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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远程康复训练机云平台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远程康复训练机云平台

系统，涉及康复系统领域，其中，包括：一云平台，

一康复训练机与所述云平台通信；还包括：康复

训练师终端、数据库终端，所述康复训练师终端、

所述数据库终端与所述云平台通信。本发明通过

云平台连接康复训练机、康复训练师终端、数据

库终端、移动终端，实现康复计划的实时调整、推

送及监督，并且在训练过程中加入有益训练的辅

助功能，以及检测生命体征的探测装置，帮助用

户实现安全、高质量的康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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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远程康复训练机云平台系统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录入用户信息至云平台，将用户信息传送给康复训练师；康复训练机获取用户的登录

信息，康复训练机进行定位，康复训练机将位置信息发送给云平台，云平台以定位信息为中

心搜索一定区域内的临近康复训练机，云平台从数据库中调取临近康复训练机的训练数

据，云平台对训练数据进行排序，将排序结果反馈给康复训练机，并且可以实现附近用户的

互动；

获取康复训练师输入的训练计划信息；

将训练计划信息通过云平台传送给康复训练机；

康复训练机显示训练计划，并获取用户训练数据；康复训练机获取用户训练数据时，同

时获取用户的身体指标数据，如果身体指标数据超过预定值，则康复训练机发出提示信息，

并且发送报警信息给云平台，云平台将报警信息发送给移动终端，同时，云平台可以具有客

服接入，在获取报警信息后，客服直接与用户进行通信，了解用户情况，如果情况危急，客服

可以直接进行报警；

康复训练机获取用户结束训练信息后，进行一定时常的待机操作，如果在该时长内再

次获取到用户的训练数据，则与之前的数据进行累加，如果在该时长内没有再次获取到用

户的训练数据，则默认为训练结束；康复训练机将用户训练数据传输至云平台，云平台根据

训练计划结合预设数据输出训练结果;将训练计划信息通过云平台传送给康复训练机，康

复训练机获取用户实景训练请求，并将实景训练请求发送给云平台，云平台从数据库获取

匹配实景路径数据，云平台将实景路径数据与康复训练计划进行距离匹配，云平台将匹配

后的实景路径数据实时传送给康复训练机，康复训练机根据获取的用户训练计划进程对实

景路径数据进行播放，使得用户进行康复训练过程中，可以模拟实景，可以按照正常的行进

方式进行康复训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远程康复训练机云平台系统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康复训

练机获取用户训练数据的同时，移动终端通过云平台实时与康复训练机通信；康复训练机

将用户训练数据传输至云平台后，将用户训练数据传输至移动终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远程康复训练机云平台系统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将训练

计划信息通过云平台传送给康复训练机，康复训练机获取用户实景训练请求，并将实景训

练请求发送给云平台，云平台从数据库获取匹配实景路径数据，云平台将实景路径数据与

康复训练计划进行距离匹配，云平台将匹配后的实景路径数据实时传送给康复训练机，康

复训练机根据获取的用户训练计划进程对实景路径数据进行播放。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远程康复训练机云平台系统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康复训

练机将用户训练数据传输至云平台，云平台将用户训练数据传输至康复训练师终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远程康复训练机云平台系统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康复训

练机获取用户训练数据时，同时获取用户的身体指标数据，如果身体指标数据超过预定值，

则康复训练机发出提示信息，并且发送报警信息给云平台，云平台将报警信息发送给移动

终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远程康复训练机云平台系统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康复训

练机获取用户的登录信息，康复训练机进行定位，康复训练机将位置信息发送给云平台，云

平台以定位信息为中心搜索一定区域内的临近康复训练机，云平台从数据库中调取临近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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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训练机的训练数据，云平台对训练数据进行排序，将排序结果反馈给康复训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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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康复训练机云平台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康复系统，尤其涉及一种远程康复训练机云平台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2013年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数量达到2.9亿人，慢阻肺患者数量超过4300万，肺源

性心脏病患者数量超过500万；脑卒中患者数量超过700万，脑外伤患者数量75.3万人。中国

需要神经和心肺康复的患者群体相当庞大，如果加上老年人运动量的减少，而造成的肌肉

萎缩，需要开展被动四肢训练的数量，更是天文数字，因此开展神经和心肺康复刻不容缓，

但开展康复的难点之一就是在于制定强度适宜的运动处方，及时评测患者康复情况并调整

康复运动处方，保证患者疗效；另一难点在于运动中的监测，保障患者的安全以及训练效

果，了解患者康复进程，并根据需要适时调整治疗训练计划。

[0003] 据统计，我国目前脑心血管疾病、脑创伤等后遗症，能够完全康复的仅占20%，而西

方发达国家达到80%，究其原因，是患者出院后得不到有序正常的康复训练，缺乏康复师的

指导。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远程康复训练机云平台系统，用以解决现有技术中患者出院后

得不到有序正常的康复训练，缺乏康复师的指导导致康复效果差，即便具有康复器械，也无

法达到预期的康复效果。

[0005] 本发明的上述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一种远程康复训练机云平台系统，其中，包括：一云平台，一康复训练机与所述云

平台通信；还包括：康复训练师终端、数据库终端，所述康复训练师终端、所述数据库终端与

所述云平台通信。

[0007] 如上所述的远程康复训练机云平台系统，其中，还包括一移动终端，所述移动终端

与所述云平台通信。

[0008] 如上所述的远程康复训练机云平台系统，其中，所述康复训练机具有一数据通信

装置，所述数据通信装置与所述康复训练机的总线连接。

[0009] 如上所述的远程康复训练机云平台系统，其中，所述康复训练机内安装有微处理

器，所述微处理器通过系统总线连接有显示装置、输入装置。

[0010] 一种远程康复训练机云平台系统的控制方法，其中，包括：

[0011] 录入用户信息至云平台，将用户信息传送给康复训练师；

[0012] 获取康复训练师输入的训练计划信息；

[0013] 将训练计划信息通过云平台传送给康复训练机；

[0014] 康复训练机显示训练计划，并获取用户训练数据；

[0015] 康复训练机获取用户结束训练信息后，康复训练机将用户训练数据传输至云平

台，云平台根据训练计划结合预设数据输出训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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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如上所述的远程康复训练机云平台系统的控制方法，其中，康复训练机获取用户

训练数据的同时，移动终端通过云平台实时与康复训练机通信；康复训练机将用户训练数

据传输至云平台后，将用户训练数据传输至移动终端。

[0017] 如上所述的远程康复训练机云平台系统的控制方法，其中，将训练计划信息通过

云平台传送给康复训练机，康复训练机获取用户实景训练请求，并将实景训练请求发送给

云平台，云平台从数据库获取匹配实景路径数据，云平台将实景路径数据与康复训练计划

进行距离匹配，云平台将匹配后的实景路径数据实时传送给康复训练机，康复训练机根据

获取的用户训练计划进程对实景路径数据进行播放。

[0018] 如上所述的远程康复训练机云平台系统的控制方法，其中，康复训练机将用户训

练数据传输至云平台，云平台将用户训练数据传输至康复训练师终端。

[0019] 如上所述的远程康复训练机云平台系统的控制方法，其中，康复训练机获取用户

训练数据时，同时获取用户的身体指标数据，如果身体指标数据超过预定值，则康复训练机

发出提示信息，并且发送报警信息给云平台，云平台将报警信息发送给移动终端。

[0020] 如上所述的远程康复训练机云平台系统的控制方法，其中，康复训练机获取用户

的登录信息，康复训练机进行定位，康复训练机将位置信息发送给云平台，云平台以定位信

息为中心搜索一定区域内的临近康复训练机，云平台从数据库中调取临近康复训练机的训

练数据，云平台对训练数据进行排序，将排序结果反馈给康复训练机。

[0021] 综上所述，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解决了现有技术中患者出院后得不

到有序正常的康复训练，缺乏康复师的指导导致康复效果差，即便具有康复器械，也无法达

到预期的康复效果的问题，通过云平台连接康复训练机、康复训练师终端、数据库终端、移

动终端，实现康复计划的实时调整、推送及监督，并且在训练过程中加入有益训练的辅助功

能，以及检测生命体征的探测装置，帮助用户实现安全、高质量的康复效果。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远程康复训练机云平台系统的系统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24] 图1是本发明远程康复训练机云平台系统的系统框图，请参见图1，一种远程康复

训练机云平台系统，其中，包括：一云平台1，一康复训练机2与云平台1信；还包括：康复训练

师终端5，用于给康复训练师或医生针对性的指定康复计划、数据库终端4用于存储用户信

息数据、康复计划数据等，康复训练师终端5、数据库终端4与云平台1通信。

[0025] 本发明还包括一移动终端3，移动终端3与云平台1通信，实现移动终端3训练计划

等内容的显示，并且实现移动终端3与康复训练机2的通信。

[0026] 本发明的云平台1可以是一个远程的数据处理器，也可以是多个设备组成的远程

服务器。

[0027] 本发明的康复训练机2具有一数据通信装置，数据通信装置与康复训练机2的总线

连接，使得云平台1可以获取康复训练机2的训练数据。

[0028] 进一步的，本发明的数据通信装置可以是有线数据传输端口、无线数据传输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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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是3G/4G模块。

[0029] 本发明的康复训练机2内安装有微处理器，微处理器通过系统总线连接有显示装

置、输入装置。

[0030] 进一步的，本发明的显示装置可以有多个，围绕康复训练机设置；输入装置可以为

按键输入装置，也可以采用触屏输入装置。

[0031] 本发明还包括：语音输入输出装置，可以进行实时的语音对讲。

[0032] 本发明还一种远程康复训练机云平台系统的控制方法，其中，包括：

[0033] 录入用户信息至云平台，将用户信息传送给康复训练师；

[0034] 本发明的每个用户均有一个对应的账户，账户可以通过用户进行自由注册，也可

以是与远程康复训练机绑定的账户；

[0035] 本发明的录入用户信息方式可以有多种：可以采用直接与医院网络连接，在医院

及用户授权的情况下，从医院网络获取用户信息；也可以采用通过用户或工作人员根据用

户情况输入信息的方式。完成用户信息的录入之后，通过云平台可以将用户的信息传输给

康复训练师；

[0036] 获取康复训练师输入的训练计划信息，康复训练师可以根据用户的情况制定相应

的康复计划；

[0037] 将训练计划信息通过云平台传送给康复训练机，并且将训练计划信息存入数据库

终端；

[0038] 康复训练机显示训练计划，用户可以接收康复训练机的训练计划，并且根据训练

计划进行训练，训练过程中，康复训练机可以对用户的训练情况进行监控，并获取用户训练

数据；

[0039] 用户完成训练计划，或者在训练过程中中断训练计划时，用户对康复训练机进行

操作，可以是按钮操作，康复训练机获取用户结束训练信息后，康复训练机将用户训练数据

传输至云平台，云平台根据训练计划结合预设数据输出训练结果，也就是说，云平台对用户

的训练数据与训练计划进行比对，对多于或者少于设定范围的差值进行标注，可以分为：优

秀、合格、不合格等。

[0040] 进一步的，康复训练机在获取用户结训练信息后，进行一定时常的待机操作，如果

在该时长内再次获取到用户的训练数据，则与之前的数据进行累加，如果在该时长内没有

再次获取到用户的训练数据，则默认为训练结束。

[0041] 本发明的康复训练机获取用户训练数据的同时，移动终端通过云平台实时与康复

训练机通信；使得用户的家人或朋友可以在用户进行康复训练过程中，与用户进行鼓励，使

得用户坚定完成康复训练的决心；通信的方式可以是语音、文字、实时对讲、视频通话等；康

复训练机将用户训练数据传输至云平台后，将用户训练数据传输至移动终端，使得移动终

端可以获取用户的训练情况。

[0042] 本发明将训练计划信息通过云平台传送给康复训练机，康复训练机获取用户实景

训练请求，并将实景训练请求发送给云平台，云平台从数据库获取匹配实景路径数据，云平

台将实景路径数据与康复训练计划进行距离匹配，云平台将匹配后的实景路径数据实时传

送给康复训练机，康复训练机根据获取的用户训练计划进程对实景路径数据进行播放，使

得用户进行康复训练过程中，可以模拟实景，可以按照正常的行进方式进行康复训练，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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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训练内容更加丰富，激发用户的积极性，从而大大提高康复训练的效果。

[0043] 进一步的，本发明的康复训练机内可以预置或安装多种软件，可以实现电视节目

观看、游戏、网络聊天、浏览网页、甚至炒股的操作；避免了长时间康复训练操作对用户产生

的厌烦情绪，大大丰富了康复训练时间段内用户的可选择性和趣味性。

[0044] 本发明的康复训练机将用户训练数据传输至云平台，云平台将用户训练数据传输

至康复训练师终端，康复训练师可以对用户的训练数据进行打分，并且根据反馈的训练数

据对训练计划进行针对性的调整，提高了康复训练的科学性和效果。

[0045] 本发明的康复训练机获取用户训练数据时，同时获取用户的身体指标数据，如果

身体指标数据超过预定值，则康复训练机发出提示信息，并且发送报警信息给云平台，云平

台将报警信息发送给移动终端，同时，云平台可以具有客服接入，在获取报警信息后，客服

直接与用户进行通信，了解用户情况，如果情况危急，客服可以直接进行报警，避免了康复

训练过程中出现危急情况无法及时处理的问题。

[0046] 本发明的康复训练机获取用户的登录信息，康复训练机进行定位，康复训练机将

位置信息发送给云平台，云平台以定位信息为中心搜索一定区域内的临近康复训练机，云

平台从数据库中调取临近康复训练机的训练数据，云平台对训练数据进行排序，将排序结

果反馈给康复训练机，并且可以实现附近用户的互动，提高用户对康复训练的积极性和信

心。

[0047] 进一步的，数据库对康复训练结果进行评分，并且对评分进行累加和排名，对评分

排名靠前的用户进行奖励，进一步提高用户康复训练的积极性。

[0048] 更进一步的，云平台以定位信息为中心搜索一定区域内的医生登录客户端，用户

通过康复训练机可以与医生进行通话交流。

[0049] 本发明的云平台可以获取医院用户的康复训练情况，提供给康复训练机的用户进

行参考。

[0050] 本发明的云平台可以对所有用户的训练数据进行排序，并显示给每一台康复训练

机，从而给用户提供比较，增加恢复的信心。

[0051]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具有以下的多个优点：

[0052] 1、利用网络技术，把传统的患者医师面对面的康复训练变为远程康复训练，康复

训练仪可用于养老院、社区医院、家庭，而不再局限于医院。解决了医院患者多床位少的矛

盾；

[0053] 2、远程监控模式使得一位治疗医师可同时监控多个患者的康复训练，解决了“患

者多，治疗师少”的矛盾；

[0054] 3、多款游戏界面的设计和电影电视，可以满足不同患者以及患者不同康复阶段的

需求，使患者摆脱了枯燥乏味的训练过程，而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的选择游戏或欣赏

电影电视，轻松愉悦的完成康复训练；

[0055] 4、远程康复训练系统除了具备康复训练功能外，还可以将患者的病情反馈和康复

评价集于一体。肌电信号的检测以及体温、脉搏、血氧饱和度等的实时监控可以更科学、更

有效的对患者进行康复训练；

[0056] 5、基于人体工程学原理的机械结构设计以及平稳可靠的驱动技术使康复训练更

具有安全性、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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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6、磁流变电机作为一种无源力发生器，产生阻尼训练模式下需要的阻尼力，安全

可靠；而力矩电机则完成康复训练中的主被动模式和助力模式。两种电机的组合充分保证

了康复训练的安全。7、我们充分考虑到患者有盲人，聋哑人等，应用传统的人机接口不适于

这些人群。因此，我们特别针对这部分患者，将康复训练信息和机器人状态信息以多媒体方

式（语音、视频）传达给患者，使患者能够实时地了解到自己康复的程度、训练完成的好坏等

等。

[0058] 建设一个利用互联网远程康复医疗系统和相应的四肢联动康复仪器，承接患者出

院后的后续康复。不仅使康复医疗在家庭、社区里变得有序指导且更加容易，而且从患者角

度出发使得康复训练更加人性化、个性化、娱乐化，集多项生理和康复信息检测为一体，可

帮助康复医师做出更为客观的康复评价，从而采取更加合理有效的康复治疗方案。

[0059] 本发明不仅可以实现远程康复医疗，即病人在家里或是社区医院即可进行康复医

疗，而且可以实现一对多的医疗，即一个医生可以同时指导多名患者进行康复，大大的减轻

了医师不足的压力。本发明可以同时实现上肢和下肢的康复训练；可以将患者的病情反馈

和康复评价集于一体，更科学、更有效的对患者进行康复训练；可以用于养老院、社区医院、

家庭等，而不再局限于医院；可以使得一位治疗医师可同时监控多个患者的康复训练，解决

了“患者多，治疗师少”的矛盾。此外，我们充分考虑到患者有盲人，聋哑人等，应用传统的人

机接口不适于这些人群。因此，我们特别针对这部分患者，将康复训练信息和机器人状态信

息以多媒体方式（语音、视频）传达给患者，使患者能够实时地了解到自己康复的程度、训练

完成的好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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