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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家居双侧反向运动上肢康复训练器

(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一种家居双侧反向运动上肢康

复训练器，包括立柱、左、右侧上肢机构，左、右上

肢机构左右对称设置，右侧上肢机构包括右手柄

杆，右手柄杆通过平行四连杆机构驱动曲柄滑块

机构，曲柄滑块机构中的滑块与立柱滑动连接，

曲柄滑块机构中的滑块沿着左右方向水平设置

有右水平槽，右水平槽内滑动安装右棘爪轴，右

棘爪轴上转动安装右棘爪，右棘爪轴固定在中间

摆杆右端，中间摆杆转动安装在支撑轴上，支撑

轴固定在立柱上，右棘爪与棘齿条上的棘齿啮

合，棘齿条与立柱沿着上下方向滑动连接，实现

左、右侧上肢机构反向运动以及通过摆动杆实现

棘齿条持续上升，提高了使用者的训练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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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家居双侧反向运动上肢康复训练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右侧上肢机构(2)、底座

(3)、棘齿条升降机构(4)、左侧上肢机构(5)，所述的底座(3)呈左右对称的结构，所述的右

侧上肢机构(2)与左侧上肢机构(5)关于底座(3)的左右对称面左右对称设置；

所述的右侧上肢机构(2)包括右手柄杆(201)、右连杆(205)、右L形杆(209)、右驱动杆

(211)、右摆动杆(212)、右升降杆(213)、右连接板(214)，所述的右手柄杆(201)的下部与右

连杆(205)的后端铰接，右手柄杆(201)的下端与底座(3)铰接，所述的右L形杆(209)呈L形，

右L形杆(209)的L形一边沿着竖直方向设置，右L形杆(209)的L形另一边向后侧伸出，右连

杆(205)的前端与右L形杆(209)的L形一边端部铰接，右L形杆(209)的L形转角处与底座(3)

铰接，右L形杆(209)的L形另一边端部与右摆动杆(212)的一端铰接，右摆动杆(212)的另一

端固定右驱动杆(211)，右驱动杆(211)转动安装在右升降杆(213)的下端，右连接板(214)

呈L形，右连接板(214)的L形一边与立柱(401)沿着上下方向滑动连接，所述的右连接板

(214)的L形另一边向右侧伸出，右连接板(214)的L形另一边开设有沿着左右方向水平设置

的右水平槽(2141)；

所述的棘齿条升降机构(4)包括立柱(401)、棘齿条(402)、中间摆杆(405)、支撑轴

(406)、右棘爪(407)、右棘爪轴(408)，所述的立柱(401)沿着竖直方向设置，立柱(401)的下

端固定在底座(3)上，所述的棘齿条(402)与立柱(401)的后侧沿着上下方向滑动连接，棘齿

条(402)中间位置设置有沿着上下前后贯穿的导向槽(4021)，支撑轴(406)前端固定在立柱

(401)上，支撑轴(406)向后穿过导向槽(4021)后，转动安装中间摆杆(405)的中部，中间摆

杆(405)的右端固定右棘爪轴(408)的后端，右棘爪轴(408)的中部转动安装右棘爪(407)的

下端，所述的棘齿条(402)的左、右端设置有沿着上下方向排列的若干个棘齿，右棘爪(407)

上端与棘齿条(402)的右侧棘齿啮合，所述的右棘爪轴(408)的前端在右水平槽(2141)滑

动，右棘爪(407)、右棘爪轴(408)关于底座(3)的左右对称面对称设置左棘爪、左棘爪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居双侧反向运动上肢康复训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棘齿

条(402)的左、右端设置的上下方向排列的棘齿沿着棘齿条(402)从上至下棘齿间距逐渐增

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居双侧反向运动上肢康复训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右连

杆(205)中间为可断开或可固定连接的结构，所述的右连杆(205)包括后侧连杆(2051)、前

侧连杆(2052)、滑动块(2054)、蝶形螺栓(2055)，所述的后侧连杆(2051)后端与右手柄杆

(201)的下部铰接，后侧连杆(2051)的前端左侧设置有向前伸出的滑动块(2054)，所述的前

侧连杆(2052)的前端与右L形杆(209)的L形一边的端部铰接，所述的前侧连杆(2052)的后

端右侧设置有滑槽(2053)，滑动块(2054)与滑槽(2053)沿着前后方向滑动连接，所述的滑

动块(2054)上设置有销孔(2057)，所述的前侧连杆(2052)的后端右侧设置有向右伸出的圆

柱凸台(2056)，圆柱凸台(2056)的内孔通过螺旋副旋合蝶形螺栓(2055)的右部，蝶形螺栓

(2055)的左部为无螺纹的圆柱形，蝶形螺栓(2055)的左部为无螺纹的圆柱形直径小于蝶形

螺栓(2055)的螺纹部分的直径，蝶形螺栓(2055)的左部与销孔(2057)的位置相适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居双侧反向运动上肢康复训练器，其特征在于：升降机构

(4)还包括右复位弹簧(409)、右手柄(410)，右棘爪(407)的下端与中间摆杆(405)的右端之

间设置有右复位弹簧(409)，右复位弹簧(409)用于右棘爪(407)上端与棘齿条(402)右侧设

置的棘齿贴合，所述的右棘爪(407)的中部固定右手柄(410)，右复位弹簧(409)、右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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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关于底座(3)的左右对称面对称设置左复位弹簧、左手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居双侧反向运动上肢康复训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右连

接板(214)的L形一边与立柱(401)沿着上下方向滑动连接的结构为：右连接板(214)的L形

一边的左侧固定在右滑块(215)上，右连接板(214)的L形一边右侧固定右升降杆(213)的上

端，右滑块(215)安装在右导轨(216)上，右导轨(216)沿着上下方向竖直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居双侧反向运动上肢康复训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棘齿

条(402)与立柱(401)的后侧沿着上下方向滑动连接的结构为：所述的立柱(401)的后侧上

部固定两个导向块(404)，导向块(404)沿着上下方向竖直排列，导向槽(4021)与两个导向

块(404)沿着上下方向滑动连接，导向块(404)的前端均固定挡板(403)，挡板(403)沿着左

右方向的长度大于导向槽(4021)沿着左右方向的宽度，用以防止棘齿条(402)脱落，所述的

支撑轴(406)位于两个导向块(404)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家居双侧反向运动上肢康复训练器，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棘齿条(402)的正下方设置有缓冲垫(411)，用于棘齿条(402)下落时缓冲，缓冲垫

(411)固定在底座(3)上。

8.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家居双侧反向运动上肢康复训练器，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右手柄杆(201)、右连杆(205)、右L形杆(209)、底座(3)组成平行四连杆机构。

9.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家居双侧反向运动上肢康复训练器，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棘齿条(402)的左、右端设置的上下方向排列的棘齿为等间距排列。

10.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家居双侧反向运动上肢康复训练器，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座椅(1)，所述的座椅(1)下端固定在底座(3)上，座椅(1)位于右手柄杆(201)与左侧

上肢机构(5)中的左手柄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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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家居双侧反向运动上肢康复训练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上肢康复训练器，尤其涉及一种家居双侧反向运动上肢康复

训练器，属于康复医疗器械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家居训练实现使用者的运动功能恢复如今已开始试行，行动不便的使用者无需去

医疗机构进行排队康复训练，目前的上肢康复训练没有明确的康复运动量，康复过程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使用者多次重复的康复，使用者如果需要提高康复效果，就必须对每天

的运动量有一定的要求。

[0003] 本申请的技术方案采用一侧上肢通过连杆机构驱动滑块机构实现摆动杆的左右

摆动实现使用者双侧上肢的反向步态运动，提高康复训练的舒适性；摆动杆摆动时其左右

侧均设置有棘爪，实现棘爪交替驱动棘齿条上升，使用者能够直观看到棘齿条的上升高度，

提高康复兴趣；棘爪上设置有手柄，通过拉开手柄实现棘齿条的复位，易于实现；棘齿条上

的棘齿从上至下间距逐渐增大，增加手柄杆的摆动范围才能驱动棘齿条的上升，提高康复

过程的难度；棘齿条下端设置有缓冲垫，降低棘齿条下降时的噪声。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一侧上肢运动通过连杆结构、曲柄滑块机构驱

动摆动杆摆动，摆动杆使另一侧上肢反向运动，同时摆动杆两侧安装的棘爪交替驱动棘齿

条上升的家居双侧反向运动上肢康复训练器。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家居双侧反向运动上肢康复训练器，包括

右侧上肢机构2、底座3、棘齿条升降机构4、左侧上肢机构5，所述的底座3呈左右对称的结

构，所述的右侧上肢机构2与左侧上肢机构5关于底座3的左右对称面左右对称设置；

所述的右侧上肢机构2包括右手柄杆201、右连杆205、右L形杆209、右驱动杆211、右摆

动杆212、右升降杆213、右连接板214，所述的右手柄杆201的下部与右连杆205的后端铰接，

右手柄杆201的下端与底座3铰接，所述的右L形杆209呈L形，右L形杆209的L形一边沿着竖

直方向设置，右L形杆209的L形另一边向后侧伸出，右连杆205的前端与右L形杆209的L形一

边端部铰接，右L形杆209的L形转角处与底座3铰接，右L形杆209的L形另一边端部与右摆动

杆212的一端铰接，右摆动杆212的另一端固定右驱动杆211，右驱动杆211转动安装在右升

降杆213的下端，右连接板214呈L形，右连接板214的L形一边与立柱401沿着上下方向滑动

连接，所述的右连接板214的L形另一边向右侧伸出，右连接板214的L形另一边开设有沿着

左右方向水平设置的右水平槽2141；

所述的棘齿条升降机构4包括立柱401、棘齿条402、中间摆杆405、支撑轴406、右棘爪

407、右棘爪轴408，所述的立柱401沿着竖直方向设置，立柱401的下端固定在底座3上，所述

的棘齿条402与立柱401的后侧沿着上下方向滑动连接，棘齿条402中间位置设置有沿着上

下前后贯穿的导向槽4021，支撑轴406前端固定在立柱401上，支撑轴406向后穿过导向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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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1后，转动安装中间摆杆405的中部，中间摆杆405的右端固定右棘爪轴408的后端，右棘

爪轴408的中部转动安装右棘爪407的下端，所述的棘齿条402的左、右端设置有沿着上下方

向排列的若干个棘齿，右棘爪407上端与棘齿条402的右侧棘齿啮合，所述的右棘爪轴408的

前端在右水平槽2141滑动，右棘爪407、右棘爪轴408关于底座3的左右对称面对称设置左棘

爪、左棘爪轴。

[0006] 所述的棘齿条402的左、右端设置的上下方向排列的棘齿沿着棘齿条402从上至下

棘齿间距逐渐增大。

[0007] 所述的右连杆205中间为可断开或可固定连接的结构，所述的右连杆205包括后侧

连杆2051、前侧连杆2052、滑动块2054、蝶形螺栓2055，所述的后侧连杆2051后端与右手柄

杆201的下部铰接，后侧连杆2051的前端左侧设置有向前伸出的滑动块2054，所述的前侧连

杆2052的前端与右L形杆209的L形一边的端部铰接，所述的前侧连杆2052的后端右侧设置

有滑槽2053，滑动块2054与滑槽2053沿着前后方向滑动连接，所述的滑动块2054上设置有

销孔2057，所述的前侧连杆2052的后端右侧设置有向右伸出的圆柱凸台2056，圆柱凸台

2056的内孔通过螺旋副旋合蝶形螺栓2055的右部，蝶形螺栓2055的左部为无螺纹的圆柱

形，蝶形螺栓2055的左部为无螺纹的圆柱形直径小于蝶形螺栓2055的螺纹部分的直径，蝶

形螺栓2055的左部与销孔2057的位置相适应。

[0008] 升降机构4还包括右复位弹簧409、右手柄410，右棘爪407的下端与中间摆杆405的

右端之间设置有右复位弹簧409，右复位弹簧409用于右棘爪407上端与棘齿条402右侧设置

的棘齿贴合，所述的右棘爪407的中部固定右手柄410，右复位弹簧409、右手柄410关于底座

3的左右对称面对称设置左复位弹簧、左手柄。

[0009] 所述的右连接板214的L形一边与立柱401沿着上下方向滑动连接的结构为：右连

接板214的L形一边的左侧固定在右滑块215上，右连接板214的L形一边右侧固定右升降杆

213的上端，右滑块215安装在右导轨216上，右导轨216沿着上下方向竖直设置。

[0010] 所述的棘齿条402与立柱401的后侧沿着上下方向滑动连接的结构为：所述的立柱

401的后侧上部固定两个导向块404，导向块404沿着上下方向竖直排列，导向槽4021与两个

导向块404沿着上下方向滑动连接，导向块404的前端均固定挡板403，挡板403沿着左右方

向的长度大于导向槽4021沿着左右方向的宽度，用以防止棘齿条402脱落，所述的支撑轴

406位于两个导向块404之间。

[0011] 所述的棘齿条402的正下方设置有缓冲垫411，用于棘齿条402下落时缓冲，缓冲垫

411固定在底座3上。

[0012] 所述的右手柄杆201、右连杆205、右L形杆209、底座3组成平行四连杆机构。

[0013] 所述的棘齿条402的左、右端设置的上下方向排列的棘齿为等间距排列。

[0014] 所述的家居双侧反向运动上肢康复训练器，还包括座椅1，所述的座椅1下端固定

在底座3上，座椅1位于右手柄杆201与左侧上肢机构5中的左手柄杆之间。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优点：

本申请的技术方案采用一侧上肢通过连杆机构驱动滑块机构实现摆动杆的左右摆动

实现使用者双侧上肢的反向步态运动，提高康复训练的舒适性；摆动杆摆动时其左右侧均

设置有棘爪，实现棘爪交替驱动棘齿条上升，使用者能够直观看到棘齿条的上升高度，提高

康复兴趣；棘爪上设置有手柄，通过拉开手柄实现棘齿条的复位，易于实现；棘齿条上的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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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从上至下间距逐渐增大，增加手柄杆的摆动范围才能驱动棘齿条的上升，提高康复过程

的难度；棘齿条下端设置有缓冲垫，降低棘齿条下降时的噪声。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家居双侧反向运动上肢康复训练器的总体结构图。

[0017] 图2是右侧上肢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右侧上肢前部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右侧上肢机构与棘齿条升降机构连接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是棘齿条升降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是右侧连杆中间可断开和固定连接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标记：1-座椅、2-右侧上肢机构、3-底座、4-棘齿条升降机构、5-左侧上肢机

构、201-右手柄杆、202-右销轴一、203-右销轴二、204-右铰接座一、205-右连杆、206-右销

轴三、207-右铰接座二、208-右销轴四、209-右L形杆、210-右销轴五、211-右驱动杆、212-右

摆动杆、213-右升降杆、214-右连接板、215-右滑块、216-右导轨、401-立柱、402-棘齿条、

403-挡板、404-导向块、405-中间摆杆、406-支撑轴、407-右棘爪、408-右棘爪轴、409-右复

位弹簧、410-右手柄、411-缓冲垫、2051-后侧连杆、2052-前侧连杆、2053-滑槽、2054-滑动

块、2055-蝶形螺栓、2056-圆柱凸台、2057-销孔、2141-右水平槽、4021-导向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结合图1～6，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家居双侧反向运动上肢康复训练器，包括：座椅1、

右侧上肢机构2、底座3、棘齿条升降机构4、左侧上肢机构5，以使用者的上下、左右、前后方

向定义本申请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以便描述本申请。所述的底座3呈左右对称的结构，

所述的右侧上肢机构2与左侧上肢机构5关于底座3的左右对称面左右对称设置。

[0024] 所述的右侧上肢机构2包括右手柄杆201、右销轴一202、右销轴二203、右铰接座一

204、右连杆205、右销轴三206、右铰接座二207、右销轴四208、右L形杆209、右销轴五210、右

驱动杆211、右摆动杆212、右升降杆213、右连接板214、右滑块215、右导轨216，所述的右手

柄杆201的下部通过右销轴一202与右连杆205的后端铰接，右手柄杆201的下端通过右销轴

二203与右铰接座一204铰接，右铰接座一204固定在底座3上，右L形杆209呈L形，右L形杆

209的L形一边沿着竖直方向设置，右L形杆209的L形另一边向后侧伸出，右连杆205的前端

通过右销轴五210与右L形杆209的L形一边端部铰接，右L形杆209的L形转角处通过右销轴

四208与右铰接座二207铰接，右铰接座二207固定在底座3上，右L形杆209的L形另一边端部

通过右销轴三206与右摆动杆212的一端铰接，右摆动杆212的另一端固定右驱动杆211的右

端，右驱动杆211的左端转动安装右升降杆213的下端，右连接板214呈L形，右连接板214的L

形一边左侧固定在右滑块215上，右连接板214的L形一边右侧固定右升降杆213的上端，右

滑块215安装在右导轨216上，右导轨216沿着上下方向竖直设置，所述的右连接板214的L形

另一边向右侧伸出，右连接板214的L形另一边开设有沿着左右方向水平设置的右水平槽

2141，右导轨216固定在立柱401的右侧上部。

[0025] 所述的棘齿条升降机构4包括立柱401、棘齿条402、挡板403、导向块404、中间摆杆

405、支撑轴406、左棘爪、右棘爪407、左棘爪轴、右棘爪轴408、左复位弹簧、右复位弹簧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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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柄、右手柄410，所述的立柱401沿着竖直方向设置，立柱401的下端固定在底座3的前端

中间位置，所述的立柱401的后侧上部固定两个导向块404，导向块404沿着上下方向竖直排

列，所述的棘齿条402沿着竖直方向设置，棘齿条402中间位置设置有沿着上下前后贯穿的

导向槽4021，导向槽4021与两个导向块404沿着上下方向滑动连接，导向块404的前端均固

定挡板403，挡板403沿着左右方向的长度大于导向槽4021沿着左右方向的宽度，用以防止

棘齿条402脱落，支撑轴406前端固定在立柱401的后侧，支撑轴406向后穿过导向槽4021后，

转动安装中间摆杆405的中部，中间摆杆405沿着左右方向设置，中间摆杆405的右端固定右

棘爪轴408的后端，右棘爪轴408的中部转动安装右棘爪407的下端，右棘爪407的下端与中

间摆杆405的右端之间设置有右复位弹簧409，右复位弹簧409用于右棘爪407上端与棘齿条

402右侧设置的棘齿贴合。所述的棘齿条402的左、右端设置有沿着上下方向排列的若干个

棘齿，右棘爪407上端与棘齿条402的右侧棘齿啮合，所述的支撑轴406位于两个导向块404

之间，所述的右棘爪407的中部固定右手柄410。

[0026] 所述的棘齿条402的正下方设置有缓冲垫411，用于棘齿条402下落时缓冲，缓冲垫

411固定在底座3上。

[0027] 所述的右棘爪轴408的前端在右水平槽2141滑动。

[0028] 所述的左棘爪、左棘爪轴、左复位弹簧、左手柄关于底座3的左右对称面对称设置

右棘爪407、右棘爪轴408、右复位弹簧409、右手柄410。

[0029] 所述的右连杆205中间为可断开或可固定连接的结构，所述的右连杆205包括后侧

连杆2051、前侧连杆2052、滑动块2054、蝶形螺栓2055，所述的后侧连杆2051后端通过右销

轴一202铰接右手柄杆201的下部，后侧连杆2051的前端左侧设置有向前伸出的滑动块

2054，所述的前侧连杆2052的前端通过右销轴五210与右L形杆209的L形一边端部铰接，所

述的前侧连杆2052的后端右侧设置有滑槽2053，滑动块2054与滑槽2053沿着前后方向滑动

连接，所述的滑动块2054上设置有销孔2057，所述的前侧连杆2052的后端右侧设置有向右

伸出的圆柱凸台2056，圆柱凸台2056的内孔通过螺旋副旋合蝶形螺栓2055的右部，蝶形螺

栓2055的左部为无螺纹的圆柱形，蝶形螺栓2055的左部与销孔2057的位置相适应，蝶形螺

栓2055的左部为无螺纹的圆柱形直径小于蝶形螺栓2055的螺纹部分的直径，用以防止蝶形

螺栓2055的无螺纹的圆柱形损坏圆柱凸台2056的内螺纹，通过旋转蝶形螺栓2055，实现蝶

形螺栓2055的左部圆柱形插入到销孔2057内，实现后侧连杆2051与前侧连杆2052的固定连

接，通过反向旋转蝶形螺栓2055，实现蝶形螺栓2055的左部圆柱形右移，脱离销孔2057，实

现后侧连杆2051与前侧连杆2052的断开连接，用于使用者方便站到底座3上并坐在座椅1

上。

[0030] 所述的座椅1下端固定在底座3上，座椅1位于右手柄杆201与左侧上肢机构5中的

左手柄杆之间。

[0031] 所述的右销轴一202到右销轴二203的距离等于右销轴四208到右销轴五210的距

离，且右连杆205平行与底座3，即右手柄杆201、右连杆205、右L形杆209、底座3组成平行四

连杆机构。

[0032] 所述的右手柄杆201以及左侧上肢机构5中的左手柄杆上端均设置有绑带，用于固

定使用者的手部。

[0033] 所述的棘齿条402的左、右端设置的上下方向排列的棘齿为等间距排列，也可以沿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211797578 U

7



着棘齿条402向下方棘齿间距逐渐增大，到棘齿条402上端棘齿间距为手柄杆从前端到后端

间距，使用者训练时，不断加大右手柄杆201后者左侧上肢机构5中的左手柄杆的前后摆动

范围才能使棘齿条402上升，提高使用者的训练难度。

[0034] 使用者训练时，如果使用者的运动功能差，从底座右侧移动到底座3上时比较困

难，通过旋转蝶形螺栓2055，实现蝶形螺栓2055的左部圆柱形右移，脱离销孔2057，搬动右

手柄201向后摆动，使滑动块2054后移与滑槽2053脱开，实现后侧连杆2051与前侧连杆2052

的断开连接，并将后侧连杆2051的前端向后侧上方翻转，方便使用者站到底座3上，使用者

坐在座椅1上，左、右手分别通过绑带绑紧在右手柄杆201的上端、左手柄杆的上端，将滑动

块2054插入到滑槽2053内，通过旋转蝶形螺栓2055，实现蝶形螺栓2055的左部圆柱形插入

到销孔2057内，实现后侧连杆2051与前侧连杆2052的固定连接。

[0035] 如果使用者的右上肢运动功能好于左上肢的运动功能，右上肢前后运动，通过推

动右手柄杆201驱动右连杆205前后移动，右L形杆209绕着右销轴四208摆动，右摆动杆212

带动右驱动杆211运动，右升降杆213带动右连接板214沿着右滑块215和右导轨216升降运

动，右棘爪轴408在右水平槽2141内转动并滑动，带动中间摆杆405绕着支撑轴406转动，同

时中间摆杆405的左端带动左棘爪轴驱动左侧上肢机构实现左手柄杆与右手柄杆201的前

后运动方向相反，中间摆杆405右端向上摆动，左端则向下摆动，中间摆杆405右端设置的右

棘爪407驱动棘齿条402上升，而左棘爪从棘齿条402的左侧棘齿脱出下移，而中间摆杆405

右端向下摆动，左端则向上摆动，中间摆杆405左端设置的左棘爪驱动棘齿条402上升，而右

棘爪407从棘齿条402的右侧棘齿脱出下移，实现中间摆杆405摆动过程中，右棘爪407、左棘

爪交替驱动棘齿条402上升，当棘齿条402上升到上端时或者达到预定的上升高度，即达到

预定的运动量，使用者的右手抓握右手柄410、左手抓握左手柄，左手向左、右手向右用力，

使右棘爪、左棘爪脱开棘齿条402上的棘齿条，棘齿条402沿着重力作用下下滑，下端落在缓

冲垫411上，实现棘齿条402的复位。使用者双侧运动功能一致也可以使用家居双侧反向运

动上肢康复训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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