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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包括

底架、大腿支架、大腿绑带、转动轴、小腿支架、小

腿绑带、L形脚踏、牵拉机构、阻力机构、前承力杆

以及后承力杆；底架两侧长边的顶面上设有滑

槽；所述大腿支架的前端铰接在底架的前端，大

腿支架的后端与小腿支架的前端通过转动轴铰

接，小腿支架的后端设有可在滑槽中运动、且可

自滑槽中取出的滑轮；牵拉机构设置在大腿支架

上；小腿支架上L形脚踏，L形脚踏与转动轴之间

距离可调节；长度可调节的前承力杆可拆卸地设

置在转动轴与底架之间，长度可调节的后承力杆

可拆卸地设置在小腿支架后端的横梁与底架之

间。成本低、使用方便，可满足不同患者不同康复

阶段的锻炼需求，直到患者下肢彻底康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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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底架(1)、大腿支架(2)、大腿绑带(29)、

转动轴(3)、小腿支架(4)、小腿绑带(7)、L形脚踏(44)、牵拉机构(5)、阻力机构(6)、前承力

杆(8)以及后承力杆(9)；

所述底架(1)为矩形框架，底架(1)两侧长边的顶面上设有滑槽(11)；所述大腿支架(2)

的前端铰接在底架(1)的前端，大腿支架(2)的后端与小腿支架(4)的前端通过转动轴(3)铰

接，大腿支架(2)上还设有大腿绑带(29)，小腿支架(4)的后端设有可在滑槽(11)中运动、且

可自滑槽(11)中取出的滑轮(42)；可供人手牵拉的牵拉机构(5)设置在大腿支架(2)上；所

述小腿支架(4)上设有L形脚踏(44)，所述L形脚踏(44)与转动轴(3)之间距离可调节；小腿

支架(4)上还设有小腿绑带(7)；长度可调节的前承力杆(8)可拆卸地设置在转动轴(3)与底

架(1)之间，长度可调节的后承力杆(9)可拆卸地设置在小腿支架(4)后端的横梁(43)与底

架(1)之间，前、后承力杆在底架(1)上的连接位置根据大腿支架(2)与底架(1)之间的固定

角度可沿底架(1)的长度方向调整；用于增加下肢力量锻炼的所述阻力机构(6)沿底架(1)

的长度方向、可拆卸地设置在小腿支架(4)的尾端与底架(1)近大腿支架(2)的一端之间；

所述转动轴(3)的底面上设有可容前承力杆(8)的上端可拆卸地插接的第一插接孔；

底架(1)上对应所述第一插接孔设有与底架(1)的长边平行的第一调节梁(19) ,第一调

节梁(19)上适配大腿支架(2)与底架(1)之间可固定的角度一一对应地开有若干个第二插

接孔(191)；或底架(1)两侧的长边之间适配大腿支架(2)与底架(1)之间可固定的角度一一

对应设有若干根第一调节梁(19)，每根第一调节梁(19)上对应所述第一插接孔开有第二插

接孔(191)；

所述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作为夹板固定架时，滑轮(42)自滑槽(11)中取出，小腿支架

(4)水平放置，前承力杆(8)前后位置可调节地插接在转动轴(3)与底架(1)之间，后承力杆

(9)前后位置可调节地插接在横梁(43)与底架(1)之间；

所述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用于肢体屈伸训练时，拆下前承力杆(8)、后承力杆(9)，两侧

的滑轮(42)可在滑槽(11)中前后运动地放入滑槽(11)中；

所述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用于下肢抬高锻炼时，拆下后承力杆(9)，将前承力杆(8)设

置在第一插接孔与对应的第二插接孔(191)之间，两侧的滑轮(42)根据大腿支架(2)与底架

(1)之间的角度前后可调整地固定在滑槽(11)中,使用时，患者平卧，下肢放置在大腿、小腿

支架上，患者膝关节伸直，可自主将小腿向上抬起至小腿与大腿呈同一直线；

所述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用于阻力训练时，拆下前承力杆(8)、后承力杆(9)，两侧的滑

轮(42)放入滑槽(11)中，阻力机构(6)设置在小腿支架(4)的尾端与底架(1)近大腿支架(2)

的一端之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大腿支架(2)与底架(1)

之间可固定的角度为30度、45度和60度；

所述后承力杆(9)的上端可拆卸地插接在横梁(43)底面上对应设置的第三插接孔中，

所述底架(1)的横向两侧之间还设有可沿底架(1)长度方向前后调整位置、供后承力杆(9)

的下端可拆卸地插入的第二调节梁(18)。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架(1)两侧的长边上

分别套设有位置可前后移动的限位块(181)，第二调节梁(18)的两端连接在限位块(181)的

内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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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块(181)为长方体

的框状，所述限位块(181)与底架(1)两侧长边接触的外侧面分别设有通孔，在通孔端部连

接着内螺纹孔大径与通孔直径相等的螺母，螺母与T形螺栓配合，通过旋紧或旋松T形螺栓

使得限位块(181)可前后调整。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调节梁(19)平行底

架(1)长度方向设置时，所述阻力机构(6)设置在底架(1)前端的短边与小腿支架(4)的横梁

(43)之间；或

所述第一调节梁(19)为垂直底架(1)长度方向设置的若干根时，所述阻力机构(6)设置

在位于最后面的第一调节梁(19)的内侧与横梁(43)之间。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牵拉机构(5)由绳状部

件(51)、可调节绳状部件(51)长短的带有通孔(521)的松紧扣(52)和握手柄(53)组成，松紧

扣(52)连接着绳状部件(51)的一端和握手柄(53)，所述大腿支架(2)靠近转动轴(3)处设有

连接绳状部件(51)的另一端的大腿支架连接部(22)。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架(1)每侧的长边上

根据大腿支架(2)与底架(1)之间需要固定的若干个度数值一一对应地设有若干组第五调

节孔(17)，T型螺栓借助六角螺母及第五调节孔(17)可将滑轮(42)固定在任一第五调节孔

(17)中。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大腿支架(2)由两根平

行设置的大腿支杆(23)和横向连接在两根大腿支杆(23)之间的若干条大腿托杆(21)组成，

大腿托杆(21)在靠近转动轴(3)处连接着两侧的大腿支杆(23)；所述小腿支架(4)由两根平

行设置的小腿支杆(45)和横向连接在两根小腿支杆(45)之间的若干条小腿托杆(41)组成。

9.如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L形脚踏(44)

由竖板(441)和横板(442)组成，竖板(441)和横板(442)连接后的横截面为L形；所述竖板

(441)为长方形的框架，在框架中间连接有竖杆或可按摩脚底的突起的横杆；所述横板

(442)为长方形的框架，在框架中间连接有直杆，横板(442)套设在小腿支架(4)的两侧支杆

上并可沿其滑动；所述L形脚踏(44)的两侧，在竖板(441)和横板(442)之间各设有一条脚踏

板栏杆(443)。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架(1)在靠近小腿支

架(4)处的短边一侧设有可与床固定的连接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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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康复领域，特别是一种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复位固定康复治疗贯穿于骨折治疗全过程。下肢骨折特别是髋部骨折，NHMRC(全

国卫生与医学研究委员会)和AAOS(美国骨科医师学会)指南均不建议术前常规应用皮牵引

或骨牵引，认为术前牵引不仅不能减轻疼痛或减少麻醉药物用量，还会造成牵引处疼痛或

增加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VT)风险。但是对于移位性骨折不行制动固定，可因患者体位变

动造成骨折处软组织再受损伤，使疼痛加剧；目前虽然国内应用三角枕置固定患肢，但在固

定患肢同时也将健肢固定，使肢体活动更受限制而增加DVT、压疮风险。下肢骨折行石膏或

夹板固定，将患肢包扎不利于皮肤清洁；术前准备行皮肤清洁时，常常因拆除外固定装置，

而使患者如临大敌，疼痛加剧，清洁肢体更需一人抬脚一人清洗(如遇肢体较重者，更需三

人协同帮助才能将肢体清洁干净)。下肢骨折术后康复治疗主要目的是恢复患者的关节屈

伸、站立行走功能，为预防术后废用性肌肉萎缩、防止关节僵硬、预防下肢DVT以及逐步恢复

下肢屈伸、站立行走功能，术后通常需要进行被动、助力、主动肢体功能康复锻炼；在术后早

期常借助持续被动活动器(ContinuousPassiveMotion，CPM)进行锻炼，但此被动锻炼仅仅

适合于术后1-3天，而进行助力训练需要医护人员协助，增加医护人员劳力；在进行主动功

能训练时，为促进肢体肌肉力量的增强，最好是进行有阻力的训练，此训练亦可使骨折端因

轻微摩擦促进骨痂增长，也可因肌肉力量的逐渐增强，对骨折恢复解剖位置的塑形有很大

帮助。

[0003] 现有技术中协助骨折患者的固定多种多样，如布朗氏架还需人为地将其用纱布绷

带缠绕或用枕垫高下肢，均不利于需行手术治疗的患者术前清洁皮肤(不但使患者疼痛加

剧还可使床铺、缠绕纱布的布朗支架弄湿)，持续被动活动器(ContinuousPassiveMotion，

CPM)在锻炼3天前适用，3天后则对患肢功能恢复帮助不大，国外亦有多种智能型康复运动

器材，价格昂贵且占用很大的空间，而且多数只强调伤肢锻炼，仅仅是单一的屈伸运动模

式，无适合骨折的固定制动装置及提供肢体抬高的训练模式。对各个肢体协调运动方面未

提及，而锻炼的最好运动形式，就是主动的、协调的各个肢体的联动运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供下肢骨折患者既可作术前伤肢固定、有

助于皮肤清洁护理，又可在术后作为伤肢康复功能锻炼各个阶段均能使用的下肢多功能锻

炼装置，所述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结构简单、价格低廉、使用方便，可双上肢带动单侧障碍

下肢、三肢协同联动运动。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

[0006] 一种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包括底架、大腿支架、大腿绑带、转动轴、小腿支架、小

腿绑带、L形脚踏、牵拉机构、阻力机构、前承力杆以及后承力杆；所述底架为矩形框架，底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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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长边的顶面上设有滑槽；所述大腿支架的前端铰接在底架的前端，大腿支架的后端与

小腿支架的前端通过转动轴铰接，大腿支架上还设有大腿绑带，小腿支架的后端设有可在

滑槽中运动、且可自滑槽中取出的滑轮；可供人手牵拉的牵拉机构设置在大腿支架上；所述

小腿支架上设有L形脚踏，所述L形脚踏与转动轴之间距离可调节；小腿支架上还设有小腿

绑带；长度可调节的前承力杆可拆卸地设置在转动轴与底架之间，长度可调节的后承力杆

可拆卸地设置在小腿支架后端的横梁与底架之间，前、后承力杆在底架上的连接位置根据

大腿支架与底架之间的固定角度可沿底架的长度方向调整；用于增加下肢力量锻炼的所述

阻力机构沿底架的长度方向、可拆卸地设置在小腿支架的尾端与底架近大腿支架的一端之

间；

[0007] 所述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作为夹板固定架时，滑轮自滑槽中取出，小腿支架水平

放置，前承力杆前后位置可调节地插接在转动轴与底架之间，后承力杆前后位置可调节地

插接在横梁与底架之间；

[0008] 所述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用于肢体屈伸训练时，拆下前承力杆、后承力杆，两侧的

滑轮可在滑槽中前后运动地放入滑槽中；

[0009] 所述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用于下肢抬高锻炼时，拆下后承力杆，两侧的滑轮根据

大腿支架与底架之间的角度前后可调整地固定在滑槽中；

[0010] 所述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用于阻力训练时，拆下前承力杆、后承力杆，两侧的滑轮

放入滑槽中，阻力机构设置在小腿支架的尾端与底架近大腿支架的一端之间。

[0011] 优选地，所述大腿支架与底架之间可固定的角度为30度、45度和60度；

[0012] 所述后承力杆的上端可拆卸地插接在横梁底面上对应设置的第三插接孔中，所述

底架的横向两侧之间还设有可沿底架长度方向前后调整位置、供后承力杆的下端可拆卸地

插入的第二调节梁；

[0013] 前承力杆的上端可拆卸地插接在转动轴底面上对应设置的第一插接孔中，底架上

对应所述第一插接孔设有与底架的长边平行的第一调节梁，第一调节梁上适配大腿支架与

底架之间可固定的角度一一对应地开有若干个第二插接孔；或

[0014] 底架两侧的长边之间适配大腿支架与底架之间可固定的角度一一对应设有若干

根第一调节梁，每根第一调节梁上对应所述第一插接孔开有第二插接孔。更优选地，所述底

架两侧的长边上分别套设有位置可前后移动的限位块，第二调节梁的两端连接在限位块的

内侧面。

[0015] 进一步地，所述限位块为长方体的框状，所述限位块与底架两侧长边接触的外侧

面分别设有通孔，在通孔端部连接着内螺纹孔大径与通孔直径相等的螺母，螺母与T形螺栓

配合，通过旋紧或旋松T形螺栓使得限位块可前后调整。

[0016] 更进一步地，所述第一调节梁平行底架长度方向设置时，所述阻力机构设置在底

架前端的短边与小腿支架的横梁之间；或

[0017] 所述第一调节梁为垂直底架长度方向设置的若干根时，所述阻力机构设置在位于

最后面的第一调节梁的内侧与横梁之间。

[0018] 最优选地，所述牵拉机构由绳状部件、可调节绳状部件长短的带有通孔的松紧扣

和握手柄组成，松紧扣连接着绳状部件的一端和握手柄，所述大腿支架靠近转动轴处设有

连接绳状部件的另一端的大腿支架连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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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底架每侧的长边上根据大腿支架与底架之间需要固定的若干

个度数值一一对应地设有若干组第五调节孔，T型螺栓借助六角螺母及第五调节孔可将滑

轮固定在任一第五调节孔中。

[0020] 所述大腿支架由两根平行设置的大腿支杆和横向连接在两根大腿支杆之间的若

干条大腿托杆组成，大腿托杆在靠近转动轴处连接着两侧的大腿支杆；所述小腿支架由两

根平行设置的小腿支杆和横向连接在两根小腿支杆之间的若干条小腿托杆组成。

[0021] 所述L形脚踏由竖板和横板组成，竖板和横板连接后的横截面为L形；所述竖板为

长方形的框架，在框架中间连接有竖杆或可按摩脚底的突起的横杆；所述横板为长方形的

框架，在框架中间连接有直杆，横板套设在小腿支架的两侧支杆上并可沿其滑动；所述L形

脚踏的两侧，在竖板和横板之间各设有一条脚踏板栏杆。

[0022] 所述底架在靠近小腿支架处的短边一侧设有可与床固定的连接架。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包括底架、大腿支架、转动轴、小腿

支架、小腿绑带、L形脚踏、牵拉机构、阻力机构、前承力杆以及后承力杆，结构简单，使用方

便。

[0024] 患者只需用手向身体方向拉动牵拉机构，大腿支架和小腿支架就会上升，腿部就

会屈曲，松手时，大腿支架和小腿支架就会下落，腿部就会自然伸展，腿部随着大腿支架跟

小腿支架的上升和下落同步进行屈曲伸展运动，使用方便。锻炼时，用手拉动牵拉机构带动

腿部进行屈曲伸展运动时可以使得双上肢及患侧下肢同时运动，能有效锻炼双上肢及患侧

下肢。进一步地，通过调节L形脚踏与转动轴之间的距离，患者可以方便地调节锻炼仪的使

用尺寸以满足不同需要。同时，可根据患者下肢手术后的不同阶段调整为不同的使用状态，

完全满足术后直到康复各个阶段的训练需求，可在卧位下做10-120度自助式无阻力及有阻

力屈伸训练，在卧位下做小腿伸直训练，在大腿、髋部骨折初期既可作布朗支架(且胜于布

朗支架，无需缠绕纱布)又兼夹板固定架，还可实现在床上无痛地进行皮肤清洁护理，且只

需一人协助即可，节省劳动力，一机多用，制造成本低，节约空间，大大减少患者治疗康复费

用。

发明内容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做夹板固定架使用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用于助力训练使用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用于无助力无阻力训练使用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1用阻力训练使用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2做夹板固定架使用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2用于助力训练使用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2用于无助力无阻力训练使用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2用阻力训练使用时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为描述方便，实施例中，定义所述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近大腿支架2的一端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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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腿支架2的一端为后。

[0035] 实施例1

[0036] 如图1-图4所示，一种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包括底架1、大腿支架2、转动轴3、小腿

支架4、L形脚踏44、牵拉机构5、阻力机构6、小腿绑带7、大腿绑带29，前承力杆8以及后承力

杆9。

[0037] 其中，所述底架1为长方形的框架，在底架1两侧长边的顶面上设有滑槽11；所述大

腿支架2由两根平行设置的大腿支杆23和横向连接在两根大腿支杆23之间的若干条大腿托

杆21组成；所述小腿支架4由两根平行设置的小腿支杆45和横向连接在两根小腿支杆45之

间的若干条小腿托杆41组成；大腿支杆23的前端铰接在底架1上，两根大腿支杆23的后端与

对应的小腿支杆45的前端于转动轴3处铰接在一起，小腿支杆45的后端装有可在底架1的滑

槽11里前后运动的滑轮42，所述滑轮42可自滑槽11中取出；L形脚踏44设置在小腿支架4上，

且其与转动轴3之间距离可调节，可适应不同身高和腿长的患者；小腿绑带7设置在小腿支

架4上，大腿绑带29设置在大腿支架23上；大腿支架2上设有可供人手牵拉的牵拉机构5，长

度可调节的前承力杆8可拆卸地、竖直设置在转动轴3与底架1之间，根据大腿支架2与底架1

之间固定角度的不同，调整前承力杆8的长度及其在底架1上的连接位置；长度可调节的后

承力杆9可拆卸地、竖直设置在小腿支架4后端的横梁43与底架1之间，根据大腿支架2与底

架1之间铰接角度的不同，调整前承力杆8及后承力杆9的长度，使小腿支架4水平地固定，所

述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可作为布朗氏架使用。所述小腿支架4尾部的上端设置横梁43，防止

横梁43对小腿支架4的上升下落运动造成干涉。

[0038] 为了减少膝关节与转动轴3的接触，提高锻炼的舒适感，所述大腿支架21设置在靠

近转动轴3处。

[0039] 实施例中，所述L形脚踏44由竖板441和可沿小腿支架4前后滑动的横板442组成，

竖板441、横板442为长方形的框架，竖板441和横板442连接后的横截面为L形，在竖板441的

框架中间连接有竖杆或带有可按摩脚底的突起的横杆，在横板442框架中间连接有直杆，横

板442两侧设有与小腿支架2的两侧支杆相配合的通槽，横板442通过通槽套设在小腿支架

的两侧支杆上并可沿其前后滑动。在所述横板442与小腿支架4接触的两侧分别设有通孔，

通孔端部焊接着内螺纹孔大径与通孔直径相等的螺母，螺母可与T形螺栓配合。通过转动T

形螺栓，使得T形螺栓下端穿过螺母和通孔后与相应的支架接触，并对支架施加作用力，实

现L形脚踏44与小腿支架4的固定连接；需要调节L形脚踏44与转动轴3的距离时，转动T形螺

栓，使得其下端不再与支架接触，解除L形脚踏44与小腿支架4的固定连接，方便地调节L形

脚踏44与转动轴3之间的距离长短，满足不同患者的使用需求。此外，L形脚踏44的两侧，在

竖板441和横板442之间各设有一条脚踏板栏杆443，这样在锻炼时，患者脚部就不容易从L

形脚踏44上滑落。而且设置了脚踏板栏杆443后，可以增加L形脚踏44的稳固性，使其不容易

变形，并且脚踏板栏杆443还起到了把手的作用，在调节L形脚踏44与转动轴3的距离时，便

于移动L形脚踏44。如图1、图5所示，所述L形脚踏44为更舒适的具有按摩功能的形状，在其

他附图中均为普通竖条形的结构，均表示L形脚踏44。

[0040] 实施例中，所述牵拉机构5由绳状部件51、可调节绳状部件51长短的带有通孔521

的松紧扣52和握手柄53组成，松紧扣52连接着绳状部件51的一端和握手柄53，绳状部件51

的另一端则连接在大腿支架4靠近转动轴3处，这样通过使用牵拉机构5来锻炼时，就可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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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省力气，适合虚弱的患者使用，也可做被动锻炼时，用穿过通孔521连接两侧握手柄后，方

便协助人员的使用。绳状部件51的长短可以通过松紧扣52来调节以满足不同使用者的需

求。所述大腿支架4靠近转动轴3处设有连接绳状部件51的另一端的大腿支架连接部22，利

用大腿支架连接部22，大腿支架4和绳状部件51可以轻易连接在一起，方便使用。大腿支架

连接部22可以为挂钩、挂环或现有技术中其它常用的连接体，只要能够挂装弹性绳状部件

51即可。

[0041] 小腿绑带7的正面为可粘接魔术贴勾刺面的绒布，小腿绑带7的首端固定在一侧的

小腿支杆45上，尾端的背面设有魔术贴勾刺面71，小腿绑带7绕小腿及小腿支架4一圈以上

后其尾端的魔术贴勾刺面71紧密粘接在小腿绑带7的正面。大腿绑带29的正面为可粘接魔

术贴勾刺面的绒布，大腿绑带29的首端固定在一侧的大腿支杆23上，尾端的背面设有魔术

贴勾刺面291，大腿绑带29绕大腿及大腿支架一圈以上后其尾端的魔术贴勾刺面紧密粘接

在大腿绑带297的正面。小腿绑带7、大腿绑带29也可采用现有技术其他方式固定绑缚，通过

将伤肢固定在大腿、小腿支架实现代替牵引治疗、石膏固定或夹板固定伤肢的作用。大腿支

架与小腿支架的缕空框架结构，是为了让伤肢固定在支架上，避免搬动，实现一人协助无痛

地清洁皮肤。

[0042] 实施例中，所述大腿支架2与底架1之间可固定的角度为30度、45度或60度(也根据

需要增加大腿支架2与底架1之间可固定的其他度数)，所述前承力杆8为通过螺纹套接可调

整长度的两段，前承力杆8的上端可拆卸地插接在转动轴3底面上对应设置的第一插接孔

(图中未示出)中，底架1上对应所述第一插接孔设有与底架1的长边平行的第一调节梁19，

第一调节梁19上适配大腿支架2与底架1之间可固定的角度开有3个(或适配大腿支架2与底

架1之间可固定的角度一一对应地开有若干个)第二插接孔191，即：当竖直的前承力杆8的

上端插接在第一调节梁19中，下端插入最前方的第二插接孔191中时，大腿支架2与底架之

间的角度为60度；当其下端插入中间的第二插接孔191中时，大腿支架2与底架之间的角度

为45度，当其下端插入最前方的第二插接孔191中时，大腿支架2与底架之间的角度30度。

[0043] 所述后承力杆9为通过螺纹套接可调整长度的两段，底架1的横向两侧之间还设有

可沿底架1长度方向前后调整位置的第二调节梁18。实施例中，底架1两侧长边上分别套设

有位置可前后移动的限位块181，所述限位块181为长方体的框状，所述限位块181与底架1

两侧长边接触的外侧面分别设有通孔，在通孔端部连接着内螺纹孔大径与通孔直径相等的

螺母，螺母与T形螺栓配合，通过转动T形螺栓，使得T形螺栓的内端端穿过螺母和通孔后与

底架1长边的外侧面接触，并对底架1长边施加作用力，实现限位块181与底架1长边的固定

连接，第二调节梁18的两端焊接在限位块181的内侧面，需要调节第二调节梁18在底架1长

边上的位置时，可以转动T形螺栓，使得其下端不再与底架1长边外侧面接触，这样就可以解

除限位块与底架1长边的固定连接，对其进行移动。将后承力杆9的上下两端可拆卸的对应

插接在横梁43和第二调节梁18上，即横梁43上设有可供后承力杆9上端插入或取出的第三

插接孔(图中未示出)，第二调节梁18上表面设有可供后承力杆9下端插入或取出的第四插

接孔。所述前承力杆8、后承力杆9、以及第二调节梁18的设置方式也可采用现有技术中其他

常用的结构。

[0044] 如图1所示，下肢骨折当天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调整大腿支架2与底架1之间需要固

定的角度(30度、45度或60度)，将小腿支架4上的滑轮42自滑槽11中取出，将前承力杆8插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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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插接孔与适配的第二插接孔之间，根据大腿支架2与底架之间的角度即可确定横梁

43所处的位置，调整第二调节梁18位于横梁43的正下方，将后承力杆9插接在第三插接孔与

适配的第四插接孔之间，用大腿绑带29将患者大腿固定在大腿支架上，用小腿绑带7将患者

小腿固定在小腿支架4上，整个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作为布朗支架及夹板固定架使用。患者

手术当天，可作为布朗支架抬高患肢，利于消肿。

[0045] 如图2所示，下肢骨折术后第1-2日起，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需要进行肢体屈伸训

练，将前承力杆8、后承力杆9拆下，将两侧的滑轮42放入滑槽11中，将下肢放置在大腿、小腿

支架上，作伤肢10-30度范围内的被动和自助被动、自助助力、自助主动伤肢屈伸训练。方

法：操作者协助或指导患者握住握手柄53直接拉动牵拉机构5带动大腿支架2和小腿支架4

向身体方向移并向上抬起，腿部屈曲，松手时，在自身重力作用下，大腿支架2和小腿支架4

下落，腿部伸直，如此循环，障碍下肢往复地做屈曲伸展被动、助力、主动运动。在进行屈伸

运动的同时，足部在L形脚踏44舒适地进行足底按摩。为防止滑槽11变形，在所述底架1的两

侧滑槽11内设有增加底架1的稳定性的稳固块15。当大腿支架2跟小腿支架4下落时，会完全

下落到滑槽11里，处于水平位置的支架就会需要很大力气才能拉起，所以在两侧滑槽11内

设有固定的稳固块15，还可以防止大腿支架2跟小腿支架4完全下落到滑槽11里。在使用下

肢多功能锻炼装置做锻炼时，若使用过大的力气拉动牵拉机构5，使得小腿支架4和大腿支

架2上升得过高，从而膝关节弯曲角度过大，腿部过度屈曲，反而会对患者造成不良影响。因

此，将两侧的限位块181移动到患者膝关节可弯曲最大合适范围内(即患者的安全弯曲度

数，不因训练引起再次伤害)某一位置固定，可防小腿支架4跟大腿支架2上升得过高，对患

者造成不良影响。

[0046] 如图3所述，当患者要进行下肢抬高锻炼时，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调整大腿支架2与

底架1之间的角度(为30度、45度或60度)，将前承力杆8设置在第一插接孔与对应的第二插

接孔191之间，然后将滑轮42固定在滑槽11中对应的位置处。实施例中，底架1每侧的长边上

分别设有3组(或适配大腿支架2与底架1之间可固定的角度一一对应地开有若干组)一一对

应的第五调节孔17，T型螺栓借助六角螺母及所述第五调节孔17可将滑轮42固定在任一第

五调节孔17中。患者平卧，下肢放置在大腿、小腿支架上，嘱患者膝关节伸直，即可自主将小

腿向上抬起至小腿与大腿呈同一直线停留约3-10秒，然后再放下3-10秒，再次进行小腿抬

高锻炼如此往返循环5-20次；小腿可进行30度、45度或60度的小腿伸直训练。此法可迅速增

强患者下肢肌肉力量，促进下肢自主直腿抬高训练。

[0047] 如图4所示，当患者需要进行下肢有阻力锻炼时，即需要人为制造阻力，增加下肢

力量的锻炼。在所述底架1前端的短边与小腿支架4的横梁43之间设置阻力机构6，增加下肢

的锻炼强度，这样在患者松手时，小腿支架4和大腿支架2便不能依靠自身重力自然下落，需

要患者用力去蹬L形脚踏，才可以使小腿支架4和大腿支架2顺利下落，腿部才能伸展，增大

下肢锻炼强度，通过克服阻力来增加人体功率的输出，提高神经肌肉系统活性，使力量能力

得到提高。实施例中，在底架1前端的短边内侧设置若干个第一连接部13，在横梁43的底部

设置与第一连接部13一一对应的第二连接部431，所述第一连接部13、第二连接部431均为

环状，阻力机构6为两端带有挂钩的弹簧，将弹簧两端的挂钩适配挂接在第一连接部13、第

二连接部431上即可。根据患者身体实际情况，在底架1前端的短边与小腿支架4的横梁43之

间连接合理数量的阻力机构6，且阻力机构6的弹性可适配设置，制造不同大小的阻力，以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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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同患者的锻炼需求，直到患者下肢彻底康复为止。连接部可以为挂钩、挂环或现有技术

中其它常用的连接体，只要能够挂装阻力机构6即可。

[0048] 在使用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进行锻炼时，锻炼装置有可能会发生移位，影响患者

使用效果，所以需要把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固定使其不发生移位。所述底架1在靠近小腿支

架4的短边一侧设有可与床固定的连接架12，连接架12为长方形的框架，连接架12的长边焊

接在底架1的短边一侧上，为了加强连接架12与床的固定，在连接架12的框架里设置长度方

向与框架短边平行的直杆。使用时，将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放在床上，用约束绳将连接架

12的框架、直杆与床架固定连接起来，实现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与床身的固定，从而保证了

在锻炼时，整个设备不会移动影响使用性能。

[0049] 实施例2

[0050] 如图5-8所示，一种下肢多功能锻炼装置，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所述大腿支架2与

底架1之间可固定的角度为30度、45度或60度，区别只在于：前承力杆8的上端可拆卸地插接

在转动轴3底面上对应设置的第一插接孔(图中未示出)中，底架1两侧的长边之间上适配大

腿支架2与底架1之间可固定的角度设有3根(或适配大腿支架2与底架1之间可固定的角度

一一对应地开有若干根)第一调节梁19，每根第一调节梁19上对应所述第一插接孔开有第

二插接孔191，即：当竖直的前承力杆8的上端插接在第一调节梁19中，下端插入最前方的第

一调节梁19的第二插接孔191中时，大腿支架2与底架之间的角度为60度；当其下端插入中

间的第一调节梁19的第二插接孔191中时，大腿支架2与底架之间的角度为45度，当其下端

插入最后的第一调节梁19的第二插接孔191中时，大腿支架2与底架之间的角度30度。

[0051] 若干个所述第一连接部13设置在位于最后面的第一调节梁19的内侧，横梁43的底

部设置与第一连接部13一一对应的第二连接部431，所述第一连接部13、第二连接部431均

为环状。优选地，所述阻力机构6为两端带有挂钩的弹簧，将弹簧两端的挂钩适配挂接在第

一连接部13、第二连接部431上即可。根据患者身体实际情况，在底架1前端的短边与小腿支

架4的横梁43之间连接合理数量的阻力机构6，且阻力机构6的弹性可适配设置，制造不同大

小的阻力，以满足不同患者的锻炼需求，直到患者下肢彻底康复为止。连接部可以为挂钩、

挂环或现有技术中其它常用的连接体，只要能够挂装阻力机构6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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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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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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