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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可穿戴下肢助力机构，左侧

腰部支架和右侧腰部支架结构相同且均为L形结

构，其一端通过连接法兰固定连接在腰部调整机

构两侧，侧面通过螺钉紧固连接两块背部支架

板，且两个背部支架板与腰部支架垂直，上下两

个平行的支架连接杆螺纹连接在背部支架板上，

控制箱通过锁扣悬挂在支架连接杆上，腰带穿过

背部支架板中间的套孔；髋关节驱动机构位于腰

部支架下侧，并与左侧腰部支架、右侧腰部支架

的另一端连接轴螺纹连接，第一大腿连杆、第二

大腿连杆、第一大腿绑带及第二大腿绑带构成髋

关节执行机构；膝关节驱动机构紧固连接在第二

大腿连杆上，第一小腿连杆、第二小腿连杆、第一

小腿绑带及第二小腿绑带构成膝关节执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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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穿戴下肢助力机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控制箱(1)、支架连接杆(2)、背部支架

板(3)、腰带(4)、右侧腰部支架(5)、腰部调整机构(6)、左侧腰部支架(7)、髋关节驱动机构

(10)、第一连接件(11)、第一大腿连杆(13)、第二大腿连杆(14)、膝关节驱动机构(17)、第一

小腿连杆(18)和第二小腿连杆(19)；

所述左侧腰部支架(7)和右侧腰部支架(5)结构相同且均为L形结构；所述左侧腰部支

架(7)和右侧腰部支架(5)一端的竖直外侧面和下水平侧面上均布螺纹孔E，另一端端面上

设置有带有螺纹的连接轴(22)；

所述左侧腰部支架(7)和右侧腰部支架(5)的一端均通过连接法兰(8)分别固定连接在

腰部调整机构(6)两侧；另一端上的连接轴(22)均通过第一紧固螺母(9)与髋关节驱动机构

(10)中的第一外壳(108)顶部开设的螺纹孔A螺纹相连接；所述第一连接件(11)一端与髋关

节驱动机构(10)中的第一输出法兰(107)上开设的螺纹孔B螺纹连接；另一端与第一大腿连

杆(13)通过第二紧固螺母(12)螺纹相连接；所述第一大腿连杆(13)下端开设有导轨A；且导

轨A上开设有若干圆通孔C；所述第二大腿连杆(14)安装在第一大腿连杆(13)开设的导轨A

内，并通过螺栓固定；

所述第二大腿连杆(14)末端开设有圆通孔J，第二大腿连杆(14)通过圆通孔J与膝关节

驱动机构(17)中的第二外壳(178)上开设的孔螺栓连接；

第二连接件一端与膝关节驱动机构(17)中的第二输出法兰(177)上开设的螺纹孔K螺

纹连接；另一端与第一小腿连杆(18)通过第二紧固螺母(12)螺纹相连接；所述第一小腿连

杆(18)下端开设有导轨B；且导轨B上开设有若干圆通孔M；所述第二小腿连杆(19)安装在第

一小腿连杆(18)导轨B内，并通过螺栓固定；

所述第一大腿连杆(13)、第二大腿连杆(14)、第一小腿连杆(18)和第二小腿连杆(19)

上分别设置有第一大腿绑带(15)、第二大腿绑带(16)、第一小腿绑带(20)、第二小腿绑带

(21)；

所述左侧腰部支架(7)和右侧腰部支架(5)竖直外侧面均分别通过螺钉D紧固连接背部

支架板(3)，且背部支架板(3)与左侧腰部支架(7)、右侧腰部支架(5)均垂直，上下两个平行

的支架连接杆(2)的两端分别与左侧腰部支架(7)和右侧腰部支架(5)侧面上的背部支架板

(3)螺纹连接；

所述控制箱(1)通过锁扣悬挂在支架连接杆(2)上，腰带(4)穿过背部支架板(3)中间的

套孔；所述的髋关节驱动机构(10)包括第一绝对式编码器(101)、髋关节盘式电机(102)、髋

关节谐波减速器(103)、第一扭力传感器(104)、第一输出轴(105)、第一平键(106)、第一输

出法兰(107)、第一外壳(108)、第一定位轴承(110)、第一垫圈(111)和第一轴承端盖(112)；

所述髋关节盘式电机(102)尾部安装有第一绝对式编码器(101)；所述髋关节盘式电机

(102)输出端与髋关节谐波减速器(103)相连接；所述第一输出轴(105)上依次设置有髋关

节谐波减速器(103)、第一扭力传感器(104)、第一输出法兰(107)和第一外壳(108)；其中，

所述第一输出法兰(107)与第一输出轴(105)通过第一平键(106)连接；所述第一定位轴承

(110)一侧通过第一垫圈(111)和第一轴承端盖(112)密封；所述第一外壳(108)上端设置有

双U形结构，用以和连接轴(22)螺纹连接；所述第一外壳(108)上关于其轴线对称的两侧，均

匀分布多个通孔F，两个第一限位挡块(109)分别通过其上开设的通孔H以及通孔F固定连接

在第一外壳(108)的两侧，所述第一限位挡块(109)采用曲面造型；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6420270 B

2



所述膝关节驱动机构(17)包括第二绝对式编码器(171)、膝关节盘式电机(172)、膝关

节谐波减速器(173)、第二扭力传感器(174)、第二输出轴(175)、第二平键(176)、第二输出

法兰(177)、第二外壳(178)、第二定位轴承(180)、第二垫圈(181)和第二轴承端盖(182)；所

述膝关节盘式电机(172)尾部安装有第二绝对式编码器(171)；所述膝关节盘式电机(172)

输出端与膝关节谐波减速器(173)相连接；所述第二输出轴(175)上依次设置有膝关节谐波

减速器(173)、第二扭力传感器(174)、第二输出法兰(177)和第二外壳(178)；其中，所述第

二输出法兰(177)与第二输出轴(175)通过第二平键(176)连接；所述第二定位轴承(180)一

侧通过第二垫圈(181)和第二轴承端盖(182)密封；

所述第二外壳(178)上端设置有圆柱形孔结构，用以和第二大腿连杆(14)螺栓固定连

接；所述第二外壳(178)上关于其轴线对称的两侧均匀分布多个通孔N，两个第二限位挡块

(179)分别通过其上开设的通孔P以及通孔N固定连接在第二外壳(178)的两侧，所述第二限

位挡块(179)采用曲面造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穿戴下肢助力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法兰(8)为

方形，且上面均布有螺纹孔I；所述腰部调整机构(6)与右侧腰部支架(5)并列分布；所述连

接法兰(8)置于腰部调整机构(6)与右侧腰部支架(5)的下表面；所述连接法兰(8)通过螺纹

孔I与腰部调整机构(6)一端螺钉连接，与右侧腰部支架(5)下水平侧面上均布的螺纹孔E也

通过螺钉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穿戴下肢助力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腰部调整机构

(6)包括第一螺纹底座(61)、螺纹套筒(62)、第二螺纹底座(63)、第一螺纹杆(64)及第二螺

纹杆(65)；所述第一螺纹杆(64)一端安装在第一螺纹底座(61)内，另一端安装在螺纹套筒

(62)内；所述第二螺纹杆(65)一端安装在第二螺纹底座(63)内，另一端安装在螺纹套筒

(62)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穿戴下肢助力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腰带(4)上均匀

分布腰部宽度调节孔O，腰带(4)外侧以硬质皮革做面，内侧衬有柔软材料。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穿戴下肢助力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连接杆(2)、

背部支架板(3)、右侧腰部支架(5)、腰部调整机构(6)、左侧腰部支架(7)、连接法兰(8)、第

一外壳(108)、第二外壳(178)、第一大腿连杆(13)、第二大腿连杆(14)、第一小腿连杆(18)

及第二小腿连杆(19)的材质均为碳纤维，且与人体接触的部位衬有柔软材料。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穿戴下肢助力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控制箱(1)用

于装载电池和辅助控制系统，且辅助控制系统设置急停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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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穿戴下肢助力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到一种下肢助力器械，尤其是一种可穿戴下肢助力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髋关节作为人体下肢重要关节，支撑着整个躯干的重量，其所承受的生理压力比

其他关节大得多；膝关节是人体最大且最复杂的关节，它负重多且运动量大，是下肢活动的

枢纽，故其发病率也居所有关节之首。它们的健康状态直接影响人的日常活动，比如行走、

跑步以及跳跃等等，正因为如此，人体下肢关节在日常生活里都是处于高负荷运行的，关节

过度疲劳甚至损伤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病变，老年人的下肢关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肌肉强度

的下降，其关节转矩不足以满足正常运动的需要，而下肢助力机构则可以通过给老年人髋

关节和膝关节施加合理的外部转矩，以弥补老年人自身输出转矩的不足，辅助其运动。

[0003] 下肢关节助力机构主要采用电机驱动、液压驱动或气压驱动，目前很多关节助力

机构采用液压或气压驱动方式，但是由于液压或气压驱动方式具有噪声大，污染多，行程

短，控制精度不高等缺点，使得下肢关节助力机构结构复杂，体积庞大，穿戴麻烦，与人体耦

合性能差，此外市场上已有的助力外骨骼大多设计控制复杂，价格昂贵，所以迫切需要一款

结构简单、控制方便、穿戴舒适且符合大众消费水平的下肢助力机构。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提供一种基于电机驱动、为患者下肢关节提供额外转矩

的可穿戴下肢助力机构，要求该机构结构简单，质量轻便，安全可控且实用经济价值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可穿戴下肢助力机构，包括控制箱、支架连接杆、背部支架板、腰带、右侧腰部

支架、腰部调整机构、左侧腰部支架、髋关节驱动机构、连接件、第一大腿连杆、第二大腿连

杆、膝关节驱动机构、第一小腿连杆和第二小腿连杆；

[0007] 所述左侧腰部支架和右侧腰部支架结构相同且均为L形结构；所述左侧腰部支架

和右侧腰部支架一端的竖直外侧面和下水平侧面上均布螺纹孔E，另一端端面上设置有带

有螺纹的连接轴；

[0008] 所述左侧腰部支架和右侧腰部支架的一端均通过连接法兰分别固定连接在腰部

调整机构两侧；另一端上的连接轴均通过第一紧固螺母与髋关节驱动机构中的第一外壳顶

部开设的螺纹孔A螺纹相连接；

[0009] 所述第一连接件一端与髋关节驱动机构中的第一输出法兰上开设的螺纹孔B螺纹

连接；另一端与第一大腿连杆通过第二紧固螺母螺纹相连接；所述第一大腿连杆下端开设

有导轨A；且导轨A上开设有若干圆通孔C；所述第二大腿连杆安装在第一大腿连杆开设的导

轨A内，并通过螺栓固定；

[0010] 所述第二大腿连杆末端开设有圆通孔J，第二大腿连杆通过圆通孔J与膝关节驱动

机构中的第二外壳上开设的孔螺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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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第二连接件一端与膝关节驱动机构中的第二输出法兰上开设的螺纹孔K螺纹

连接；另一端与第一小腿连杆通过第二紧固螺母螺纹相连接；所述第一小腿连杆下端开设

有导轨B；且导轨B上开设有若干圆通孔M；所述第二小腿连杆安装在第一小腿连杆导轨B内，

并通过螺栓固定；

[0012] 所述第一大腿连杆、第二大腿连杆、第一小腿连杆和第二小腿连杆上分别设置有

第一大腿绑带、第二大腿绑带、第一小腿绑带、第二小腿绑带；

[0013] 所述左侧腰部支架和右侧腰部支架竖直外侧面均分别通过螺钉D紧固连接背部支

架板，且背部支架板与左侧腰部支架、右侧腰部支架均垂直，上下两个平行的支架连接杆的

两端分别与左侧腰部支架和右侧腰部支架侧面上的背部支架板螺纹连接；

[0014] 所述控制箱通过锁扣悬挂在支架连接杆上，腰带穿过背部支架板中间的套孔。

[0015] 进一步的，所述连接法兰为方形，且上面均布有螺纹孔I；所述腰部调整机构与右

侧腰部支架并列分布；所述连接法兰置于腰部调整机构与右侧腰部支架的下表面；所述连

接法兰通过螺纹孔I与腰部调整机构一端螺钉连接，与右侧腰部支架下水平侧面上均布的

螺纹孔E也通过螺钉连接。

[0016] 进一步的，所述的腰部调整机构包括第一螺纹底座、螺纹套筒、第二螺纹底座、第

一螺纹杆及第二螺纹杆；所述第一螺纹杆一端安装在第一螺纹底座内，另一端安装在螺纹

套筒内；所述第二螺纹杆一端安装在第二螺纹底座内，另一端安装在螺纹套筒内。

[0017] 进一步的，所述的髋关节驱动机构包括第一绝对式编码器、髋关节盘式电机、髋关

节谐波减速器、第一扭力传感器、第一输出轴、第一平键、第一输出法兰、第一外壳、第一定

位轴承、第一垫圈和第一轴承端盖；所述髋关节盘式电机尾部安装有第一绝对式编码器；所

述髋关节盘式电机输出端与髋关节谐波减速器相连接；所述第一输出轴上依次设置有髋关

节谐波减速器、第一扭力传感器、第一输出法兰和第一外壳；其中，所述第一输出法兰与第

一输出轴通过第一平键连接；所述第一定位轴承一侧通过第一垫圈和第一轴承端盖密封。

[0018]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外壳与第一限位挡块螺栓联接；所述第一外壳上端设置有双U

形结构，用以和连接轴螺纹连接；所述第一外壳轴向两侧均匀分布多个通孔F，第一限位挡

块上与通孔F相对应处均开设有通孔H；所述第一限位挡块采用曲面造型。

[0019] 更进一步的，所述膝关节驱动机构包括第二绝对式编码器、膝关节盘式电机、膝关

节谐波减速器、第二扭力传感器、第二输出轴、第二平键、第二输出法兰、第二外壳、第二定

位轴承、第二垫圈和第二轴承端盖；所述膝关节盘式电机尾部安装有第二绝对式编码器；所

述膝关节盘式电机输出端与膝关节谐波减速器相连接；所述第二输出轴上依次设置有膝关

节谐波减速器、第二扭力传感器、第二输出法兰和第二外壳；其中，所述第二输出法兰与第

二输出轴通过第二平键连接；所述第二定位轴承一侧通过第二垫圈和第二轴承端盖密封。

[0020]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外壳与第二限位挡块螺栓联接；所述第二外壳上端设置有圆

柱形孔结构，用以和第二大腿连杆螺栓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外壳轴向两侧均匀分布多个通

孔N，第二限位挡块上与通孔N相对应处均开设有通孔P；所述第二限位挡块采用曲面造型。

[0021] 进一步的，所述腰带上均匀分布腰部宽度调节孔O，腰带外侧以硬质皮革做面，内

侧衬有柔软材料。

[0022] 进一步的，所述支架连接杆、背部支架板、右侧腰部支架、腰部调整机构、左侧腰部

支架、连接法兰、第一外壳、第二外壳、第一大腿连杆、第二大腿连杆、第一小腿连杆及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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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腿连杆的材质均为碳纤维，且与人体接触的部位衬有柔软材料。

[0023] 进一步的，所述的控制箱用于装载电池和辅助控制系统，且辅助控制系统设置急

停按钮。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采用盘式电机和谐波减速器驱动，控制精度准确，其最大特

点就是薄，一般电机的转子和定子是里外套装的，而盘式电机定子在平的基板上，转子是盖

在定子上的，因此盘式电机和谐波减速器驱动对于要求结构紧凑的机构来说是理想的驱动

方式；所述的下肢助力机构的框架结构材质均为碳纤维，其强度高、刚性好、质量轻，采用蓄

电池供电，使得本发明具有良好的便携性，不受行动范围限制，适合老年人日常穿戴；髋关

节和膝关节驱动机构的外壳上设有具有保护功能的限位挡块且辅助控制系统上设置急停

按钮，患者可根据自身情况设置安全的屈曲角度范围，安全可控；结合人体仿生学原理，该

下肢助力机构的每侧髋关节采用两个自由度，每侧膝关节采用一个自由度，腰部调整机构

和下肢长度调整机构保证不同患者的关节旋转中心与该机构旋转中心重合，不但结构简

单、易于控制，而且能满足人们基本使用要求，适合工业生产和大规模推广。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整体结构背面示意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腰部调整机构结构图；

[0028] 图4是本发明髋关节驱动机构爆炸图；

[0029] 图5是本发明膝关节驱动机构爆炸图；

[0030] 图6是本发明左侧腰部支架结构图；

[0031] 图7是本发明实施方式流程图。

[0032] 附图标记如下：

[0033] 1-控制箱、2-支架连接杆、3-背部支架板、4-腰带、5-右侧腰部支架、6-腰部调整机

构、7-左侧腰部支架、8-连接法兰、9-第一紧固螺母、10-髋关节驱动机构、11-第一连接件、

12-第二紧固螺母、13-第一大腿连杆、14-第二大腿连杆、15-第一大腿绑带、16-第二大腿绑

带、17-膝关节驱动机构、18-第一小腿连杆、19-第二小腿连杆、20-第一小腿绑带、21-第二

小腿绑带、22-连接轴、61-第一螺纹底座、62-螺纹套筒、63-第二螺纹底座、64-第一螺纹杆、

65-第二螺纹杆、101-第一绝对式编码器、102-髋关节盘式电机、103-髋关节谐波减速器、

104-第一扭力传感器、105-第一输出轴、106-第一平键、107-第一输出法兰、108-第一外壳、

109-第一限位挡块、110-第一定位轴承、111-第一垫圈、112-第一轴承端盖、171-第二绝对

式编码器、172-膝关节盘式电机、173-膝关节谐波减速器、174-第二扭力传感器、175-第二

输出轴、176-第二平键、177-第二输出法兰、178-第二外壳、179-第二限位挡块、180-第二定

位轴承、181-第二垫圈及182-第二轴承端盖。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

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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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5] 一种可穿戴下肢助力机构，包括控制箱1、支架连接杆2、背部支架板3、腰带4、右侧

腰部支架5、腰部调整机构6、左侧腰部支架7、髋关节驱动机构10、连接件11、第一大腿连杆

13、第二大腿连杆14、膝关节驱动机构17、第一小腿连杆18和第二小腿连杆19；

[0036] 所述左侧腰部支架7和右侧腰部支架5结构相同且均为L形结构；所述左侧腰部支

架7和右侧腰部支架5一端的竖直外侧面和下水平侧面上均布螺纹孔E，另一端端面上设置

有带有螺纹的连接轴22；

[0037] 所述左侧腰部支架7和右侧腰部支架5的一端均通过连接法兰8分别固定连接在腰

部调整机构6两侧；另一端上的连接轴22均通过第一紧固螺母9与髋关节驱动机构10中的第

一外壳108顶部开设的螺纹孔A螺纹相连接；

[0038] 所述第一连接件11一端与髋关节驱动机构10中的第一输出法兰107上开设的螺纹

孔B螺纹连接；另一端与第一大腿连杆13通过第二紧固螺母12螺纹相连接；所述第一大腿连

杆13下端开设有导轨A；且导轨A上开设有若干圆通孔C；所述第二大腿连杆14安装在第一大

腿连杆13开设的导轨A内，并通过螺栓固定；

[0039] 所述第二大腿连杆14末端开设有圆通孔J，第二大腿连杆14通过圆通孔J与膝关节

驱动机构17中的第二外壳178上开设的孔螺栓连接；

[0040] 所述第二连接件一端与膝关节驱动机构17中的第二输出法兰177上开设的螺纹孔

K螺纹连接；另一端与第一小腿连杆18通过第二紧固螺母12螺纹相连接；所述第一小腿连杆

18下端开设有导轨B；且导轨B上开设有若干圆通孔M；所述第二小腿连杆19安装在第一小腿

连杆18导轨B内，并通过螺栓固定；

[0041] 所述第一大腿连杆13、第二大腿连杆14、第一小腿连杆18和第二小腿连杆19上分

别设置有第一大腿绑带15、第二大腿绑带16、第一小腿绑带20、第二小腿绑带21；

[0042] 所述左侧腰部支架7和右侧腰部支架5竖直外侧面均分别通过螺钉D紧固连接背部

支架板3，且背部支架板3与左侧腰部支架7、右侧腰部支架5均垂直，上下两个平行的支架连

接杆2的两端分别与左侧腰部支架7和右侧腰部支架5侧面上的背部支架板3螺纹连接；

[0043] 所述控制箱1通过锁扣悬挂在支架连接杆2上，腰带4穿过背部支架板3中间的套

孔。

[0044] 其中，所述连接法兰8为方形，且上面均布有螺纹孔I；所述腰部调整机构6与右侧

腰部支架5并列分布；所述连接法兰8置于腰部调整机构6与右侧腰部支架5的下表面；所述

连接法兰8通过螺纹孔I与腰部调整机构6一端螺钉连接，与右侧腰部支架5下水平侧面上均

布的螺纹孔E也通过螺钉连接。

[0045] 所述的腰部调整机构6包括第一螺纹底座61、螺纹套筒62、第二螺纹底座63、第一

螺纹杆64及第二螺纹杆65；所述第一螺纹杆64一端安装在第一螺纹底座61内，另一端安装

在螺纹套筒62内；所述第二螺纹杆65一端安装在第二螺纹底座63内，另一端安装在螺纹套

筒62内。

[0046] 所述的髋关节驱动机构10包括第一绝对式编码器101、髋关节盘式电机102、髋关

节谐波减速器103、第一扭力传感器104、第一输出轴105、第一平键106、第一输出法兰107、

第一外壳108、第一定位轴承110、第一垫圈111和第一轴承端盖112；所述髋关节盘式电机

102尾部安装有第一绝对式编码器101；所述髋关节盘式电机102输出端与髋关节谐波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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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103相连接；所述第一输出轴105上依次设置有髋关节谐波减速器103、第一扭力传感器

104、第一输出法兰107和第一外壳108；其中，所述第一输出法兰107与第一输出轴105通过

第一平键106连接；所述第一定位轴承110一侧通过第一垫圈111和第一轴承端盖112密封。

[0047] 所述第一外壳108与第一限位挡块109螺栓联接；所述第一外壳108上端设置有双U

形结构，用以和连接轴22螺纹连接；所述第一外壳108轴向两侧均匀分布多个通孔F，第一限

位挡块109上与通孔F相对应处均开设有通孔H；所述第一限位挡块109采用曲面造型。

[0048] 所述膝关节驱动机构17包括第二绝对式编码器171、膝关节盘式电机172、膝关节

谐波减速器173、第二扭力传感器174、第二输出轴175、第二平键176、第二输出法兰177、第

二外壳178、第二定位轴承180、第二垫圈181和第二轴承端盖182；所述膝关节盘式电机172

尾部安装有第二绝对式编码器171；所述膝关节盘式电机172输出端与膝关节谐波减速器

173相连接；所述第二输出轴175上依次设置有膝关节谐波减速器173、第二扭力传感器174、

第二输出法兰177和第二外壳178；其中，所述第二输出法兰177与第二输出轴175通过第二

平键176连接；所述第二定位轴承180一侧通过第二垫圈181和第二轴承端盖182密封。

[0049] 所述第二外壳178与第二限位挡块179螺栓联接；所述第二外壳178上端设置有圆

柱形孔结构，用以和第二大腿连杆(14)螺栓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外壳178轴向两侧均匀分布

多个通孔N，第二限位挡块179上与通孔N相对应处均开设有通孔P；所述第二限位挡块179采

用曲面造型。

[0050] 所述腰带4上均匀分布腰部宽度调节孔O，腰带4外侧以硬质皮革做面，内侧衬有柔

软材料。

[0051] 所述支架连接杆2、背部支架板3、右侧腰部支架5、腰部调整机构6、左侧腰部支架

7、连接法兰8、第一外壳108、第二外壳178、第一大腿连杆13、第二大腿连杆14、第一小腿连

杆18及第二小腿连杆19的材质均为碳纤维，且与人体接触的部位衬有柔软材料。

[0052] 所述的控制箱1用于装载电池和辅助控制系统，且辅助控制系统设置急停按钮。

[0053] 参阅图1、图2、图6，在本发明实例中，一种可穿戴下肢助力机构，包括腰部机构、驱

动机构和执行机构，左侧腰部支架7和右侧腰部支架5结构相同且均为L形结构，其一端均布

螺纹孔E，另一端延伸有带有螺纹的连接轴22，左侧腰部支架7和右侧腰部支架5一端通过连

接法兰8固定连接在腰部调整机构6两侧，且该端侧面通过螺钉D紧固连接两块背部支架板

3，且两块背部支架板3与左侧腰部支架7、右侧腰部支架5垂直，上下两个平行的支架连接杆

2螺纹连接在背部支架板3上，控制箱1通过锁扣悬挂在支架连接杆2上，腰带4穿过背部支架

板3中间的套孔；髋关节驱动机构10位于腰部支架下侧，并与左侧腰部支架7、右侧腰部支架

5另一端连接轴22螺纹连接，此处具有一个被动的内收外展自由度，目的是提高该穿戴机构

与人体的耦合性，第一紧固螺母9保证髋关节驱动机构10不发生轴向滑动，且髋关节驱动机

构10提供第二个主动自由度，即髋关节的屈伸运动；第一大腿连杆13、第二大腿连杆14、第

一大腿绑带15及第二大腿绑带16构成髋关节执行机构，第一大腿连杆13、第一输出法兰107

分别与连接件11紧固连接，第二紧固螺母12保证髋关节执行机构不发生轴向滑动，第一大

腿绑带15及第二大腿绑带16固定铆接在第一大腿连杆13、第二大腿连杆14上；膝关节驱动

机构17通过螺栓紧固连接在第二大腿连杆14上，膝关节驱动机构17提供膝关节的主动屈伸

自由度；第一小腿连杆18、第二小腿连杆19、第一小腿绑带20及第二小腿绑带21构成膝关节

执行机构，第一小腿连杆18、第二输出法兰177分别与连接件11紧固连接，第二紧固螺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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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膝关节执行机构不发生轴向滑动，第一小腿绑带20及第二小腿绑带21固定铆接在第一

小腿连杆18、第二小腿连杆19上。

[0054] 在本实施例中，参阅图3，患者先穿戴该下肢助力机构，根据自身情况，调节腰部调

整机构6以改变该穿戴机构的腰围尺寸，参阅图5，腰部调整机构6由第一螺纹底座61、螺纹

套筒62、第二螺纹底座63、第一螺纹杆64及第二螺纹杆65构成，第一螺纹底座61、螺纹套筒

62、第二螺纹底座63内孔带有螺纹，且螺纹旋向相同；第一螺纹杆64及第二螺纹杆65外表面

车有螺纹，且螺纹旋向与第一螺纹底座61、螺纹套筒62、第二螺纹底座63相反，因此以某个

力旋转螺纹套筒63时，第一螺纹杆64及第二螺纹杆65在反向螺旋力的作用下同时内缩或外

伸，以改变该机构的腰围尺寸，使该穿戴机构良好的贴合人体；腰带4上均匀分布的调节孔

O，患者根据自身情况调节腰带4，目的使该穿戴机构与人体紧密接触，在使用过程中不发生

滑移等状况，腰带4外侧以硬质皮革做面，内侧衬有柔软材料，内侧柔软材料为了使患者穿

戴舒适，外侧硬质皮革使腰带4坚固牢靠，柔性材料可采用高档医用棉、海绵垫等。

[0055] 在本实施例中，参阅图4、图7，所述的髋关节驱动机构10均是由依次安装的第一绝

对式编码器101、髋关节盘式电机102、髋关节谐波减速器103、第一扭力传感器104、第一输

出轴105、第一输出法兰107、第一外壳108、第一定位轴承110、第一垫圈111及第一轴承端盖

112组成，其中，髋关节盘式电机102尾部安装有第一绝对式编码器101，其目的将检测的关

节实时转角或速度转换为电信号；第一扭力传感器104安装在髋关节谐波减速器103上，目

的是检测髋关节的扭矩信号；第一定位轴承110保证第一输出轴105转动时受到径向力干扰

时能保持同轴传动。第一扭力传感器104、第一绝对式编码器101与辅助控制系统电性连接；

第一输出法兰107与第一输出轴105通过第一平键106同步连接。当患者髋关节屈曲时，第一

绝对式编码器101和第一扭力传感器104检测到转角和转矩的变化，将转角、转矩信号转换

为电信号传送到辅助控制系统，然后驱动髋关节盘式电机102直至预设角度停止，辅助髋关

节运动，提供大约50％的转矩；当患者髋关节伸展时，根据第一绝对式编码器101和第一扭

力传感器104检测的信号，电机停止转动或者电机改变转向。另外，所述的第一外壳108两侧

均匀分布多个通孔F，第一限位挡块109采用曲面造型，并均匀分布多个通孔H，第一外壳108

与第一限位挡块109使用普通螺栓联接，患者根据自身情况改变第一限位挡块109的连接位

置，选择合理的屈伸角度范围，第一限位挡块109目的是保证患者安全，避免该助力机构由

于失控造成人身伤害。

[0056] 在本实施例中，参阅图5、图7，所述的膝关节驱动机构17均是由依次安装的第二绝

对式编码器171、膝关节盘式电机172、膝关节谐波减速器173、第二扭力传感器174、第二输

出轴175、第二输出法兰177、第二外壳178、第二定位轴承180、第二垫圈181及第二轴承端盖

182组成，其中，膝关节盘式电机172尾部安装有检测关节实时转角的第二绝对式编码器

171，其目的将检测的关节实时转角或速度转换为电信号；第二扭力传感器174安装在膝关

节谐波减速器173上，目的是检测膝关节的扭矩信号；第二扭力传感器174、第二绝对式编码

器171与辅助控制系统电性连接；第二输出法兰177与第二输出轴175通过第二平键176同步

连接。膝关节驱动机构17紧固连接在第二大腿连杆14上，所以当患者迈步时，膝关节驱动机

构17会随着第二大腿杆14一起运动，在迈步过程中，小腿也会有屈曲运动，第二绝对式编码

器171和第二扭力传感器174检测到转角和转矩的变化，将转角、转矩信号转换为电信号传

送到辅助控制系统，然后驱动膝关节盘式电机172直至预设角度停止，辅助膝关节运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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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大约50％的转矩；当患者膝关节伸展时，根据第二绝对式编码器171和第二扭力传感器

174检测的信号，电机停止转动或者电机改变转向。另外，所述的第二外壳178两侧均匀分布

多个通孔N，第二限位挡块179采用曲面造型，并均匀分布多个通孔P，第二外壳178与第二限

位挡块179使用普通螺栓联接，患者根据自身情况改变第二限位挡块179的连接位置，选择

合理的屈伸角度范围，第二限位挡块179目的是保证患者安全，避免该助力机构由于失控造

成人身伤害；在具体实施例中，患者也可根据自身情况关闭髋关节驱动机构，单独使用膝关

节助力机构。

[005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的下肢助力机构的第一大腿连杆13、第二大腿连杆14、第一小

腿连杆18及第二小腿连杆19上均匀分布多个调节通孔C和M，第一大腿连杆13与第二大腿连

杆14、第一小腿连杆18与第二小腿连杆19使用螺栓连接，患者可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大、小腿

杆长度。

[0058]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的支架连接杆2、背部支架板3、右侧腰部支架5、腰部调整机构

6、左侧腰部支架7、连接法兰8、第一外壳108、第一大腿连杆13、第二大腿连杆14、第一小腿

连杆18及第二小腿连杆19的材质均为碳纤维，且与人体接触的部位衬有柔软材料。选择碳

纤维材质是为了使整套机构质量轻便，不会给使用者施加额外负载，且碳纤维的强度也符

合要求；内侧衬有柔软材料为了使使用者穿戴舒适，减小机构与人体的摩擦。

[0059]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的控制箱1用于装载电池和辅助控制系统，且辅助控制系统设

置急停按钮。

[0060] 本发明的描述中，未作特殊解释的术语如“固定”以及“连接”等均应做广义理解，

例如，“连接”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以是直接连接，也可

以是通过中间媒介间接连接。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

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61] 本发明虽然已经给出了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但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理解，

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本文的实施例进行改变。上述实施例只是示例性的，

不应以本文的实施例作为本发明权利范围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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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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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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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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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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