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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脑卒中患者康复训练座椅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材技术领域，尤其为

一种脑卒中患者康复训练座椅，包括座椅坐垫，

所述座椅坐垫的一侧安设有座椅靠背，所述座椅

坐垫的上侧两边均安设有扶手支撑杆，所述扶手

支撑杆的上侧连接安设有扶手连接杆，所述扶手

连接杆的底端安设有手握带，通过在座椅靠背安

设的按摩珠与后背肌肉部及脖颈部贴合，匀速的

转动时可进行对后背肌肉的按摩，通过将手握住

手握带，通过扶手支撑杆处设置的电动伸缩杆带

动手臂匀速上下，进行锻炼手臂，将两只脚分别

放在两个脚部踩踏板上，通过两侧的三号电动伸

缩杆分别带动两个脚部踩踏板不同时间的向上

伸缩，可使两条腿交替上下运动，进行锻炼腿部

肌肉，或通过脚踏部进行自己运动锻炼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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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脑卒中患者康复训练座椅，其特征在于：包括座椅坐垫（1），所述座椅坐垫（1）的

一侧安设有座椅靠背（2），所述座椅坐垫（1）的上侧两边均安设有扶手支撑杆（3），所述扶手

支撑杆（3）的上侧连接安设有扶手连接杆（301），所述扶手连接杆（301）的底端安设有手握

带（302），所述手握带（302）的上侧开设有若干个手指固定孔（303），所述座椅坐垫（1）的一

边侧安设有控制器（4），所述控制器（4）的上侧安设有若干个控制按钮（401），所述座椅坐垫

（1）与座椅靠背（2）通过轴承（5）连接，所述座椅坐垫（1）的底端安设有支撑腿（6），所述支撑

腿（6）的底侧分别设置有万向轮（601）、滑槽（602）、滑块（603），所述座椅坐垫（1）的底端中

部安设有一号电动伸缩杆（8），所述一号电动伸缩杆（8）固定连接二号电动伸缩杆（9），所述

二号电动伸缩杆（9）的另一侧连接脚踏训练模块（10），所述脚踏训练模块（10）的外侧安设

有腿部锻炼模块（7），所述腿部锻炼模块（7）包括脚部踩踏板（701）、连接板（702）、连接杆

（703）、三号电动伸缩杆（704），所述座椅坐垫（1）的底端及一号电动伸缩杆（8）的两侧安设

有连接杆（703），所述连接杆（703）的另一侧连接连接板（70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脑卒中患者康复训练座椅，其特征在于：所述座椅靠背

（2）包括按摩珠（201），所述按摩珠（201）对称安设，且后侧均连接微型电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脑卒中患者康复训练座椅，其特征在于：所述扶手支撑杆

（3）内安设有电动伸缩杆，所述手指固定孔（303）的个数为四个。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脑卒中患者康复训练座椅，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4）

包括PLC，PLC分别与座椅靠背（2）、扶手支撑杆（3）、支撑腿（6）、腿部锻炼模块（7）、一号电动

伸缩杆（8）、二号电动伸缩杆（9）电性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脑卒中患者康复训练座椅，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腿（6）

的底侧开设有滑槽（602），所述滑槽（602）的外侧安设有万向轮（601），所述万向轮（601）的

内部连接滑块（60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脑卒中患者康复训练座椅，其特征在于：所述脚部踩踏板

（701）的个数为两个，且脚部踩踏板（701）与连接板（702）之间安设有三号电动伸缩杆

（704）。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脑卒中患者康复训练座椅，其特征在于：所述脚踏训练模

块（10）包括链条、脚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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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脑卒中患者康复训练座椅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材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脑卒中患者康复训练座椅。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和新兴交叉学科不断涌现,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

将智能传感和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患者的运动功能恢复，市场上已有大量的体感设备，可

供我们学习借鉴。现有脑卒中是脑中风的学名，它是一种突然发病的脑部血液循环障碍性

疾病，具有高死亡率、高致残率的特点，患者需要进行一个长期反复和循序渐进的康复治疗

过程，因此发明一种可坐着训练的康复训练的座椅。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脑卒中患者康复训练

座椅，具有使用舒适方便、节省力气、且使用效率高的特点。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脑卒中患者康复训练座椅，

包括座椅坐垫，所述座椅坐垫的一侧安设有座椅靠背，所述座椅坐垫的上侧两边均安设有

扶手支撑杆，所述扶手支撑杆的上侧连接安设有扶手连接杆，所述扶手连接杆的底端安设

有手握带，所述手握带的上侧开设有若干个手指固定孔，所述座椅坐垫的一边侧安设有控

制器，所述控制器的上侧安设有若干个控制按钮，所述座椅坐垫与座椅靠背通过轴承连接，

所述座椅坐垫的底端安设有支撑腿，所述支撑腿的底侧分别设置有万向轮、滑槽、滑块，所

述座椅坐垫的底端中部安设有一号电动伸缩杆，所述一号电动伸缩杆固定连接二号电动伸

缩杆，所述二号电动伸缩杆的另一侧连接脚踏训练模块，所述脚踏训练模块的外侧安设有

腿部锻炼模块，所述腿部锻炼模块包括脚部踩踏板、连接板、连接杆、三号电动伸缩杆，所述

座椅坐垫的底端及一号电动伸缩杆的两侧安设有连接杆，所述连接杆的另一侧连接连接

板。

[0005] 优选的，所述座椅靠背包括按摩珠，所述按摩珠对称安设，且后侧均连接微型电

机；通过微型电机带动按摩珠转动，可进行对后背肌肉的按摩，座椅靠背的后侧安设有调节

模块，可进行对座椅靠背向后倾斜角度的调节，提高舒适度，调节方式与现有技术中按摩椅

的调节方式一样，这里就不赘述了。

[0006] 优选的，所述扶手支撑杆内安设有电动伸缩杆，所述手指固定孔的个数为四个；通

过将手握住手握带，且将除了大拇指外的四个手指，放入对应的手指固定孔内，且手指固定

孔为松紧材质，可根据不同手指进行固定，通过扶手支撑杆处设置的电动伸缩杆带动手臂

匀速上下，进行锻炼手臂。

[0007] 优选的，所述控制器包括PLC，PLC分别与座椅靠背、扶手支撑杆、支撑腿、腿部锻炼

模块、一号电动伸缩杆、二号电动伸缩杆电性连接；通过PLC分别控制每个功能工作。

[0008] 优选的，所述支撑腿的底侧开设有滑槽，所述滑槽的外侧安设有万向轮，所述万向

轮的内部连接滑块；通过掰动滑块可将万向轮着地，便于整体进行移动，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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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的，所述脚部踩踏板的个数为两个，且脚部踩踏板与连接板之间安设有三号

电动伸缩杆；将两只脚分别放在两个脚部踩踏板上，通过两侧的三号电动伸缩杆分别带动

两个脚部踩踏板不同时间的向上伸缩，可使两条腿交替上下运动，进行锻炼腿部肌肉。

[0010] 优选的，所述脚踏训练模块包括链条、脚踏部；通过一号电动伸缩杆、二号电动伸

缩杆可调节脚踏训练模块固定位置，对于体能较好的病人，通过脚踏部进行自己运动锻炼

腿部。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通过在座椅靠背安设的按摩珠与后

背肌肉部及脖颈部贴合，匀速的转动时可进行对后背肌肉的按摩，座椅靠背的后侧安设有

调节模块，可进行对座椅靠背向后倾斜角度的调节，提高舒适度，通过将手握住手握带，且

将除了大拇指外的四个手指，放入对应的手指固定孔内，且手指固定孔为松紧材质，可根据

不同手指进行固定，通过扶手支撑杆处设置的电动伸缩杆带动手臂匀速上下，进行锻炼手

臂，通过掰动滑块可将万向轮着地，便于整体进行移动，使用方便，将两只脚分别放在两个

脚部踩踏板上，通过两侧的三号电动伸缩杆分别带动两个脚部踩踏板不同时间的向上伸

缩，可使两条腿交替上下运动，进行锻炼腿部肌肉，或通过脚踏部进行自己运动锻炼腿部，

通过设置了两种不同对腿部锻炼的方式，可根据病人自身条件进行选择使用，非常简单方

便，使用效率好，帮助病人身体的好转。

附图说明

[0012]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实用

新型的实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在附图中：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座椅靠背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腿部锻炼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1、座椅坐垫；2、座椅靠背；201、按摩珠；3、扶手支撑杆；301、扶手连接杆；

302、手握带；303、手指固定孔；4、控制器；401、控制按钮；5、轴承；6、支撑腿；601、万向轮；

602、滑槽；603、滑块；7、腿部锻炼模块；701、脚部踩踏板；702、连接板；703、连接杆；704、三

号电动伸缩杆；8、一号电动伸缩杆；9、二号电动伸缩杆；10、脚踏训练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18] 实施例1

[0019] 请参阅图1-图3，本实用新型提供以下技术方案：一种脑卒中患者康复训练座椅，

包括座椅坐垫1，所述座椅坐垫1的一侧安设有座椅靠背2，所述座椅坐垫1的上侧两边均安

设有扶手支撑杆3，所述扶手支撑杆3的上侧连接安设有扶手连接杆301，所述扶手连接杆

301的底端安设有手握带302，所述手握带302的上侧开设有若干个手指固定孔303，所述座

椅坐垫1的一边侧安设有控制器4，所述控制器4的上侧安设有若干个控制按钮401，所述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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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坐垫1与座椅靠背2通过轴承5连接，所述座椅坐垫1的底端安设有支撑腿6，所述支撑腿6

的底侧分别设置有万向轮601、滑槽602、滑块603，所述座椅坐垫1的底端中部安设有一号电

动伸缩杆8，所述一号电动伸缩杆8固定连接二号电动伸缩杆9，所述二号电动伸缩杆9的另

一侧连接脚踏训练模块10，所述脚踏训练模块10的外侧安设有腿部锻炼模块7，所述腿部锻

炼模块7包括脚部踩踏板701、连接板702、连接杆703、三号电动伸缩杆704，所述座椅坐垫1

的底端及一号电动伸缩杆8的两侧安设有连接杆703，所述连接杆703的另一侧连接连接板

702。

[0020] 本实施例中：控制器包括PLC，PLC的型号为K7M-DR30UE。

[0021] 本实施例中：一号电动伸缩杆与二号电动伸缩杆及扶手支撑杆3内安设的电动伸

缩杆的型号均为TGE-200。

[0022] 本实施例中：三号电动伸缩杆的型号为JF-TGA-50。

[0023] 本实施方案中：通过微型电机带动按摩珠201转动，可进行对后背肌肉的按摩，座

椅靠背2的后侧安设有调节模块，可进行对座椅靠背2向后倾斜角度的调节，提高舒适度，通

过将手握住手握带302，且将除了大拇指外的四个手指，放入对应的手指固定孔303内，且手

指固定孔303为松紧材质，可根据不同手指进行固定，通过扶手支撑杆3处设置的电动伸缩

杆带动手臂匀速上下，进行锻炼手臂，通过掰动滑块603可将万向轮601着地，便于整体进行

移动，使用方便，将两只脚分别放在两个脚部踩踏板701上，通过两侧的三号电动伸缩杆704

分别带动两个脚部踩踏板701不同时间的向上伸缩，可使两条腿交替上下运动，进行锻炼腿

部肌肉，通过一号电动伸缩杆8、二号电动伸缩杆9可调节脚踏训练模块10固定位置，对于体

能较好的病人，通过脚踏部进行自己运动锻炼腿部。

[0024] 具体的，所述座椅靠背2包括按摩珠201，所述按摩珠201对称安设，且后侧均连接

微型电机；通过微型电机带动按摩珠201转动，可进行对后背肌肉的按摩，座椅靠背2的后侧

安设有调节模块，可进行对座椅靠背2向后倾斜角度的调节，提高舒适度，调节方式与现有

技术中按摩椅的调节方式一样，这里就不赘述了。

[0025] 具体的，所述扶手支撑杆3内安设有电动伸缩杆，所述手指固定孔303的个数为四

个；通过将手握住手握带302，且将除了大拇指外的四个手指，放入对应的手指固定孔303

内，且手指固定孔303为松紧材质，可根据不同手指进行固定，通过扶手支撑杆3处设置的电

动伸缩杆带动手臂匀速上下，进行锻炼手臂。

[0026] 具体的，所述控制器4包括PLC，PLC分别与座椅靠背2、扶手支撑杆3、支撑腿6、腿部

锻炼模块7、一号电动伸缩杆8、二号电动伸缩杆9电性连接；通过PLC分别控制每个功能工

作。

[0027] 具体的，所述支撑腿6的底侧开设有滑槽602，所述滑槽602的外侧安设有万向轮

601，所述万向轮601的内部连接滑块603；通过掰动滑块603可将万向轮601着地，便于整体

进行移动，使用方便。

[0028] 具体的，所述脚部踩踏板701的个数为两个，且脚部踩踏板701与连接板702之间安

设有三号电动伸缩杆704；将两只脚分别放在两个脚部踩踏板701上，通过两侧的三号电动

伸缩杆704分别带动两个脚部踩踏板701不同时间的向上伸缩，可使两条腿交替上下运动，

进行锻炼腿部肌肉。

[0029] 具体的，所述脚踏训练模块10包括链条、脚踏部；通过一号电动伸缩杆8、二号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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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缩杆9可调节脚踏训练模块10固定位置，对于体能较好的病人，通过脚踏部进行自己运动

锻炼腿部。

[0030]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流程：在使用时，首先使用者坐在座椅坐垫1上，进行对

座椅靠背2向后倾斜角度的调节，调节到舒适的角度，通过将手握住手握带302，且将除了大

拇指外的四个手指，放入对应的手指固定孔303内，且手指固定孔303为松紧材质，可根据不

同手指进行固定，通过扶手支撑杆3处设置的电动伸缩杆带动手臂匀速上下，进行锻炼手

臂，将两只脚分别放在两个脚部踩踏板701上，通过两侧的三号电动伸缩杆704分别带动两

个脚部踩踏板701不同时间的向上伸缩，可使两条腿交替上下运动，进行锻炼腿部肌肉，通

过一号电动伸缩杆8、二号电动伸缩杆9可调节脚踏训练模块10固定位置，对于体能较好的

病人，通过脚踏部进行自己运动锻炼腿部，锻炼完毕，通过微型电机带动按摩珠201转动，可

进行对后背肌肉的按摩，通过掰动滑块603可将万向轮601着地，便于整体进行移动，使用方

便。

[0031]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

实用新型，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来说，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

进行等同替换。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

应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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