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1069608.X

(22)申请日 2017.11.0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62561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1.26

(73)专利权人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地址 471000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景华路

24号

(72)发明人 田婧　

(74)专利代理机构 洛阳公信知识产权事务所

(普通合伙) 41120

代理人 孙笑飞

(51)Int.Cl.

A61G 15/02(2006.01)

A61G 15/12(2006.01)

A61B 5/00(2006.01)

A63B 23/04(2006.01)

A63B 21/05(2006.01)

A61H 1/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5287155 A,2016.02.03,

CN 206026356 U,2017.03.22,

CN 107184184 A,2017.09.22,

CN 105991960 A,2016.10.05,

KR 101410686 B1,2014.06.24,

审查员 刘新旭

 

(54)发明名称

一种神经内科检查及锻炼用的椅子

(57)摘要

一种神经内科检查及锻炼用的椅子，包括座

椅本体、设置在座椅本体上的两个检查装置、若

干个与检查装置相配合的固定装置和固定设置

在座椅本体下部的辅助锻炼装置。本发明提供一

种神经内科检查及锻炼用的椅子，能过将受检查

者的膝跳反射量化，避免膝跳反射过度微弱而无

法被医生察觉，从而有效地协助医生诊断治疗，

还能够协助患者进行阶段式的下肢锻炼，从而帮

助快速恢复患者受损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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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神经内科检查及锻炼用的椅子，其特征在于：包括座椅本体、设置在座椅本体上

的两个检查装置、若干个与检查装置相配合的固定装置和固定设置在座椅本体下部的辅助

锻炼装置；

所述座椅本体包括四个椅腿（3）、固定设置在四个椅腿（3）上端的坐板（2）和倾斜设置

在坐板（2）后端上的靠背（1），坐板（2）的前端转动连接有支撑板（4），支撑板（4）上固定设置

有搁脚（5），搁脚（5）为长方形板，且搁脚（5）的板面与支撑板（4）的板面垂直；

两个所述检查装置分别设置在所述座椅本体的两侧，检查装置包括数位板（11）、限位

装置和计算机（18），其中数位板（11）与计算机（18）电连接，数位板（11）沿座椅本体的前后

方向滑动设置在座椅本体侧方，且数位板（11）垂直设置，限位装置包括固定设置在所述椅

腿（3）上的底座（12），底座（12）上垂直固设有立柱（15），立柱（15）的上端固定设置有固定块

（13），固定块（13）固定连接有水平设置的限位套筒（14），且限位套筒（14）向座椅本体的前

方延伸，在限位套筒（14）内滑动设置有限位条（16），限位条（16）上开设有若干个上下贯通

的通孔（17），通孔（17）为长方形孔，且通孔（17）的长度方向与限位条（16）的长度方向相同，

在垂直方向上，限位条（16）位于座椅本体和数位板（11）之间；

所述固定装置包括半环状的固定扣（24），固定扣（24）通过绑带固定在受检查者的腿

部，固定扣（24）的中部固定设置有一个固定座（29），固定座（29）上固定连接有水平设置的

连杆（30），连杆（30）的末端通过连接件（31）固定连接有触控笔（33），触控笔（33）的延伸方

向与所述数位板（11）的板面相互垂直，且触控笔（33）的头部贴合在数位板（11）上，连接件

（31）上还设置有连接块（34），连接块（34）上固定连接有限位杆（35），限位杆（35）的上端穿

过所述通孔（17），限位杆（35）的横截面呈正方形，且正方形的边长与通孔（17）的宽度相等；

所述辅助锻炼装置包括水平固设在四个椅腿（3）的中部之间的安装板（6），在安装板

（6）上固定设置有气缸（7），气缸（7）的输出端朝向所述支撑板（4），在所述搁脚（5）上还开设

有沿长度方向延伸的滑槽（37），滑槽（37）内滑动设置有两个滑动板（38），两个滑动板（38）

各固定连接有一个活动板（36），两个活动板（36）均设置在搁脚（5）的上表面，两个滑动板

（38）的下端从滑槽（37）的底部伸出，在两个滑动板（38）的底部之间连接有弹簧（39），其中

一个滑动板（38）的下端还固定连接有伸缩套筒（40），另外一个滑动板（38）的下端还固定连

接有伸缩杆（41），伸缩杆（41）插入伸缩套筒（40）内；

所述坐板（2）的前端通过转轴（23）与所述支撑板（4）转动连接，支撑板（4）还固定连接

有软连接（22），软连接（22）插入到坐板（2）内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神经内科检查及锻炼用的椅子，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查装置

还包括水平固设在椅腿（3）上的底板（8），底板（8）上固定设置有滑轨（9），滑轨（9）沿所述座

椅本体的前后方向延伸，在滑轨（9）上滑动设置有滑动块（10），所述数位板（11）固定设置在

滑动块（10）上。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神经内科检查及锻炼用的椅子，其特征在于：所述滑轨（9）

的纵切面呈T字型。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神经内科检查及锻炼用的椅子，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件

（31）呈圆筒状结构，所述连杆（30）和所述触控笔（33）分别从连接件（31）的两端插入到连接

件（31）中，连接件（31）的中部的周侧壁上开设有环状凹槽（32），所述连接块（34）卡设在环

状凹槽（32）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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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神经内科检查及锻炼用的椅子，其特征在于：所述气缸（7）

还连接有气源，且气缸（7）通过气缸（7）驱动装置与所述计算机（18）相连接。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神经内科检查及锻炼用的椅子，其特征在于：所述绑带包括

第一绑带（25）和第二绑带（27），第一绑带（25）和第二绑带（27）分别固定设置在所述固定扣

（24）的两端，在第一绑带（25）上设置有粘扣母面（26），在第二绑带（27）上设置有与粘扣母

面（26）相配合的粘扣子面（28）。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神经内科检查及锻炼用的椅子，其特征在于：所述数位板

（11）上设置有开关按键（19）、画线按键（20）和清除按键（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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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神经内科检查及锻炼用的椅子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设备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神经内科检查及锻炼用的椅子。

背景技术

[0002] 神经内科是研究神经系统疾病、骨骼肌疾病的临床医学，主要通过内科手段进行

研究，主要诊治脑血管疾病、偏头痛、脑部炎症性疾病、脊髓炎、癫痫、痴呆、神经系统变性

病、代谢病和遗传病、三叉神经痛、坐骨神经病、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脱髓鞘性疾病，运动障

碍疾病，周围神经病及重症肌无力等，由此可知神经内科病人大都肢体行动不便，传统的神

经内科用的检查床或检查仪大多为普通的椅子或病床，功能单一，无法满足神经内科病人

的需求，且传统的神经内科病人大多采用橡胶锤敲击病人的膝盖部位，利用膝跳反射通过

观察病人的腿部的反应来判断病人的恢复情况，而在病人恢复初期，病人的身体感觉较为

轻微，细微的身体反应易被医生忽略，从而耽误最佳的医治时间，和专门的治疗，导致病人

恢复期延长，为此，我们提出一种神经内科用检查椅。

[0003] 现有技术中有一些通过压力检测来判断膝跳反射强度的检查椅，但是因为人体肌

肉组织和皮下脂肪的作用，会导致压力检测值的不准确，影响对膝跳反射强度的量化，进而

导致检查结果不准确。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神经内科检查及锻炼用的椅子，能

过将受检查者的膝跳反射量化，避免膝跳反射过度微弱而无法被医生察觉，从而有效地协

助医生诊断治疗，还能够协助患者进行阶段式的下肢锻炼，从而帮助快速恢复患者受损的

神经。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具体方案为：

[0006] 一种神经内科检查及锻炼用的椅子，包括座椅本体、设置在座椅本体上的两个检

查装置、若干个与检查装置相配合的固定装置和固定设置在座椅本体下部的辅助锻炼装

置；所述座椅本体包括四个椅腿、固定设置在四个椅腿上端的坐板和倾斜设置在坐板后端

上的靠背，坐板的前端转动连接有支撑板，支撑板上固定设置有搁脚，搁脚为长方形板，且

搁脚的板面与支撑板的板面垂直；两个所述检查装置分别设置在所述座椅本体的两侧，检

查装置包括数位板、限位装置和计算机，其中数位板与计算机电连接，数位板沿座椅本体的

前后方向滑动设置在座椅本体侧方，且数位板垂直设置，限位装置包括固定设置在所述椅

腿上的底座，底座上垂直固设有立柱，立柱的上端固定设置有固定块，固定块固定连接有水

平设置的限位套筒，且限位套筒向座椅本体的前方延伸，在限位套筒内滑动设置有限位条，

限位条上开设有若干个上下贯通的通孔，通孔为长方形孔，且通孔的长度方向与限位条的

长度方向相同，在垂直方向上，限位条位于座椅本体和数位板之间；所述固定装置包括半环

状的固定扣，固定扣通过绑带固定在受检查者的腿部，固定扣的中部固定设置有一个固定

座，固定座上固定连接有水平设置的连杆，连杆的末端通过连接件固定连接有触控笔，触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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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的延伸方向与所述数位板的板面相互垂直，且触控笔的头部贴合在数位板上，连接件上

还设置有连接块，连接块上固定连接有限位杆，限位杆的上端穿过所述通孔，限位杆的横截

面呈正方形，且正方形的边长与通孔的宽度相等；所述辅助锻炼装置包括水平固设在四个

椅腿的中部之间的安装板，在安装板上固定设置有气缸，气缸的输出端朝向所述支撑板，在

所述搁脚上还开设有沿长度方向延伸的滑槽，滑槽内滑动设置有两个滑动板，两个滑动板

各固定连接有一个活动板，两个活动板均设置在搁脚的上表面，两个滑动板的下端从滑槽

的底部伸出，在两个滑动板的底部之间连接有弹簧，其中一个滑动板的下端还固定连接有

伸缩套筒，另外一个滑动板的下端还固定连接有伸缩杆，伸缩杆插入伸缩套筒内。

[0007] 所述坐板的前端通过转轴与所述支撑板转动连接，支撑板还固定连接有软连接，

软连接插入到坐板内部。

[0008] 所述检查装置还包括水平固设在椅腿上的底板，底板上固定设置有滑轨，滑轨沿

所述座椅本体的前后方向延伸，在滑轨上滑动设置有滑动块，所述数位板固定设置在滑动

块上。

[0009] 所述滑轨的纵切面呈T字型。

[0010] 所述连接件呈圆筒状结构，所述连杆和所述触控笔分别从连接件的两端插入到连

接件中，连接件的中部的周侧壁上开设有环状凹槽，所述连接块卡设在环状凹槽内。

[0011] 所述气缸还连接有气源，且气缸通过气缸驱动装置与所述计算机相连接。

[0012] 所述绑带包括第一绑带和第二绑带，第一绑带和第二绑带分别固定设置在所述固

定扣的两端，在第一绑带上设置有粘扣母面，在第二绑带上设置有与粘扣母面相配合的粘

扣子面。

[0013] 所述数位板上设置有开关按键、画线按键和清除按键。

[0014] 有益效果：

[0015] 1、本发明能过将受检查者的膝跳反射量化，避免膝跳反射过度微弱而无法被医生

察觉，从而有效地协助医生诊断治疗；

[0016] 2、本发明还能够协助患者进行阶段式的下肢锻炼，从而帮助快速恢复患者受损的

神经。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座椅本体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图1中A部分的示意图；

[0019] 图3是图2的剖视图；

[0020] 图4是限位装置示意图；

[0021] 图5是限位套筒和限位杆的剖视图；

[0022] 图6是数位板的设置方式示意图；

[0023] 图7是辅助锻炼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8是固定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附图标记：1、靠背，2、坐板，3、椅腿，4、支撑板，5、搁脚，6、安装板，7、气缸，8、底板，

9、滑轨，10、滑动块，11、数位板，12、底座，13、固定块，14、限位套筒，15、立柱，16、限位条，

17、通孔，18、计算机，19、开关按键，20、画线按键，21、清除按键，22、软连接，23、转轴，24、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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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扣，25、第一绑带，26、粘扣母面，27、第二绑带，28、粘扣子面，29、固定座，30、连杆，31、连

接件，32、环状凹槽，33、触控笔，34、连接块，35、限位杆，36、活动板，37、滑槽，38、滑动板，

39、弹簧，40、伸缩套筒，41、伸缩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根据附图具体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

[0027] 如图1至8所示，一种神经内科检查及锻炼用的椅子，包括座椅本体、设置在座椅本

体上的两个检查装置、若干个与检查装置相配合的固定装置和固定设置在座椅本体下部的

辅助锻炼装置，其中辅助锻炼装置用于辅助患者对下肢进行锻炼。

[0028] 座椅本体包括四个椅腿3、固定设置在四个椅腿3上端的坐板2和倾斜设置在坐板2

后端上的靠背1，坐板2的前端转动连接有支撑板4，支撑板4上固定设置有搁脚5，搁脚5为长

方形板，且搁脚5的板面与支撑板4的板面垂直，搁脚5的延伸方向与座椅本体的左右方向平

行。坐板2的前端通过转轴23与支撑板4转动连接，支撑板4还固定连接有软连接22，软连接

22插入到坐板2内部。

[0029] 两个检查装置分别设置在座椅本体的两侧，检查装置包括数位板11、限位装置和

计算机18，其中数位板11与计算机18电连接，数位板11沿座椅本体的前后方向滑动设置在

座椅本体侧方，且数位板11垂直设置，数位板11上设置有开关按键19、画线按键20和清除按

键21，其中开关按键19用于启动或者关闭数位板11，画线按键20用于使数位板11准备开始

工作，清除按键21用于清空数位板11的工作记录。限位装置包括固定设置在椅腿3上的底座

12，底座12上垂直固设有立柱15，立柱15的上端固定设置有固定块13，固定块13固定连接有

水平设置的限位套筒14，且限位套筒14向座椅本体的前方延伸，在限位套筒14内滑动设置

有限位条16，限位条16上开设有若干个上下贯通的通孔17，通孔17为长方形孔，且通孔17的

长度方向与限位条16的长度方向相同，在垂直方向上，限位条16位于座椅本体和数位板11

之间。

[0030] 固定装置包括半环状的固定扣24，固定扣24通过绑带固定在受检查者的腿部，绑

带包括第一绑带25和第二绑带27，第一绑带25和第二绑带27分别固定设置在固定扣24的两

端，在第一绑带25上设置有粘扣母面26，在第二绑带27上设置有与粘扣母面26相配合的粘

扣子面28。固定扣24的中部固定设置有一个固定座29，固定座29上固定连接有水平设置的

连杆30，连杆30的末端通过连接件31固定连接有触控笔33，触控笔33的延伸方向与数位板

11的板面相互垂直，且触控笔33的头部贴合在数位板11上，连接件31上还设置有连接块34，

连接块34上固定连接有限位杆35，限位杆35的上端穿过通孔17，限位杆35的横截面呈正方

形，且正方形的边长与通孔17的宽度相等。连接件31呈圆筒状结构，连杆30和触控笔33分别

从连接件31的两端插入到连接件31中，连接件31的中部的周侧壁上开设有环状凹槽32，连

接块34卡设在环状凹槽32内。

[0031] 检查装置还包括水平固设在椅腿3上的底板8，底板8上固定设置有滑轨9，滑轨9的

纵切面呈T字型，滑轨9沿座椅本体的前后方向延伸，在滑轨9上滑动设置有滑动块10，数位

板11固定设置在滑动块10上。

[0032] 辅助锻炼装置包括水平固设在四个椅腿3的中部之间的安装板6，在安装板6上固

定设置有气缸7，气缸7的输出端朝向支撑板4，在搁脚5上还开设有沿长度方向延伸的滑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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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滑槽37内滑动设置有两个滑动板38，两个滑动板38各固定连接有一个活动板36，两个活

动板36均设置在搁脚5的上表面，两个滑动板38的下端从滑槽37的底部伸出，在两个滑动板

38的底部之间连接有弹簧39，其中一个滑动板38的下端还固定连接有伸缩套筒40，另外一

个滑动板38的下端还固定连接有伸缩杆41，伸缩杆41插入伸缩套筒40内。

[0033] 在使用时，首先使受检查者坐在坐板2上，然后利用计算机18通过气缸驱动装置驱

动气缸7，气缸7推动支撑板4倾斜，根据受检查者的年龄和身高等情况确定倾斜的角度，以

受检查者坐姿舒适和医生方便检查为准。之后将若干个固定装置固定在受检查者的腿部，

并且使连杆30和触控笔33朝向座椅本体的侧方，同时使每个固定装置的限位杆35向上穿过

通孔17，之后向前移动数位板11，使触控笔33的尖端贴合数位板11，接着通过开关按键19启

动数位板11，通过画线按键20使数位板11进入到画线模式，随后医生对受检查者进行膝跳

反应测试，受检查者腿部跳动时带动固定装置和触控笔11移动，并在数位板11上画线，画出

的线条在计算机18上显示出来。因为膝跳反射过程中小腿会以膝盖为圆心进行小幅度的圆

周运动，因此画出的线条通常是短弧线，为了避免测试过程中触控笔33脱离数位板11，增加

了限位装置，长方形的通孔17与限位杆35配合，既能够保证限位杆35在座椅本体的前后方

向上有活动空间，还能避免限位杆35在座椅本体的左右方向上发生位移，从而避免触控笔

33脱离数位板11。根据线条的长度及弧度，医生能够很直观地判断出受检查者的身体状况，

从而进行判断。采用本发明，能够将非常微弱的膝跳反射量化并记录，从而有效地协助医生

进行诊断治疗。

[0034] 进行锻炼时，患者两脚分别从外侧抵在两个活动板36上，并进行双脚并拢的动作，

由双脚推动两个活动板36相向移动，移动过程中压缩弹簧39，同时使伸缩杆41缩入到伸缩

套筒40内，随着两个活动板36之间距离的逐渐减小，所要施加的力量也逐渐变大，因此能够

帮助患者阶段式地进行锻炼。在患者力量到达极限后，双脚松开，在弹簧39的作用下，两个

活动板36复位。

[0035] 此外，还可以利用计算机18控制气缸7动作，从而推动支撑板4上下摆动，进而带动

患者双腿在垂直方向上摆动，帮助患者对下肢进行锻炼。

[0036] 还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

实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

存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

盖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下，由语句“包括一个……”限定的要素，并不排除在

包括所述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中还存在另外的相同要素。

[0037]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

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

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

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

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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