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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跪位动静平衡训练装置

(57)摘要

一种跪位动静平衡训练装置，包括车架和主

杆，车架上安装有底架复位装置和膝部装置，主

杆上端连接有面板装置；面板装置包括面板和面

板架，面板架两侧设有左、右扶手，扶手通过连接

板与面板架相接，左、右扶手之间装有背部组件，

连接板上安装有刹车装置，刹车装置包括倾角刹

车和刹车线，刹车线的一端连接在倾角刹车上。

本实用新型使用时，跪立在膝部护垫上，手扶面

板，通过胸部护垫与背部护垫固定患儿上身，调

整膝部护垫间距，调整跪立位体位，通过刹车装

置，使芯轴解除锁定；当患儿身体倾动时带动面

板的倾动，面板带动主杆和芯轴绕万向节转动，

通过控制器控制患儿的运动轨迹，从而达到训练

病人动平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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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跪位动静平衡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车架和主杆，车架上安装有底架复位

装置和膝部装置，主杆上端连接有面板装置，车架由底座和装在底座上的滚轮组成；

所述的面板装置包括面板和面板架，面板架两侧设有左、右扶手，扶手通过连接板与面

板架相接，左、右扶手之间装有背部组件，在其中一块连接板上安装有刹车装置，刹车装置

包括倾角刹车和刹车线，倾角刹车装在连接板上，刹车线的一端连接在倾角刹车上；

在所述车架上设有控制器，所述的控制器包括安装在连接板上的角度陀螺仪和单片

机，单片机与角度陀螺仪连接；

所述的背部组件包括背部垫板和背部支架，背部垫板装在背部支架上，背部支架上设

有套装在扶手上的扶手套管，扶手套管上设有与扶手相配合锁紧扶手的波纹手轮；

所述的膝部装置包括左、右两个膝部护垫，在车架上设有调节膝部护垫高度的升降机

构，所述的升降机构设有升降平台，升降平台上方设有护垫托板，升降平台上设有调节两个

膝部护垫间间距的间距调节机构，升降平台底部设有装在车架上的升降驱动机构；所述的

间距调节机构设有直线导轨，直线导轨上设有滑块，护垫托板上设有护垫支撑架，护垫支撑

架通过负荷传感器装滑块上，负荷传感器与单片机相连，升降平台上设有推动滑块使膝部

护垫沿直线导轨滑动的电动推杆；

所述的升降驱动机构包括交叉设置的剪刀升降架，剪刀升降架的交叉处设有升降转

轴，在车架上设有驱动剪刀升降架的驱动电机，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与设在其中一个剪刀升

降架下部的铰支座相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跪位动静平衡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面板上设有胸

部装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跪位动静平衡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胸部装置包括胸

部护垫和胸部固定架，胸部固定架与设在面板上的胸部固定座相接，胸部固定架上设有胸

部固定管，胸部护垫的背面设有与胸部固定管相插接的胸部支管，在胸部固定管的管壁上

设有螺纹孔，螺纹孔内设有与胸部支管相配合的锁紧螺栓，锁紧螺栓的外端设有波纹把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跪位动静平衡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底座复位装置包

括底板、支撑套、芯轴和万向节，底板装在底座上，万向节的底端固定在支撑套内的底板上，

芯轴的上端与主杆连接，芯轴的下端连接在万向节上，在万向节上方套设有与万向节螺纹

连接的限位套，限位套上设有伸出支撑套的下传动手柄，限位套上方的支撑套内设有限位

挡块，限位挡块通过深沟球轴承装在芯轴上，支撑套的上部设有锥形支撑面，芯轴上套设有

复位块，复位块底部滑动支撑在支撑套的锥形支撑面上，在复位块上套设有刹车压紧块，复

位块内侧的芯轴上设有钢珠槽，钢珠穿过复位块设在钢珠槽内，钢珠外端由刹车压紧块压

紧，在复位块的上端固定有软轴固定块，刹车线固定在软轴固定块上并穿过软轴固定块连

接在刹车压紧块上，在刹车压紧块与软轴固定块之间的复位块上设有复位弹簧，在芯轴的

上部通过螺纹连接有压紧块，压紧块上连接有上传动手柄，压紧块下方的芯轴上设有压块，

压块与压紧块之间设有推力轴承，压块与软轴固定块之间的芯轴上设有压紧弹簧，在芯轴

的外侧套设有上端固定在压块上、下端固定在支撑套上部的防尘套。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跪位动静平衡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背部支架上设

有背部垫板安装槽，背部垫板安装槽内设有与背部垫板固定相接的背部垫板安装管，背部

垫板安装槽的侧壁上设有与背部垫板安装管相配合的背部垫板锁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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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跪位动静平衡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膝部护垫下方的

升降平台上设有罩住间距调节机构的防尘罩，防尘罩通过侧支撑板装在升降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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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跪位动静平衡训练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康复训练装置，特别涉及一种跪位动静平衡训练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脑瘫是指小儿在出生前到出生后一个月内，大脑受到损伤所导致的一种残疾，主

要表现为运动功能受限和姿势异常，可伴有智力、语言、视力、听力等障碍。1998年，我国0～

6岁脑瘫儿童发病率为1.86%，约有31万例0～6岁脑瘫患儿，并且每年新增4.6万例。脑瘫严

重影响患儿的生长发育和将来的求学与工作，不但给患儿本人造成很多痛苦，也给家庭和

社会带来沉重负担。

[0003] 脑瘫的康复手段就是以功能训练、手法治疗为主，促进患儿的正常运动的形成，控

制病态的异常运动和姿势。脑瘫患儿通过被动的刺激、训练，强制性克服那些异常姿势的动

作，扶持其生来应具备的动作，重新建立各种功能是功能训练的直接目的。简单地说，治疗

的核心是将身体的动作，手足的活动方式教给孩子，使孩子自己记住他，学会它；并按照从

简单到复杂，从容易到难的规律进行再学习，克服作为瘫痪症状表现的肌肉痉挛，无意识的

不随意运动，以及肌力软弱等异常。要坚持一步一步地训练，使其记住和掌握这些从脑—神

经—肌肉运动功能联系所反映的动作，使运动正常化。

[0004] 具体的训练顺序是：控制头部--翻身练习---坐姿习惯--  爬动训练---站立训

练---漫步行走--跨障碍物，在训练过程中，可按上述七大功能进行分解训练，然后再进行

系统的综合训练。但在爬动训练与站立训练之间一般都会进行跪立位平衡训练，跪位平衡

有助于站立，训练时可先让患儿坐在自己的脚跟上，在家长支持下，将髋部伸直，并训练跪

位平衡。

[0005] 但是，目前市场上的平衡训练装置多是静态平衡训练，就是单一的站立平衡，及一

圈护栏支架加上脚垫平台，主要训练的还是利用手的帮助来实现站立的动作。对于患儿从

卧位到站位的过渡过程帮助不大，不能建立患者的动态平衡，对于没有站立能力或暂时没

有站立能力的患儿没什么帮助，从而不能使患儿更早地进入康复训练。为了更早进行躯干

平衡训练特研发此设备，跪位动静平衡训练装置（儿童）正是针对儿童跪立位训练而设计，

从而使儿童患者更早地进入康复训练，达到让儿童患者早训练早康复的目的，并能有效的

减少医生的工作强度。在临床使用的过程中，本体平衡感觉的重建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尽早

地进入重建阶段。

发明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设计合理，使

用方便，训练效果好的跪位动静平衡训练装置。

[0007]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的，本实用新型是

一种跪位动静平衡训练装置，其特点是，包括车架和主杆，车架上安装有底架复位装置和膝

部装置，主杆上端连接有面板装置，车架由底座和装在底座上的滚轮组成；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208493132 U

4



[0008] 所述的面板装置包括面板和面板架，面板架两侧设有左、右扶手，扶手通过连接板

与面板架相接，左、右扶手之间装有背部组件，在其中一块连接板上安装有刹车装置，刹车

装置包括倾角刹车和刹车线，倾角刹车装在连接板上，刹车线的一端连接在倾角刹车上；

[0009] 在所述车架上设有控制器，所述的控制器包括安装在连接板上的角度陀螺仪和单

片机，单片机与角度陀螺仪连接；

[0010] 所述的背部组件包括背部垫板和背部支架，背部垫板装在背部支架上，背部支架

上设有套装在扶手上的扶手套管，扶手套管上设有与扶手相配合锁紧扶手的波纹手轮；

[0011] 所述的膝部装置包括左、右两个膝部护垫，在车架上设有调节膝部护垫高度的升

降机构，所述的升降机构设有升降平台，升降平台上方设有护垫托板，升降平台上设有调节

两个膝部护垫间间距的间距调节机构，升降平台底部设有装在车架上的升降驱动机构；所

述的间距调节机构设有直线导轨，直线导轨上设有滑块，护垫托板上设有护垫支撑架，护垫

支撑架通过负荷传感器装滑块上，负荷传感器与单片机相连，升降平台上设有推动滑块使

膝部护垫沿直线导轨滑动的电动推杆。

[0012]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的，在所述的

面板上设有胸部装置，所述的胸部装置包括胸部护垫和胸部固定架，胸部固定架与设在面

板上的胸部固定座相接，胸部固定架上设有胸部固定管，胸部护垫的背面设有与胸部固定

管相插接的胸部支管，在胸部固定管的管壁上设有螺纹孔，螺纹孔内设有与胸部支管相配

合的锁紧螺栓，锁紧螺栓的外端设有波纹把手。

[001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的，所述的底

座复位装置包括底板、支撑套、芯轴和万向节，底板装在底座上，万向节的底端固定在支撑

套内的底板上，芯轴的上端与主杆连接，芯轴的下端连接在万向节上，在万向节上方套设有

与万向节螺纹连接的限位套，限位套上设有伸出支撑套的下传动手柄，限位套上方的支撑

套内设有限位挡块，限位挡块通过深沟球轴承装在芯轴上，支撑套的上部设有锥形支撑面，

芯轴上套设有复位块，复位块底部滑动支撑在支撑套的锥形支撑面上，在复位块上套设有

刹车压紧块，复位块内侧的芯轴上设有钢珠槽，钢珠穿过复位块设在钢珠槽内，钢珠外端由

刹车压紧块压紧，在复位块的上端固定有软轴固定块，刹车线固定在软轴固定块上并穿过

软轴固定块连接在刹车压紧块上，在刹车压紧块与软轴固定块之间的复位块上设有复位弹

簧，在芯轴的上部通过螺纹连接有压紧块，压紧块上连接有上传动手柄，压紧块下方的芯轴

上设有压块，压块与压紧块之间设有推力轴承，压块与软轴固定块之间的芯轴上设有压紧

弹簧，在芯轴的外侧套设有上端固定在压块上、下端固定在支撑套上部的防尘套。

[0014]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的，所述的升

降驱动机构包括交叉设置的剪刀升降架，剪刀升降架的交叉处设有升降转轴，在车架上设

有驱动剪刀升降架的驱动电机，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与设在其中一个剪刀升降架下部的铰支

座相接。

[0015]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的，在所述的

背部支架上设有背部垫板安装槽，背部垫板安装槽内设有与背部垫板固定相接的背部垫板

安装管，背部垫板安装槽的侧壁上设有与背部垫板安装管相配合的背部垫板锁紧机构。

[0016]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的，在所述膝

部护垫下方的升降平台上设有罩住间距调节机构的防尘罩，防尘罩通过侧支撑板装在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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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上。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使用时，患儿跪立在膝部护垫上，手扶在扶手上，通

过胸部护垫与背部护垫固定患儿上身，通过调整膝部护垫间距，调整患儿跪立位体位，通过

刹车装置的运动，从而使芯轴解除锁定；当患儿身体倾动时带动面板的倾动，面板带动主杆

和芯轴绕万向节转动，在倾动范围上底架复位装置等部件起到机械保护限制作用，同时通

过控制器控制患儿的运动轨迹，从而达到训练病人动平衡的目的，底座离地面较低，患儿使

用方便安全，有助于患儿恢复平衡感觉。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图1的侧视图；

[0020] 图3是图1的俯视图；

[0021] 图4为面板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图4的侧视图；

[0023] 图6为图4的俯视图；

[0024] 图7为膝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为图7的侧视图；

[0026] 图9为胸部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10为图9的侧视图；

[0028] 图11为底座复位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参照附图，进一步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具体技术方案，以便于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进一步地理解本实用新型，而不构成对其权利的限制。

[0030] 实施例1，参照图1-11，一种跪位动静平衡训练装置，包括车架和主杆，车架上安装

有底架复位装置和膝部装置，主杆8上端连接有面板装置，车架由底座11和装在底座11上的

滚轮10组成，所述的滚轮为万向轮，在底座11上装有电源托架；

[0031] 在所述车架上设有控制器，所述的控制器包括安装在连接板上的角度陀螺仪和单

片机，单片机与角度陀螺仪连接，单片机通过无线网络与外接电脑连接，从面板架的相对运

动位置传递给与单片机连接的电脑，通过电脑上的控制软件模拟患者的运动轨迹，从而达

到训练的目的；

[0032] 所述的面板装置包括面板3和面板架，面板架两侧设有左、右扶手7，扶手7通过连

接板12与面板架相接，左、右扶手7之间装有背部组件，在其中一块连接板12上安装有刹车

装置，刹车装置包括倾角刹车和刹车线2，倾角刹车装在连接板12上，刹车线2的一端连接在

倾角刹车上，所述的倾角刹车包括拉伸把手组件5，所述的面板架为固定在面板底部的、两

根平行设置的面板安装管18；

[0033] 所述的背部组件包括背部垫板14和背部支架13，背部垫板14装在背部支架14上，

背部支架13上设有套装在扶手上的扶手套17管，扶手套管17上设有与扶手7相配合锁紧扶

手7的波纹手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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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在所述的背部支架13上设有背部垫板安装槽20，背部垫板安装槽20内设有与背部

垫板14固定相接的背部垫板安装管19，背部垫板安装槽19的侧壁上设有与背部垫板安装管

19相配合的背部垫板锁紧机构，所述的背部垫板锁紧机构采用背部锁紧轮；

[0035] 所述的膝部装置包括左、右两个膝部护垫9，在车架上设有调节膝部护垫9高度的

升降机构，所述的升降机构设有升降平台34，升降平台34上方设有护垫托板31，升降平台上

设有调节两个膝部护垫9间间距的间距调节机构，升降平台34底部设有装在车架上的升降

驱动机构；所述的间距调节机构设有直线导轨，直线导轨上设有滑块37，护垫托板上设有护

垫支撑架31，护垫支撑架31通过负荷传感器装滑块37上，负荷传感器与单片机相连，升降平

台上设有推动滑块使膝部护垫沿直线导轨滑动的电动推杆。

[0036] 实施例2，实施例1所述的跪位动静平衡训练装置，在所述的面板上设有胸部装置，

所述的胸部装置包括胸部护垫1和胸部固定架16，胸部固定架16与设在面板3上的胸部固定

座29相接，胸部固定座与胸部固定架通过螺栓相接，方便拆卸，胸部固定架16上设有胸部固

定管17，胸部护垫1的背面设有与胸部固定管17相插接的胸部支管28，在胸部固定管17的管

壁上设有螺纹孔，螺纹孔内设有与胸部支管28相配合的锁紧螺栓，锁紧螺栓的外端设有波

纹把手15。

[0037] 实施例3，实施例1所述的跪位动静平衡训练装置，所述的底座复位装置包括底板

46、支撑套48、芯轴39和万向节47，底板46装在底座11上，万向节47的底端固定在支撑套48

内的底板46上，芯轴39的上端与主杆8连接，芯轴39的下端连接在万向节47上，在万向节47

上方套设有与万向节47螺纹连接的限位套49，限位套49上设有伸出支撑套48的下传动手柄

26，限位套49上方的支撑套48内设有限位挡块44，限位挡块44通过深沟球轴承45装在芯轴

39上，支撑套48的上部设有锥形支撑面，芯轴39上套设有复位块50，复位块50底部滑动支撑

在支撑套48的锥形支撑面上，在复位块50上套设有刹车压紧块52，复位块50内侧的芯轴39

上设有钢珠槽，钢珠51穿过复位块50设在钢珠槽内，钢珠外端由刹车压紧块52压紧，在复位

块50的上端固定有软轴固定块53，刹车线2固定在软轴固定块53上并穿过软轴固定块53连

接在刹车压紧块52上，在刹车压紧块52与软轴固定块53之间的复位块50上设有复位弹簧

42，在芯轴39的上部通过螺纹连接有压紧块57，压紧块57上连接有上传动手柄，压紧块57下

方的芯轴39上设有压块38，压块38与压紧块57之间设有推力轴承56，压块38与软轴固定块

53之间的芯轴39上设有压紧弹簧54，在芯轴39的外侧套设有上端固定在压块38上、下端固

定在支撑套48上部的防尘套55；

[0038] 实施时，将车架放置在地面上，将底座复位装置通过底板固定在车架上，通过螺栓

固定安装，调整好所需的倾角角度和压紧弹簧预紧力大小，安装在车架上，面板装置上连接

有胸部固定座，下端通过主杆与芯轴连接；

[0039] 通过设压紧弹簧、压块和压紧块，压紧块连接在芯轴上，通过轴向轴承与压块相

连；压紧弹簧套在芯轴上，一端与压块相连；上传动手柄固定在压紧块上，通过调节上传动

手柄使压紧块在芯轴上升降，从而调节压块，给压紧弹簧施加预紧力，预紧力的不同，其弹

簧的回复力矩也不同，这样就可以适应不同的恢复期的病人使用。

[0040] 实施例4，实施例1所述的跪位动静平衡训练装置，所述的升降驱动机构包括交叉

设置的剪刀升降架36，剪刀升降架36的交叉处设有升降转轴，剪刀升降架上端设有剪刀支

撑轴，其中的一个剪刀支撑轴通过固定与升降平台相接，另一个剪刀支撑轴上设有滑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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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平台底部设有与滑轮相配合的滑槽，在车架上设有驱动剪刀升降架的驱动电机，驱动

电机的输出轴与设在其中一个剪刀升降架36下部的铰支座35相接。

[0041] 实施例5，实施例1所述的跪位动静平衡训练装置，在所述膝部护垫9下方的升降平

台34上设有罩住间距调节机构的防尘罩32，防尘罩32通过侧支撑板33装在升降平台上。

[0042] 使用时，患儿跪立在膝部护垫上，手扶在面板上，通过胸部护垫与背部护垫固定患

儿上身，通过调整膝部护垫间距，调整患儿跪立位体位，通过刹车装置的运动提起刹车压紧

块，从而使芯轴解除锁定；当患儿身体倾动时，就会使面板装置带动与芯轴连接的主杆倾

动，芯轴绕着万向节转动活动，底座复位装置内通过压紧弹簧的弹力带动复位块、芯轴及与

芯轴连接的主杆复位，其运动轨迹在外接电脑上显示出来，依据软件的轨迹规划来倾动身

体，通过控制倾角刹车器可以倾动锁定，从而达到训练病人动平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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