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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神经科康复训练床，包括床

架、床板、第一驱动装置和第二驱动装置；床板包

括沿床架长度方向依次设置第一床板、第二床板

和第三床板，第二床板与第三床板铰链连接；第

一驱动装置包括第一活塞缸、与第一活塞缸输出

轴固定连接的第一推动杆，与第一推动杆转动连

接的第一驱动杆和第二驱动杆，第一驱动杆与第

一床板下表面转动连接，第二驱动杆与第二床板

的下表面转动连接，第三床板上设有脚底按摩装

置，第二驱动装置包括第二活塞缸、与第二活塞

缸输出轴固定连接的第二推动杆，与第二推动杆

转动连接的第三驱动杆，第二驱动装置对脚底按

摩装置进行摇摆驱动。本发明能够针对康复训练

病人的不同部位定点锻炼，训练效果好，具有较

强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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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神经科康复训练床，包括床架（10）、位于床架（10）上方的床板（20）、位于床板

（20）下方的第一驱动装置（30）以及位于床板（20）上方的第二驱动装置（40）；

床架（10）包括床头（11）和床尾（12）；床板（20）包括与床架（10）固定连接的床板框

（21）、沿床头（11）至床尾（12）依次设置的第一床板（22）、第二床板（23）和第三床板（24），第

二床板（23）位于第一床板（22）和第三床板（24）之间；

第一床板（22）远离床头（11）的一端与床板框（21）转动连接，第一床板（22）靠近床头

（11）的一端能够收容于床板框（21）内；第二床板（23）的靠近第一床板（22）的一端与床板框

（21）转动连接，第二床板（23）的远离第一床板（22）的一端与第三床板（24）的一端铰链连

接；第三床板（24）的远离第二床板（23）的一端设有第一支撑杆（241），第一支撑杆（241）的

两端设有滚动轮（242）；

其特征在于：

在第二床板（23）与第三床板（24）的转动连接处朝向床板（20）的上表面设有第一柔性

护垫（231），第一柔性护垫（231）的一端与第二床板（23）上表面固定连接，第一柔性护垫

（231）的另一端与第三床板（24）的上表面固定连接；

第三床板（24）上设脚底按摩装置，脚底按摩装置包括两个并排开设于第三床板上的槽

口（243）、设置于槽口（243）内的第一转动杆（244）和与第一转动杆（244）转动连接的脚底按

摩板（245）；脚底按摩板（245）包括按摩面（2451）和驱动面（2452），按摩面（2451）设有脚掌

限位槽（2453），脚掌限位槽（2453）内设有若干对脚底穴位进行磁疗按摩的脚掌磁疗按摩柱

（2454）；脚底按摩板（245）与第三床板（24）垂直，以使按摩面（2451）始终抵靠在用户的脚

底；

脚底按摩板（245）的驱动面（2452）固定连接有第二转动杆（2456）；第二驱动装置（40）

包括与第三床板（24）固定连接并位于靠近驱动面（2452 ）一侧的第二活塞缸（41），第二活

塞缸（41）的输出轴固定连接第二推动杆（42），第二推动杆（42）的端部转动连接有第三驱动

杆（43），第三驱动杆（43）远离第二推动杆（42）的一端与第二转动杆（2456）转动连接；

第一驱动装置（30）包括支撑架（31）、固定于支撑架（31）上的第一活塞缸（32）、固定于

第一活塞缸（32）的输出轴的第一推动杆（33）以及与第一推动杆（33）转动连接的第一驱动

杆（34）和第二驱动杆（35）；支撑架（31）包括固定于床架（10）下表面的第一竖板（311）和第

二竖板（312），第一竖板（311）和第二竖板（312）相对设置，第一竖板（311）和第二竖板（312）

之间固定设置有横板（313），第一活塞缸（32）固定于横板（313）的上表面；第一床板（22）的

下表面靠近床头（11）的一端固定设有第一驱动块（36），第一驱动杆（34）的远离第一推动杆

（33）的一端与第一驱动块（36）转动连接；第二床板（23）的下表面远离第一床板（22）的一端

固定设有第二驱动块（37），第二驱动杆（35）的远离第一推动杆（33）的一端与第二驱动块

（37）转动连接；

第一驱动杆（34）包括第一长度固定部（341）和第一长度可调部（342）；第一长度固定部

（341）的一端与第一推动杆（33）转动连接，第一长度固定部（341）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第一

电缸（343），第一电缸（343）的输出轴沿第一驱动杆（34）的长度方向设置，第一长度可调部

（342）的一端与第一驱动块（36）转动连接，第一长度可调部（342）的另一端与第一电缸

（343）的输出轴固定连接；第二驱动杆（35）包括第二长度固定部（351）和第二长度可调部

（352）；第二长度固定部（351）的一端与第一推动杆（33）转动连接，第二长度固定部（35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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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端固定连接有第二电缸（353），第二电缸（353）的输出轴沿第二驱动杆（35）的长度方向

设置，第二长度可调部（352）的一端与第二驱动块（37）转动连接，第二长度可调部（352）的

另一端与第二电缸（353）的输出轴固定连接；

床架（10）的上表面位于床板框（21）内侧且远离床头（11）的一端设有能够对滚动轮

（242）起导向和限定作用的滚轮槽（13），滚动轮（242）嵌设于滚轮槽（13）内并能在滚轮槽

（13）内沿滚轮槽（13）滚动；

第一床板（22）的上表面靠近床头（11）的一端设有磁疗枕（221），第一床板（22）的上表

面还设有若干肩背磁疗按摩柱（222）；

床板框（21）的一侧设有音乐播放器（14），音乐播放器（14）内置有蓝牙模块，并且音乐

播放器的一端设有USB接口（141）；床板框（21）的另一侧设有控制盒（15），控制盒（15）内收

容有控制器，控制盒（15）的上方设置有可开关的透明上盖（151），透明上盖（151）与控制盒

（15）铰链连接，透明上盖（151）与控制盒（15）连接处设有声光报警器（152），当透明上盖

（151）被打开时，声光报警器（152）能够被触发并发出声光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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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神经科康复训练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神经科康复训练床。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神经外科的重症患者进行肢体锻炼时，需要在医护人员或陪护人员的帮助下

简单的为患者局部位置进行按摩，或者医护人员将患者移至指定锻炼区域进行锻炼，由于

患者行动不便，在移动的过程中容易发生跌倒等现象，对患者造成伤害，易产生医患纠纷，

同时也增加了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鉴于以上缺陷，实有必要设计一种神经外科重症用多

功能康复锻炼装置。

[0003] 中国发明专利CN105662781A公开了一种神经外科重症用多功能康复锻炼装置，包

括底板、第一支撑板、第二支撑板、第三支撑板、电机、第一丝杠、第一螺母、第一顶杆、连接

套、第二丝杠、第二螺母、第二顶杆、绳轮、绳带、第一弹簧、振动器、按摩球、艾灸盒、加热丝、

温控器、导向槽、滑轮、第一电机、第一旋转板、手套、固定板、第二电机、第二旋转板、脚套。

该神经外科重症用多功能康复训练装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提

高看副训练者的康复训练效率。但是其仅能简单的对训练人员身体做类似于仰卧起坐的锻

炼，并不能对训练者脚腕进行很好的锻炼；同时也不能对腘窝处进行很好的保护，增大了康

复训练病人的痛苦；并且其设计方式将上身和下身锻炼一体，不能分开锻炼，一方面对于仅

需要锻炼部分部位的病人增大了能源损耗，另一方面对于不能承受同时训练强度的病人也

不利于病情的恢复。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够对康复训练病人起到较好保护作用，并

且能够从多方面对病人进行锻炼，将训练强度分段式设置的一种神经科康复训练床。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神经科康复训练床，包括床架、位于床架

上方的床板、位于床板下方的第一驱动装置以及位于床板上方的第二驱动装置；

[0006] 床架包括床头和床尾；床板包括与床架固定连接的床板框、沿床头至床尾依次设

置的第一床板、第二床板和第三床板，第二床板位于第一床板和第三床板之间；

[0007] 第一床板远离床头的一端与床板框转动连接，第一床板靠近床头的一端能够收容

于床板框内；第二床板的靠近第一床板的一端与床板框转动连接，第二床板的远离第一床

板的一端与第三床板的一端铰链连接；第三床板的远离第二床板的一端设有第一支撑杆，

第一支撑杆的两端设有滚动轮。

[000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第三床板上设脚底按摩装置，脚底按摩装置包

括两个并排开设于第三床板上的槽口、设置于槽口内的第一转动杆和与第一转动杆转动连

接的脚底按摩板；脚底按摩板包括按摩面和驱动面，按摩面设有脚掌限位槽，脚掌限位槽内

设有若干对脚底穴位进行磁疗按摩的脚掌磁疗按摩柱。

[000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可选实施方式，脚掌限位槽设置成脚掌形，脚后跟的凹槽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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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有第二柔性护垫。

[001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脚底按摩板的驱动面固定连接有第二转动杆；

第二驱动装置包括与第三床板固定连接并位于靠近驱动面一侧的第二活塞缸，第二活塞缸

的输出轴固定连接第二推动杆，第二推动杆的端部转动连接有第三驱动杆，第三驱动杆远

离第二推动杆的一端与第二转动杆转动连接。

[001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第一驱动装置包括支撑架、固定于支撑架上的

第一活塞缸、固定于第一活塞缸的输出轴的第一推动杆以及与第一推动杆转动连接的第一

驱动杆和第二驱动杆；支撑架包括固定于床架下表面的第一竖板和第二竖板，第一竖板和

第二竖板相对设置，第一竖板和第二竖板之间固定设置有横板，第一活塞缸固定于横板的

上表面；第一床板的下表面靠近床头的一端固定设有第一驱动块，第一驱动杆的远离第一

推动杆的一端与第一驱动块转动连接；第二床板的下表面远离第一床板的一端固定设有第

二驱动块，第二驱动杆的远离第一推动杆的一端与第二驱动块转动连接。

[001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第一驱动杆包括第一长度固定部和第一长度可

调部；第一长度固定部的一端与第一推动杆转动连接，第一长度固定部的另一端固定连接

有第一电缸，第一电缸的输出轴沿第一驱动杆的长度方向设置，第一长度可调部的一端与

第一驱动块转动连接，第一长度可调部的另一端与第一电缸的输出轴固定连接；第二驱动

杆包括第二长度固定部和第二长度可调部；第二长度固定部的一端与第一推动杆转动连

接，第二长度固定部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第二电缸，第二电缸的输出轴沿第二驱动杆的长

度方向设置，第二长度可调部的一端与第二驱动块转动连接，第二长度可调部的另一端与

第二电缸的输出轴固定连接。

[001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床架的上表面位于床板框内侧且远离床头的一

端设有能够对滚动轮起导向和限定作用的滚轮槽，滚动轮嵌设于滚轮槽内并能在滚轮槽内

沿滚轮槽滚动。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在第二床板与第三床板的转动连接处朝向床板

的上表面设有第一柔性护垫，第一柔性护垫的一端与第二床板上表面固定连接，第一柔性

护垫的另一端与第三床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

[001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第一柔性护垫和第二柔性护垫优选为柔性硅胶

或柔性海绵块。

[001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第一床板的上表面靠近床头的一端设有磁疗

枕，第一床板的上表面还设有若干肩背磁疗按摩柱。

[001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床板框的一侧设有音乐播放器，音乐播放器内

置有蓝牙模块，并且音乐播放器的一端设有USB接口；床板框的另一侧设有控制盒，控制盒

内收容有控制器，控制盒的上方设置有可开关的透明上盖，透明上盖与控制盒铰链连接，透

明上盖与控制盒连接处设有声光报警器，当透明上盖被打开时，声光报警器能够被触发并

发出声光报警。

[0018]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取得了如下有益技术效果：

[0019] 首先，本发明采用第一床板和第二床板分别与床板框转动连接的方式，使得第一

床板和第二床板的控制能够分开进行，能够针对需要不同训练部位的病人进行有针对性的

训练，减轻病人训练的痛苦；其次，本发明采用在第三床板上设置脚底按摩板，在脚底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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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设置磁疗柱，能够进一步对康复训练病人进行脚底按摩和刺激脚底穴位，加强训练效

果；再次，脚底按摩板设置两个，并通过第二驱动装置进行驱动，使得康复训练病人的腿部

不仅能够得到屈伸训练，还能够得到左右摇摆训练，能够加强肌肉训练强度，避免肌肉萎

缩；在第二床板与第三床板铰接处设置柔性护垫，能够较好的保护康复训练病人的腘窝，减

轻训练病人痛苦；第一床板靠近床头的一端设置磁疗枕，第一床板上设置若干背部磁疗按

摩柱，还能够对病人的肩颈头部起到较好的按摩刺激作用，保证最佳的训练效果；在床板框

一侧设置音乐播放器，并通过蓝牙或USB接口与外壁设备相连，能够给康复训练病人提供较

舒适的康复训练环境。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一种神经科康复训练床总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图1的俯视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图1的右视图；

[0023] 图4为图1另一视角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第二驱动装置与脚底按摩板配合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为本发明图5另一视角结构示意图；

[0026] 图中：10-床架、11-床头、12-床尾、13-滚轮槽、14-音乐播放器、141-USB接口、15-

控制盒、151-透明上盖、152-声光报警器、20-床板、21-床板框、22-第一床板、221-磁疗枕、

222-肩背磁疗按摩柱、23-第二床板、231-第一柔性护垫、24-第三床板、241-第一支撑杆、

242-滚动轮、243-槽口、244-第一转动杆、245-脚底按摩板、2451-按摩面、2452-驱动面、

2453-脚掌限位槽、2454-脚掌磁疗按摩柱、2455-第二柔性护垫、2456-第二转动杆、30-第一

驱动装置、31-支撑架、311-第一竖板、312-第二竖板、313-横板、32-第一活塞缸、33-第一推

动杆、34-第一驱动杆、341-第一长度固定部、342-第一长度可调部、343-第一电缸、35-第二

驱动杆、351-第二长度固定部、352-第二长度可调部、353-第二电缸、36-第一驱动块、37-第

二驱动块、40-第二驱动装置、41-第二活塞缸、42-第二推动杆、43-第三驱动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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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的范围。

[0028] 以下实施例的说明是参考附图，用以示例本发明可以用以实施的特定实施例。本

发明所提到的方向和位置用语，例如「上」、「中」、「下」、「前」、「后」、「左」、「右」、「内」、「外」、「

侧面」等，仅是参考附加图式的方向和位置。因此，使用的方向和位置用语是用以说明及理

解本发明，而非用以限制本发明。

[0029] 参照本发明说明书附图1至附图6，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神经科康复训练床包括床架

10、位于床架10上方的床板20、位于床板20下方的第一驱动装置30以及位于床板20上方的

第二驱动装置40。

[0030] 床架10包括床头11和床尾12；床架10为通过四个床腿支撑的框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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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床板20包括与床架20上表面固定连接的床板框21、沿床头11至床尾12依次设置的

第一床板22、第二床板23和第三床板24，第二床板23位于第一床板22和第三床板24之间。

[0032] 第一床板22远离床头11的一端与床板框21转动连接，第一床板22靠近床头11的一

端能够收容于床板框21内；第二床板23的靠近第一床板22的一端与床板框21转动连接，第

二床板23的远离第一床板22的一端与第三床板24的一端铰链连接；第三床板24的远离第二

床板22的一端设有第一支撑杆241，第一支撑杆241的两端设有滚动轮242。

[0033] 在本实施例中，床架10的上表面位于床板框21内侧且远离床头11的一端进一步设

有能够对滚动轮242起导向和限定作用的滚轮槽13，滚动轮242嵌设于滚轮槽13内并能在滚

轮槽13内沿滚轮槽13滚动。

[0034] 也就是说，本实施例中，第一床板22和第二床板23的转动可以是分开转动的，这样

的设置能够适应需要锻炼不同部位的病人有针对性的进行康复训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

免不必要的能量损耗，同时减轻康复训练病人的痛苦。

[0035] 第一床板22上表面靠近床头11的一端设有磁疗枕221，第一床板22上表面还设有

若干肩背磁疗按摩柱222。

[0036] 这样的设置还能够对康复病人的肩部和颈部神经进行刺激和按摩治疗，能够进一

步增强恢复效果。

[0037] 第三床板24上设脚底按摩装置，脚底按摩装置包括开设于第三床板24上的槽口

243、设置于槽口243内的第一转动杆244和与第一转动杆转动244转动连接的脚底按摩板

245。

[0038] 脚底按摩板245包括按摩面2451和驱动面2452，按摩面2451设有脚掌限位槽2453，

脚掌限位槽2453内设有若干对脚底穴位进行磁疗按摩的脚掌磁疗按摩柱2454。

[003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脚掌限位槽2453的形状与脚掌相匹配，脚后跟

部设有第二柔性护垫2455。

[0040] 具体的，本实施例中，脚底按摩板245沿康复训练床宽度方向并排设有两个，两个

脚底按摩板245的按摩面2451均设有对脚底穴位进行磁疗按摩的脚掌磁疗按摩柱2454。

[0041] 这样的设置，一方面能够对需要康复训练的病人进行脚底磁疗，刺激脚底神经，有

利于康复训练；另一方面，在第二床板23带动第三床板24的转动过程中，由于第二床板23与

第三床板24通过铰链连接，铰接处顶靠在训练康复病人的腘窝处，在训练过程中，训练康复

病人腿部的屈伸会带动脚掌的屈伸，能够进一步对训练病人的脚底起到按摩作用，增强训

练恢复效果。

[0042] 在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中，第二床板23与第三床板24的铰接处朝向床板20上表面

设有第一柔性护垫231，第一柔性护垫231的一端与第二床板23远离床头11的一端固定连

接，柔第一性护垫231的另一端与第三床板24靠近床头11的一端固定连接。

[0043] 这样的设置，在训练过程中第一柔性护垫231能够对病人的腘窝处起到较好的保

护作用，减轻病人在训练过程中的痛苦。

[0044] 优选的，本实施例中第一柔性护垫231和第二柔性护垫2455可以是柔性硅胶，也可

以是柔性海绵。

[0045] 脚底按摩板245的驱动面2452进一步固定设置有第二转动杆2456。

[0046] 第一驱动装置30包括支撑架31、固定于支撑架31上的第一活塞缸32、固定于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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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塞缸32的输出轴的第一推动杆33以及与第一推动杆33转动连接的第一驱动杆34和第二

驱动杆35。

[0047] 支撑架31包括固定于床架10下表面的第一竖板311和第二竖板312，第一竖板311

和第二竖板312相对设置，第一竖板311和第二竖板312之间固定设置有横板313。

[0048] 第一活塞缸32固定于横板313的上表面；第一床板22的下表面靠近床头11的一端

固定设有第一驱动块36，第一驱动杆34远离第一推动杆33的一端与第一驱动块36转动连

接；第二床板23的下表面远离第一床板22的一端固定设有第二驱动块37，第二驱动杆35远

离第一推动杆33的一端与第二驱动块37转动连接。

[0049] 这样的设置，第一床板22和第二床板23均能够在第一活塞缸32的推动下与床板框

21和床架10发生相对转动，驱使康复训练病人在床板20上做类似于仰卧起坐一样的运动，

能够对康复病人起到较好的康复训练作用。

[0050] 优选的，在本实施例中，第一驱动杆34包括第一长度固定部341和第一长度可调部

342；第一长度固定部341的一端与第一推动杆33转动连接，第一长度固定部341的另一端固

定连接有第一电缸343，第一电缸343的输出轴沿第一驱动杆34的长度方向设置，第一长度

可调部342的一端与第一驱动块36转动连接，第一长度可调部342的另一端与第一电缸343

的输出轴固定连接；第二驱动杆35包括第二长度固定部351和第二长度可调部352；第二长

度固定部351的一端与第一推动杆33转动连接，第二长度固定部351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第

二电缸353，第二电缸353的输出轴沿第二驱动杆35的长度方向设置，第二长度可调部352的

一端与第二驱动块37转动连接，第二长度可调部352的另一端与第二电缸353的输出轴固定

连接。

[0051] 本发明中，采用这样的设置方式，并且采用将第一床板22和第二床板23分别与床

板框21转动连接的方式，在第一活塞缸32与第一电缸343和第二电缸353的协同作用下，可

以分别针对需要训练不同部位的康复训练病人进行康复训练，减轻康复训练过程中病人的

痛苦，提高对需要训练部位的针对性，加强训练效果。

[0052] 第二驱动装置40包括与第三床板23固定连接并位于靠近脚底按摩板245的驱动面

2452一侧的第二活塞缸41，第二活塞缸41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有第二动推杆42，第二推动杆

42的端部转动连接有第三驱动杆43，第三驱动杆43远离第二推动杆42的一端与第二转动杆

2456转动连接。

[0053] 优选的，在本实施例中，第二转动杆2456设有两个，分别与两个脚底按摩板245的

驱动面2452固定连接；第三驱动杆43也设有两个，两个第三驱动杆43的一端均与第二推动

杆42转动连接，两个第三驱动杆43的另一端分别于两个第二转动杆2456转动连接。

[0054] 这样的设置方式能够在为病人腿部提供屈伸锻炼时进一步驱使腿部做左右的摇

摆锻炼，使得康复训练病人的锻炼更加充分。

[005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例，床板框20的一侧进一步设有音乐播放器14，音乐

播放器14内置有蓝牙模块，并且音乐播放器14的一端设有USB接口141。

[0056] 设置音乐播放器14能够为康复训练病人提供舒适的训练环境，在音乐播放器内置

蓝牙模块，使得音乐播放器可以通过蓝牙模块与移动设备通信连接，并且在音乐播放器的

一端设置USB接口141，使得康复病人能够选择多种方式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

[005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例，床板框20的另一侧设有控制盒15，控制盒15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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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有控制器，控制盒15的上方设置有可开关的透明上盖151，透明上盖151与控制盒15铰链

连接，透明上盖151与控制盒15连接处设有声光报警器152，当透明上盖151被打开时，声光

报警器152能够被触发并发出声光报警。

[0058] 控制器能够对康复训练床的各电器设备进行控制，该控制方式采用本领域常规控

制手段即可，此处不再赘述。

[0059] 本实施例中，将控制器设置在控制盒15中，在医务人员针对需要不同强度训练病

人进行相应设置后，盖上透明上盖151，能够防止在训练过程中，康复训练病人对控制器的

误碰，避免事故发生；同时在透明上盖151与控制盒15铰接处设置声光报警器152，能够避免

无关人员打开上盖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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