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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方便起身的轮椅及使用

方法，它包括轮椅框架，起身部件，脚踏板部件，

两组前扶手部件；起身部件安装所述轮椅框架

中，脚踏板部件安装在起身部件下方，前扶手部

件安装在起身部件前方。依靠电动的起身部件和

前扶手部件的结合使用，用户可顺势轻松起身或

坐下；在用户需置脚时，脚踏板部件的脚踏板可

从轮椅框架内电控伸出；在起身站起后，用户可

将前扶手部件中的拐杖取下，方便其手扶拐杖自

由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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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方便起身的轮椅的使用方法，所述轮椅包括用于对整个轮椅组件进行支撑的轮

椅框架（10）；所述轮椅框架（10）的中间部位安装有用于抬升坐板上用户的起升部件（20）并

将其举升至一定高度；所述起升部件（20）的下方安装有伸缩式控制的脚踏板部件（30）；所

述轮椅框架（10）的前方，并位于起升部件（20）的两侧安装有用于撑手的前扶手部件（40）；

所述轮椅框架（10）包括海绵靠背（101）、扶手垫（102）、后轮套件（103）、车身框架

（104）、前轮套件（105）、前轮安装座（106）、控制按钮（107）、长柄刹车件（108）和推车把手

（109）；所述海绵靠背（101）通过上下缠绕的方式安装于所述车身框架（104）后部横梁上；所

述扶手垫（102）和所述控制按钮（107）安装于车身框架（104）的扶手支架上；所述后轮套件

（103）安装在所述车身框架（104）后部竖梁上；所述前轮安装座（106）与所述车身框架（104）

前下端支架连接；所述前轮套件（105）连接于所述前轮安装座（106）上，其前轮可万向转动；

所述长柄刹车件（108）对称安装于车身框架（104）的两侧壁上，并位于后轮套件（103）的前

方，用于制动后轮套件（103）的车轮；

所述起升部件（20）包括海绵坐垫（201）、从动连杆（202）、起身电动推杆（203）、起升部

件底座（204）和坐垫支架（205）；所述起升部件底座（204）固定安装在轮椅框架（10）的车身

框架（104）上，所述海绵坐垫（201）通过布带系于所述坐垫支架（205）上；所述从动连杆

（202）上端铰接在所述坐垫支架（205），其下端铰接到所述起升部件底座（204）的立柱上；所

述起身电动推杆（203）的伸出杆端部铰接到所述坐垫支架（205），其机座铰接到所述起升部

件底座（204），当起身电动推杆（203）伸出杆伸出时，依托从动连杆（202），抬升坐垫支架

（205）到一定高度；

所述前扶手部件（40）包括拐杖（401）、挂钩（402）、滑块连接架（403）、弹簧（404）、滑块

（405）、圆形导柱（406）、轴固定座（407）和前扶手支架（408）；所述前扶手支架（408）采用平

行布置的两根，并固定于轮椅框架（10）的车身框架（104）的前端；两根前扶手支架（408）之

间通过两组轴固定座（407）分别平行固定有两根圆形导柱（406）；所述滑块（405）套装在所

述圆形导柱（406）上，并构成导轨副，导轨副为并排布置的两套；所述滑块连接架（403）把两

套导轨副的滑块（405）连接起来；所述拐杖（401）通过挂钩（402）钩挂在滑块连接架（403）

上；所述弹簧（404）套装在圆形导柱（406）上，所述弹簧（404）的底端与轴固定座（407）接触

配合，顶端与滑块（405）的下端面接触配合；

其特征在于，所述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tep1：当轮椅处于起身姿态时，用户双手撑住前扶手部件（40）的拐杖（401），小幅度曲

膝坐在海绵坐垫（201）上，再按下右侧控制按钮（107）的坐下按钮，所述起升部件（20）缓慢

降下，用户随之落座；

Step2：用户按下左侧控制按钮（107）的脚踏板伸出按钮，当所述脚踏板（304）伸出一定

距离并停止时，用户的脚搁置其上，然后长按脚踏板伸出按钮，直至脚踏板完全伸出；

Step3：用户扳动长柄刹车件（108），使后轮套件（103）的车轮解锁，再手握后轮套件

（103）的滚环，并驱动其旋转，以使轮椅在地面上移动；

Step4：用户起身时，先反向扳动长柄刹车件（108），使后轮套件（103）的车轮自锁制动，

接着长按左侧控制按钮（107）的脚踏板收回按钮，使所述脚踏板（304）收回，再按下右侧控

制按钮（107）的起身按钮，使所述起升部件（20）的海绵坐垫（201）升起以把用户臀部缓慢抬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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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在所述起升部件（20）抬升的同时，用户双手扶住前扶手部件（40）的两个拐杖

（401），直至所述起升部件（20）完全升起，然后用户借力拐杖（401）站起；

Step6：用户站起后，上提右侧拐杖（401）从滑块连接架（403）上取出，然后用户可手扶

拐杖（401）自由步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方便起身的轮椅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从动连杆

（202）采用平行四边形升降结构，其包括两根平行布置的连杆，两根所述连杆的底端铰接在

起升部件底座（204）的立柱上，顶端铰接于坐垫支架（205）底部的立柱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方便起身的轮椅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脚踏板部件

（30）包括蓄电池（301）、步进电机推杆（302）、电控盒（303）、脚踏板（304）、直线导轨（305）、

脚踏板底座（306）和连接件（307）；所述蓄电池（301）和所述电控盒（303）均固定于所述脚踏

板底座（306）后端；所述脚踏板底座（306）两侧分别安装有一套直线导轨（305），直线导轨

（305）之间安装有脚踏板（304）；所述步进电机推杆（302）的机座连接于所述脚踏板底座

（306）后端，其伸出杆前端通过连接件（307）与脚踏板（304）前缘相连，当步进电机推杆

（302）工作时，其伸出杆推动脚踏板（304）沿直线导轨（305）向前伸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方便起身的轮椅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拐杖（401）

的挂钩（402）可拆卸的插装在滑块连接架（403）的插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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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方便起身的轮椅及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助老机械及使用方法，尤其涉及一种供老人能独自在家使用，辅

助腿脚不便的老人起身和坐下的轮椅，属于轮椅设备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老年人健康养老中出现了诸多问题，针对腿脚不便的老

人独自在家活动时的起身问题也是其中的重要问题。现行的解决方法大多是在家中一些特

定位置设置扶手，但单纯依靠扶手起身，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老人自身力量，尤其是手臂与

腰部的力量，这并未给老人减轻多少负担且受到老人所处位置的限制。于是，许多家庭不得

不避免老人独自在家，故需留人照看或聘请护工，但是子女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照顾老人，

如果请护工则成本太大，如果送其到福利院则又害怕老人过得不称心如意，故腿脚不便的

老人独自在家的起身问题需要解决。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的一种方便起身的轮椅，

这种方便起身的轮椅依靠电动的起升部件和前扶手部件结合使用，可使老人轻松起身和坐

下，且操作简单安全。为了老人的安全与舒适，这种方便起身的轮椅的各个尺寸均按人体功

能学的要求，使用了科学合理的参数。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的技术特征，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方便起身的轮椅，它

包括用于对整个轮椅组件进行支撑的轮椅框架；所述轮椅框架的中间部位安装有用于抬升

坐板上用户的起升部件并将其举升至一定高度；所述起升部件的下方安装有伸缩式控制的

脚踏板部件；所述轮椅框架的前方，并位于起升部件的两侧安装有用于撑手的前扶手部件。

[0005] 所述轮椅框架包括海绵靠背、扶手垫、后轮套件、车身框架、前轮套件、前轮安装

座、控制按钮、长柄刹车件和推车把手；所述海绵靠背通过上下缠绕的方式安装于所述车身

框架后部横梁上；所述扶手垫和所述控制按钮安装于车身框架的扶手支架上；所述后轮套

件安装在所述车身框架后部竖梁上；所述前轮安装座与所述车身框架前下端支架连接；所

述前轮套件连接于所述前轮安装座上，其前轮可万向转动；所述长柄刹车件对称安装于车

身框架的两侧壁上，并位于后轮套件的前方，用于制动后轮套件的车轮。

[0006] 所述起升部件包括海绵坐垫、从动连杆、起身电动推杆、起升部件底座和坐垫支

架；所述起升部件底座固定安装在轮椅框架的车身框架上，所述海绵坐垫通过布带系于所

述坐垫支架上；所述从动连杆上端铰接在所述坐垫支架，其下端铰接到所述起升部件底座

的立柱上；所述起身电动推杆的伸出杆端部铰接到所述坐垫支架，其机座铰接到所述起升

部件底座，当起身电动推杆伸出杆伸出时，依托从动连杆，抬升坐垫支架到一定高度。

[0007] 所述从动连杆采用平行四边形升降结构，其包括两根平行布置的连杆，两根所述

连杆的底端铰接在起升部件底座的立柱上，顶端铰接于坐垫支架底部的立柱上。

[0008] 所述脚踏板部件包括蓄电池、步进电机推杆、电控盒、脚踏板、直线导轨、脚踏板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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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和连接件；所述蓄电池和所述电控盒均固定于所述脚踏板底座后端；所述脚踏板底座两

侧分别安装有一套直线导轨，直线导轨之间安装有脚踏板；所述步进电机推杆的机座连接

于所述脚踏板底座后端，其伸出杆前端通过连接件与脚踏板前缘相连，当步进电机推杆工

作时，其伸出杆推动脚踏板沿直线导轨向前伸出。

[0009] 所述前扶手部件包括拐杖、挂钩、滑块连接架、弹簧、滑块、圆形导柱、轴固定座和

前扶手支架；所述前扶手支架采用平行布置的两根，并固定于轮椅框架的车身框架的前端；

两根前扶手支架之间通过两组轴固定座分别平行固定有两根圆形导柱；所述滑块套装在所

述圆形导柱上，并构成导轨副，导轨副为并排布置的两套；所述滑块连接架把两套导轨副的

滑块连接起来；所述拐杖通过挂钩钩挂在滑块连接架上；所述弹簧套装在圆形导柱上，所述

弹簧的底端与轴固定座接触配合，顶端与滑块的下端面接触配合。

[0010] 所述拐杖的挂钩可拆卸的插装在滑块连接架的插孔上。

[0011] 一种方便起身的轮椅的使用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

[0012] Step1：当轮椅处于起身姿态时，用户双手撑住前扶手部件的拐杖，小幅度曲膝坐

在海绵坐垫上，再按下右侧控制按钮的坐下按钮，所述起升部件缓慢降下，用户随之落座；

[0013] Step2：用户按下左侧控制按钮的脚踏板伸出按钮，当所述脚踏板伸出一定距离并

停止时，用户的脚搁置其上，然后长按脚踏板伸出按钮，直至脚踏板完全伸出；

[0014] Step3：用户扳动长柄刹车件，使后轮套件的车轮解锁，再手握后轮套件的滚环，并

驱动其旋转，以使轮椅在地面上移动；

[0015] Step4：用户起身时，先反向扳动长柄刹车件，使后轮套件的车轮自锁制动，接着长

按左侧控制按钮的脚踏板收回按钮，使所述脚踏板收回，再按下右侧控制按钮的起身按钮，

使所述起升部件的海绵坐垫升起以把用户臀部缓慢抬起；

[0016] Step5：在所述起升部件抬升的同时，用户双手扶住前扶手部件的两个拐杖，直至

所述起升部件完全升起，然后用户借力拐杖站起；

[0017] Step6：用户站起后，上提右侧拐杖从滑块连接架上取出，然后用户可手扶拐杖自

由步行。

[0018] 本发明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9] 1、本发明提供的方便起身轮椅，其起升部件通过电动把老人臀部抬起或放下，在

起升部件工作过程中，老人还可借力前扶手部件的拐杖，以顺势轻松起身或坐下。

[0020] 2、本发明提供的方便起身轮椅，老人可独立操作，操作简单安全，无需旁人辅助，

为此其起升部件和脚踏板部件均为电动控制，用户只需用手指按动电控按钮，就可由电机

驱动传动机构自动完成上述两个部件的各项动作；

[0021] 3、本发明提供的方便起身轮椅，其脚踏板部件在老人需置脚于脚踏板上时，脚踏

板可电控水平伸出，当老人双脚要着地时，脚踏板也可回收到轮椅框架内；

[0022] 4、本发明提供的方便起身轮椅，老人起身站起后，可将前扶手部件中的右侧拐杖

可根据用护习惯，可单独取下，方便用户手扶拐杖自由步行。

附图说明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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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图2为本发明的轮椅框架结构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的起升部件结构图。

[0027] 图4为本发明的脚踏板部件结构图。

[0028] 图5为本发明的前扶手部件结构图。

[0029] 图中：轮椅框架10、起升部件20、脚踏板部件30、前扶手部件40；

[0030] 海绵靠背101、扶手垫102、后轮套件103、车身框架104、前轮套件105、前轮安装座

106、控制按钮107、长柄刹车件108、推车把手109；

[0031] 海绵坐垫201、从动连杆202、起身电动推杆203、起升部件底座204、坐垫支架205；

[0032] 蓄电池301、步进电机推杆302、电控盒303、脚踏板304、直线导轨305、脚踏板底座

306、连接件307；

[0033] 拐杖401、挂钩402、滑块连接架403、弹簧404、滑块405、圆形导柱406、轴固定座

407、前扶手支架408。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做进一步的说明。

[0035] 如图1，一种方便起身的轮椅，它包括轮椅框架10、起升部件20、脚踏板部件30和两

组前扶手部件40；所述起升部件20安装所述轮椅框架10中，它可抬起坐在其坐板上的用户

到一定高度；所述脚踏板部件30安装在起升部件20下方，它的脚踏板从坐板下方伸出，方便

用户置脚于其上；所述前扶手部件40安装在起升部件20前方，当起升部件20工作时，用户可

手撑前扶手部件40，以借力起身。通过采用上述结构的轮椅，其能够方便老人使用，而且在

使用过程中能够方便的对老人进行抬升，以便于其起身，增强了老人使用的便捷性，而且通

过上述的脚踏板部件30方便使用者放置脚，同时便于其收纳，而且不会影响正常的使用。

[0036] 如图2，进一步的，所述轮椅框架10包括海绵靠背101、扶手垫102、后轮套件103、车

身框架104、前轮套件105、前轮安装座106、控制按钮107、长柄刹车件108和推车把手109；所

述车身框架104由14根铝型材横梁、4根铝型材斜梁和6根铝型材立杆以及4根精益管组装而

成，其后部横梁上通过上下缠绕的方式安装有海绵靠背101；其扶手支架上安装有扶手垫

102和控制按钮107；其后部竖梁上安装有后轮套件103；其前下端支架安装有前轮安装座

106，前轮安装座106又安装有前轮套件105，前轮套件105的前轮可万向转动；其后轮套件

103前方安装有长柄刹车件108，用于制动后轮套件103的车轮；所述推车把手109安装在车

身框架后端上部，它由4根精益管组装而成。

[0037] 通过上述结构的轮椅框架10能够用于整个轮椅部件的支撑和安装，而且通过上述

的长柄刹车件108能够配合后轮套件103实现整个轮椅的制动，而且长柄刹车件108采用带

有自锁功能的连杆机构。

[0038] 如图3，进一步的，所述起升部件20包括海绵坐垫201、从动连杆202、起身电动推杆

203、起升部件底座204和坐垫支架205；所述从动连杆202、起升部件底座204、坐垫支架205

由共计4根铝型材横梁、4根铝型材横梁和4根铝型材立杆组装而成，其坐垫支架205上通过

布带系上海绵坐垫201；其从动连杆202上端铰接到所述坐垫支架205，其下端铰接到所述起

升部件底座204；所述起身电动推杆203伸出杆端部铰接到所述坐垫支架205，其机座铰接到

所述起升部件底座204，当起身电动推杆203伸出杆伸出时，依托从动连杆202，抬升坐垫支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10876662 B

6



架205到一定高度。

[0039] 进一步的，所述从动连杆202采用平行四边形升降结构，其包括两根平行布置的连

杆，两根所述连杆的底端铰接在起升部件底座204的立柱上，顶端铰接于坐垫支架205底部

的立柱上。在具体使用过程中，通过起身电动推杆203驱动整个坐垫支架205升起，在其升起

过程中，平行四边形升降结构也相应的转动，进而实现坐垫支架205能够平行的抬起，保证

抬起过程中，其海绵坐垫201始终保持水平状态，进而对老人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0040] 如图4，进一步的，所述脚踏板部件30包括蓄电池301、步进电机推杆302、电控盒

303、脚踏板304、直线导轨305、脚踏板底座306和连接件307；所述脚踏板底座306由3根铝型

材横梁组装而成，其两侧分别安装有一套直线导轨305，直线导轨305之间安装有脚踏板

304，其后端连接步进电机推杆302机座，步进电机推杆302的伸出杆前端通过连接件与脚踏

板304前缘相连，步进电机推杆302推动脚踏板304沿直线导轨305向前伸出；脚踏板底座306

后端还固定有蓄电池301和电控盒303。

[0041] 通过上述的脚踏板部件30其收纳方便，能够便捷的收纳到轮椅的底部，而且在伸

出时能够便于老人放置脚，起到支撑作用，提高了使用的舒适性。

[0042] 具体使用过程中，当需要伸出脚踏板304时，通过蓄电池301给步进电机推杆302供

电，通过步进电机推杆302推动脚踏板304沿着直线导轨305滑动伸出；当需要收回时通过步

进电机推杆302收回脚踏板304即可。

[0043] 如图5，进一步的，所述前扶手部件40包括拐杖401、挂钩402、滑块连接架403、弹簧

404、滑块405、圆形导柱406、轴固定座407和前扶手支架408；所述滑块405与所述圆形导柱

406形成导轨副，导轨副有并排布置的两套，分别安装在前扶手支架408上；所述滑块连接架

403把两套导轨副的滑块405连接起来；所述拐杖401用其挂钩402，钩挂在滑块连接架403

上；所述弹簧404套装在圆形导柱406上；所述圆形导柱406两端上支撑在轴固定座407上；所

述轴固定座407又安装在前扶手支架408上；当用户下压拐杖401时，挂钩402带动滑块405下

移，在圆形导柱406上的弹簧404会被压缩，拐杖401触地，当弹簧404复位时，拐杖401被升

起，以免拐杖401触地阻碍轮椅移动。通过上述结构的前扶手部件40能够用于辅助老人的起

升动作，进而对其起到很好的保护目的，提高了其使用的安全性和便捷性。而通过所述的弹

簧404能够对拐杖401起到很好的复位，保证其伸出之后能够自动的缩回。

[0044] 进一步的，所述拐杖401的挂钩402可拆卸的插装在滑块连接架403的插孔上。通过

采用可拆卸的连接方式，提高了其使用的便捷性，而且其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进行安装和

配备。

[0045] 在优选实施例中一种方便起身的轮椅的使用方法为：

[0046] Step1：当轮椅处于起身姿态时，用户双手撑住前扶手部件40的拐杖401，小幅度曲

膝坐在海绵坐垫201上，再按下右侧控制按钮107的坐下按钮，所述起升部件20缓慢降下，用

户随之落座；

[0047] Step2：用户按下左侧控制按钮107的脚踏板伸出按钮，当所述脚踏板304伸出一定

距离并停止时，用户的脚搁置其上，然后长按脚踏板伸出按钮，直至脚踏板完全伸出；

[0048] Step3：用户扳动长柄刹车件108，使后轮套件103的车轮解锁，再手握后轮套件103

的滚环，并驱动其旋转，以使轮椅在地面上移动；

[0049] Step4：用户起身时，先反向扳动长柄刹车件108，使后轮套件103的车轮自锁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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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长按左侧控制按钮107的脚踏板收回按钮，使所述脚踏板304收回，再按下右侧控制按

钮107的起身按钮，使所述起升部件20的海绵坐垫201升起以把用户臀部缓慢抬起；

[0050] Step5：在所述起升部件20抬升的同时，用户双手扶住前扶手部件40的两根拐杖

401，直至所述起升部件20完全升起，然后用户借力拐杖401站起；

[0051] Step6：用户站起后，上提右侧拐杖401从滑块连接架403上取出，然后用户可手扶

拐杖401自由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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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10

CN 110876662 B

10



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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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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