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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功能康复训练椅，包括

位于底部的后支撑架，前支撑架，六个万向载轮，

转动支撑机构，座板机构，背板机构，竖直立杆，

桌板，护膝装置和护胸装置，所述的前支撑架固

定设置在所述的后支撑架上，所述的竖直立杆可

拆卸地与所述的前支撑架固定连接，所述的桌板

固定设置在所述的竖直立杆上，所述的转动机构

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后支撑架上，所述的座板

机构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转动机构上，所述的

背板机构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座板机构上。本

发明的一种多功能康复训练椅，可安全稳定地实

现坐位平衡和站立平衡训练等多种功能，能够协

助患者完成各个关节部位的康复训练，提高患者

的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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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康复训练椅，其特征在于，包括位于底部的后支撑架，前支撑架，六个万

向载轮，转动支撑机构，座板机构，背板机构，竖直立杆，桌板，护膝装置和护胸装置，所述的

前支撑架固定设置在所述的后支撑架上，所述的竖直立杆可拆卸地与所述的前支撑架固定

连接，所述的桌板固定设置在所述的竖直立杆上，所述的转动支撑机构可转动地设置在所

述的后支撑架上，所述的座板机构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转动支撑机构上，所述的背板机

构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座板机构上，所述的前支撑架前方和所述的后支撑架上固定设置

有四个防撞橡胶圈，所述的万向载轮固定设置在所述的前支撑架和所述的后支撑架底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康复训练椅，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前支撑架包括L型支撑

板，T型支撑架和两个支撑管，所述的T型支撑架固定设置在所述的L型支撑板上，所述的支

撑管包括横向连接管和L型外管，所述的横向连接管固定设置在所述的L型支撑板上，所述

的L型外管可滑动地套接在所述的横向连接管上，所述的横向连接管上等距设置有多个螺

纹孔，所述的L型外管上设置有第一锁紧螺钉。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功能康复训练椅，其特征在于，所述的T型支撑架包括纵向连

接管，T型管，两个L型外管，所述的纵向连接管固定设置在所述的L型支撑板上，所述的T型

管可滑动地套接在所述的纵向连接管上，所述的两个L型外管可滑动地套接在所述的T型管

上，所述的纵向连接管上等距设置有多个螺纹孔，所述的T型管上设置有第二锁紧螺钉和多

个螺纹孔，所述的两个L型外管上设置有第三锁紧螺钉。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康复训练椅，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转动支撑机构包括转动

支撑架，电动推杆，两个腿部支撑板和两个凹形脚踏板，所述的转动支撑架可转动的设置在

所述的后支撑架上，所述的电动推杆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前支撑架和所述的转动支撑架

上，所述的两个腿部支撑板固定设置在所述的转动支撑架上，所述的两个腿部支撑板上固

定设置有腿部绑带，所述的两个凹形脚踏板固定设置在所述的转动支撑架上，所述的两个

凹形脚踏板上固定设置有脚部绑带。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康复训练椅，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座板机构包括座板，矩

形连杆，连架杆，两个扶手架和电动推杆，所述的座板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转动支撑架

上，所述的座板上固定设置有腰部绑带，所述的矩形连杆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座板上，所

述的两个扶手架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矩形连杆上，所述的连架杆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

转动支撑架和所述的矩形连杆上，所述的电动推杆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座板和所述的转

动支撑机构上。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康复训练椅，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背板机构包括靠背，保

护架，保护架转轴和电动推杆，所述的靠背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座板上，所述的保护架转

轴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靠背上，所述的保护架转轴上设置有平面，所述的保护架可转动

地设置在所述的保护架转轴上，所述的保护架转轴上设置有第四锁紧螺钉，所述的电动推

杆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靠背和所述的座板机构上。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康复训练椅，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竖直立杆包括竖直管和

桌板支撑架，所述的竖直管可拆卸地与前支撑架固定连接，所述的桌板支撑架可滑动地插

接在所述的竖直管内，所述的桌板支撑架上等距设置有多个螺纹孔，所述的竖直管上设置

有第五锁紧螺钉。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康复训练椅，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护膝装置可滑动地套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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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述的竖直立杆上，所述的竖直立杆上等距设置有多个螺纹孔，所述的护膝装置上设置

有第六锁紧螺钉，所述的护膝装置包括护膝板安装架和两个护膝板，所述的护膝板可滑动

地套接在所述的护膝板安装架上，所述的护膝板安装架上等距设置有多个螺纹孔，所述的

护膝板上设置有第七锁紧螺钉。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康复训练椅，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护胸装置固定设置在所

述的桌板和所述的竖直立杆上，所述的护胸装置包括护胸板连接块和护胸板，所述的护胸

板可滑动地套接在所述的护胸板连接块上，所述的护胸板连接块上等距设置有多个螺纹

孔，所述的护胸板上设置有第八锁紧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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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康复训练椅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康复器械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多功能康复训练椅。

背景技术

[0002] 调查显示，糖尿病和高血压等慢性疾病发病率逐年升高，由此引起的脑血  管意

外、脑卒中和脑梗死也不断攀升，导致偏瘫患者越来越多。研究显示，早  期介入全面的康复

护理可有效提高脑血管意外、脑卒中和脑梗死偏瘫患者的肢  体活动能力，通过早期肢体功

能康复训练可大大减少肌肉萎缩、关节萎缩、畸  形足下垂或内翻等继发障碍，为恢复期康

复创造良好条件，逐渐恢复患者丧失 的肢体功能，从而提高患者的各种自理能力。

[0003] 目前现有的康复训练器只能够针对某一个关节或部位进行康复训练，一个  训练

器只能完成一个动作，功能比较单一，而且可调节范围有限，不具有广泛 的适用性，有的康

复训练椅安全性和稳定性还比较差，患者可能在训练过程中  发生意外，所以有必要开发一

种具有坐位训练，站立训练等功能，安全稳定，  使用范围较广的康复训练椅。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缺陷，而提供一种多功能康复  训练

椅。

[0005] 为实现本发明的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多功能康复训练椅，其特征在于，包括位于底部的后支撑架，前支撑  架，六个

万向载轮，转动支撑机构，座板机构，背板机构，竖直立杆，桌板，  护膝装置和护胸装置，所

述的前支撑架固定设置在所述的后支撑架上，所述的  竖直立杆可拆卸地与所述的前支撑

架固定连接，所述的桌板固定设置在所述的  竖直立杆上，所述的转动支撑机构可转动地设

置在所述的后支撑架上，所述的  座板机构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转动支撑机构上，所述的

背板机构可转动地设  置在所述的座板机构上，所述的前支撑架前方和所述的后支撑架上

固定设置有  四个防撞橡胶圈，所述的万向载轮固定设置在所述的前支撑架和所述的后支

撑  架底部。

[0007] 所述的前支撑架包括L型支撑板，T型支撑架和两个支撑管，所述的T型支  撑架固

定设置在所述的L型支撑板上，所述的支撑管包括横向连接管和L型外  管，所述的横向连接

管固定设置在所述的L型支撑板上，所述的L型外管可滑  动地套接在所述的横向连接管上，

所述的横向连接管上等距设置有多个螺纹孔， 所述的L型外管上设置有第一锁紧螺钉。

[0008] 所述的T型支撑架包括纵向连接管，T型管，两个L型外管，所述的纵向连  接管固定

设置在所述的L型支撑板上，所述的T型管可滑动地套接在所述的纵 向连接管上，所述的两

个L型外管可滑动地套接在所述的T型管上，所述的纵 向连接管上等距设置有多个螺纹孔，

所述的T型管上设置有第二锁紧螺钉和多  个螺纹孔，所述的两个L型外管上设置有第三锁

紧螺钉。

[0009] 所述的转动支撑机构包括转动支撑架，电动推杆，两个腿部支撑板和两个  凹形脚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10327597 A

4



踏板，所述的转动支撑架可转动的设置在所述的后支撑架上，所述的电  动推杆可转动地设

置在所述的前支撑架和所述的转动支撑架上，所述的两个腿  部支撑板固定设置在所述的

转动支撑架上，所述的两个腿部支撑板上固定设置  有腿部绑带，所述的两个凹形脚踏板固

定设置在所述的转动支撑架上，所述的  两个凹形脚踏板上固定设置有脚部绑带。

[0010] 所述的座板机构包括座板，矩形连杆，连架杆，两个扶手架和电动推杆，  所述的座

板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转动支撑架上，所述的座板上固定设置有腰  部绑带，所述的矩形

连杆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座板上，所述的两个扶手架可  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矩形连杆

上，所述的连架杆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转动支  撑架和所述的矩形连杆上，所述的电动推

杆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座板和所述 的转动支撑机构上。

[0011] 所述的背板机构包括靠背，保护架，保护架转轴和电动推杆，所述的靠背  可转动

地设置在所述的座板上，所述的保护架转轴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靠背  上，所述的保护架

转轴上设置有平面，所述的保护架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保  护架转轴上，所述的保护架转

轴上设置有第四锁紧螺钉，所述的电动推杆可转  动地设置在所述的靠背和所述的座板机

构上。

[0012] 所述的竖直立杆包括竖直管和桌板支撑架，所述的竖直管可拆卸地与前支  撑架

固定连接，所述的桌板支撑架可滑动地插接在所述的竖直管内，所述的桌  板支撑架上等距

设置有多个螺纹孔，所述的竖直管上设置有第五锁紧螺钉。

[0013] 所述的护膝装置可滑动地套接在所述的竖直立杆上，所述的竖直立杆上等  距设

置有多个螺纹孔，所述的护膝装置上设置有第六锁紧螺钉，所述的护膝装  置包括护膝板安

装架和两个护膝板，所述的护膝板可滑动地套接在所述的护膝  板安装架上，所述的护膝板

安装架上等距设置有多个螺纹孔，所述的护膝板上 设置有第七锁紧螺钉。

[0014] 所述的护胸装置固定设置在所述的桌板和所述的竖直立杆上，所述的护胸  装置

包括护胸板连接块和护胸板，所述的护胸板可滑动地套接在所述的护胸板  连接块上，所述

的护胸板连接块上等距设置有多个螺纹孔，所述的护胸板上设  置有第八锁紧螺钉。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6] 本发明的多功能康复训练椅，可协助患者完成坐起训练、坐位保持及平衡  训练、

坐位持久性耐力训练、起立训练和站立平衡训练。转动机构，座板机构 以及背板机构的配

合设计可实现患者坐姿、站姿和卧姿不同姿态之间的转换，  帮助患者实现肢体康复训练。

同时，腰部绑带、腿部绑带和凹形脚踏板和防撞  橡胶圈的设置提高了训练椅的安全性，前

后支撑架为康复训练椅提供了良好的  稳定性，护膝装置，护胸装置以及软性包覆材料可提

高患者在使用时的舒适性，  竖直立柱和保护架的可拆卸设计提高了训练椅的功能性。此

外，本发明的训练  椅还具有良好的调节性，可通过调节T型支撑架的长度以及竖直立杆的

高度来  适应不同体型和不同身高的患者使用，增加了康复训练椅的使用范围。因此，  本发

明的多功能康复训练椅能够帮助患者便捷、安全、稳定地完成各种康复训 练。

附图说明

[0017] 图1所示为本发明的多功能康复训练椅的前侧视图；

[0018] 图2所示为多功能康复训练椅坐姿侧视图；

[0019] 图3所示为多功能康复训练椅站姿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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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图4所示为多功能康复训练椅卧姿侧视图；

[0021] 图5所示为多功能康复训练椅扶手架调节态；

[0022] 图6所示为多功能康复训练椅转移态；

[0023] 图7所示为前支撑架设置示意图；

[0024] 图8所示为护胸装置设置示意图；

[0025] 图9所示为护膝装置设置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  所描述

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7] 如图1，2，和3所示，本发明的一种多功能康复训练椅包括位于底部的后  支撑架1，

前支撑架2，六个万向载轮，转动支撑机构3，座板机构4，背板机  构5，竖直立杆6，桌板7，护

膝装置8和护胸装置9，所述的前支撑架2固定  设置在所述的后支撑架1上，所述的竖直立杆

6可拆卸地与所述的前支撑架2 固定连接，所述的桌板7固定设置在所述的竖直立杆6上，所

述的转动支撑机  构3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后支撑架1上，所述的座板机构4可转动地设置

在  所述的转动支撑机构3上，所述的背板机构5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座板机构4  上，所述

的前支撑架2前方和所述的后支撑架1上固定设置有四个防撞橡胶圈，  所述的万向载轮固

定设置在所述的前支撑架2和所述的后支撑架1底部。所述 的转动支撑机构3中设置有电动

推杆32，所述的座板机构4中设置有电动推杆  44，所述的背板机构5中设置有电动推杆52，

通过驱动电动推杆32、44和52 的升降来调节转动支撑机构3，座板机构4和背板机构5的不

同姿态，例如坐姿、  站姿以及卧姿，从而帮助患者实现不同关节，不同部位的康复训练，患

者可通  过康复训练椅实现坐位保持及平衡训练、坐位持久性耐力训练、坐起训练、起  立训

练和站立平衡训练等。

[0028] 具体而言，如图1、2和图3所示，当肢体康复训练椅处于坐姿状态时，患  者可进行

坐位保持及平衡训练，坐位持久性耐力训练。首先护士搀扶患者由床  上移动至康复训练椅

上，所述的靠背51呈竖直状态，使患者上身保持竖直，将  患者双足放入所述的凹形脚踏板

34中，扣紧所述的腿部绑带331以及腰部绑带  441，患者的双手可放在所述的扶手架45上，

使两侧肢体对称，完成坐位保持  及平衡训练。当患者能够保持坐位平衡后，可进行坐位持

久性耐力训练。

[0029] 进一步地，当患者上身处于瘫痪状态时，为了保证患者在训练过程中上身  保持固

定，如图2所示，所述的靠背51上可转动地设置有所述的保护架53，当  患者在训练时，可将

保护架53转动到图1位置，通过紧定螺钉固定，从而保证  患者在训练过程中上身固定不动，

同时也能够增加安全性。当患者上身处于健  康状态时，可将所述的保护架53拆卸。

[0030] 进一步地，为了提高安全性和稳定性，如图4和7所示，在所述的L型支  撑板21上固

定设置有支撑管22，所述的支撑管22包括横向连接管221和L型  外管222，所述的L型外管

222可滑动地套接在所述的横向连接管221上，所述 的横向连接管221上等距设置有多个螺

纹孔，并采用第一锁紧螺钉固定，所述 的T型支撑架23包括纵向连接管231，T型管232和两

个L型外管233，所述的  两个L型外管233可滑动地套接在所述的T型管232上，所述的T型管

232上  等距设置有多个螺纹孔，所述的L型外管233上设置有第三锁紧螺钉，可通过  锁紧螺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10327597 A

6



钉配合不同的螺纹孔来增加支撑管和T型支撑架的宽度，从而增加前支  撑架2的宽度，同

时，为了防止康复训练椅在移动过程中发生刚性碰撞造成患  者损伤，在所述的前支撑架2

前方和后支撑架1上设置有防撞橡胶圈，从而增  加康复训练椅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0031] 进一步地，为了提高康复训练椅的适用性，如图4和7所示，所述的纵向  连接管231

固定设置在所述的L型支撑板21上，所述的T型管232可滑动地套  接在所述的纵行连接管

231上，所述的纵向连接管231上等距设置有多个螺纹  孔，所述的T型管232上设置有第二锁

紧螺钉，可通过锁紧螺钉配合不同的螺  纹孔来增加T型支撑架23的长度，从而能够适应不

同体型的人使用。

[0032] 当患者完成坐位保持及平衡训练后，可进行坐起训练。如图1、2和4所示，  将肢体

康复训练椅调节至卧姿状态，使患者平躺在肢体康复训练椅上，驱动所  述的电动推杆33，

44和52，从而改变转动支撑机构3，座板机构4和背板机构  5的姿态，将训练椅从卧姿调节至

坐姿状态，在训练椅从卧姿向坐姿的转变过程 中，患者身体姿态被动跟随训练椅的姿态而

变化，使得患者各关节，各部位被  动运动，有效完成坐起训练。

[0033] 当肢体康复训练椅处于站姿状态时，患者可进行站立平衡训练。如图1、2、  3和8所

示，所述的靠背51以及座板41处于竖直状态，使患者站立，通过腰部  绑带441，腿部绑带331

和保护架53将患者固定，进行站立平衡训练。

[0034] 进一步地，为了保证患者安全性，如图1和8所示，在所述的竖直立杆6  上方固定设

置有护胸装置9，所述的护胸装置9包括护胸板91，第八锁紧螺钉  92和护胸板连接块93，所

述的护胸板91可滑动地套接在所述的护胸板连接块  93上，护士可通过拧开第八锁紧螺钉

92将护胸板调节至前后不同位置来适应不 同体型的患者。此外为了满足不同身高患者的

使用，如图1和4所示，所述的  竖直立杆6包括桌板支撑架61，竖直管62和第六锁紧螺钉63，

所述的桌板支  撑架61和所述的竖直管62采用内外管套接的形式，用第六锁紧螺钉63固定， 

护士可通过第六锁紧螺钉63配合不同的螺纹孔来调节竖直立杆6的高度，从而  将护胸装置

9调节至不同的高度以适应不同身高患者的需求。

[0035] 当患者完成坐位平衡训练以及站立平衡训练后，可进行起立训练。如图1、  2和3所

示，将康复训练椅调节至转坐姿状态，将患者脚，腿部，腰部以及肩部  固定，患者的手可放

在扶手架45上，驱动所述的电动推杆44和52将训练椅调  节至站姿状态，使患者完成起立被

动训练。

[0036] 进一步地，如图3所示，为了保证患者在起立过程中扶手架45始终保持水  平状态，

所述的转支撑动架31，矩形连杆42，连架杆43和座板41构成平行四  边形，所述的扶手架45

固定设置在所述的矩形连杆42上，当电动推杆44推动  座板41转动时，所述的矩形连杆42保

持姿态固定，从而使得在起立过程中扶  手架45始终保持水平，更好的适应患者进行训练。

[0037] 进一步地，为了保证患者在起立过程中膝部受力，如图1和9所示，所述  的护膝装

置8可滑动地套接在所述的竖直立杆6上，所述的竖直立杆6上等距  设置有多个螺纹孔，所

述的护膝装置8上设置有第六锁紧螺钉84，可通过锁紧  螺钉配合不同的螺纹孔来调节护膝

装置的高度，从而适应不同身高的人群。同  时，所述的护膝装置8包括护膝板安装架81，护

膝板82和第七锁紧螺钉83，  所述的护膝板82可滑动地套接在所述的护膝板安装架81上，所

述的护膝板安  装架81上等距设置有多个螺纹孔，所述的护膝板82上设置有第七锁紧螺钉

83， 可通过锁紧螺钉配合不同的螺纹孔来调节护膝装置8的长度，增加适用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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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进一步地，为了增加训练椅的功能性，如图1所示，所述的竖直立杆6上  固定设置

有桌板7，能够帮助患者更好地完成康复训练。进一步地，所述的竖直  立杆6为可拆卸设计，

将竖直立杆拆卸后，可将康复训练椅当作转移椅使用。  进一步地，如图2，3和图5所示，所述

的扶手架451和453可转动地设置在所  述的矩形连杆42上，并通过定位螺钉452固定，转动

扶手架451和453可方便  患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转移，增加了康复训练椅的功能。同时，为了

提高康复训 练椅的舒适性，在所述的保护架53，靠背51，座板41和腿部支撑板33上包覆  有

软性材料，如海绵等。

[0039]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多功能康复训练椅，可协助患者完成坐起训练、坐位  保持及

平衡训练、坐位持久性耐力训练、起立训练和站立平衡训练。转动机构，  座板机构以及背板

机构的配合设计可实现患者坐姿、站姿和卧姿不同姿态之间 的转换，帮助患者实现肢体康

复训练。同时，腰部绑带、腿部绑带和凹形脚踏  板和防撞橡胶圈的设置提高了训练椅的安

全性，前后支撑架为康复训练椅提供  了良好的稳定性，护膝装置，护胸装置以及软性包覆

材料可提高患者在使用时 的舒适性，竖直立柱和保护架的可拆卸设计提高了训练椅的功

能性。此外，本  发明的训练椅还具有良好的调节性，可通过调节T型支撑架的长度以及竖直

立  杆的高度来适应不同体型和不同身高的患者使用，增加了康复训练椅的使用范  围。因

此，本发明的多功能康复训练椅能够帮助患者便捷、安全、稳定地完成 各种康复训练。

[0040]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技术领域的  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  饰，这些改进和润

饰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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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3/8 页

11

CN 110327597 A

11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8 页

12

CN 110327597 A

12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8 页

13

CN 110327597 A

13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6/8 页

14

CN 110327597 A

14



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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