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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手部功能评测器，属于

手外康复检测技术领域。其包括两点辨别觉测试

盘、基座、卷尺、触觉尼龙单丝、平尺和手指量角

器；所述两点辨别觉测试盘上设有基座；所述基

座底部设有卷尺，中部内置若干个触觉尼龙单

丝；所述基座上还集成有平尺和手指量角器；所

述两点辨别觉测试盘包括检测圆本体和均匀分

布于检测圆本体四周的若干个检测触点对；所述

触觉尼龙单丝包括检测头和尼龙丝。本实用新型

涉及的手部功能评测器涉及手功能评估箱中的6

件测量设备，基本集合了所有轻量化的检测仪

器，除了握力测试等依赖重型仪器检测的检测设

备之外，都可以通过本实用新型这种简单的结构

集成。本实用新型小巧、功能性强，方便携带，完

全能满足医护人员对手部功能的基本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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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手部功能评测器，其特征是：包括两点辨别觉测试盘（1）、基座（2）、卷尺（3）、触觉尼

龙单丝（4）、平尺（5）和手指量角器（6）；

所述两点辨别觉测试盘（1）上设有基座（2）；所述基座（2）底部设有卷尺（3），中部内置

若干个触觉尼龙单丝（4）；所述基座（2）上还集成有平尺（5）和手指量角器（6）；

所述两点辨别觉测试盘（1）包括检测圆本体（11）和均匀分布于检测圆本体（11）四周的

若干个检测触点对（12）；

所述触觉尼龙单丝（4）包括检测头（41）和尼龙丝（42）。

2.如权利要求1所述手部功能评测器，其特征是：所述基座（2）由一个圆弧面和一个平

面构成，其截面为弓形，对应的圆弧为优弧；所述基座（2）圆心与检测圆本体（11）的圆心一

致，圆弧形状与检测圆本体（11）的外边缘重合。

3.如权利要求2所述手部功能评测器，其特征是：所述基座（2）为中空基座，卷尺（3）固

定于基座（2）底部，卷尺（3）的标尺出口设置于基座（2）圆弧形外壁上。

4.如权利要求2所述手部功能评测器，其特征是：所述基座（2）内设有若干个与触觉尼

龙单丝（4）形状一致的置物孔，触觉尼龙单丝（4）分别设置于对应的置物孔中。

5.如权利要求4所述手部功能评测器，其特征是：所述尼龙丝（42）插入基座（2）的内部

空间，检测头（41）位于基座（2）圆弧形外壁一侧。

6.如权利要求4所述手部功能评测器，其特征是：所述触觉尼龙单丝（4）整个放入置物

孔中；检测头（41）通过弹簧与基座（2）内壁弹性连接，尼龙丝（42）外设有压盖，所述压盖与

检测头（41）接触，压盖端部设置于基座（2）外壁上，能够从基座（2）上取出。

7.如权利要求2所述手部功能评测器，其特征是：所述平尺（5）包括第一平尺（51）、第二

平尺（52）、连接件（53）；所述第一平尺（51）固定于基座（2）的平面上，连接件（53）与基座（2）

转动连接，第二平尺（52）与连接件（53）连接；所述第一平尺（51）的高度与基座（2）的高度一

致，第一平尺（51）与第二平尺（52）长度一致，第二平尺（52）高于第一平尺（51）。

8.如权利要求7所述手部功能评测器，其特征是：所述连接件（53）包括底板（531）、连接

板（532）、第一螺钉（533）、第二螺钉（534）和插销（535）；其中底板（531）通过第二螺钉（534）

定位在基座（2）顶部，第二螺钉（534）与底板（531）间隙配合；所述连接板（532）通过设置于

两侧的第一螺钉（533）与底板（531）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平尺（52）通过插销（535）与连接板

（532）转动连接。

9.如权利要求1所述手部功能评测器，其特征是：所述手指量角器（6）集成于基座（2）顶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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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功能评测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手部功能评测器，具体涉及一种用于手部康复程度检测的集

成评测器，属于手外康复检测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成功的手外科手术，无论是在术前还是术后，对于手功能的评定都是十分重要的，

通过评定，我们可以了解患者手部功能的基本情况，如人体形态评定；肌力评定（握力、捏力

和腕部力量等）；关节活动度评定（ROM）；运动灵活性、协调性及稳定性评定；感觉评定等等。

通过对手功能的评定，我们可以掌握和了解功能障碍的性质、范围和程度，以便更加合理的

确定手术方案（术前）及制定术后的康复方案，评价手术和康复效果，帮助判断预后等。

[0003] 手外康复，就是利用各种功能评定设备，结合各种训练和治疗设备，最大限度地克

服由于各种损伤、疾病甚至手术造成的功能障碍，恢复患者手部（上肢）的功能，让患者正常

回归社会，回归生活。很多医院目前的手外科都归在骨科，没有专门的手（足）外科，在成功

给患者实施手术后，没有积极进行功能评定和康复，有的则是将患者转至康复科或进行简

单理疗（超短波等），甚至让患者自行康复。殊不知，再完美的手外科手术，若没有进行及时

的评定和康复（训练及治疗），整体手术效果将大打折扣，甚至造成患者手功能永久性损伤。

[0004] 手功能评估箱是进行手基本功能评估的一种工具组合，一般分为三件套（握力、捏

力和手指小关节活动度），功能更全的有七件套、八件套。目前，国际主流的手功能评估箱品

牌众多，有美国的Jamar、老佛爷、韩国的新韩（SAEHAN）等。从上世纪六十年代Jamar握力计

面市以来，在过去50多年的时间里，Jamar品牌的握力计一直是世界握力计市场的领导者和

创新者，以其测试的精准性和耐用性赢得了世界上百万专业用户的信赖，被美国美国手治

疗师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Hand  Therapists，ASHT）推荐为握力测试的标准工具，被

誉为握力测试的“黄金标准”。

[0005] 功能齐全的手功能评估箱一般包括握力计1个（有液压握力计、数码握力计和可与

iPad无线连接的智慧型数码握力计之分），用于手功能握力的评定；捏力计1个（分液压型和

机械型），用于捏力的评定，当然，可进行Tip  Pinch,  KeyPinch和Palmer  Pinch等多种捏力

测试；测量卷尺1个，主要用于长度和周径测量；手指量角器1个，用于手指等小关节活动度

的测量（指关节的DIP、PIP和MP以及拇指关节的IP、MP和CMP等）；触觉尼龙单丝1组，含5个，

主要用于手部触压觉的评定；两点辨别觉测试盘1组，含两个，主要用于两点辨别觉的评定；

手指周径测量尺1个，测量手指周径（围长）；塑料量角器1个，用于测量上肢肢体活动度；最

后包括便携箱1个，增强便携移动性能，还有说明书等。

[0006] 上述手功能评估箱的检测设备都是分开设置的，检测的时候需要携带整体检测

箱，如果将上述检测设备随身携带，由于其体积小，重量轻，数量多，又很容易丢失。

发明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上述不足之处，提供一种集成了若干功能，便携的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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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评测器，其可以随身携带，方便医护人员使用。

[0008]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手部功能评测器，包括两点辨别觉测试盘、基座、卷尺、触

觉尼龙单丝、平尺和手指量角器；

[0009] 所述两点辨别觉测试盘上设有基座；所述基座底部设有卷尺，中部内置若干个触

觉尼龙单丝；所述基座上还集成有平尺和手指量角器；

[0010] 所述两点辨别觉测试盘包括检测圆本体和均匀分布于检测圆本体四周的若干个

检测触点对；

[0011] 所述触觉尼龙单丝包括检测头和尼龙丝。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基座由一个圆弧面和一个平面构成，其截面为弓形，对应的圆弧为

优弧；所述基座圆心与检测圆本体的圆心一致，圆弧形状与检测圆本体的外边缘重合。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基座为中空基座，卷尺固定于基座底部，卷尺的标尺出口设置于基

座圆弧形外壁上。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基座内设有若干个与触觉尼龙单丝形状一致的置物孔，触觉尼龙

单丝分别设置于对应的置物孔中。

[001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尼龙丝插入基座的内部空间，检测头位于

基座圆弧形外壁一侧。

[001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实施方式，所述触觉尼龙单丝整个放入置物孔中；检测

头通过弹簧与基座内壁弹性连接，尼龙丝外设有压盖，所述压盖与检测头接触，压盖端部设

置于基座外壁上，能够从基座上取出。

[0017] 进一步的，所述平尺包括第一平尺、第二平尺、连接件；所述第一平尺固定于基座

的平面上，连接件与基座转动连接，第二平尺与连接件连接；所述第一平尺的高度与基座的

高度一致，第一平尺与第二平尺长度一致，第二平尺高于第一平尺。

[0018] 进一步的，所述连接件包括底板、连接板、第一螺钉、第二螺钉和插销；其中底板通

过第二螺钉定位在基座顶部，第二螺钉与底板间隙配合；所述连接板通过设置于两侧的第

一螺钉与底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平尺通过插销与连接板转动连接。

[0019] 进一步的，所述手指量角器集成于基座顶部。

[002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涉及的手部功能评测器涉及手功能评估箱中

的6件测量设备，基本集合了所有轻量化的检测仪器，除了握力测试等依赖重型仪器检测的

检测设备之外，都可以通过本实用新型这种简单的结构集成。本实用新型小巧、功能性强，

方便携带，完全能满足医护人员对手部功能的基本检测。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实用新型立体结构示意图1。

[0022] 图2是本实用新型立体结构示意图2。

[0023] 附图标记说明：1、两点辨别觉测试盘；11、检测圆本体；12、检测触点对；2、基座；3、

卷尺；4、触觉尼龙单丝；41、检测头；42、尼龙丝；5、平尺；51、第一平尺；52、第二平尺；53、连

接件；531、底板；532、连接板；533、第一螺钉；534、第二螺钉；535、插销；6、手指量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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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实施例1

[0025] 如图1-2所示，手部功能评测器，包括两点辨别觉测试盘1、基座2、卷尺3、触觉尼龙

单丝4、平尺5和手指量角器6；

[0026] 所述两点辨别觉测试盘1上设有基座2；所述基座2底部设有卷尺3，中部内置若干

个触觉尼龙单丝4；所述基座2上还集成有平尺5和手指量角器6；

[0027] 所述两点辨别觉测试盘1包括检测圆本体11和均匀分布于检测圆本体11四周的若

干个检测触点对12；

[0028] 所述触觉尼龙单丝4包括检测头41和尼龙丝42。

[0029] 所述触觉尼龙单丝4为一组，每个触觉尼龙单丝4对应的尼龙丝重量为不同的标准

重量，检测头41上印刷有对应的重量。

[0030] 所述基座2由一个圆弧面和一个平面构成，其截面为弓形，对应的圆弧为优弧；所

述基座2圆心与检测圆本体11的圆心一致，圆弧形状与检测圆本体11的外边缘重合。

[0031] 所述基座2为中空基座，卷尺3固定于基座2底部，卷尺3的标尺出口设置于基座2圆

弧形外壁上。

[0032] 所述基座2内设有若干个与触觉尼龙单丝4形状一致的置物孔，触觉尼龙单丝4分

别设置于对应的置物孔中。

[0033] 所述尼龙丝42插入基座2的内部空间，检测头41位于基座2圆弧形外壁一侧。

[0034] 所述平尺5包括第一平尺51、第二平尺52、连接件53；所述第一平尺51固定于基座2

的平面上，连接件53与基座2转动连接，第二平尺52与连接件53连接；所述第一平尺51的高

度与基座2的高度一致，第一平尺51与第二平尺52长度一致，第二平尺52高于第一平尺51。

[0035] 所述连接件53包括底板531、连接板532、第一螺钉533、第二螺钉534和插销535；其

中底板531通过第二螺钉534定位在基座2顶部，第二螺钉534与底板531间隙配合；所述连接

板532通过设置于两侧的第一螺钉533与底板531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平尺52通过插销535与

连接板532转动连接。

[0036] 所述底板531上设有螺孔，第二螺钉534通过底板531上的螺孔固定于基座2表面带

有螺纹的沉孔中。所述底板531上螺孔对应位置处设有凸台，底板531通过凸台与基座2上的

沉孔配合连接。

[0037] 所述手指量角器6集成于基座2顶部。

[0038] 本实用新型工作时，通过位于最底部的两点辨别觉测试盘1进行两点辨别觉测试，

通过卷尺3进行手指周径或其他必要的长度测试；取出设置于基座2内部的对应重量的触觉

尼龙单丝4，进行触觉检测。

[0039] 进行手指弯曲度检测时，首先将第二平尺52向上翻转，使其与第一平尺51处于同

一个平面，患者将手部弯曲，手指背部紧靠第一平尺51的平面，手背处自然与第一平尺51的

平面悬空；随后转动第二平尺52，带动连接件53以第二螺钉534为轴同时转动，直到第二平

尺52的表面与患者手背部贴合；此时，第一平尺51表面与患者手指贴合，第二平尺52表面与

患者手背部贴合，最后，读取第二平尺52在手指量角器6上所指示的检测数值即可。

[0040] 实施例2

[0041] 其他结构同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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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所述触觉尼龙单丝4整个放入基座2的置物孔中；检测头41通过弹簧与基座2内壁

弹性连接，尼龙丝42外设有压盖，所述压盖与检测头41接触，压盖端部设置于基座2外壁上，

通过螺纹与基座2外壁配合连接。

[0043] 工作时，宣传对应重量的触觉尼龙单丝4的压盖，触觉尼龙单丝4即通过弹簧从置

物孔中弹出。此时检测头41仍位于基座2的置物孔内部，尼龙丝42则伸出基座2，进行检测。

[0044] 本实用新型克服了现有的手功能评估箱散件多，携带困难，重量沉的缺陷，提供了

一种集成多种检测功能的设备，其携带方便，成本低廉，能够实现大部分手功能检测，具有

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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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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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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