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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一种高度可调节的电动梯及其

控制方法，包括辅梯、四个升降台阶，四个升降台

阶、辅梯5依次向后等间距排列，均设置在底座

上，升降台阶的左、右侧对称设置有左、右导轨丝

杠机构，左、右导轨丝杠机构的螺纹旋向相反，左

导轨丝杠机构的螺母铰接两个支撑杆的下端，右

导轨丝杠机构的螺母铰接另外两个支撑杆的下

端，左导轨丝杠机构的螺母铰接的两个支撑杆与

左导轨丝杠机构的螺母铰接两个支撑杆交叉设

置，上述的四个支撑杆的上端与升降台阶的台阶

板铰接，四个升降台阶板的结构基本相同，区别

在于四个升降台阶的导轨丝杠机构的丝杠螺距

从前向后依次变小，支撑杆的长度依次变短，电

机减速机通过链传动实现四个升降台阶的高度

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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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度可调节的电动梯，包括第一升降台阶(1)、第二升降台阶(2)、第三升降台阶

(3)、第四升降台阶(4)、辅梯(5)、底座(6)、链传动系统、电机减速机(8)、控制系统，所述的

底座(6)呈左右对称结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四升降台阶(4)包括右四前支撑杆(401)、右四后支撑杆(402)、

左四前支撑杆(403)、左四后支撑杆(404)、左四连接梁(406)、电磁离合器四(407)、右四连

接梁(409)、左四导轨丝杠机构、右四导轨丝杠机构、第四台阶板(417)，所述的左四导轨丝

杠机构、右四导轨丝杠机构关于底座(6)的左右对称平面左右对称；

所述的左四导轨丝杠机构包括左四丝杠(405)、左四螺母(414)、左四螺母导向机构，所

述的左四丝杠(405)沿着左右方向水平设置，底座(6)上固定设置有左四丝杠(405)的左、右

端的转动支撑，左四丝杠(405)旋合左四螺母(414)，底座(6)上固定左四螺母导向机构，用

于左四螺母(414)沿着左右方向移动的导向，左四螺母(414)的上端固定左四连接梁(406)

的中部，左四连接梁(406)沿着前后方向水平设置，右四螺母(410)的上端固定右四连接梁

(409)的中部，右四连接梁(409)沿着前后方向水平设置，所述的左四丝杠(405)与右四丝杠

(408)螺纹旋向相反，均为单线自锁螺纹，且螺距相同，左四丝杠(405)的右端与右四丝杠

(408)左端通过电磁离合器四(407)连接；

所述的右四前支撑杆(401)的下端铰接右四连接梁(409)的前端，右四后支撑杆(402)

的下端铰接右四连接梁(409)的后端，左四前支撑杆(403)的下端铰接左四连接梁(406)的

前端，左四后支撑杆(404)的下端铰接左四连接梁(406)的后端，第四台阶板(417)的左前、

左后侧分别铰接左四前支撑杆(403)、左四后支撑杆(404)的上端，第四台阶板(417)的右

前、右后侧分别铰接右四前支撑杆(401)、右四后支撑杆(402)的上端，上述各支撑杆的长度

相同，第四台阶板(417)平行于底座(6)；

所述的第一升降台阶(1)、第二升降台阶(2)、第三升降台阶(3)与第四升降台阶(4)结

构基本相同，区别在于：第四升降台阶(4)的支撑杆、第三升降台阶(3)的支撑杆、第二升降

台阶(2)的支撑杆、第一升降台阶(1)的支撑杆的长度依次变短，区别还包括第四升降台阶

(4)的左四丝杠(405)、第三升降台阶(3)的左三丝杆、第二升降台阶(2)的左二丝杆、第一升

降台阶(1)的左一丝杆的螺纹旋向相同且螺距依次变小；

所述的第四升降台阶(4)、第三升降台阶(3)、第二升降台阶(2)、第一升降台阶(1)、辅

梯(5)依次向后等间距排列，均设置在底座(6)上；

底座(6)上固定的电机减速机(8)通过链传动系统驱动左四丝杠(405)、左三丝杆、左二

丝杆、左一丝杆同方向、同转速转动；

第四升降台阶(4)的电磁离合器四(407)、第三升降台阶(3)的电磁离合器三、第二升降

台阶(2)的电磁离合器二、第一升降台阶(1)的电磁离合器一、电机减速机(8)通过线路与控

制系统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度可调节的电动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链传动系统包括链

条一(701)、链轮一(702)、双联链轮一(703)、双联链轮二(704)、双联链轮三(705)、链条四

(706)、链轮八(707)、链条三(708)、链条二(709)，所述的双联链轮一(703)固定在第三升降

台阶(3)的左三丝杠的右端，双联链轮二(704)固定在第二升降台阶(2)的左二丝杠的右端，

双联链轮三(705)固定在第一升降台阶(1)的左一丝杠的右端，链轮一(702)固定在左四丝

杠(405)的右端，链轮一(702)与双联链轮一(703)左侧设置的链轮二通过链条一(701)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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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传动，双联链轮一(703)右侧设置的链轮三与双联链轮二(704)右侧设置的链轮四通过链

条二(709)形成链传动，双联链轮二(704)左侧设置的链轮五与双联链轮三(705)左侧设置

的链轮六通过链条三(708)形成链传动，双联链轮三(705)右侧设置的链轮七与链轮八

(707)通过链条四(706)形成带传动，所述的链轮八(707)固定在电机减速机(8)的输出轴

上，上述各链轮的齿数和节距均相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度可调节的电动梯，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陀螺仪，第四升降

台阶(4)的第四台阶板(417)、第三升降台阶(3)的第三台阶板、第二升降台阶(2)的第二台

阶板、第一升降台阶(1)的第一台阶板之一固定有陀螺仪，用于检测台阶板的左右倾斜角

度，所述的陀螺仪通过线路与控制系统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度可调节的电动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四台阶板(417)

的下表面的左侧设置有左后铰接台四(4172)、左前铰接台(4173)，第四台阶板(417)的下表

面的右侧设置有右后铰接台四(4171)、右前铰接台(4174)，左后铰接台四(4172)位于右后

铰接台四(4171)的后侧，以防止左后铰接台四(4172)铰接的左四后支撑杆(404)、右后铰接

台四(4171)铰接的右四后支撑杆(402)相互干涉碰撞，左前铰接台(4173)位于右前铰接台

(4174)的后侧，用以防止左前铰接台(4173)铰接的左四前支撑杆(403)与右前铰接台

(4174)铰接的右四前支撑杆(401)发生干涉碰撞，所述的左后铰接台四(4172)位于左前铰

接台(4173)的正后方，右后铰接台四(4171)位于右前铰接台(4174)的正后方；

所述的左后铰接台四(4172)铰接左四后支撑杆(404)的上端，左前铰接台(4173)铰接

左四前支撑杆(403)的上端，右后铰接台四(4171)铰接右四后支撑杆(402)的上端，右前铰

接台(4174)铰接右四前支撑杆(401)的上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度可调节的电动梯，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陀螺仪，第四升降

台阶(4)的第四台阶板(417)、第三升降台阶(3)的第三台阶板、第二升降台阶(2)的第二台

阶板、第一升降台阶(1)的第一台阶板之一固定有陀螺仪，用于检测台阶板的左右倾斜角

度，所述的陀螺仪通过线路与控制系统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高度可调节的电动梯，其特征在于：第四升降台阶

(4)的支撑杆、第三升降台阶(3)的支撑杆、第二升降台阶(2)的支撑杆、第一升降台阶(1)的

支撑杆长度的比值成等比数列，第四升降台阶(4)的左四丝杠(405)、第三升降台阶(3)的左

三丝杆、第二升降台阶(2)的左二丝杆、第一升降台阶(1)的左一丝杆的螺距比值成等比数

列。

7.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高度可调节的电动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左四螺母

导向机构包括左四导向板(415)，左四螺母(414)的下端设置有向下伸出的左四螺母导向板

(4141)，左四导向板(415)设置有沿着左右方向的左导向槽四，左四导向板(415)的左、右端

固定在底座(6)上，左四螺母导向板(4141)与左导向槽四沿着左右方向滑动配合。

8.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高度可调节的电动梯，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扶手机

构，所述的扶手机构包括左侧扶手、右侧扶手，左侧扶手、右侧扶手关于底座(6)的左右对称

面左右对称，所述的左侧扶手包括左后扶手支撑(901)、左后连接梁(902)、左后滑杆(903)、

左前滑杆(904)、左前连接梁(905)、左前扶手支撑(906)，所述的辅梯(5)固定在底座(6)上，

所述的辅梯(5)包括辅梯台阶板(501)、辅梯台阶板支架(502)，辅梯台阶板(501)关于底座

(6)的左右对称面左右对称，辅梯台阶板(501)的左右两侧下表面分别固定一个辅梯台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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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502)的上端，辅梯台阶板支架(502)的下端固定在底座(6)上，所述的电机减速机(8)

位于辅梯台阶板(501)下方，位于两个辅梯台阶板支架(502)之间；

所述的左后扶手支撑(901)下端固定在辅梯台阶板(501)的左侧，左后扶手支撑(901)

的上端固定左后连接梁(902)，左后连接梁(902)的前端铰接左后滑杆(903)的后端，左后滑

杆(903)的前部与左前滑杆(904)后部设置的圆形内孔滑动连接，用以适应上述各升降台阶

升降过程中，左后连接梁(902)与左前连接梁(905)之间的距离变化，左前滑杆(904)的前端

与左前连接梁(905)的后端铰接，左前连接梁(905)固定在左前扶手支撑(906)的上端，左前

扶手支撑(906)的下端固定在第四台阶板(417)的左侧。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度可调节的电动梯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当需要升高第

四升降台阶(4)、第三升降台阶(3)、第二升降台阶(2)、第一升降台阶(1)的台阶板时，控制

系统控制第四升降台阶(4)的电磁离合器四(407)、第三升降台阶(3)的电磁离合器三、第二

升降台阶(2)的电磁离合器二、第一升降台阶(1)的电磁离合器一处于接合状态，控制系统

控制电机减速机(8)转动，带动链轮八(707)转动，通过链传动依次带动双联链轮三(705)、

双联链轮二(704)、双联链轮一(703)、链轮一(702)转动，第四升降台阶(4)的左四丝杠

(405)、第三升降台阶(3)的左三丝杆、第二升降台阶(2)的左二丝杆、第一升降台阶(1)的左

一丝杆转动、同时第四升降台阶(4)的右四丝杠(408)、第三升降台阶(3)的右三丝杆、第二

升降台阶(2)的右二丝杆、第一升降台阶(1)的右一丝杆转动同步转动，第四升降台阶(4)的

支撑杆、第三升降台阶(3)的支撑杆、第二升降台阶(2)的支撑杆、第一升降台阶(1)的支撑

杆向底座(6)的左右方向的中心移动，第四台阶板(417)、第三台阶板、第二台阶板、第一台

阶板升高的同时，其之间的高度差值随之增大，用以满足不同患者的需要；当需要当需要降

低第四升降台阶(4)、第三升降台阶(3)、第二升降台阶(2)、第一升降台阶(1)的台阶板时，

控制电机减速机(8)反转，直至达到需要的第四升降台阶(4)、第三升降台阶(3)、第二升降

台阶(2)、第一升降台阶(1)的台阶板高度，电机减速机(8)停止转动。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高度可调节的电动梯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当需要第四

升降台阶(4)、第三升降台阶(3)、第二升降台阶(2)、第一升降台阶(1)的台阶板的左右方向

一侧高、一侧低时，控制系统控制第四升降台阶(4)的电磁离合器四(407)、第三升降台阶

(3)的电磁离合器三、第二升降台阶(2)的电磁离合器二、第一升降台阶(1)的电磁离合器一

处于分离状态，控制电机减速机(8)的转动方向，第四升降台阶(4)的左四丝杠(405)、第三

升降台阶(3)的左三丝杆、第二升降台阶(2)的左二丝杆、第一升降台阶(1)的左一丝杆转

动，而对应的第四升降台阶(4)的右四丝杠(408)、第三升降台阶(3)的右三丝杆、第二升降

台阶(2)的右二丝杆、第一升降台阶(1)的右一丝杆不动，各升价台阶的台阶板发生左右方

向倾斜，调整完成后，控制第四升降台阶(4)的电磁离合器四(407)、第三升降台阶(3)的电

磁离合器三、第二升降台阶(2)的电磁离合器二、第一升降台阶(1)的电磁离合器一处于接

合状态，以提高台阶板支撑的稳定性；

上述第四升降台阶(4)、第三升降台阶(3)、第二升降台阶(2)、第一升降台阶(1)的台阶

板倾斜状态训练使用完毕后，控制全部升降台阶的电磁离合器分离，控制电机减速机(8)反

向转动，使台阶板水平，控第四升降台阶(4)、第三升降台阶(3)、第二升降台阶(2)、第一升

降台阶(1)的电磁离合器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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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度可调节的电动梯及其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动梯，尤其涉及一种高度可调节的电动梯及其控制方法，属于

医疗器械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是人口大国，且老龄化人口结构日趋明显，中风、偏瘫患者人数逐年增加，使

用康复医疗器械是提高患者病后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在病人进行行走训练时，爬楼梯训

练是重要训练科目，而目前的楼梯采用木梯，高度不能调整，不能提高患者的使用兴趣。

[0003] 本申请采用了反向螺纹旋向的丝杠机构，螺母铰接相互两两交叉的四个支撑杆，

支撑杆上端铰接台阶板，实现升降台阶的台阶板高度调节；螺母丝杠机构采用自锁螺旋副，

安全性高，升降台阶采用独立升降机构，不会因为部分零件损坏影而使升降台阶塌陷；采用

四个支撑杆，即使其中之一损坏，升降台阶也不会塌陷；四个升降台阶的丝杠机构的丝杠螺

距成等比数列，每个升降台阶的四个支撑杆长度相等，四个升降台阶间支撑杆长度成等比

数列，事项升降台阶间的高度变化；每个升降台阶的四个支撑杆同时相向或相反方向移动，

实现台阶板始终水平上下升降。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驱动机构驱动四个升降台阶的导轨丝杠机构中的丝杠

转动、每个升降台阶的两侧导轨丝杠机构采用电磁离合器连接，且螺旋副的旋向相反，实现

四个升降台阶的高度变化。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6] 一种高度可调节的电动梯，包括第一升降台阶1、第二升降台阶2、第三升降台阶3、

第四升降台阶4、辅梯5、底座6、链传动系统、电机减速机8、控制系统，所述的底座6呈左右对

称结构；

[0007] 所述的第四升降台阶4包括右四前支撑杆401、右四后支撑杆402、左四前支撑杆

403、左四后支撑杆404、左四连接梁406、电磁离合器四407、右四连接梁409、左四导轨丝杠

机构、右四导轨丝杠机构、第四台阶板417，所述的左四导轨丝杠机构、右四导轨丝杠机构关

于底座6的左右对称平面左右对称；

[0008] 所述的左四导轨丝杠机构包括左四丝杠405、左四螺母414、左四螺母导向机构，所

述的左四丝杠405沿着左右方向水平设置，底座6上固定设置有左四丝杠405的左、右端的转

动支撑，左四丝杠405旋合左四螺母414，底座6上固定左四螺母导向机构，用于左四螺母414

沿着左右方向移动的导向，左四螺母414的上端固定左四连接梁406的中部，左四连接梁406

沿着前后方向水平设置，右四螺母410的上端固定右四连接梁409的中部，右四连接梁409沿

着前后方向水平设置，所述的左四丝杠405与右四丝杠408螺纹旋向相反，均为单线自锁螺

纹，且螺距相同，左四丝杠405的右端与右四丝杠408左端通过电磁离合器四407连接；

[0009] 所述的右四前支撑杆401的下端铰接右四连接梁409的前端，右四后支撑杆40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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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端铰接右四连接梁409的后端，左四前支撑杆403的下端铰接左四连接梁406的前端，左四

后支撑杆404的下端铰接左四连接梁406的后端，第四台阶板417的左前、左后侧分别铰接左

四前支撑杆403、左四后支撑杆404的上端，第四台阶板417的右前、右后侧分别铰接右四前

支撑杆401、右四后支撑杆402的上端，上述各支撑杆的长度相同，第四台阶板417平行于底

座6；

[0010] 所述的第一升降台阶1、第二升降台阶2、第三升降台阶3与第四升降台阶4结构基

本相同，区别在于：第四升降台阶4的支撑杆、第三升降台阶3的支撑杆、第二升降台阶2的支

撑杆、第一升降台阶1的支撑杆的长度依次变短，区别还包括第四升降台阶4的左四丝杠

405、第三升降台阶3的左三丝杆、第二升降台阶2的左二丝杆、第一升降台阶1的左一丝杆的

螺纹旋向相同且螺距依次变小；

[0011] 所述的第四升降台阶4、第三升降台阶3、第二升降台阶2、第一升降台阶1、辅梯5依

次向后等间距排列，均设置在底座6上；

[0012] 底座6上固定的电机减速机8通过链传动系统驱动左四丝杠405、左三丝杆、左二丝

杆、左一丝杆同方向、同转速转动；

[0013] 第四升降台阶4的电磁离合器四407、第三升降台阶3的电磁离合器三、第二升降台

阶2的电磁离合器二、第一升降台阶1的电磁离合器一、电机减速机8通过线路与控制系统连

接。

[0014] 所述的链传动系统包括链条一701、链轮一702、双联链轮一703、双联链轮二704、

双联链轮三705、链条四706、链轮八707、链条三708、链条二709，所述的双联链轮一703固定

在第三升降台阶3的左三丝杠的右端，双联链轮二704固定在第二升降台阶2的左二丝杠的

右端，双联链轮三705固定在第一升降台阶1的左一丝杠的右端，链轮一702固定在左四丝杠

405的右端，链轮一702与双联链轮一703左侧设置的链轮二通过链条一701形成链传动，双

联链轮一703右侧设置的链轮三与双联链轮二704右侧设置的链轮四通过链条二709形成链

传动，双联链轮二704左侧设置的链轮五与双联链轮三705左侧设置的链轮六通过链条三

708形成链传动，双联链轮三705右侧设置的链轮七与链轮八707通过链条四706形成带传

动，所述的链轮八707固定在电机减速机8的输出轴上，上述各链轮的齿数和节距均相同。

[0015] 还包括陀螺仪，第四升降台阶4的第四台阶板417、第三升降台阶3的第三台阶板、

第二升降台阶2的第二台阶板、第一升降台阶1的第一台阶板之一固定有陀螺仪，用于检测

台阶板的左右倾斜角度，所述的陀螺仪通过线路与控制系统连接。

[0016] 所述的第四台阶板417的下表面的左侧设置有左后铰接台四4172、左前铰接台

4173，第四台阶板417的下表面的右侧设置有右后铰接台四4171、右前铰接台4174，左后铰

接台四4172位于右后铰接台四4171的后侧，以防止左后铰接台四4172铰接的左四后支撑杆

404、右后铰接台四4171铰接的右四后支撑杆402相互干涉碰撞，左前铰接台4173位于右前

铰接台4174的后侧，用以防止左前铰接台4173铰接的左四前支撑杆403与右前铰接台4174

铰接的右四前支撑杆401发生干涉碰撞，所述的左后铰接台四4172位于左前铰接台4173的

正后方，右后铰接台四4171位于右前铰接台4174的正后方；

[0017] 所述的左后铰接台四4172铰接左四后支撑杆404的上端，左前铰接台4173铰接左

四前支撑杆403的上端，右后铰接台四4171铰接右四后支撑杆402的上端，右前铰接台4174

铰接右四前支撑杆401的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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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一种高度可调节的电动梯还包括陀螺仪，第四升降台阶4的第四台阶板417、第三

升降台阶3的第三台阶板、第二升降台阶2的第二台阶板、第一升降台阶1的第一台阶板之一

固定有陀螺仪，用于检测台阶板的左右倾斜角度，所述的陀螺仪通过线路与控制系统连接。

[0019] 第四升降台阶4的支撑杆、第三升降台阶3的支撑杆、第二升降台阶2的支撑杆、第

一升降台阶1的支撑杆长度的比值成等比数列，第四升降台阶4的左四丝杠405、第三升降台

阶3的左三丝杆、第二升降台阶2的左二丝杆、第一升降台阶1的左一丝杆的螺距比值成等比

数列。

[0020] 所述的左四螺母导向机构包括左四导向板415，左四螺母414的下端设置有向下伸

出的左四螺母导向板4141，左四导向板415设置有沿着左右方向的左导向槽四，左四导向板

415的左、右端固定在底座6上，左四螺母导向板4141与左导向槽四沿着左右方向滑动配合。

[0021] 一种高度可调节的电动梯还包括扶手机构，所述的扶手机构包括左侧扶手、右侧

扶手，左侧扶手、右侧扶手关于底座6的左右对称面左右对称，所述的左侧扶手包括左后扶

手支撑901、左后连接梁902、左后滑杆903、左前滑杆904、左前连接梁905、左前扶手支撑

906，所述的辅梯5固定在底座6上，所述的辅梯5包括辅梯台阶板501、辅梯台阶板支架502，

辅梯台阶板501关于底座6的左右对称面左右对称，辅梯台阶板501的左右两侧下表面分别

固定一个辅梯台阶板支架502的上端，辅梯台阶板支架502的下端固定在底座6上，所述的电

机减速机8位于辅梯台阶板501下方，位于两个辅梯台阶板支架502之间；

[0022] 所述的左后扶手支撑901下端固定在辅梯台阶板501的左侧，左后扶手支撑901的

上端固定左后连接梁902，左后连接梁902的前端铰接左后滑杆903的后端，左后滑杆903的

前部与左前滑杆904后部设置的圆形内孔滑动连接，用以适应上述各升降台阶升降过程中，

左后连接梁902与左前连接梁905之间的距离变化，左前滑杆904的前端与左前连接梁905的

后端铰接，左前连接梁905固定在左前扶手支撑906的上端，左前扶手支撑906的下端固定在

第四台阶板417的左侧。

[0023] 当需要升高第四升降台阶4、第三升降台阶3、第二升降台阶2、第一升降台阶1的台

阶板时，控制系统控制第四升降台阶4的电磁离合器四407、第三升降台阶3的电磁离合器

三、第二升降台阶2的电磁离合器二、第一升降台阶1的电磁离合器一处于接合状态，控制系

统控制电机减速机8转动，带动链轮八707转动，通过链传动依次带动双联链轮三705、双联

链轮二704、双联链轮一703、链轮一702转动，第四升降台阶4的左四丝杠405、第三升降台阶

3的左三丝杆、第二升降台阶2的左二丝杆、第一升降台阶1的左一丝杆转动、同时第四升降

台阶4的右四丝杠408、第三升降台阶3的右三丝杆、第二升降台阶2的右二丝杆、第一升降台

阶1的右一丝杆转动同步转动，第四升降台阶4的支撑杆、第三升降台阶3的支撑杆、第二升

降台阶2的支撑杆、第一升降台阶1的支撑杆向底座6的左右方向的中心移动，第四台阶板

417、第三台阶板、第二台阶板、第一台阶板升高的同时，其之间的高度差值随之增大，用以

满足不同患者的需要；当需要当需要降低第四升降台阶4、第三升降台阶3、第二升降台阶2、

第一升降台阶1的台阶板时，控制电机减速机8反转，直至达到需要的第四升降台阶4、第三

升降台阶3、第二升降台阶2、第一升降台阶1的台阶板高度，电机减速机8停止转动。

[0024] 当需要第四升降台阶4、第三升降台阶3、第二升降台阶2、第一升降台阶1的台阶板

的左右方向一侧高、一侧低时，控制系统控制第四升降台阶4的电磁离合器四407、第三升降

台阶3的电磁离合器三、第二升降台阶2的电磁离合器二、第一升降台阶1的电磁离合器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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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分离状态，控制电机减速机8的转动方向，第四升降台阶4的左四丝杠405、第三升降台阶3

的左三丝杆、第二升降台阶2的左二丝杆、第一升降台阶1的左一丝杆转动，而对应的第四升

降台阶4的右四丝杠408、第三升降台阶3的右三丝杆、第二升降台阶2的右二丝杆、第一升降

台阶1的右一丝杆不动，各升价台阶的台阶板发生左右方向倾斜，调整完成后，控制第四升

降台阶4的电磁离合器四407、第三升降台阶3的电磁离合器三、第二升降台阶2的电磁离合

器二、第一升降台阶1的电磁离合器一处于接合状态，以提高台阶板支撑的稳定性；

[0025] 上述第四升降台阶4、第三升降台阶3、第二升降台阶2、第一升降台阶1的台阶板倾

斜状态训练使用完毕后，控制全部升降台阶的电磁离合器分离，控制电机减速机8反向转

动，使台阶板水平，控第四升降台阶4、第三升降台阶3、第二升降台阶2、第一升降台阶1的电

磁离合器接合。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27] 1 .本申请采用了反向螺纹旋向的丝杠机构，螺母铰接相互两两交叉的四个支撑

杆，支撑杆上端铰接台阶板，实现升降台阶的台阶板高度调节；

[0028] 2.螺母丝杠机构采用自锁螺旋副，安全性高，升降台阶采用独立升降机构，不会因

为部分零件损坏影而使升降台阶塌陷；

[0029] 3.采用四个支撑杆，即使其中之一损坏，升降台阶也不会塌陷；

[0030] 4.四个升降台阶的丝杠机构的丝杠螺距成等比数列，每个升降台阶的四个支撑杆

长度相等，四个升降台阶间支撑杆长度成等比数列，事项升降台阶间的高度变化；

[0031] 5.每个升降台阶的四个支撑杆同时相向或相反方向移动，实现台阶板始终水平上

下升降。

附图说明

[0032] 图1是高度可调节的电动梯的整体结构示意图一。

[0033] 图2是高度可调节的电动梯的整体结构示意图二。

[0034] 图3是高度可调节的电动梯的第四升降台阶的驱动部分结构示意图。

[0035] 图4是第四升降台阶的左四螺母导向机构的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5是高度可调节的电动梯的四个升降台阶的驱动结构示意图。

[0037] 图6是第三、第四升降台阶的驱动结构示意图。

[0038] 图7是是第一、第二升降台阶的驱动结构示意图。

[0039] 图8是第四升降台阶的台阶板结构示意图。

[0040] 图9是第四升降台阶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41] 图10是高度可调节的电动梯的扶手结构示意图。

[0042] 图11是高度可调节的电动梯的第一升降台阶的结构示意图。

[0043] 附图标记说明：1-第一升降台阶、2-第二升降台阶、3-第三升降台阶、4-第四升降

台阶、5-辅梯、6-底座、8-电机减速机、401-右四前支撑杆、402-右四后支撑杆、403-左四前

支撑杆、404-左四后支撑杆、405-左四丝杠、406-左四连接梁、407-电磁离合器四、408-右四

丝杠、409-右四连接梁、410-右四螺母、411-右四支撑座一、412-右四导向板、413-左四支撑

座二、414-左四螺母、4141-左四螺母导向板、415-左四导向板、416-左四支撑座一、417-第

四台阶板、418-右四支撑座二、501-辅梯台阶板、502-辅梯台阶板支架、701-链条一、702-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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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一、703-双联链轮一、704-双联链轮二、705-双联链轮三、706-链条四、707-链轮八、708-

链条三、709-链条二、901-左后扶手支撑、902-左后连接梁、903-左后滑杆、904-左前滑杆、

905-左前连接梁、906-左前扶手支撑。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接合图1-11，本发明的一种高度可调节的电动梯，包括第一升降台阶1、第二升降

台阶2、第三升降台阶3、第四升降台阶4、辅梯5、底座6、链传动系统、电机减速机8、扶手机

构、控制系统、陀螺仪，所述的底座6呈左右对称结构，本申请以朝向辅梯5的方向定义为后

方，朝向第四升降台阶4则为前方，以使用者位于辅梯5的后侧，面向第一升降台阶1的方向

定义左右方向，以便描述本申请。

[0045] 所述的第四升降台阶4包括右四前支撑杆401、右四后支撑杆402、左四前支撑杆

403、左四后支撑杆404、左四连接梁406、电磁离合器四407、右四连接梁409、左四导轨丝杠

机构、右四导轨丝杠机构、第四台阶板417，所述的左四导轨丝杠机构、右四导轨丝杠机构关

于底座6的左右对称平面左右对称，所述的左四导轨丝杠机构包括左四丝杠405、左四支撑

座二413、左四螺母414、左四导向板415、左四支撑座一416，所述的右四导轨丝杠机构包括

右四丝杠408、右四螺母410、右四支撑座一411、右四导向板412、右四支撑座二418，所述的

左四丝杠405沿着左右方向水平设置，左四丝杠405的左、右端分别转动安装在左四支撑座

一416、左四支撑座二413上端，用于转动支撑左四丝杠405，左四支撑座一416、左四支撑座

二413下端固定在底座6上，左四丝杠405通过螺旋副旋合左四螺母414，左四螺母414的下端

设置有向下伸出的左四螺母导向板4141，左四导向板415设置有沿着左右方向的左导向槽

四，左四导向板415的左、右端固定在底座6上，左四螺母导向板4141与左导向槽四沿着左右

方向滑动配合，用于左四螺母414沿着左右方向移动的导向，左四螺母414的上端固定左四

连接梁406的中部，左四连接梁406沿着后前方向水平设置。同样的，右四丝杠408沿着左右

方向水平设置，右四丝杠408的左、右端分别转动安装在右四支撑座二418、右四支撑座一

411上端，用于转动支撑右四丝杠408，右四支撑座二418、右四支撑座一411下端固定在底座

6上，右四丝杠408通过螺旋副旋合右四螺母410，右四螺母410的下端设置有向下伸出的右

四螺母导向板，右四导向板412设置有沿着左右方向的右导向槽四，右四导向板412的左、右

端固定在底座6上，右四螺母导向板与右导向槽四沿着左右方向滑动配合，用于右四螺母

410沿着左右方向移动的导向，右四螺母410的上端固定右四连接梁409的中部，右四连接梁

409沿着后前方向水平设置。

[0046] 所述的左四丝杠405与右四丝杠408螺纹旋向相反，均为单线自锁螺纹，且导程或

螺距相同。

[0047] 所述的左四丝杠405向右穿过左四支撑座二413固定电磁离合器407的左侧连接

端，右四丝杠408向左穿过右四支撑座二418固定电磁离合器四407的右侧连接端，所述的左

四丝杠405的右端位于左四支撑座二413的左侧固定链轮一702。

[0048] 所述的第四台阶板417的下表面的左侧设置有左后铰接台四4172、左前铰接台

4173，第四台阶板417的下表面的右侧设置有右后铰接台四4171、右前铰接台4174，左后铰

接台四4172位于右后铰接台四4171的后侧，以防止左后铰接台四4172铰接的左四后支撑杆

404、右后铰接台四4171铰接的右四后支撑杆402相互干涉碰撞，左前铰接台4173位于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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铰接台4174的后侧，用以防止左前铰接台4173铰接的左四前支撑杆403与右前铰接台4174

铰接的右四前支撑杆401发生干涉碰撞，所述的左后铰接台四4172位于左前铰接台4173的

正后方，右后铰接台四4171位于右前铰接台4174的正后方。

[0049] 所述的左后铰接台四4172铰接左四后支撑杆404的上端，左前铰接台4173铰接左

四前支撑杆403的上端，右后铰接台四4171铰接右四后支撑杆402的上端，右前铰接台4174

铰接右四前支撑杆401的上端，右四前支撑杆401的下端铰接右四连接梁409的前端，右四后

支撑杆402的下端铰接右四连接梁409的后端，左四前支撑杆403的下端铰接左四连接梁406

的前端，左四后支撑杆404的下端铰接左四连接梁406的后端。

[0050] 所述的右四前支撑杆401、右四后支撑杆402、左四前支撑杆403、左四后支撑杆404

的长度相同。

[0051] 所述的第四升降台阶4、第三升降台阶3、第二升降台阶2、第一升降台阶1依次向后

等间距排列，均设置在底座6上，且上述每个升降台阶的四个支撑杆长度分别相等。

[0052] 所述的第一升降台阶1、第二升降台阶2、第三升降台阶3与第四升降台阶4的结构

基本相同，均关于底座6的左右对称平面对称，第一升降台阶1、第二升降台阶2、第三升降台

阶3与第四升降台阶4的区别在于：第四升降台阶4的四个支撑杆（右四前支撑杆401、右四后

支撑杆402、左四前支撑杆403、左四后支撑杆404）、第三升降台阶3的四个支撑杆（右三前支

撑杆、右三后支撑杆、左三前支撑杆、左三后支撑杆）、第二升降台阶2的四个支撑杆（右二前

支撑杆、右二后支撑杆、左二前支撑杆、左二后支撑杆）、第一升降台阶1的四个支撑杆（右一

前支撑杆、右一后支撑杆、左一前支撑杆、左一后支撑杆）的长度依次变短，且长度的比值成

等比数列；区别还包括第四升降台阶4的左四丝杠405、第三升降台阶3的左三丝杆、第二升

降台阶2的左二丝杆、第一升降台阶1的左一丝杆的螺纹旋向相同且螺距依次变小，并且比

值成等比数列。

[0053] 所述的链传动系统包括链条一701、链轮一702、双联链轮一703、双联链轮二704、

双联链轮三705、链条四706、链轮八707、链条三708、链条二709，所述的双联链轮一703固定

在第三升降台阶3的左三丝杠的右端，双联链轮二704固定在第二升降台阶2的左二丝杠的

右端，双联链轮三705固定在第一升降台阶1的左一丝杠的右端，链轮一702与双联链轮一

703左侧设置的链轮二通过链条一701形成链传动，双联链轮一703右侧设置的链轮三与双

联链轮二704右侧设置的链轮四通过链条二709形成链传动，双联链轮二704左侧设置的链

轮五与双联链轮三705左侧设置的链轮六通过链条三708形成链传动，双联链轮三705右侧

设置的链轮七与链轮八707通过链条四706形成带传动，所述的链轮八707固定在电机减速

机8的输出轴上，电机减速机8固定在底座6上。

[0054] 所述的辅梯5固定在底座6上，且位于第一升降台阶1的后方，所述的辅梯5包括辅

梯台阶板501、辅梯台阶板支架502，辅梯台阶板501关于底座6的左右对称面左右对称，辅梯

台阶板501的左右两侧下表面分别固定一个辅梯台阶板支架502的上端，辅梯台阶板支架

502的下端固定在底座6上，所述的电机减速机8位于辅梯台阶板501下方，位于两个辅梯台

阶板支架502之间。

[0055] 第四升降台阶4的电磁离合器四407、第三升降台阶3的电磁离合器三、第二升降台

阶2的电磁离合器二、第一升降台阶1的电磁离合器一、电机减速机8通过线路与控制系统连

接。所述的电磁离合器四407、电磁离合器三、电磁离合器二、电磁离合器一断电时为接合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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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通电时为分离状态。

[0056] 第四升降台阶4的第四台阶板417、第三升降台阶3的第三台阶板、第二升降台阶2

的第二台阶板、第一升降台阶1的第一台阶板之一固定有陀螺仪，用于检测台阶板的左右倾

斜角度，所述的陀螺仪通过线路与控制系统连接。

[0057] 所述的扶手机构包括左侧扶手、右侧扶手，左侧扶手、右侧扶手关于底座6的左右

对称面左右对称，所述的左侧扶手包括左后扶手支撑901、左后连接梁902、左后滑杆903、左

前滑杆904、左前连接梁905、左前扶手支撑906，所述的左后扶手支撑901下端固定在辅梯台

阶板501的左侧，左后扶手支撑901的上端固定左后连接梁902，左后连接梁902的前端铰接

左后滑杆903的后端，左后滑杆903的前部与左前滑杆904后部设置的圆形内孔滑动连接，用

以适应上述各升降台阶升降过程中，左后连接梁902与左前连接梁905之间的距离变化，左

前滑杆904的前端与左前连接梁905的后端铰接，左前连接梁905固定在左前扶手支撑906的

上端，左前扶手支撑906的下端固定在第四台阶板417的左侧。

[0058] 当使用者需要进行楼梯的上下运动训练时，且需要升高各升降台阶的台阶板时，

控制系统控制第四升降台阶4的电磁离合器四407、第三升降台阶3的电磁离合器三、第二升

降台阶2的电磁离合器二、第一升降台阶1的电磁离合器一处于接合状态，控制系统控制电

机减速机8转动，带动链轮八707转动，通过链传动依次带动双联链轮三705、双联链轮二

704、双联链轮一703、链轮一702转动，第四升降台阶4的左四丝杠405、第三升降台阶3的左

三丝杆、第二升降台阶2的左二丝杆、第一升降台阶1的左一丝杆转动、同时第四升降台阶4

的右四丝杠408、第三升降台阶3的右三丝杆、第二升降台阶2的右二丝杆、第一升降台阶1的

右一丝杆转动同步转动，第四升降台阶4的四个支撑杆（右四前支撑杆401、右四后支撑杆

402、左四前支撑杆403、左四后支撑杆404）、第三升降台阶3的四个支撑杆（右三前支撑杆、

右三后支撑杆、左三前支撑杆、左三后支撑杆）、第二升降台阶2的四个支撑杆（右二前支撑

杆、右二后支撑杆、左二前支撑杆、左二后支撑杆）、第一升降台阶1的四个支撑杆（右一前支

撑杆、右一后支撑杆、左一前支撑杆、左一后支撑杆）向底座6的左右方向的中心移动，由于

第一升降台阶1、第二升降台阶2、第三升降台阶3与第四升降台阶4的结构基本相同，区别在

于：第四升降台阶4的四个支撑杆（右四前支撑杆401、右四后支撑杆402、左四前支撑杆403、

左四后支撑杆404）、第三升降台阶3的四个支撑杆（右三前支撑杆、右三后支撑杆、左三前支

撑杆、左三后支撑杆）、第二升降台阶2的四个支撑杆（右二前支撑杆、右二后支撑杆、左二前

支撑杆、左二后支撑杆）、第一升降台阶1的四个支撑杆（右一前支撑杆、右一后支撑杆、左一

前支撑杆、左一后支撑杆）的长度依次变短，且长度的比值成等比数列；区别还包括第四升

降台阶4的左四丝杠405、第三升降台阶3的左三丝杆、第二升降台阶2的左二丝杆、第一升降

台阶1的左一丝杆的螺纹旋向相同且螺距依次变小，并且比值成等比数列，另外上述各升降

台阶的左、右侧丝杠旋向相反，第四升降台阶4、第三升降台阶3、第二升降台阶2、第一升降

台阶1水平升高，所以随着电机减速机转动的圈数增加，第四台阶板417、第三台阶板、第二

台阶板、第一台阶板升高的同时，其之间的高度差值随之增加，提高使用者训练的难度，反

之，控制电机减速机8反向旋转，第四台阶板417、第三台阶板、第二台阶板、第一台阶板降低

的同时，其之间的高度差值随之减小，满足不同患者的需要。

[0059] 如果使用者的脚不能水平抬起、朝一侧偏斜或者为了安全实现台阶板的左右方向

一侧高、一侧低时，控制控制系统控制第四升降台阶4的电磁离合器四407、第三升降台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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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磁离合器三、第二升降台阶2的电磁离合器二、第一升降台阶1的电磁离合器一处于分

离状态，且上述螺纹均为自锁螺纹，控制电机减速机8的转动方向，第四升降台阶4的左四丝

杠405、第三升降台阶3的左三丝杆、第二升降台阶2的左二丝杆、第一升降台阶1的左一丝杆

转动，而对应的第四升降台阶4的右四丝杠408、第三升降台阶3的右三丝杆、第二升降台阶2

的右二丝杆、第一升降台阶1的右一丝杆不动，各升价台阶的台阶板发生左右方向倾斜，控

制电机减速机的转动方向，改变台阶板的左右倾斜角度，调整完成后，第四升降台阶4的电

磁离合器四407、第三升降台阶3的电磁离合器三、第二升降台阶2的电磁离合器二、第一升

降台阶1的电磁离合器一处于接合状态，以提高台阶板支撑的稳定性，楼梯倾斜状态训练使

用完毕前，控制全部升降台阶的电磁离合器分离，控制电机减速机8反向转动，使台阶板水

平，控制全部升降台阶的电磁离合器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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