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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护理康复锻炼装置，包括

支撑板，所述支撑板顶端的一侧设置有座椅，座

椅的底端设置有支撑杆，支撑杆与支撑板之间安

装有电动伸缩杆，座椅上部的两侧设置有扶手，

扶手的顶端设置有控制面板，控制面板的一侧设

置有电动伸缩杆开关，电动伸缩杆开关的一侧设

置有第一液压缸开关，第一液压缸开关的一侧设

置有第二液压缸开关，支撑板顶端的另一侧设置

有移动槽。本发明通过调节座椅的高度、调节肢

体锻炼架与座椅之间的水平距离和调节肢体锻

炼架的高度，可以使患者调节到最舒适的锻炼姿

势，防止锻炼时拉伤，可以对患者的肢体进行有

效的锻炼，改善心血管系统，增强四肢肌力，恢复

老人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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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护理康复锻炼装置，包括支撑板（1），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板（1）顶端的一侧设

置有座椅（2），座椅（2）的底端设置有支撑杆（3），支撑杆（3）与支撑板（1）之间安装有电动伸

缩杆（4），座椅（2）上部的两侧设置有扶手（5），扶手（5）的顶端设置有控制面板（6），控制面

板（6）的一侧设置有电动伸缩杆开关（7），电动伸缩杆开关（7）的一侧设置有第一液压缸开

关（8），第一液压缸开关（8）的一侧设置有第二液压缸开关（20），支撑板（1）顶端的另一侧设

置有移动槽（9），移动槽（9）内部的一端安装有第一液压缸（10），第一液压缸（10）的一端安

装有第一液压杆（11），第一液压杆（11）的一端连接有位于移动槽（9）内部的底板（12），底板

（12）顶端安装有第二液压缸（13），第二液压缸（13）的顶端安装有第二液压杆（14），第二液

压杆（14）的顶端设置有肢体锻炼架（15），肢体锻炼架（15）的底端设置有肢体锻炼架底座

（16），肢体锻炼架底座（16）的底端与第二液压杆（14）之间固定连接，肢体锻炼架（15）的底

部设置有下肢锻炼组件（17），肢体锻炼架（15）的上部设置有上肢锻炼组件（18），肢体锻炼

架（15）的顶端设置有时间显示器（19），电动伸缩杆开关（7）、第一液压缸开关（8）、第二液压

缸开关（20）和时间显示器（19）的输入端均与市电电性连接，电动伸缩杆开关（7）输出端电

性连接电动伸缩杆（4）的输入端，第一液压缸开关（8）的输出端电性连接第一液压缸（10）的

输入端，第二液压缸开关（20）的输出端电性连接第二液压缸（13）的输入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护理康复锻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下肢锻炼组件（17）

包括下肢锻炼轮（21）、第一转轴（22）、脚踏板（23）和固定组件（24），肢体锻炼架（15）的底部

设置有下肢锻炼轮（21），下肢锻炼轮（21）中部的两侧通过第一转轴（22）连接有脚踏板

（23），脚踏板（23）上设置有固定组件（24）。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护理康复锻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组件（24）包括

固定环（25）、紧固带（26）、母魔术贴（27）和公魔术贴（28），脚踏板（23）中部的两侧均设置有

固定环（25），脚踏板（23）中部一侧的固定环（25）与紧固带（26）固定连接，紧固带（26）的另

一端穿插在脚踏板（23）中部另一侧的固定环（25）上，紧固带（26）的一侧设置有母魔术贴

（27），紧固带（26）另一侧的一半设置有公魔术贴（28）。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护理康复锻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肢锻炼组件（18）

包括上肢锻炼轮（29）、第二转轴（30）和手握杆（31），肢体锻炼架（15）的上部设置有上肢锻

炼轮（29），上肢锻炼轮（29）与肢体锻炼架（15）之间通过第二转轴（30）连接有手握杆（31）。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护理康复锻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肢锻炼轮（29）上

部的一侧开设有手机放置槽（32），手机放置槽（32）的底部均匀设置有限位凸起（3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护理康复锻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座椅（2）顶端的一

侧设置有靠背（34），靠背（5）的外侧设置有背垫（35），背垫（35）的中部设置有背部按摩凸起

（36）。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护理康复锻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座椅（2）中部的一

侧设置有储物抽屉（37），储物抽屉（37）的中部设置有把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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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护理康复锻炼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护理康复锻炼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护理康复锻炼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医疗器械是指直接或者间接用于人体的仪器、设备、器具、体外诊断试剂及校准

物、材料以及其他类似或者相关的物品，包括所需要的计算机软件。我国每年有新发脑血管

病例约200--300万，脑血管病具有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并发症多的特点，由于临

床急救医学的发展，脑卒中的死亡率有所下降，但高致残率居高不下，经临床积极治疗，仍

有50%--80%留下不同程度的致残性后遗症，如肢体偏瘫，关节僵硬，挛缩等，其中最常见的

还是运动的（常伴随感觉）功能障碍—偏瘫，偏瘫又叫半身不遂，是指一侧上下肢、面肌和舌

肌下部的运动障碍，它是急性脑血管病的一个常见症状，轻度偏瘫病人虽然尚能活动，但走

起路来，往往上肢屈曲，下肢伸直，瘫痪的下肢走一步划半个圈，这种特殊的走路姿势，叫做

偏瘫步态。偏瘫在康复时，会用到康复锻炼装置，但是现有的康复锻炼装置不能调节座椅的

高度、肢体锻炼架与座椅之间的水平距离和肢体锻炼架的高度，使得患者不能处于最舒适

的锻炼姿势，在锻炼时容易拉伤，以及不能同时对上肢和下肢进行康复锻炼，康复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情况，为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发明提供一种护理康复锻炼装置，解决

了现有的康复锻炼装置不能调节座椅的高度、肢体锻炼架与座椅之间的水平距离和肢体锻

炼架的高度，使得患者不能处于最舒适的锻炼姿势，在锻炼时容易拉伤，以及不能同时对上

肢和下肢进行康复锻炼，康复效率低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本发明包括支撑板，所述支撑板顶端

的一侧设置有座椅，座椅的底端设置有支撑杆，支撑杆与支撑板之间安装有电动伸缩杆，座

椅上部的两侧设置有扶手，扶手的顶端设置有控制面板，控制面板的一侧设置有电动伸缩

杆开关，电动伸缩杆开关的一侧设置有第一液压缸开关，第一液压缸开关的一侧设置有第

二液压缸开关，支撑板顶端的另一侧设置有移动槽，移动槽内部的一端安装有第一液压缸，

第一液压缸的一端安装有第一液压杆，第一液压杆的一端连接有位于移动槽内部的底板，

底板顶端安装有第二液压缸，第二液压缸的顶端安装有第二液压杆，第二液压杆的顶端设

置有肢体锻炼架，肢体锻炼架的底端设置有肢体锻炼架底座，肢体锻炼架底座的底端与第

二液压杆之间固定连接，肢体锻炼架的底部设置有下肢锻炼组件，肢体锻炼架的上部设置

有上肢锻炼组件，肢体锻炼架的顶端设置有时间显示器，电动伸缩杆开关、第一液压缸开

关、第二液压缸开关和时间显示器的输入端均与市电电性连接，电动伸缩杆开关输出端电

性连接电动伸缩杆的输入端，第一液压缸开关的输出端电性连接第一液压缸的输入端，第

二液压缸开关的输出端电性连接第二液压缸的输入端。

[0005] 进一步的，所述下肢锻炼组件包括下肢锻炼轮、第一转轴、脚踏板和固定组件，肢

体锻炼架的底部设置有下肢锻炼轮，下肢锻炼轮中部的两侧通过第一转轴连接有脚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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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板上设置有固定组件。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固定组件包括固定环、紧固带、母魔术贴和公魔术贴，脚踏板中部

的两侧均设置有固定环，脚踏板中部一侧的固定环与紧固带固定连接，紧固带的另一端穿

插在脚踏板中部另一侧的固定环上，紧固带的一侧设置有母魔术贴，紧固带另一侧的一半

设置有公魔术贴。

[0007] 进一步的，所述上肢锻炼组件包括上肢锻炼轮、第二转轴和手握杆，肢体锻炼架的

上部设置有上肢锻炼轮，上肢锻炼轮与肢体锻炼架之间通过第二转轴连接有手握杆。

[0008] 进一步的，所述上肢锻炼轮上部的一侧开设有手机放置槽，手机放置槽的底部均

匀设置有限位凸起。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座椅顶端的一侧设置有靠背，靠背的外侧设置有背垫，背垫的中部

设置有背部按摩凸起。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座椅中部的一侧设置有储物抽屉，储物抽屉的中部设置有把手。

[0011] 本发明使用时由市电提供电能，通过电动伸缩杆开关开启电动伸缩杆，电动伸缩

杆可以调节座椅的高度，而由市电提供电能，通过第一液压缸开关开启第一液压缸，第一液

压缸工作会带动第一液压杆移动，第一液压杆移动会带动底板在移动槽内部移动，既可以

调节肢体锻炼架与座椅之间的水平距离，而由市电提供电能，通过第二液压缸开关开启第

二液压缸，第二液压缸工作会带动第二液压杆和肢体锻炼架移动，既可以调节肢体锻炼架

的高度，在不同的患者使用前，通过调节座椅的高度、调节肢体锻炼架与座椅之间的水平距

离和调节肢体锻炼架的高度，可以使患者调节到最舒适的锻炼姿势，防止锻炼时拉伤，而由

市电提供电能，通过时间显示器可以帮助患者在锻炼时及时的了解锻炼时间，直观方便而

在使用时先通过固定组件将脚固定在脚踏板上，然后转动下肢锻炼轮，皆可以有效的对下

肢进行锻炼，接着通过用手握住手握杆，然后转动上肢锻炼轮，即可以对上肢进行锻炼，既

可以对患者的肢体进行有效的锻炼，改善心血管系统，增强四肢肌力，恢复老人自理。

附图说明

[0012]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发明的实

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在附图中：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是本发明底板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是本发明控制面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是本发明第二液压缸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是本发明固定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是本发明限位凸起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1-6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9] 实施例，由图1、图2、图3、图4、图5和图6给出，本发明包括支撑板1，支撑板1顶端的

一侧设置有座椅2，座椅2的底端设置有支撑杆3，支撑杆3与支撑板1之间安装有电动伸缩杆

4，座椅2上部的两侧设置有扶手5，扶手5的顶端设置有控制面板6，控制面板6的一侧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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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伸缩杆开关7，电动伸缩杆开关7的一侧设置有第一液压缸开关8，第一液压缸开关8的

一侧设置有第二液压缸开关20，支撑板1顶端的另一侧设置有移动槽9，移动槽9内部的一端

安装有第一液压缸10，第一液压缸10的一端安装有第一液压杆11，第一液压杆11的一端连

接有位于移动槽9内部的底板12，底板12顶端安装有第二液压缸13，第二液压缸13的顶端安

装有第二液压杆14，第二液压杆14的顶端设置有肢体锻炼架15，肢体锻炼架15的底端设置

有肢体锻炼架底座16，肢体锻炼架底座16的底端与第二液压杆14之间固定连接，肢体锻炼

架15的底部设置有下肢锻炼组件17，肢体锻炼架15的上部设置有上肢锻炼组件18，肢体锻

炼架15的顶端设置有时间显示器19，电动伸缩杆开关7、第一液压缸开关8、第二液压缸开关

20和时间显示器19的输入端均与市电电性连接，电动伸缩杆开关7输出端电性连接电动伸

缩杆4的输入端，第一液压缸开关8的输出端电性连接第一液压缸10的输入端，第二液压缸

开关20的输出端电性连接第二液压缸13的输入端，使用时由市电提供电能，通过电动伸缩

杆开关7开启电动伸缩杆4，电动伸缩杆4可以调节座椅2的高度，而由市电提供电能，通过第

一液压缸开关8开启第一液压缸10，第一液压缸10工作会带动第一液压杆11移动，第一液压

杆11移动会带动底板12在移动槽9内部移动，既可以调节肢体锻炼架15与座椅2之间的水平

距离，而由市电提供电能，通过第二液压缸开关20开启第二液压缸13，第二液压缸13工作会

带动第二液压杆14和肢体锻炼架15移动，既可以调节肢体锻炼架15的高度，在不同的患者

使用前，通过调节座椅2的高度、调节肢体锻炼架15与座椅2之间的水平距离和调节肢体锻

炼架15的高度，可以使患者调节到最舒适的锻炼姿势，防止锻炼时拉伤，而由市电提供电

能，通过时间显示器19可以帮助患者在锻炼时及时的了解锻炼时间，直观方便而在使用时

先通过固定组件24将脚固定在脚踏板23上，然后转动下肢锻炼轮21，皆可以有效的对下肢

进行锻炼，接着通过用手握住手握杆31，然后转动上肢锻炼轮29，即可以对上肢进行锻炼，

既可以对患者的肢体进行有效的锻炼，改善心血管系统，增强四肢肌力，恢复老人自理。

[0020] 下肢锻炼组件17包括下肢锻炼轮21、第一转轴22、脚踏板23和固定组件24，肢体锻

炼架15的底部设置有下肢锻炼轮21，下肢锻炼轮21中部的两侧通过第一转轴22连接有脚踏

板23，脚踏板23上设置有固定组件24，使用时通过固定组件24将脚固定在脚踏板23上，然后

转动下肢锻炼轮21，皆可以有效的对下肢进行锻炼，简单方便。

[0021] 固定组件24包括固定环25、紧固带26、母魔术贴27和公魔术贴28，脚踏板23中部的

两侧均设置有固定环25，脚踏板23中部一侧的固定环25与紧固带26固定连接，紧固带26的

另一端穿插在脚踏板23中部另一侧的固定环25上，紧固带26的一侧设置有母魔术贴27，紧

固带26另一侧的一半设置有公魔术贴28，使用时通过调节母魔术贴27和公魔术贴28的连接

位置，可以调节紧固带26的长度，既可以便于不同患者脚部的固定，适用性强。

[0022] 上肢锻炼组件18包括上肢锻炼轮29、第二转轴30和手握杆31，肢体锻炼架15的上

部设置有上肢锻炼轮29，上肢锻炼轮29与肢体锻炼架15之间通过第二转轴30连接有手握杆

31，上肢锻炼组件18使用时通过用手握住手握杆31，然后转动上肢锻炼轮29，皆可以对上肢

进行锻炼。

[0023] 上肢锻炼轮29上部的一侧开设有手机放置槽32，手机放置槽32的底部均匀设置有

限位凸起33，通过手机放置槽32可以放置手机，通过限位凸起33可以调节手机的放置角度，

既方便患者在锻炼时，观看手机。

[0024] 座椅2顶端的一侧设置有靠背34，靠背5的外侧设置有背垫35，背垫35的中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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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背部按摩凸起36，通过在靠背5上添加背垫35和中间的背部按摩凸起36，可以对患者的背

部进行按摩，防止背部酸痛。

[0025] 座椅2中部的一侧设置有储物抽屉37，储物抽屉37的中部设置有把手38，通过储物

抽屉37，便于储存物品，具有储物功能，功能多样。

[0026] 本发明使用时由市电提供电能，通过电动伸缩杆开关7开启电动伸缩杆4，电动伸

缩杆4可以调节座椅2的高度，而由市电提供电能，通过第一液压缸开关8开启第一液压缸

10，第一液压缸10工作会带动第一液压杆11移动，第一液压杆11移动会带动底板12在移动

槽9内部移动，既可以调节肢体锻炼架15与座椅2之间的水平距离，而由市电提供电能，通过

第二液压缸开关20开启第二液压缸13，第二液压缸13工作会带动第二液压杆14和肢体锻炼

架15移动，既可以调节肢体锻炼架15的高度，在不同的患者使用前，通过调节座椅2的高度、

调节肢体锻炼架15与座椅2之间的水平距离和调节肢体锻炼架15的高度，可以使患者调节

到最舒适的锻炼姿势，防止锻炼时拉伤，而由市电提供电能，通过时间显示器19可以帮助患

者在锻炼时及时的了解锻炼时间，直观方便而在使用时先通过固定组件24将脚固定在脚踏

板23上，然后转动下肢锻炼轮21，皆可以有效的对下肢进行锻炼，接着通过用手握住手握杆

31，然后转动上肢锻炼轮29，即可以对上肢进行锻炼，既可以对患者的肢体进行有效的锻

炼，改善心血管系统，增强四肢肌力，恢复老人自理。

[0027] 本发明通过调节座椅2的高度、调节肢体锻炼架15与座椅2之间的水平距离和调节

肢体锻炼架15的高度，可以使患者调节到最舒适的锻炼姿势，防止锻炼时拉伤，既可以对患

者的肢体进行有效的锻炼，改善心血管系统，增强四肢肌力，恢复老人自理。

[0028]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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