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226042.5

(22)申请日 2018.03.1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43393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8.24

(73)专利权人 吉林大学

地址 130012 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2699

号

(72)发明人 肖蒙　伏鑫　郭彩霞　周学颖　

李硕　马莉妍　

(74)专利代理机构 长春市四环专利事务所(普

通合伙) 22103

代理人 张建成

(51)Int.Cl.

A63B 22/10(2006.01)

A61H 1/02(2006.01)

A63B 21/015(2006.01)

审查员 何娈

 

(54)发明名称

一种偏瘫患者用手部康复训练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偏瘫患者用手部康复训

练器，包括底座，所述底座的内腔固定安装有电

池，所述支撑柱的内腔贯穿有转动轴，且支撑柱

的内腔固定安装有驱动装置，所述转动轴的左端

固定安装有左圆盘，且转动轴的右端固定安装有

右圆盘，所述左圆盘与右圆盘的外侧壁均固定安

装有手部固定装置，通过手部固定装置的移动块

的上下移动，使偏瘫患者在进行手臂训练的同时

也可以对手指进行训练，加强训练的效果，设置

有阻力装置，根据偏瘫患者偏瘫程度的不同对阻

力装置进行调节，增加或是减少转动左圆盘和右

圆盘的难度，使偏瘫患者可以阶段性的进行训

练，更快的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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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偏瘫患者用手部康复训练器，包括底座(1)，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的内腔固

定安装有电池(2)，且底座(1)的上侧壁中心处固定安装有支撑柱(3)，所述支撑柱(3)的内

腔贯穿有转动轴(4)，且支撑柱(3)的内腔固定安装有驱动装置(5)，所述转动轴(4)的左端

固定安装有左圆盘(6)，且转动轴(4)的右端固定安装有右圆盘(7)，所述支撑柱(3)与左圆

盘(6)和右圆盘(7)之间均固定安装有阻力装置(8)，所述左圆盘(6)与右圆盘(7)的外侧壁

均固定安装有手部固定装置(9)；

所述驱动装置(5)包括电机(5-1)、驱动齿轮(5-2)、梯形齿轮(5-3)，所述电机(5-1)固

定安装在支撑柱(3)的内腔，且电机(5-1)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驱动齿轮(5-2)，所述梯形齿

轮(5-3)套接在转动轴(4)的外侧壁，且梯形齿轮(5-3)与驱动齿轮(5-2)相啮合，所述电机

(5-1)与电池(2)电连接；

所述阻力装置(8)包括固定架(8-1)、移动架(8-2)、螺孔(8-3)、螺栓(8-4)、第一弹簧

(8-5)、橡胶齿轮(8-6)和摩擦齿(8-7)，所述固定架(8-1)固定安装在支撑柱(3)的外侧壁，

且固定架(8-1)的外侧壁套接有移动架(8-2)，所述固定架(8-1)和移动架(8-2)的外侧壁均

匀开设有螺孔(8-3)，且螺孔(8-3)内螺接有螺栓(8-4)，所述移动架(8-2)的内侧壁与支撑

柱(3)之间固定安装有第一弹簧(8-5)，且移动架(8-2)的外侧壁固定安装有摩擦齿(8-7)，

所述橡胶齿轮(8-6)固定安装在右圆盘(7)的内侧壁，所述摩擦齿(8-7)与橡胶齿轮(8-6)紧

密贴合；

所述手部固定装置(9)包括握把(9-1)、第一手指固定环(9-2)、移动块(9-3)、第二手指

固定环(9-4)、小铁块(9-5)、电磁铁(9-6)、第二弹簧(9-7)、按摩柱(9-8)、触点开关(9-9)和

触发柱(9-10)，所述握把(9-1)的下侧壁固定安装有第一手指固定环(9-2)，且握把(9-1)的

上侧壁卡接有移动块(9-3)，所述移动块(9-3)贯穿至握把(9-1)的内腔，所述移动块(9-3)

的上侧壁固定安装有第二手指固定环(9-4)，且移动块(9-3)的下侧壁固定安装有小铁块

(9-5)，所述移动块(9-3)的下侧壁与握把(9-1)的内腔下侧壁之间固定安装有第二弹簧(9-

7)，且第二弹簧(9-7)内位于握把(9-1)的内腔下侧壁固定安装有电磁铁(9-6)，所述移动块

(9-3)的上侧壁固定安装有按摩柱(9-8)，所述触点开关(9-9)固定安装在梯形齿轮(5-3)的

左侧壁，所述触发柱(9-10)固定安装在支撑柱(3)的内腔，且触发柱(9-10)与触点开关(9-

9)的位置相对应，所述触点开关(9-9)的输入端电连接电池(2)，且触点开关(9-9)的输出端

电连接电磁铁(9-6)的输入端；

所述移动块(9-3)、小铁块(9-5)、电磁铁(9-6)和触点开关(9-9)的数量为四个，四个所

述移动块(9-3)均匀分布在握把(9-1)的上侧壁，四个所述触点开关(9-9)均匀分布在梯形

齿轮(5-3)的左侧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偏瘫患者用手部康复训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阻力装置

(8)包括摩擦片(8-8)、摩擦盘(8-9)、固定盘(8-10)、加强筋(8-11)、支撑杆(8-12)、限位槽

(8-13)、外部管(8-14)、螺杆(8-15)、固定板(8-16)和转动把手(8-17)，所述限位槽(8-13)

开设在底座(1)的上侧壁，所述限位槽(8-13)内卡接支撑杆(8-12)，所述支撑杆(8-12)的顶

端焊接有固定盘(8-10)，且固定盘(8-10)与摩擦盘(8-9)之间焊接有加强筋(8-11)，所述摩

擦片(8-8)固定安装在左圆盘(6)的内侧壁，且摩擦片(8-8)的位置与摩擦盘(8-9)的位置相

对应，所述支撑杆(8-12)的底端焊接外部管(8-14)，且外部管(8-14)内螺接有螺杆(8-15)，

所述螺杆(8-15)卡接在底座(1)的侧壁内，且螺杆(8-15)的外侧壁固定安装有固定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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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所述固定板(8-16)的外侧壁焊接有转动把手(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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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偏瘫患者用手部康复训练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偏瘫患者康复器械，特别涉及一种偏瘫患者用手部康复训练器。

背景技术

[0002] 偏瘫又叫半身不遂，是指同一侧上下肢、面肌和舌肌下部的运动障碍，是急性脑血

管病的常见症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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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

者常卧床不起，丧失生活能力。按照偏瘫的程度，可分为轻瘫、不完全性瘫痪和全瘫。轻瘫：

表现为肌力减弱，肌力在4～5级，一般不影响日常生活，不完全性瘫较轻瘫重，范围较大，肌

力2～4级，全瘫：肌力0～1级，瘫痪肢体完全不能活动。为了使偏瘫的患者尽快恢复正常的

生活，需要对偏瘫患者进行康复训练，但是现有的针对偏瘫患者的康复训练器械，无法根据

偏瘫患者的偏瘫程度进行训练，也无法对偏瘫患者的手指进行训练，为此，我们提出一种偏

瘫患者用手部康复训练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偏瘫患者用手部康复训练器，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

提出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偏瘫患者用手部康复训练器，包

括底座，所述底座的内腔固定安装有电池，且底座的上侧壁中心处固定安装有支撑柱，所述

支撑柱的内腔贯穿有转动轴，且支撑柱的内腔固定安装有驱动装置，所述转动轴的左端固

定安装有左圆盘，且转动轴的右端固定安装有右圆盘，所述支撑柱与左圆盘和右圆盘之间

均固定安装有阻力装置，所述左圆盘与右圆盘的外侧壁均固定安装有手部固定装置。

[0005] 所述驱动装置包括电机、驱动齿轮、梯形齿轮，所述电机固定安装在支撑柱的内

腔，且电机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驱动齿轮，所述梯形齿轮套接在转动轴的外侧壁，且梯形齿

轮与驱动齿轮相啮合，所述电机与电池电连接。

[0006] 所述阻力装置包括固定架、移动架、螺孔、螺栓、第一弹簧、橡胶齿轮和摩擦齿，所

述固定架固定安装在支撑柱的外侧壁，且固定架的外侧壁套接有移动架，所述固定架和移

动架的外侧壁均匀开设有螺孔，且螺孔内螺接有螺栓，所述移动架的内侧壁与支撑柱之间

固定安装有第一弹簧，且移动架的外侧壁固定安装有摩擦齿，所述橡胶齿轮固定安装在右

圆盘的内侧壁，所述摩擦齿与橡胶齿轮紧密贴合。

[0007] 所述手部固定装置包括握把、第一手指固定环、移动块、第二手指固定环、小铁块、

电磁铁、第二弹簧、按摩柱、触点开关和触发柱，所述握把的下侧壁固定安装有第一手指固

定环，且握把的上侧壁卡接有移动块，所述移动块贯穿至握把的内腔，所述移动块的上侧壁

固定安装有第二手指固定环，且移动块的下侧壁固定安装有小铁块，所述移动块的下侧壁

与握把的内腔下侧壁之间固定安装有第二弹簧，且第二弹簧内位于握把的内腔下侧壁固定

安装有电磁铁，所述移动块的上侧壁固定安装有按摩柱，所述触点开关固定安装在梯形齿

轮的左侧壁，所述触发柱固定安装在支撑柱的内腔，且触发柱与触点开关的位置相对应，所

说　明　书 1/4 页

4

CN 108433936 B

4



述触点开关的输入端电连接电池，且触点开关的输出端电连接电磁铁的输入端。

[0008] 所述移动块、小铁块、电磁铁和触点开关的数量为四个，四个所述移动块均匀分布

在握把的上侧壁，四个所述触点开关均匀分布在梯形齿轮的左侧壁。

[0009] 所述阻力装置包括摩擦片、摩擦盘、固定盘、加强筋、支撑杆、限位槽、外部管、螺

杆、固定板和转动把手，所述限位槽开设在底座的上侧壁，所述限位槽内卡接支撑杆，所述

支撑杆的顶端焊接有固定盘，且固定盘与摩擦盘之间焊接有加强筋，所述摩擦片固定安装

在左圆盘的内侧壁，且摩擦片的位置与摩擦盘的位置相对应，所述支撑杆的底端焊接外部

管，且外部管内螺接有螺杆，所述螺杆卡接在底座的侧壁内，且螺杆的外侧壁固定安装有固

定板，所述固定板的外侧壁焊接有转动把手。

[0010]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和过程：

[0011] 一种偏瘫患者用手部康复训练器，将手指分别插入到手部固定装置的第一手指固

定环和第二手指固定环内，若是偏瘫患者的偏瘫程度较重，开启电机，通过驱动装置带动左

圆盘和右圆盘进行转动，辅助偏瘫患者进行训练，若是偏瘫换装的偏瘫程度较轻，可以自己

进行缓慢运动，则关闭电机，通过偏瘫患者带动左圆盘和右圆盘的转动进行训练，通过转动

转动把手，使螺杆进行转动，螺杆进行转动时，外部管可以进行移动，从而调节支撑杆的位

置，支撑杆的位置调节后，改变摩擦盘与摩擦片之间的距离，从而改变摩擦盘与摩擦盘之间

的摩擦力，从而调节转动左圆盘和右圆盘的难易程度，使偏瘫患者可以得到训练。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3] 一种偏瘫患者用手部康复训练器，设置有手部固定装置，通过手部固定装置对偏

瘫患者的手部进行固定，通过转动左圆盘和右圆盘使偏瘫患者的手臂得到运动，同时，通过

手部固定装置的移动块的上下移动，使偏瘫患者在进行手臂训练的同时也可以对手指进行

训练，加强训练的效果，设置有阻力装置，根据偏瘫患者偏瘫程度的不同对阻力装置进行调

节，增加或是减少转动左圆盘和右圆盘的难度，使偏瘫患者可以阶段性的进行训练，更快的

恢复健康。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图2中的a处细节图。

[0017] 图4为本发明转动轴的左视图。

[0018] 图5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请参阅图1、图2、图3和图4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偏瘫患者用手部

康复训练器，包括底座1，底座1的内腔固定安装有电池2，且底座1的上侧壁中心处固定安装

有支撑柱3，当需要进行康复训练时，将底座1固定在桌面上，支撑柱3的内腔贯穿有转动轴

4，且支撑柱3的内腔固定安装有驱动装置5，转动轴4的左端固定安装有左圆盘6，且转动轴4

的右端固定安装有右圆盘7，支撑柱3与左圆盘6和右圆盘7之间均固定安装有阻力装置8，左

圆盘6与右圆盘7的外侧壁均固定安装有手部固定装置9，偏瘫患者通过手部固定装置9使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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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盘6和右圆盘7进行转动，从而对手臂进行康复训练，当偏瘫患者的偏瘫程度比较严重时，

可以通过驱动装置5带动左圆盘6和右圆盘7进行转动，辅助偏瘫患者进行训练，通过阻力装

置8可以调节转动左圆盘6和右圆盘7的难度，从而针对不同偏瘫程度的偏瘫患者进行康复

训练；

[0020] 驱动装置5包括电机5-1、驱动齿轮5-2、梯形齿轮5-3，电机5-1固定安装在支撑柱3

的内腔，且电机5-1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驱动齿轮5-2，梯形齿轮5-3套接在转动轴4的外侧

壁，且梯形齿轮5-3与驱动齿轮5-2相啮合，电机5-1与电池2电连接，电机5-1通过电池2进行

供电，通过电机5-1带动驱动齿轮5-2的转动，使梯形齿轮5-3可以进行转动，从而使转动轴4

进行转动，当偏瘫患者的偏瘫程度较重时，可以通过开启电机5-1，对偏瘫患者的训练形成

助力，避免偏瘫患者无法进行康复训练；

[0021] 阻力装置8包括固定架8-1、移动架8-2、螺孔8-3、螺栓8-4、第一弹簧8-5、橡胶齿轮

8-6和摩擦齿8-7，固定架8-1固定安装在支撑柱3的外侧壁，且固定架8-1的外侧壁套接有移

动架8-2，固定架8-1和移动架8-2的外侧壁均匀开设有螺孔8-3，且螺孔8-3内螺接有螺栓8-

4，移动架8-2可以在固定架8-1的外侧壁进行移动，通过螺栓8-4螺接在螺孔8-3内对移动架

8-2进行固定，移动架8-2的内侧壁与支撑柱3之间固定安装有第一弹簧8-5，且移动架8-2的

外侧壁固定安装有摩擦齿8-7，橡胶齿轮8-6固定安装在右圆盘7的内侧壁，摩擦齿8-7与橡

胶齿轮8-6紧密贴合，通过调整移动架8-2从而调整摩擦齿8-7与橡胶齿轮8-6的贴合距离，

从而调整摩擦齿8-7与橡胶齿轮8-6之间的摩擦力，进而调整转动左圆盘6和右圆盘7转动的

难易程度，针对不同程度的偏瘫患者进行训练；

[0022] 手部固定装置9包括握把9-1、第一手指固定环9-2、移动块9-3、第二手指固定环9-

4、小铁块9-5、电磁铁9-6、第二弹簧9-7、按摩柱9-8、触点开关9-9和触发柱9-10，握把9-1的

下侧壁固定安装有第一手指固定环9-2，且握把9-1的上侧壁卡接有移动块9-3，移动块9-3

贯穿至握把9-1的内腔，移动块9-3的上侧壁固定安装有第二手指固定环9-4，且移动块9-3

的下侧壁固定安装有小铁块9-5，通过第一手指固定环9-2将偏瘫患者的拇指进行固定，通

过第二手指固定环9-4将偏瘫患者的除拇指外的其它手指进行固定，移动块9-3的下侧壁与

握把9-1的内腔下侧壁之间固定安装有第二弹簧9-7，且第二弹簧9-7内位于握把9-1的内腔

下侧壁固定安装有电磁铁9-6，当电磁铁9-6通电后，会产生磁性吸附小铁块9-5，使移动块

9-3向下移动，当电磁铁9-6断电后，移动块9-3受到来自第二弹簧9-7的弹力，完成复位，移

动块9-3的上侧壁固定安装有按摩柱9-8，触点开关9-9固定安装在梯形齿轮5-3的左侧壁，

触发柱9-10固定安装在支撑柱3的内腔，且触发柱9-10与触点开关9-9的位置相对应，移动

块9-3、小铁块9-5、电磁铁9-6和触点开关9-9的数量为四个，四个移动块9-3均匀分布在握

把9-1的上侧壁，四个触点开关9-9均匀分布在梯形齿轮5-3的左侧壁，触发柱9-10为固定不

动，当梯形齿轮5-3转动后，使触发柱9-10触碰到触点开关9-9，使触点开关9-9对应的电磁

铁9-6通电，使四个移动块9-3在转动左圆盘6和右圆盘7的过程中依次进行移动，使偏瘫患

者的手指进行锻炼，同时，可以通过按摩柱9-8对偏瘫患者的手指进行按摩，触点开关9-9的

输入端电连接电池2，且触点开关9-9的输出端电连接电磁铁9-6的输入端。

[0023]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和过程：当偏瘫换装需要进行康复训练时，将手指分别插入到

手部固定装置9的第一手指固定环9-2和第二手指固定环9-4内，若是偏瘫患者的偏瘫程度

较重，开启电机5-1，通过驱动装置5带动左圆盘6和右圆盘7进行转动，辅助偏瘫患者进行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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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若是偏瘫换装的偏瘫程度较轻，可以自己进行缓慢运动，则关闭电机5-1，通过偏瘫患者

带动左圆盘6和右圆盘7的转动进行训练，通过调整移动架8-2从而调整摩擦齿8-7与橡胶齿

轮8-6的贴合距离，从而调整摩擦齿8-7与橡胶齿轮8-6之间的摩擦力，进而调整转动左圆盘

6和右圆盘7转动的难易程度，针对不同程度的偏瘫患者进行训练，在转动的过程中使触发

柱9-10触碰到触点开关9-9，使触点开关9-9对应的电磁铁9-6通电，使四个移动块9-3在转

动左圆盘6和右圆盘7的过程中依次进行移动，使偏瘫患者的手指进行锻炼。

[0024] 请参阅图4和图5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偏瘫患者用手部康复训练

器，包括底座1，底座1的内腔固定安装有电池2，且底座1的上侧壁中心处固定安装有支撑柱

3，当需要进行康复训练时，将底座1固定在桌面上，支撑柱3的内腔贯穿有转动轴4，且支撑

柱3的内腔固定安装有驱动装置5，转动轴4的左端固定安装有左圆盘6，且转动轴4的右端固

定安装有右圆盘7，支撑柱3与左圆盘6和右圆盘7之间均固定安装有阻力装置8，左圆盘6与

右圆盘7的外侧壁均固定安装有手部固定装置9，偏瘫患者通过手部固定装置9使左圆盘6和

右圆盘7进行转动，从而对手臂进行康复训练，当偏瘫患者的偏瘫程度比较严重时，可以通

过驱动装置5带动左圆盘6和右圆盘7进行转动，辅助偏瘫患者进行训练，通过阻力装置8可

以调节转动左圆盘6和右圆盘7的难度，从而针对不同偏瘫程度的偏瘫患者进行康复训练；

[0025] 所述阻力装置8包括摩擦片8-8、摩擦盘8-9、固定盘8-10、加强筋8-11、支撑杆8-

12、限位槽8-13、外部管8-14、螺杆8-15、固定板8-16和转动把手8-17，所述限位槽8-13开设

在底座1的上侧壁，所述限位槽8-13内卡接支撑杆8-12，所述支撑杆8-12的顶端焊接有固定

盘8-10，且固定盘8-10与摩擦盘8-9之间焊接有加强筋8-11，所述摩擦片8-8固定安装在左

圆盘6的内侧壁，且摩擦片8-8的位置与摩擦盘8-9的位置相对应，所述支撑杆8-12的底端焊

接外部管8-14，且外部管8-14内螺接有螺杆8-15，由于支撑杆8-12卡接在限位槽8-13内，对

外部管8-14进行限位，使螺杆8-15进行转动时，外部管8-14可以进行移动，从而调节支撑杆

8-12的位置，支撑杆8-12的位置调节后，改变摩擦盘8-9与摩擦片8-8之间的距离，从而改变

摩擦盘8-9与摩擦盘8-8之间的摩擦力，所述螺杆8-15卡接在底座1的侧壁内，且螺杆8-15的

外侧壁固定安装有固定板8-16，所述固定板8-16的外侧壁焊接有转动把手8-17，通过转动

把手8-17与固定板8-16的配合，方便使螺杆8-15进行转动。

[0026]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和过程：

[0027] 一种偏瘫患者用手部康复训练器，将手指分别插入到手部固定装置9的第一手指

固定环9-2和第二手指固定环9-4内，若是偏瘫患者的偏瘫程度较重，开启电机5-1，通过驱

动装置5带动左圆盘6和右圆盘7进行转动，辅助偏瘫患者进行训练，若是偏瘫换装的偏瘫程

度较轻，可以自己进行缓慢运动，则关闭电机5-1，通过偏瘫患者带动左圆盘6和右圆盘7的

转动进行训练，通过转动转动把手8-17，使螺杆8-15进行转动，螺杆8-15进行转动时，外部

管8-14可以进行移动，从而调节支撑杆8-12的位置，支撑杆8-12的位置调节后，改变摩擦盘

8-9与摩擦片8-8之间的距离，从而改变摩擦盘8-9与摩擦盘8-8之间的摩擦力，从而调节转

动左圆盘6和右圆盘7的难易程度，使偏瘫患者可以得到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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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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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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