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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电动轮椅

(57)摘要

电动轮椅具有主框架、座椅框架、座椅靠背

框架、放脚板框、车轮部、以及障碍物检测传感

器。座椅框架配置在主框架的上方，对支承使用

者的臀部以及大腿部的就座座椅进行支承。座椅

靠背框架配置在主框架的后方，对支承使用者的

背部的靠背部进行支承。放脚板框架配置在主框

架的前方，对支承使用者的脚部的放脚板进行支

承。车轮部将主框架支承为能够移动。障碍物检

测传感器设置在比座椅框架更靠前方的位置，且

检测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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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动轮椅，具备：

主框架；

座椅框架，其配置在所述主框架的上方，对支承使用者的臀部以及大腿部的就座座椅

进行支承；

座椅靠背框架，其配置在所述主框架的后方，对支承所述使用者的背部的靠背部进行

支承；

放脚板框架，其配置在所述主框架的前方，对支承所述使用者的脚部的放脚板进行支

承；

车轮部，其将所述主框架支承为能够移动；

传感器台，其从所述主框架向前方突出；

障碍物检测传感器，其在所述传感器台上设置在比所述座椅框架更靠前方的位置，且

检测电动轮椅的前方侧的传感范围的障碍物；以及

脚罩，其配置在与所述传感范围的边界一致的位置，通过限制所述使用者的脚部的配

置范围，从而进行限制以使得在所述障碍物检测传感器的检测时，所述使用者的脚部不进

入所述障碍物检测传感器所检测的范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轮椅，其中，

所述障碍物检测传感器设置在比所述放脚板更靠前方的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轮椅，其中，

所述障碍物检测传感器设置在比所述放脚板框架的前端更靠座椅框架侧的位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动轮椅，其中，

所述放脚板框架形成为L字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轮椅，其中，

所述脚罩能够以具有与将所述障碍物检测传感器固定于所述传感器台的位置的中心

轴一致的中心轴的中心轴为旋转轴而旋转。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电动轮椅，其中，

所述脚罩在所述使用者搭乘于所述电动轮椅后，从在所述使用者上下所述电动轮椅时

没有阻碍的退避位置旋转至与所述传感范围的边界一致的位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轮椅，其中，

所述脚罩的后端由所述传感器台的前端支承为能够在沿横方向的一定角度范围内旋

转，从而所述脚罩能够在该角度范围内旋转，该角度范围是所述脚罩在所述使用者上下所

述电动轮椅时没有阻碍的退避位置、与通过所述脚罩进行限制以使得所述使用者的脚部不

进入所述障碍物检测传感器的所述传感范围内的限制位置之间旋转的范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轮椅，其中，

所述脚罩设置于所述传感器台。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轮椅，其中，

所述电动轮椅还具备：

操作杆，所述使用者能够前后左右地摆动所述操作杆以使所述电动轮椅沿行进方向前

进；

控制器，其检测施加于所述操作杆的前后左右的摆动方向，且控制所述车轮部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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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旋转驱动装置，在检测到作为施加于所述操作杆的方向的向右或向左的移动分量时，

所述旋转驱动装置使与所述移动分量的方向相同的一侧的所述传感器台向所述电动轮椅

的外侧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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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轮椅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具备障碍物检测功能的电动轮椅。

背景技术

[0002] 已知一种电动轮椅，其不仅由人操作来进行移动，还具有通过障碍物检测传感器

检测障碍物从而使电动轮椅停止行驶的功能。特别是，公开了能够实现细致的操作的电动

轮椅的行驶控制方法(例如参照专利文献1)。

[0003] 在该行驶控制方法中，将来自障碍物检测传感器的有无障碍物的信息输入行驶许

可判断机构，在检测到障碍物的情况下，指示警报发出机构发出警报，并且指示马达驱动机

构停止动作，从而使电动轮椅暂时停止动作来避免向障碍物的碰撞。随后，等待下一个操作

指示，在再次从操作机构接收到包括障碍物检测中的方向在内的行驶指示时，再次向警报

发出机构发送警报发出指示，同时向马达驱动机构发送行驶许可(指示)，许可行驶。

[0004] 并且，也示出了用于实现上述的动作的电动轮椅的结构。在现有技术的结构中，公

开了将障碍物检测传感器设置于电动轮椅主体且配置在座面的最前部的结构。

[0005] 通过这样的结构，电动轮椅能够检测位于前方的障碍物且暂时停止来回避碰撞。

然后，在再次进行包括检测到障碍物的方向在内的操作指示时，电动轮椅通过在唤起乘坐

人员的注意的同时许可动作，即使不进行障碍物检测机构的解除以及不遵循特别的操作顺

序也能够进行向障碍物附近的行驶。

[0006] 现有技术文献

[0007] 专利文献

[0008] 专利文献1：日本特开2011-177205号公报

发明内容

[0009] 电动轮椅具有主框架、座椅框架、座椅靠背框架、放脚板框、车轮部、以及障碍物检

测传感器。

[0010] 座椅框架配置在主框架的上方，对支承使用者的臀部以及大腿部的就座座椅进行

支承。

[0011] 座椅靠背框架配置在主框架的后方，对支承使用者的背部的靠背部进行支承。

[0012] 放脚板框架配置在主框架的前方，对支承使用者的脚部的放脚板进行支承。

[0013] 车轮部将主框架支承为能够移动。

[0014] 障碍物检测传感器设置在比座椅框架更靠前方的位置，且检测障碍物。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实施方式1中的电动轮椅的简要侧视图。

[0016] 图2是示出实施方式1中的电动轮椅的障碍物检测范围的简要俯视图。

[0017] 图3是实施方式1中的电动轮椅与使用者的简要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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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4是实施方式1中的电动轮椅与使用者的简要俯视图。

[0019] 图5是实施方式1中的电动轮椅与使用者的简要侧视图。

[0020] 图6是实施方式2中的电动轮椅的简要侧视图。

[0021] 图7是示出实施方式2中的电动轮椅的障碍物检测范围的简要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在说明本实施方式之前，简单地对以往的电动轮椅的课题进行说明。在专利文献1

所公开的结构中，障碍物检测传感器配置在电动轮椅主体的座面最前部。因此，在使用者就

座而操作电动轮椅时，若使用者的体型较大则存在将使用者的双脚错误地检测为障碍物的

可能性。例如，在电动轮椅在公共场所被共享使用的情况下，由于不同的使用者有时会搭乘

同一辆电动轮椅，因此产生上述那样的课题的概率增高。另外，也存在衣服盖到障碍物检测

传感器上而错误地将衣服检测为障碍物的可能性。

[0023] 并且，在现有技术的结构中，对于位于电动轮椅的侧方、或后方的障碍物，无法通

过检测前方的障碍物检测传感器对其进行检测。因此，需要追加设置侧方、或后方检测用的

障碍物检测传感器。其结果是，存在电动轮椅整体变得昂贵的课题。

[0024] 以下，参照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进行说明。需要说明的是，有时对相同的结构

要素标注相同的附图标记并省略说明。另外，为了容易理解，附图将各自的结构要素作为主

体而示意性地示出。

[0025] (实施方式1)

[0026] 图1是实施方式1中的电动轮椅100的简要侧视图。图2是示出实施方式1中的电动

轮椅100的障碍物检测范围的简要俯视图。需要说明的是，在图2中，为了容易理解地图示检

测范围，省略了放脚板框架111。

[0027] 如图1所示，本实施方式1的电动轮椅100构成为至少具备座椅框架107、座椅靠背

框架109、放脚板框架111、车轮部112、以及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

[0028] 车轮部112包括以能够旋转的方式安装于主框架101的左右一对的驱动轮102、以

及作为转向轮设置的左右一对的辅助轮105。主框架101由驱动轮102与辅助轮105支承。

[0029] 座椅框架107配置在主框架101的上方，对支承使用者的臀部以及大腿部的就座座

椅106进行支承。

[0030] 座椅靠背框架109朝向主框架101的斜后上方而立起配置。座椅靠背框架109对支

承使用者的背部的靠背部108进行支承。

[0031] 放脚板框架111在主框架101的前方朝向斜下方倾斜而形成为L字状。放脚板框架

111对支承使用者的脚部的放脚板110进行支承。

[0032] 为了对座椅框架107、座椅靠背框架109、以及放脚板框架111各自的角度进行调

整，电动轮椅100也可以具有致动器121以及致动器122。

[0033] 在使用者的搭乘时，就座座椅106支承使用者的臀部以及大腿部，靠背部108支承

使用者的背部，放脚板110支承使用者的脚部，从而使用者能够以就座状态利用电动轮椅

100。

[0034] 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对电动轮椅100的前方的、电动轮椅移动时的障碍物进行检

测，以使得对电动轮椅100的行驶没有阻碍。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也可以是在放脚板11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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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侧等处设置的一台，但这里如图2所示，作为一个例子而具备两台。具体而言，障碍物检测

传感器124配置在电动轮椅100的两侧且比座椅框架107更靠前方且放脚板框架111的前端

600之后的、座椅框架107侧的位置。并且，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对电动轮椅100的前方侧的

传感范围291的障碍物进行检测。在图2中，检测障碍物的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的传感范围

291是指相对于电动轮椅100的前后方向而倾斜的半圆形的平面形状的区域。

[0035] 像这样，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设置在比座椅框架107更靠前方且支承使用者的脚

部500的放脚板框架111的前端600之后的、座椅框架107侧的位置。通过该结构，电动轮椅

100能够避免对本来不应检测的使用者的脚部500那样的不必要的障碍物进行检测。

[0036] 电动轮椅100也可以在主框架101内具有用于驱动一对驱动轮102的一对电动马达

103、用于驱动一对电动马达103的电池(未图示)、以及控制器104。控制器104对一对电动马

达103分别独立地驱动控制，从而控制电动轮椅100的移动。

[0037] 作为实施方式1的具体的例子，在电动轮椅100的两侧且比座椅框架107更靠前方

且放脚板框架111的前端600之后的、座椅框架107侧的位置设置有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

电动轮椅100在放脚板框架111的两侧部且主框架101的前端也可以具有沿前后方向突出为

长方体形状的传感器台123。即，也可以在主框架101的前端固定有传感器台123的后端，障

碍物检测传感器124支承在传感器台123上。

[0038] 通过使设置有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的传感器台123固定于主框架101，能够将障

碍物检测传感器124以传感器台123的长度量配置在比座椅框架107更可靠地靠前方且放脚

板框架111的前端600之后的、座椅框架107侧的位置。因此，能够更可靠地避免对使用者的

脚部等不必要的障碍物进行检测。

[0039] 对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的位置进行更详细地说明。图3是实施方式1中的电动轮

椅100与使用者的简要俯视图。在使用者就座的情况下，比放脚板110更向前突出的部分是

膝下，腿肚部分最粗。腿肚部分的长度一般大约为13cm左右，因此通过将障碍物检测传感器

124设置在放脚板110前方约13cm处，则能够避免使用者的脚部的误检测(参照图3的箭头

150)。另外，可以认为通常在就座的情况下，比起腿肚部分紧贴于电动轮椅100，多为以腿肚

部分稍微离开而较宽舒的状态就座。因此，若考虑到作为宽舒地就座的一般状况而具有5cm

左右的富余，则优选将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设置在放脚板110前方约18cm处。通过该结构，

能够更可靠地避免使用者的脚部的误检测。

[0040] 图4是实施方式1中的电动轮椅100与使用者的简要俯视图。图4对障碍物检测传感

器124的左右方向进行说明。如上所述，若考虑到腿肚部分的长度13cm，则优选将障碍物检

测传感器124设置在距电动轮椅100的左右对称轴13cm以上的外侧(参照图4的箭头160)。并

且，在就座的情况下，考虑到比起双脚紧贴的状态，多为双脚之间分开一拳左右的约10cm的

较宽舒的状态，因此优选将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设置在距电动轮椅100的左右对称轴约

18cm以上的外侧。此外，考虑到电动轮椅100移动时的通路宽度，则电动轮椅100的宽度在人

能够坐下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较窄为好。因此，优选设置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的位置为比电

动轮椅100的最外周更靠内侧处。

[0041] 图5是实施方式1中的电动轮椅100与使用者的简要侧视图。需要将障碍物检测传

感器124设置在比就座时放脚的板框架111的底面更靠上侧处。通过将障碍物检测传感器

124设置在该位置，能够避免对放脚板框架111本身的误检测。并且，考虑到就座状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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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设置在高出脚背的高度量的更高位置处，能够更可靠地避免障碍

物检测传感器124对使用者的脚背的误检测。一般的脚背的高度为10cm左右。因此，优选将

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设置在比放脚板框架111高出10cm以上的位置。另外，虽然也取决于

前轮的辅助轮105的位置与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的检测范围，但在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

的检测范围涉及到后方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对前轮的辅助轮105进行

误检测，优选将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设置在高于前轮的辅助轮105的位置处。

[0042] 作为实施方式1的变形例，电动轮椅100也可以还具备平板状的脚罩，该脚罩位于

比电动轮椅100的两侧的传感器台123更靠前方的位置，对使用者的脚部500的配置范围进

行限制。具体如图2所示，该脚罩125的后端由传感器台123的前端支承为在沿横方向的某个

角度范围内能够旋转，该脚罩125在该角度范围内能够旋转。该角度范围是在使用者在上下

电动轮椅100时没有阻碍的退避位置295、与通过脚罩125进行限制以使得使用者的脚部500

不进入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的传感范围291内的限制位置294之间旋转的范围。这里，退避

位置295例如是指图2中的沿电动轮椅100的前后方向的单点划线的位置。另外，限制位置

294例如是指图2的实线位置。这样，在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的检测时，能够使脚罩125位于

限制位置294而通过脚罩125来限制使用者的脚部500。这里，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的检测

时例如是指，使用者乘入电动轮椅100后利用电动轮椅100行驶时。由此，能够通过脚罩125

进行限制以使得使用者的脚部500不进入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的传感范围291内。其结果

是，能够消除将使用者的脚部500等本来不应检测的部位错误地检测为障碍物的情况。

[0043] 为了说明脚罩125的动作，在图2中示出从上方观察本电动轮椅100的图。在固定于

主框架101的前端侧的传感器台123设置有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在电动轮椅100的两侧配

置的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的障碍物检测范围(传感范围)291被设定为在电动轮椅100的前

方重叠。

[0044] 另外，脚罩125也可以被传感器123支承为以与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固定于传感

器台123的部位大致一致的中心轴293在限制位置294与退避位置295之间旋转。

[0045] 根据实施方式1的变形例，能够在以传感器台123的长度量比放脚板110靠前方的

位置配置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如图2中单点划线所示，座椅框架107配置在比放脚板110

更靠后方的位置，因此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配置在比座椅框架107更靠前方的位置。在使

用者搭乘并使用电动轮椅100时，通过座椅框架107来支承使用者的臀部以及大腿部，通过

放脚板110与放脚板框架111来支承使用者的脚部500。在该情况下，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

也位于比座椅框架107更靠前方且放脚板框架111的前端600之后的、座椅框架107侧的位

置，因此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将使用者的脚部500错误地检测为障碍物的可能性非常低。

[0046] 并且，在使用者搭乘电动轮椅100后，能够以具有与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固定于

传感器台123的位置的中心轴大致一致的中心轴的中心轴293(旋转轴)使脚罩125从退避位

置295旋转至限制位置294。由此，能够使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的传感范围291的边界292与

脚罩125的位置大致一致(参照图2的实线的脚罩125的限制位置294)。其结果是，能够有效

地限制为使用者的脚部500不伸出传感范围291的区域。

[0047] 由此，将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设置在比座椅框架107更靠前方且放脚板框架111

的前端600之后的、座椅框架107侧的位置，并且具备脚罩125而能够有效地限制为使用者的

脚部500不伸出传感范围291的区域。因此，能够消除将使用者的脚部500等本来不应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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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错误地检测为障碍物的情况。

[0048] (实施方式2)

[0049] 图6是实施方式2中的电动轮椅300的简要侧视图。图7是示出实施方式2中的电动

轮椅300的障碍物检测范围的简要俯视图。

[0050] 电动轮椅300的基本结构与图1的电动轮椅100的结构相同。电动轮椅300在图1的

电动轮椅100的结构的基础上，还具备操作杆301以及扶手302。在实施方式2中，省略对与图

1相同的结构以及动作的说明。

[0051] 操作杆301与控制器104连接。通过前后左右地摆动操作操作杆301来控制一对电

动马达103以使电动轮椅300向该摆动的方向(行进方向)移动。

[0052] 即，使用者搭乘电动轮椅300，向与想让电动轮椅300移动的方向相同的方向对操

作杆301进行摆动操作，从而能够使电动轮椅300向与摆动操作的方向相同的方向移动。施

加于操作杆301的前后左右的方向传递至控制器104。控制器104控制电动马达103以使电动

轮椅300向与施加于操作杆301的方向相同的方向移动。一对电动马达103驱动一对驱动轮

102正反旋转从而使电动轮椅300移动。

[0053] 另外，检测障碍物的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在放脚板框架111的两侧部且主框架

101的前端处，设置于沿前后方向突出为例如长方体形状的传感器台323。如图7所示，传感

器台323的后端被主框架101的前端支承为能够在左右方向上绕旋转轴324旋转。传感器台

323被作为旋转驱动装置的一个例子而发挥功能的传感器台旋转用马达325驱动而旋转，以

基于控制器104检测到的施加于操作杆301的方向来旋转。即，在控制器104检测到作为施加

于操作杆301的方向的向右或向左的移动分量时，将与该移动分量的方向相同的一侧的传

感器台323向电动轮椅300的外侧移动，能够将检测障碍物的范围扩展至电动轮椅300的后

方。

[0054] 在上述的结构的电动轮椅300中，对其动作进行更具体地说明。在图7中示出从上

方观察本电动轮椅300的图。例如，在使用者为了使电动轮椅300向左方向移动而将操作杆

301向左侧方向进行摆动操作的情况下，控制器104将左侧分量检测为施加于操作杆301的

分量。在控制器104检测出左侧分量的情况下，通过控制器104来驱动控制左侧的传感器台

旋转用马达325，使电动轮椅300的左侧的传感器台323绕旋转轴324向电动轮椅300的外侧

即左侧旋转角度θ2。此时，将传感器台323的旋转前的传感范围291的边界292与电动轮椅

300的前后方向所形成的角度设为θ1，则使传感器台323旋转与θ1相等的角度θ2。通过这样

构成，能够使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的传感范围291向后方旋转移动角度θ2(θ1)，能够将传

感范围291设为变更后的传感范围491。其结果是，通过变更后的传感范围491能够检测角度

θ1的范围492内的后方的障碍物。根据变更前的传感范围291，该角度θ1的范围492内的后方

的障碍物处于传感范围外，因此是无法检测的障碍物。

[0055]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一般能够使用激光传感器，但也可以

使用TOF(Time  Of  Flight)传感器。在该情况下，与使用激光传感器的情况相比，能够降低

电动轮椅300的成本。另外，也可以使用立体摄影机。在该情况下，在进深信息的基础上，还

能够取得颜色信息等，因此能够取得关于障碍物的更详细的信息，实现准确的障碍物回避。

[0056] 并且，能够形成将传感器台323与脚罩12组合的结构。根据该结构，在传感器台323

的上述的效果的基础上，同时也能够使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避免将使用者的脚部500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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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检测为障碍物的情况。

[0057] 根据实施方式2，能够根据施加于操作杆301的方向来使支承障碍物检测传感器

124的传感器台323向电动轮椅300的外侧移动。由此，在电动轮椅300左右移动的情况下，能

够通过一个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来检测左右侧方以及后方的障碍物。其结果是，能够不追

加设置传感器，而避免与障碍物的碰撞的风险。

[0058] 根据上述的各种实施方式，能够通过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4位置、传感器台123、

323、或者脚罩125来避免不必要的障碍物检测。并且，通过在左右方向的操作时使传感器台

323移动，从而与以往相比能够扩大障碍物的检测范围。其结果是，可提供能够回避障碍物

且安全地移动的电动轮椅200、300。

[0059]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适当组合上述各种实施方式或者变形例中的任意的实施方式

或者变形例，能够起到各自所具有的效果。另外，能够将实施方式彼此组合或者将实施例彼

此组合或者将实施方式与实施例组合，并且也能够将不同的实施方式或者实施例中的特征

彼此组合。

[0060] 如上所述，根据上述实施方式，通过将障碍物检测传感器设置在比座椅框架更靠

前方的位置，能够消除将使用者的脚部等本来不应检测的部位错误地检测为障碍物的情

况。

[0061] 产业上的可利用性

[0062] 本发明的电动轮椅通过将障碍物检测传感器设置在比座椅框架更靠前方的位置，

能够避免检测使用者的脚部等不必要的障碍物。其结果是，作为在护理或福利领域等需要

屋内外的移动的区域所使用电动轮椅有用。

[0063] 附图标记说明

[0064] 100电动轮椅；101主框架；102驱动轮；103电动马达；104控制器；105辅助轮；106就

座座椅；107座椅框架；108靠背部；109座椅靠背框架；110放脚板；111放脚板框架；112车轮

部；121致动器；122致动器；123传感器台；124障碍物检测传感器；125脚罩；150箭头；160箭

头；291传感范围；292边界(传感范围的边界)；293中心轴(旋转轴)；294限制位置(与传感范

围的边界大致一致的脚罩的位置)；295退避位置；300电动轮椅；301操作杆；302扶手；323传

感器台；324旋转轴；325传感器台旋转用马达；491变更后的传感范围；492角度θ1的范围；

500使用者的脚部；600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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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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