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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基于虚拟现实的绳索驱动

上肢康复训练机器人系统及其使用方法，包含七

自由度上肢康复训练机器人本体、虚拟现实康复

训练系统，能够实现上肢运动功能障碍患者的肩

关节外展/内收、外旋/内旋、屈/伸，肘关节屈/

伸，前臂内旋/外旋以及腕关节外展/内收、屈/伸

康复训练，通过一种肩关节运动中心定位方法，

能够确保康复训练安全性，提高康复训练机器人

控制精度；虚拟现实康复训练系统通过康复训练

机器人上安装的姿态传感器以及Kinect双目视

觉传感器进行人体上肢姿态识别，并作为虚拟现

实场景的输入，通过与上肢运动训练相关的游

戏，提升康复趣味性以及康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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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虚拟现实的绳索驱动上肢康复训练机器人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机器人

本体以及虚拟现实康复训练系统，所述机器人本体包括支架(34)、上臂模块(33)、前臂模块

(32)和手部模块(31)；所述支架(34)与地面相对固定并支撑整体重量，所述上臂模块(33)

包括上臂外环(36)和上臂内环(37)，所述前臂模块(32)包括前臂外环(39)和前臂内环

(40)，上臂内环(37)和前臂内环(40)内侧壁分别装有第一气囊(42)和第二气囊(43)，两个

气囊与人体紧密结合，上臂模块(33)和前臂模块(32)之间通过肘部支架(24)相连接；整个

机器人本体通过一组绳索组件和对应的直流电机实现驱动；所述虚拟现实康复训练系统包

括主机和Kinect双目视觉传感器；

其中，所述机器人本体辅助使用者进行康复训练，Kinect双目视觉传感器采集使用者

姿态信息并将该信息传输至主机处理，主机运行虚拟现实场景，通过Kinect双目视觉传感

器采集的姿态信息实现使用者与虚拟场景的交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虚拟现实的绳索驱动上肢康复训练机器人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绳索组件包括十一个绳索，其中第一驱动绳索(4)一端固定于上臂外环上的第一

连接点(8)，通过支架第一绳索定位孔(44)以及套索(34)，将第一驱动绳索(4)另一端固定

于对应的直流电机驱动轮；第二驱动绳索(5)一端固定于上臂外环上的第二连接点(9)，通

过支架第二绳索定位孔(45)以及套索(34)，将第二驱动绳索(5)另一端固定于对应的直流

电机驱动轮；第三驱动绳索(6)一端固定于上臂外环上的第三连接点(10)，然后通过支架第

三绳索定位孔(46)以及套索(34)，将第三驱动绳索(6)另一端固定于对应的直流电机驱动

轮；第四驱动绳索(7)一端固定于上臂外环第四连接点(11)，通过支架第四绳索定位孔(47)

以及套索(34)，将第四驱动绳索(7)另一端固定于对应的直流电机驱动轮；第五驱动绳索

(26)为闭环绳索，缠绕于上臂内环外周的绳槽(38)，第五驱动绳索(26)的首末两端通过上

臂外环上的第五连接点(12)以及套索(34)，缠绕于对应的直流电机驱动轮；第六驱动绳索

(27)一端固定于前臂外环上的第一连接点(15)，通过上臂内环上的第一连接点(13)以及套

索(34)，将第六驱动绳索(27)另一端固定于对应的直流电机驱动轮；第七驱动绳索(28)一

端固定于前臂外环上的第二连接点(16)，通过上臂内环上的第二连接点(14)以及套索

(34)，将第七驱动绳索(28)另一端固定于对应的直流电机驱动轮；第八驱动绳索(50)为闭

环绳索，绳索整体缠绕于前臂内环外周的绳槽(41)，第八驱动绳索(50的首末两端通过前臂

外环上的第三连接点(17)以及套索(34)，缠绕于对应的直流电机驱动轮；第九驱动绳索

(29)一端固定于手部模块上的第一连接点(21)，通过前臂内环上的第一连接点(18)以及套

索(34)，将第九驱动绳索(29)另一端固定于对应的直流电机驱动轮；第十驱动绳索(30)一

端固定于手部模块上的第二连接点(22)，通过前臂内环上的第二连接点(19)以及套索

(34)，将第十驱动绳索(30)另一端固定于对应的直流电机驱动轮；第十一驱动绳索(31)一

端固定于手部模块上的第三连接点(23)，通过前臂内环上的第三连接点(20)以及套索

(34)，将第十一驱动绳索(31)另一端固定于对应的直流电机驱动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虚拟现实的绳索驱动上肢康复训练机器人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绳索组件中的各个绳索上均安装有拉力传感器(49)，拉力传感器(49)实时检测

绳索张力，所述上臂模块(33)、前臂模块(32)和手部模块(31)上均安装有姿态传感器(48)，

各个姿态传感器(48)和Kinect(2)协同识别人体手臂姿态，并将检测结果作为虚拟现实场

景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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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虚拟现实的绳索驱动上肢康复训练机器人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肘部支架包括两根连杆：上连杆和下连杆，两个连杆绕其中间轴转动，上连杆与

上臂模块通过螺丝固定，下连杆与前臂模块通过螺丝固定。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虚拟现实的绳索驱动上肢康复训练机器人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各个套索(34)套在对应的驱动绳索外部，且各个套索(34)位于在定位孔和电机

轴之间的绳索的外部。

6.一种基于虚拟现实的绳索驱动上肢康复训练机器人系统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1)使用者坐在支架(34)旁的座位上，使用者手臂依次套入上臂模块(33)和前臂模块

(32)，肘部支架转动中心与肘关节中心对齐，将上臂模块(33)和前臂模块(32)的气囊第一

(42)和第二气囊(43)均充气，固定手臂与上臂模块及前臂模块，

(2)启动康复训练机器人本体(1)及虚拟现实康复训练系统(35)，康复训练机器人本体

(1)首先根据肩关节运动中心定位方法对患者肩关节运动中心进行定位，确保系统控制精

度以及患者康复训练的安全，；

(3)患者根据虚拟场景指示，在机器人辅助下做出相应动作，或完成相应任务，Kinect

双目视觉传感器(2)和姿态传感器(48)协同检测患者手臂姿态与虚拟场景交互，虚拟现实

康复训练系统(35)通过完成度对患者进行评分。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虚拟现实的绳索驱动上肢康复训练机器人系统的使用方

法，其特征在于：肩关节运动中心定位方法的具体过程为：

康复训练机器人本体(1)带动患者做小范围运动，即各关节角运动幅度保持在10°以

内，各驱动绳索长度由电机编码器获取，上肢姿态通过各个姿态传感器(48)获取，根据如下

公式求解肩关节运动中心：

P0+W×T×L＝Ps

其中，P0表示支架中心即大地坐标系原点，W为手臂各关节角矩阵，T为手臂关节角与绳

索空间角转换矩阵，L为各绳索向量，PS为大地坐标系下肩关节中心坐标；

根据上述公式，机器人本体(1)辅助使用者上肢在可达范围内多次运行，求得一系列肩

关节中心坐标点，即实现对肩关节运动中心的记录，在进行正式康复训练过程中，使用被记

录的中心坐标进行运动轨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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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虚拟现实的绳索驱动上肢康复训练机器人系统及其使用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虚拟现实的绳索驱动上肢康复训练机器人系统，用于上肢受

伤患者的上肢主被动康复训练，属于医疗保健器械。

背景技术

[0002] 医学理论实践证明，对上肢受伤患者，进行康复训练是恢复其上肢运动功能的有

效途径。使用康复训练机器人对患者的康复训练能够有效的降低患者经济压力，提高康复

训练效率，现有康复训练机器人存在造价高昂、体积巨大以及人机交互不友好等不足之处。

且科学研究表明，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能够增加患者康复训练的积极性，提高训练效率。所

以研制一种低成本、轻量化、人机交互友好且具备虚拟现实康复训练功能的上肢康复训练

机器人系统具有迫切的实际意义以及较高的价值。

发明内容

[0003] 发明目的：本发明于提供一种基于虚拟现实的绳索驱动上肢康复训练机器人系统

及其使用方法，基于虚拟现实场景实现上肢运动功能障碍患者的肩关节外展/内收、外旋/

内旋、屈/伸，肘关节屈/伸，前臂内旋/外旋以及腕关节外展/内收、屈/伸康复训练，且通过

一种肩关节运动中心定位方法，能够确保康复训练安全性，提高康复训练机器人控制精度。

[0004] 技术方案：本发明的一种基于虚拟现实的绳索驱动上肢康复训练机器人系统，包

括机器人本体以及虚拟现实康复训练系统，所述机器人本体包括支架、上臂模块、前臂模块

和手部模块；所述支架与地面相对固定并支撑整体重量，所述上臂模块包括上臂外环和上

臂内环，所述前臂模块包括前臂外环和前臂内环，上臂内环和前臂内环内侧壁分别装有第

一气囊和第二气囊，两个气囊与人体紧密结合，上臂模块和前臂模块之间通过肘部支架相

连接；整个机器人本体通过一组绳索组件和对应的直流电机实现驱动；所述虚拟现实康复

训练系统包括主机和Kinect双目视觉传感器；

[0005] 其中，所述机器人本体辅助使用者进行康复训练，Kinect双目视觉传感器c采集使

用者姿态信息并将该信息传输至主机处理，主机运行虚拟现实场景，通过Kinect双目视觉

传感器采集的姿态信息实现使用者与虚拟场景的交互。

[0006] 其中，虚拟现实康复训练系统中的虚拟现实交互游戏与康复机器人本体相适配，

交互运动与康复机器人本体的各关节自由度一一对应，且通过康复机器人本体上的姿态传

感器协同Kinect进行交互输入以提高输入精度。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绳索组件包括十一个绳索，其中第一驱动绳索一端固定于上臂外

环上的第一连接点，通过支架第一绳索定位孔以及套索，将第一驱动绳索另一端固定于直

流电机驱动轮；第二驱动绳索一端固定于上臂外环上的第二连接点，通过支架第二绳索定

位孔以及套索，将第二驱动绳索另一端固定于直流电机驱动轮；第三驱动绳索一端固定于

上臂外环上的第三连接点，然后通过支架第三绳索定位孔以及套索，将第三驱动绳索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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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固定于直流电机驱动轮；第四驱动绳索一端固定于上臂外环第四连接点，通过支架第四

绳索定位孔以及套索，将第四驱动绳索另一端固定于直流电机驱动轮；第五驱动绳索为闭

环绳索，缠绕于上臂内环外周的绳槽，第五驱动绳索的首末两端通过上臂外环上的第五连

接点以及套索，缠绕于直流电机驱动轮；第六驱动绳索一端固定于前臂外环上的第一连接

点，通过上臂内环上的第一连接点以及套索，将第六驱动绳索另一端固定于直流电机驱动

轮；第七驱动绳索一端固定于前臂外环上的第二连接点，通过上臂内环上的第二连接点以

及套索，将第七驱动绳索另一端固定于直流电机驱动轮；第八驱动绳索为闭环绳索，绳索整

体缠绕于前臂内环外周的绳槽，第八驱动绳索的首末两端通过前臂外环上的第三连接点以

及套索，缠绕于直流电机驱动轮；第九驱动绳索一端固定于手部模块上的第一连接点，通过

前臂内环上的第一连接点以及套索，将第九驱动绳索另一端固定于直流电机驱动轮；第十

驱动绳索一端固定于手部模块上的第二连接点，通过前臂内环上的第二连接点以及套索，

将第十驱动绳索另一端固定于直流电机驱动轮；第十一驱动绳索一端固定于手部模块上的

第三连接点，通过前臂内环上的第三连接点以及套索，将第十一驱动绳索另一端固定于直

流电机驱动轮。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绳索组件中的各个绳索上均安装有拉力传感器，拉力传感器实时

检测绳索张力，所述上臂模块、前臂模块和手部模块上均安装有姿态传感器，各个姿态传感

器和Kinect协同识别人体手臂姿态，并将检测结果作为虚拟现实场景的输入。

[0009] 进一步的，所述肘部支架包括两根连杆：上连杆和下连杆，两个连杆绕其中间轴转

动，上连杆与上臂模块通过螺丝固定，下连杆与前臂模块通过螺丝固定。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各个套索套在对应的驱动绳索外部，且各个套索位于在定位孔和

电机轴之间的绳索的外部，起到对绳索的支撑作用，与定位孔并无传动关系。

[0011]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基于虚拟现实的绳索驱动上肢康复训练机器人系统的使用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2] (1)使用者坐在支架旁的座位上，使用者手臂依次套入上臂模块和前臂模块，肘部

支架的转动中心与肘关节中心对齐，将上臂模块和前臂模块的第一气囊和第二气囊均充

气，固定手臂与上臂模块及前臂模块，

[0013] (2)启动康复训练机器人及虚拟现实系统，康复训练机器人本体首先根据肩关节

运动中心定位方法对患者肩关节运动中心进行定位，确保系统控制精度以及患者康复训练

的安全；

[0014] (3)患者根据虚拟场景指示，在机器人辅助下做出相应动作，或完成相应任务，

Kinect和姿态传感器协同检测患者手臂姿态与虚拟场景交互，虚拟现实康复训练系统通过

完成度对患者进行评分，从而增加康复训练积极性，提高康复训练效率。

[0015] 上述肩关节运动中心定位方法的具体过程为：

[0016] 康复训练机器人本体(1)带动患者做小范围运动，即各关节角运动幅度保持在10°

以内，各驱动绳索长度由电机编码器获取，上肢姿态通过各个姿态传感器获取，根据如下公

式求解肩关节运动中心：

[0017] P0+W×T×L＝PS

[0018] 其中，P0表示支架中心即大地坐标系原点，W为手臂各关节角矩阵，T为手臂关节角

(例如为肩关节外展/内收、外旋/内旋、屈/伸，肘关节屈/伸，前臂内旋/外旋以及腕关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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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内收、屈/伸等等关节角)与绳索空间角转换矩阵，L为各绳索向量，PS为大地坐标系下肩

关节中心坐标。

[0019] 由于人体肩关节特殊构造，在关节角运动范围较大时，肩关节中心出现明显位移，

根据上述公式，康复机器人本体辅助使用者上肢在可达范围内多次运行，求得一系列肩关

节中心坐标点，即可实现对肩关节运动中心的记录，在进行正式康复训练过程中，使用被记

录的中心坐标进行运动轨迹规划，较之固定肩关节运动中心，显然能够有效提高控制精度。

[0020] 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21] 1.本发明中的绳索传动结构使得整套系统人机交互更加友好，提高了康复训练的

安全性与舒适性，绳索传动的柔性特征更符合人体特性。

[0022] 2.与康复训练机器人配套的虚拟现实康复训练系统，能够实现对患者康复训练的

示教功能以及评估功能，增加康复训练积极性，提高康复训练效率。

[0023] 3 .高达七个自由度(肩关节外展/内收、外旋/内旋、屈/伸，肘关节屈/伸，前臂内

旋/外旋以及腕关节外展/内收、屈/伸)的康复训练机器人能够更好的对患者上肢各关节进

行康复训练，确保了训练的完整性和多样性，在辅助训练方面也能够确保与患者交互更加

友好。

[0024] 4.通过肩关节运动中心识别方法能够提高康复训练机器人控制精度，保证康复训

练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中上肢康复训练机器人正视结构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中后视结构图；

[0028] 图4是本发明中上臂模块结构图；

[0029] 图5是本发明中前臂模块结构图；

[0030] 图6是本发明的直流电机驱动轮结构示意图；

[0031] 图7是实施例中虚拟现实交互游戏“摘苹果”界面示意图；

[0032] 其中，图4(a)为上臂外环的示意图，图4(b)为上臂内环的示意图；图5(a)为前臂内

环的示意图，图5(b)为前臂外环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如图1至图3所示，本发明的一种基于虚拟现实的绳索驱动上肢康复训练机器人系

统，包括七自由度上肢康复训练机器人本体1、虚拟现实康复训练系统35，其中七自由度上

肢康复训练机器人本体包括支架34、上臂模块33、前臂模块32和手部模块31，机器人本体1

整体由十一根绳索通过对应的十一个直流电机驱动，支架34与地面相对固定，用以支撑整

体重量，上臂模块33包括上臂外环36和上臂内环37，前臂模块32包括前臂外环39和前臂内

环40，上臂内环37和前臂内环40内侧壁分别装有第一气囊42和第二气囊43，两个气囊与与

人体手臂紧密结合，上臂模块33和前臂模块32之间通过肘部支架24相连接。

[0034] 上述各绳索具体位置关系和连接关系为：第一驱动绳索4一端固定在上臂外环第

一连接点8上，通过支架第一绳索定位孔44以及套索，另一端固定在直流电机驱动轮5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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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驱动绳索5一端固定在上臂外环第二连接点9上，通过支架第二绳索定位孔45以及套

索，另一端固定在直流电机驱动轮50上；第三驱动绳索6一端固定在上臂外环第三连接点10

上，通过支架第三绳索定位孔46以及套索，另一端固定在直流电机驱动轮50上；第四驱动绳

索7一端固定在上臂外环第四连接点11上，通过支架第四绳索定位孔47以及套索，另一端固

定在直流电机驱动轮50上；第五驱动绳索26为一闭环绳索，即缠绕在上臂内环外侧绳槽38

上，两端通过上臂外环第五连接点12以及套索，然后缠绕在直流电机驱动轮50上；第六驱动

绳索27一端固定在前臂外环第一连接点15上，通过上臂内环第一连接点13以及套索，另一

端固定在直流电机驱动轮50上；第七驱动绳索28一端固定在前臂外环第二连接点16上，通

过上臂内环第二连接点14以及套索，另一端固定在直流电机驱动轮50上；第八驱动绳索50

为一闭环绳索，即缠绕在前臂内环外侧绳槽41上，两端通过前臂外环第三连接点17以及套

索，然后缠绕在直流电机驱动轮50上；第九驱动绳索29一端固定在手部模块第一连接点21

上，通过前臂内环第一连接点18以及套索，另一端固定在直流电机驱动轮50上；第十驱动绳

索30一端固定在手部模块第二连接点22上，通过前臂内环第二连接点19以及套索，另一端

固定在直流电机驱动轮50上；第十一驱动绳索31一端固定在手部模块第三连接点23上，通

过前臂内环第三连接点20以及套索，另一端固定在直流电机驱动轮50上。

[0035] 上述十一个绳索上均安装有拉力传感器49用以检测绳索张力，上臂模块33、前臂

模块32和手部模块31均安装有姿态传感器48，各个姿态传感器48和Kinect和姿态传感器2

协同识别人体手臂姿态。虚拟现实康复训练系统由Kinect双目视觉传感器2和主机3构成，

手臂姿态由姿态传感器48和Kinect双目视觉传感器2协同检测，作为虚拟现实场景的输入.

[0036] 实施例：

[0037] 本实施例构建虚拟现实场景中的摘苹果任务，检测使用者手臂运动姿态后，虚拟

现实场景中的手臂姿态与之对应运动，完成摘苹果任务，通过摘取速度与数量做出评分，从

而激励使用者康复训练积极性，例如当使用者肩关节前伸45°且内旋30°时，虚拟场景中的

手臂肩关节部分也做出相应动作，从而手掌移动进行苹果摘取；或者当虚拟现实场景中手

臂做出相应姿态时，如外展45°或外旋30°，要求使用者根据该姿态在康复训练机器人本体1

辅助下做出相应运动，从而提供一个使用者独立训练的功能。肩关节运动中心定位方法为：

康复训练机器人1带动患者做小范围运动，即各关节角运动幅度保持在10°以内，各驱动绳

索长度可由电机编码器获取，上肢姿态通过姿态传感器获取，根据如下公式求解肩关节运

动中心：

[0038] P0+W×T×L＝PS

[0039] 其中，P0表示支架中心即大地坐标系原点，W为手臂各关节角矩阵，T为手臂关节角

与绳索空间角转换矩阵，L为各绳索向量，PS为大地坐标系下肩关节中心坐标。由于人体肩

关节特殊构造，在关节角运动范围较大时，肩关节中心出现明显位移，根据上述公式，康复

机器人辅助使用者上肢在可达范围内多次运行，求得一系列肩关节中心坐标点，即可实现

对肩关节运动中心的记录，在进行正式康复训练过程中，使用被记录的中心坐标进行运动

轨迹规划，较之固定肩关节运动中心，显然能够有效提高控制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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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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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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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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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8/8 页

15

CN 109260668 A

15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