设置在所述斜板B（421）上端

的立杆（422），所述连接架（43）两端设置有套筒A（431）和套筒B（432），所述套筒A（431）设置

在所述立杆（422）上，与所述立杆（422）滑动连接，所述套筒B（432）设置在所述支撑杆（414）

上，与所述支撑杆（414）滑动连接；

所述脚部运动装置（2）设置在所述底架（1）后端的垫块（11）上，所述脚部运动装置（2）

包括支撑板（21）、连接板（22）和脚蹬板（23），所述连接板（22）设置在所述支撑板（21）和所

述脚蹬板（23）之间，所述支撑板（21）和所述连接板（22）之间设置有后端连杆机构（24），所

述脚蹬板（23）与所述连接板（22）之间设置有前端连杆机构（25）；

所述后端连杆机构（24）包括连杆A（241）、与所述连杆A（241）铰接的连杆B（242）、连杆C

（243）以及与所述连杆C（243）铰接的连杆D（244），所述连杆A（241）的一端与所述连杆B

（242）的一端分别设置不完全齿轮A（245）和不完全齿轮B（246），所述连杆A（241）的另一端

与所述连杆B（242）的另一端分别设置有通孔A和通孔B，所述不完全齿轮A（245）与所述支撑

板（21）连接，所述不完全齿轮B（246）与所述连接板（22）连接，所述通孔A和所述通孔B内设

置有铰接轴，所述连杆C（243）的一端与所述连杆D（244）的一端分别设置不完全齿轮C（247）

和不完全齿轮D（248），所述连杆C（243）的另一端与所述连杆D（244）的另一端分别设置有通

孔C和通孔D，所述不完全齿轮C（247）与所述支撑板（21）连接，所述不完全齿轮D（248）与所

述连接板（22）连接，所述通孔C和所述通孔D内设置有铰接轴，所述不完全齿轮A（245）与所

述不完全齿轮C（247）啮合，所述不完全齿轮B（246）与所述不完全齿轮D（248）啮合；

所述支撑板（21）上设置有轴孔和圆柱销，所述轴孔内设置有转轴，所述转轴穿过所述

支撑板（21），一端设置有所述不完全齿轮A（245），另一端通过联轴器与电机（26）连接，所述

圆柱销上设置有所述不完全齿轮C（24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训练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前端连杆机构（25）包括连杆E

（251）、与所述连杆E（251）铰接的连杆F（252）、连杆G（253）以及与所述连杆G（253）铰接的连

杆H（254），所述连杆E（251）的一端与所述连杆F（252）的一端分别设置不完全齿轮E（255）和

不完全齿轮F（256），所述连杆E（251）的另一端与所述连杆F（252）的另一端分别设置有通孔

E和通孔F，所述不完全齿轮E（255）与所述连接板（22）连接，所述不完全齿轮F（256）与所述

脚蹬板（23）连接，所述通孔E和所述通孔F内设置有铰接轴，所述连杆G（253）的一端与所述

连杆H（254）的一端分别设置不完全齿轮G（257）和不完全齿轮H（258），所述连杆G（253）的另

一端与所述连杆H（254）的另一端分别设置有通孔G和通孔H，所述不完全齿轮G（257）与所述

连接板（22）连接，所述不完全齿轮H（258）与所述脚蹬板（23）连接，所述通孔G和所述通孔H

内设置有铰接轴，所述不完全齿轮E（255）与所述不完全齿轮G（257）啮合，所述不完全齿轮F

（256）与所述不完全齿轮H（258）啮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训练仪，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在所述底架（1）中部的膝部

运动装置（3）；所述膝部运动装置（3）包括导轨（12）和设置在所述导轨（12）上的托板（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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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导轨（12）平行设置在所述底架（1）上，所述导轨（12）上设置有滑槽，所述托板（31）底部

设置有滑块，所述滑块设置在所述滑槽内，所述托板（31）设置在所述脚蹬板（23）前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训练仪，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调节装置（5）；所述调节装置（5）

设置在所述底架（1）一侧，所述调节装置（5）包括连接杆（51）、调节杆（52）、底座（53）以及设

置在所述底座（53）底部的承重底梁（54），所述底座（53）固定连接在所述承重底梁（54）上，

所述调节杆（52）一端与所述底座（53）铰接，另一端与所述连接杆（51）铰接，所述连接杆

（51）与所述底架（1）固定连接，所述连接杆（51）之间设置有横梁（511），所述横梁（511）与所

述承重底梁（54）之间设置有电动推杆（55）。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训练仪，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板（22）上设置有圆柱销，所述

圆柱销上分别设置有所述不完全齿轮B（246）、所述不完全齿轮E（255）、所述不完全齿轮D

（248）以及所述不完全齿轮G（257），所述不完全齿轮B（246）与所述不完全齿轮E（255）啮合，

所述不完全齿轮D（248）与所述不完全齿轮G（257）啮合。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训练仪，其特征在于，所述脚蹬板（23）上设置有圆柱销，所述

圆柱销上设置有所述不完全齿轮F（256）和所述不完全齿轮H（258）。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训练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导轨（12）两端设置有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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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心血管功能训练仪

[0001] 本案为分案申请，原申请的发明名称为：人的心血管返祖适应仪器，原申请的申请

日为：  2016-08-23，原申请的申请号为：201610705648.8。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心血管护理的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人体心血管功能训练仪。

背景技术

[0003] 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在所有灵长类动物中，均没有患高血压和心脏病的。主要原因

是灵长类动物爬行时改变了血液流动的方向，爬行时，血液流动方向上从心脏到大脑，几乎

与地平面成一条平行线，全身大部分的血液处于与心脏同一水平位置，爬行时其动静脉循

环更通畅，更充足，心血管无需付出很大的能量来满足身体各部分血液营养的需要，所以爬

行动物和四脚行走的哺乳动物，很少患心脑血管疾病。而人类却有很多心血管疾病患者，是

因为血液流动方向不合理，人体直立行走时，人体与地平面垂直，血液流动方向上从心脏到

大脑是垂直向上流动，由于要克服地球的引力，心血管消耗能量大，并且下肢的血液返回心

脏也比较困难。因此，人类易患心血管疾病。

[0004]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更注重身体健康问题，为了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

生，人们开始自觉地坚持进行爬行锻炼。然而，由于成人的下肢比上肢长，在室外做爬行时

动作很不雅观，因此需要爬行锻炼设备进行辅助。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已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人体心血管功能训练仪。

[0006] 人的心血管返祖适应仪器，包括底架、设置在所述底架后端的脚部运动装置、设置

在所述底架中部的膝部运动装置、设置在所述底架前端的手部运动装置以及设置在所述底

架底部的调节装置；

[0007] 所述脚部运动装置设置在所述底架后端的垫块上，所述脚部运动装置包括支撑

板、连接板和脚蹬板，所述连接板设置在所述支撑板和所述脚蹬板之间，所述支撑板和所述

连接板之间设置有后端连杆机构，所述脚蹬板与所述连接板之间设置有前端连杆机构；

[0008] 所述膝部运动装置包括导轨和设置在所述导轨上的托板，所述导轨平行设置在所

述底架上，所述导轨上设置有滑槽，所述托板底部设置有滑块，所述滑块设置在所述滑槽

内，所述托板设置在所述脚蹬板前端；

[0009] 所述手部运动装置包括底架、滑板以及连接架,所述底架包括底板，所述底板上设

置有支柱，所述支柱上端设置有斜板A，所述支柱侧面设置有支撑杆，所述滑板包括与所述

斜板A对应的斜板B以及设置在所述斜板B上端的立杆，所述连接架两端设置有套筒A和套筒

B，所述套筒A设置在所述立杆上，与所述立杆滑动连接，所述套筒B设置在所述支撑杆上，与

所述支撑杆滑动连接；

[0010] 所述调节装置设置在所述底架一侧，所述调节装置包括连接杆、调节杆、底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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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在所述底座底部的承重底梁，所述底座固定连接在所述承重底梁上，所述调节杆一端

与所述底座铰接，另一端与所述连接杆铰接，所述连接杆与所述底架固定连接，所述连接杆

之间设置有横梁，所述横梁与所述承重底梁之间设置有电动推杆。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后端连杆机构包括连杆A、与所述连杆A铰接的连杆B、连杆C以及与

所述连杆C铰接的连杆D，所述连杆A的一端与所述连杆B的一端设置不完全齿轮A和不完全

齿轮B，所述连杆A的另一端与所述连杆B的另一端设置有通孔A和通孔B，所述不完全齿轮A

与所述支撑板连接，所述不完全齿轮B与所述连接板连接，所述通孔A和所述通孔B内设置有

铰接轴，所述连杆C的一端与所述连杆D的一端设置不完全齿轮C和不完全齿轮D，所述连杆C

的另一端与所述连杆D的另一端设置有通孔C和通孔D，所述不完全齿轮C与所述支撑板连

接，所述不完全齿轮D与所述连接板连接，所述通孔C和所述通孔D内设置有铰接轴，所述不

完全齿轮A与所述不完全齿轮C啮合，所述不完全齿轮B与所述不完全齿轮D啮合。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前段连杆机构包括连杆E、与所述连杆E铰接的连杆F、连杆G以及与

所述连杆G铰接的连杆H，所述连杆E的一端与所述连杆F的一端设置不完全齿轮E和不完全

齿轮F，所述连杆E的另一端与所述连杆F的另一端设置有通孔E和通孔F，所述不完全齿轮E

与所述连接板连接，所述不完全齿轮F与所述脚蹬板连接，所述通孔E和所述通孔F内设置有

铰接轴，所述连杆G的一端与所述连杆H的一端设置不完全齿轮G和不完全齿轮H，所述连杆G

的另一端与所述连杆H的另一端设置有通孔G和通孔H，所述不完全齿轮G与所述连接板连

接，所述不完全齿轮H与所述脚蹬板连接，所述通孔G和所述通孔H内设置有铰接轴，所述不

完全齿轮E与所述不完全齿轮G啮合，所述不完全齿轮F与所述不完全齿轮H啮合。

[0013] 进一步的，所述连接板上设置有圆柱销，所述圆柱销上分别设置有所述不完全齿

轮B、所述不完全齿轮E、所述不完全齿轮D以及所述不完全齿轮G，所述不完全齿轮B与所述

不完全齿轮E啮合，所述不完全齿轮D与所述不完全齿轮G啮合。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支撑板上设置有轴孔和圆柱销，所述轴孔内设置有转轴，所述转轴

穿过所述支撑板，一端设置有所述不完全齿轮A，另一端通过联轴器与电机连接，所述圆柱

销上设置有所述不完全齿轮C。

[0015] 进一步的，所述脚蹬板上设置有圆柱销，所述圆柱销上设置有所述不完全齿轮F和

所述不完全齿轮H。

[0016] 进一步的，所述导轨两端设置有挡板。

[0017]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小腿与大腿呈垂直状态，膝盖跪立在托板前端，然后将小腿水

平放置在托板上，脚部通过绑带与脚蹬板连接，人体弯腰成弓形，使心脏与大脑在一条水平

线上，双手抓扶前端的手部运动装置，通过脚部运动装置施加的驱动力，驱动膝部运动和手

部运动，最终达到类似爬行锻炼的目的。

[0018] 通过试验，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在脚、手和膝盖这些部位增加装置，当迈

动双脚时，可以完成模仿爬行的动作，可以降低人体的重心，使心脑血管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线上，心脑血管的供血更加充足，能够使心脑血管得到更好的防护，本装置结构简单，占地

面积小，可以放置于室内，供任何人群使用，能够很好的帮助使用者完成爬行动作，既保护

了使用者的隐私，又达到了爬行锻炼健身的目的，在底架底部设置调节装置，可以使底架处

于倾斜的状态，为了能使心脏与大脑在一条水平线上，人体需要将臀部提高，这样能锻炼人

体脊柱，使身体更加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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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脚部运动装置、膝部运动装置和手部运动装置在底架上端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脚部运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手部运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其中，附图标记为：1、底架；11、垫块；12、导轨；2、脚部运动装置；21、支撑板；22、连

接板；23、脚蹬板；24、后端连杆机构；241、连杆A；242、连杆B；243、连杆C；244、连杆D；245、不

完全齿轮A；246、不完全齿轮B；247、不完全齿轮C；248、不完全齿轮D；25、前端连杆机构；

251、连杆E；252、连杆F；253、连杆G；254、连杆H；255、不完全齿轮E；256、不完全齿轮F；257、

不完全齿轮G；258、不完全齿轮H；26、电机；3、膝部运动装置；31、托板；4、手部运动装置；41、

底架；411、底板；412、支柱；413、斜板A；414、支撑杆；42、滑板；421、斜板B；422、立杆；43、连

接架；431、套筒A；432、套筒B；5、调节装置；51、连接杆；511、横梁；52、调节杆；53、底座；54、

承重底梁；55、电动推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针对人类有很多患心血管疾病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人体心血管功能训练

仪。

[0025] 参见图1-4，本发明是人体心血管功能训练仪，包括底架1、设置在底架1后端的脚

部运动装置2、设置在底架1中部的膝部运动装置3、设置在底架1前端的手部运动装置4以及

设置在底架1底部的调节装置5；

[0026] 脚部运动装置2设置在底架1后端的垫块11上，脚部运动装置2包括支撑板21、连接

板22和脚蹬板23，连接板22设置在支撑板21和所述脚蹬板23之间，支撑板21和连接板22之

间设置有后端连杆机构24，脚蹬板23与连接板22之间设置有前端连杆机构25；

[0027] 后端连杆机构24包括连杆A241、与连杆A241铰接的连杆B242、连杆C243以及与连

杆C243铰接的连杆D244，连杆A241的一端与连杆B242的一端设置不完全齿轮A245和不完全

齿轮B246，连杆A241的另一端与连杆B242的另一端设置有通孔A和通孔B，不完全齿轮A245

与支撑板21连接，不完全齿轮B246与连接板22连接，通孔A和通孔B内设置有铰接轴，连杆

C243的一端与连杆D244的一端设置不完全齿轮C247和不完全齿轮D248，连杆C243的另一端

与所述连杆D244的另一端设置有通孔C和通孔D，不完全齿轮C247与所述支撑板21连接，所

述不完全齿轮D248与连接板22连接，通孔C和通孔D内设置有铰接轴，不完全齿轮A245与不

完全齿轮C247啮合，不完全齿轮B246与不完全齿轮D248啮合。

[0028] 前段连杆机构25包括连杆E251、与连杆E251铰接的连杆F252、连杆G253以及与所

述连杆G253铰接的连杆H254，连杆E251的一端与连杆F252的一端设置不完全齿轮E255和不

完全齿轮F256，连杆E251的另一端与连杆F252的另一端设置有通孔E和通孔F，不完全齿轮

E255与所述连接板22连接，不完全齿轮F256与脚蹬板23连接，通孔E和所述通孔F内设置有

铰接轴，连杆G253的一端与所述连杆H254的一端设置不完全齿轮G257和不完全齿轮H258，

连杆G253的另一端与连杆H254的另一端设置有通孔G和通孔H，不完全齿轮G257与连接板22

连接，不完全齿轮H258与所述脚蹬板23连接，通孔G和通孔H内设置有铰接轴，不完全齿轮

E255与所述不完全齿轮G257啮合，不完全齿轮F256与不完全齿轮H258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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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连接板22上设置有圆柱销，圆柱销上分别设置有不完全齿轮B246、不完全齿轮

E255、不完全齿轮D248以及不完全齿轮G257，不完全齿轮B246与不完全齿轮E255啮合，不完

全齿轮D248与不完全齿轮G257啮合。

[0030] 支撑板21上设置有轴孔和圆柱销，所述轴孔内设置有转轴，所述转轴穿过所述支

撑板21，一端设置有不完全齿轮A245，另一端通过联轴器与电机26连接，圆柱销上设置有不

完全齿轮C247。

[0031] 脚蹬板23上设置有圆柱销，圆柱销上设置有不完全齿轮F256和不完全齿轮H258。

[0032] 脚部运动装置的工作原理：脚部运动装置采用齿轮连杆机制的工作方式，假如电

机26旋转带动不完全齿轮A245顺时针旋转，因为不完全齿轮A245与不完全齿轮247啮合，因

此不完全齿轮247逆时针旋转，相互铰接的连杆A241和连杆B242之间的夹角变大，相互铰接

的连杆C243和连杆D244之间的夹角也变大，进而推动连接板22往前运动，因为连接板22上

设置互相啮合的不完全齿轮B246、不完全齿轮D248、不完全齿轮E255以及不完全齿轮G，因

此相互铰接的连杆E251和连杆F252之间的夹角变大，同时互相铰接的连杆G253和连杆H254

之间的夹角变大，进而推动脚蹬板23往前直线运动；当电机26带动不完全齿轮A245逆时针

运动时，脚蹬板23呈直线后退运动。在底架1两端设置两组脚部运动装置，并且保持脚部运

动装置中的驱动电机运转方向相反，可以实现人体两只脚一前一后的进行运动。

[0033] 膝部运动装置3包括导轨12和设置在导轨12上的托板31，导轨12平行设置在底架1

上，导轨12上设置有滑槽，托板31底部设置有滑块，滑块设置在滑槽内，托板31设置在脚蹬

板23前端；

[0034] 导轨12两端设置有挡板。

[0035] 为了防止滑块脱离滑槽，在导轨两侧的滑槽处设立挡板，提高了运动的安全性。

[0036] 手部运动装置4包括底架41、滑板42以及连接架43,底架41包括底板411，底板411

上设置有支柱412，支柱412上端设置有斜板A413，支柱412侧面设置有支撑杆414，滑板42包

括与斜板A413对应的斜板B421以及设置在斜板B421上端的立杆422，连接架43两端设置有

套筒A431和套筒B432，套筒A431设置在立杆422上，与立杆422滑动连接，套筒B432设置在支

撑杆414上，与支撑杆414滑动连接。

[0037] 手部运动装置的工作原理，假设腿部运动装置给左脚一个驱动力的话，在驱动力

的作用下，左侧小腿部的托板在导轨上往底架前端运动，为了保持身体呈弓形，人体左手必

须同时往前运动，人手抓住立杆422，与立杆422连接的斜板B在斜板A上往前滑动，当左脚向

相反方向运动时，人手抓住立杆422往斜板A下方运动，最终达到手部爬行的目的。

[0038] 调节装置5设置在底架1一侧，调节装置5包括连接杆51、调节杆52、底座53以及设

置在底座53底部的承重底梁54，底座53固定连接在承重底梁54上，调节杆52一端与底座53

铰接，另一端与连接杆51铰接，连接杆51与底架1固定连接，连接杆51之间设置有横梁511，

横梁511与承重底梁54之间设置有电动推杆55。

[0039] 调节装置的工作原理，在底架1一侧设置该调节装置，因为调节杆52与连接杆51和

底座53铰接，调节电动推杆55，可以调节底架1的倾斜高度。

[004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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