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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可穿戴康复医疗技术领域，具体

地，涉及一种用于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站立稳定机

构，包括第一支撑机构和第二支撑机构，所述第

一支撑机构和第二支撑机构为结构和安装方式

均相同的左右对称结构，述第一支撑机构包括前

部支撑装置和后部支撑装置，所述前部支撑装置

和后部支撑装置为结构和安装方式均相同的前

后对称结构，所述前部支撑装置包括前部固定组

件，前部限位组件和前部支撑组件，本发明在穿

戴者需要较长时间站立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快拆

螺栓快速调节拉伸杆的长度，通过底座对拉伸杆

进行固定，为不同尺寸的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的站

立稳定提供支撑，从而解放了穿戴者的双手，使

穿戴者可以进行日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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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站立稳定机构，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支撑机构（1）和第

二支撑机构（2），所述第一支撑机构（1）和第二支撑机构（2）为结构和安装方式均相同的左

右对称结构，所述第一支撑机构（1）和第二支撑机构（2）分别固定在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的两

侧，所述第一支撑机构（1）包括前部支撑装置（3）和后部支撑装置（4），所述前部支撑装置

（3）和后部支撑装置（4）为结构和安装方式均相同的前后对称结构，所述前部支撑装置（3）

安装在下肢外骨骼机器人一侧的前部，所述后部支撑装置（4）安装在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同

侧的后部，所述前部支撑装置（3）包括前部固定组件（31），前部限位组件（32）和前部支撑组

件（33），所述前部固定组件（31），前部限位组件（32）和前部支撑组件（33）自上而下设置且

位于下肢外骨骼机器人一侧的前部，所述前部固定组件（31）和前部限位组件（32）均安装在

下肢外骨骼机器人上，所述前部支撑组件（33）安装在前部限位组件（32）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站立稳定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前部限位组件（32）包括底座（321）、转轴（322）、限位块（323）和卡紧销（324），所述下肢外骨

骼机器人的侧部设有底座（321）安装槽，所述底座（321）通过螺栓固定在底座（321）安装槽

内，所述底座（321）为梯形结构，所述梯形结构平行的两边的短边位于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内

且其长度小于底座（321）安装槽的深度，所述梯形结构平行的两边的长边延伸出下肢外骨

骼机器人，所述转轴（322）、限位块（323）和卡紧销（324）均固定在底座（321）上，所述转轴

（322）和卡紧销（324）均位于限位块（323）的下方，所述卡紧销（324）较转轴（322）靠近梯形

结构平行的两边的长边，所述卡紧销（324）内部设有弹簧，所述前部支撑组件（33）为拉伸杆

（331），所述拉伸杆（331）与转轴（322）转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站立稳定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前部固定组件（31）为固定夹（311），所述固定夹（311）通过螺栓固定在下肢外骨骼机器人一

侧的前部。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站立稳定机构，其特征在于：每一

个所述拉伸杆（331）均为可伸缩二级结构，在拉伸杆（331）的连接处安装有快拆螺栓

（3311）。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站立稳定机构，其特征在于：每一

个所述拉伸杆（331）的底部均通过螺栓固定安装有一个万向轮（3312）。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用于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站立稳定机构，其特征在于：每一

个所述拉伸杆（331）均采用铝合金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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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站立稳定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可穿戴康复医疗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用于下肢外骨骼机器人

站立稳定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近十几年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研发人员对下肢外骨骼机器人技术的研究开发

与应用也在迅速的发展，在军事和医疗领域都有应用，尤其近几年在康复医疗方面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在医疗领域，外骨骼机器人主要分为康复医疗和辅助行走两个方面，从国内外

的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的结构形态上可以看出，大部分采用的是双足机器人辅以拐杖支撑结

构进行行走，在行走过程中，需要穿戴者双手紧握拐杖辅助平衡，但在人体自然站立时，穿

戴者也必须手握拐杖保持平衡，致使穿戴者在使用中不能很好的融入生活，针对这种情况，

少数下肢外骨骼机器人采用自平衡技术，但是应用此技术后，机器人的行走速度过于缓慢，

如英国的REX外骨骼机器人，还有一部分下肢外骨骼机器人采用外置系统，但是该系统结构

庞大，对场地的要求较高，仅仅能作为康复医疗使用，如瑞士的Lokomat下肢康复机器人，中

国发明专利申请号为201610276144.9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残疾人用站立架，该站立架

能够帮助残疾人站立，但是因为底座是限制在地面的，所以无法进行任何移动，类似的还有

一些站立辅助结构，但是大都不能在行走状态和站立稳定状态之间进行切换。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站立稳定机构，该

设计能够在穿戴下肢外骨骼机器人时使穿戴者保持站立时的稳定，使穿戴者的双手空余出

来，进行一些日常的活动。

[0004]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用于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站立稳定机构，包括第一支撑机构和第

二支撑机构，所述第一支撑机构和第二支撑机构为结构和安装方式均相同的左右对称结

构，所述第一支撑机构和第二支撑机构分别固定在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的两侧，所述第一支

撑机构包括前部支撑装置和后部支撑装置，所述前部支撑装置和后部支撑装置为结构和安

装方式均相同的前后对称结构，所述前部支撑装置安装在下肢外骨骼机器人一侧的前部，

所述后部支撑装置安装在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同侧的后部，所述前部支撑装置包括前部固定

组件，前部限位组件和前部支撑组件，所述前部固定组件，前部限位组件和前部支撑组件自

上而下设置且位于下肢外骨骼机器人一侧的前部，所述前部固定组件和前部限位组件均安

装在下肢外骨骼机器人上，所述前部支撑组件安装在前部限位组件上。

[0005] 优选地，所述前部限位组件包括底座、转轴、限位块和卡紧销，所述下肢外骨骼机

器人的侧部设有底座安装槽，所述底座通过螺栓固定在底座安装槽内，所述底座为梯形结

构，所述梯形结构平行的两边的短边位于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内且其长度小于底座安装槽的

深度，所述梯形结构平行的两边的长边延伸出下肢外骨骼机器人，所述转轴、限位块和卡紧

销均固定在底座上，所述转轴和卡紧销均位于限位块的下方，所述卡紧销较转轴靠近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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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平行的两边的长边，所述卡紧销内部设有弹簧，所述前部支撑组件为拉伸杆，所述拉伸

杆与转轴转动连接。

[0006] 优选地，所述前部固定组件为前部固定夹，所述前部固定夹通过螺栓固定在下肢

外骨骼机器人一侧的前部。

[0007] 优选地，每一个所述拉伸杆均为可伸缩二级结构，在拉伸杆的连接处安装有快拆

螺栓。

[0008] 优选地，每一个所述拉伸杆的底部均通过螺栓固定安装有一个万向轮。

[0009] 优选地，每一个所述拉伸杆均采用铝合金材质。

[0010]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一种用于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站立稳定机构，在穿戴者需要较

长时间站立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快拆螺栓快速调节拉伸杆的长度，通过底座对拉伸杆进行

固定，为不同尺寸的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的站立稳定提供支撑，从而解放了穿戴者的双手，使

穿戴者可以进行日常活动，在下肢外骨骼机器人进行行走时，可以固定在机器人的两侧而

不会影响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的正常行走速度。

附图说明

[0011]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申请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本申

请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申请，并不构成对本申请的不当限定。在附图中：

图1为实施例中装配在下肢外骨骼机器人上站立支撑效果图；

图2为实施例中拉伸杆固定在固定夹上的结构图；

图3为实施例中前部限位组件和前部支撑组件的结构图；

附图标记说明：1-第一支撑机构，2-第二支撑机构，3-前部支撑装置，4-后部支撑装置，

31-前部固定组件，32-前部限位组件，33-前部支撑组件，321-底座，322-转轴，323-限位块，

324-卡紧销，331-拉伸杆，311-固定夹，3311-快拆螺栓，3312-万向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以下将以图式揭露本发明的多个实施方式，为明确说明起见，许多实务上的细节

将在以下叙述中一并说明。然而，应了解到，这些实务上的细节不应用以限制本发明。也就

是说，在本发明的部分实施方式中，这些实务上的细节是非必要的。此外，为简化图式起见，

一些习知惯用的结构与组件在图式中将以简单的示意的方式绘示之。

[0013] 另外，在本发明中如涉及“第一”、“第二”等的描述仅用于描述目的，并非特别指称

次序或顺位的意思，亦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其仅仅是为了区别以相同技术用语描述的组件

或操作而已，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其相对重要性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数

量。由此，限定有“第一”、“第二”的特征可以明示或者隐含地包括至少一个该特征。另外，各

个实施例之间的技术方案可以相互结合，但是必须是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基

础，当技术方案的结合出现相互矛盾或无法实现时应当认为这种技术方案的结合不存在，

也不在本发明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0014] 参照图1至图3所示的一种用于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站立稳定机构，包括第一支撑机

构1和第二支撑机构2，所述第一支撑机构1和第二支撑机构2为结构和安装方式均相同的左

右对称结构，所述第一支撑机构1和第二支撑机构2分别固定在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的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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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一支撑机构1包括前部支撑装置3和后部支撑装置4，所述前部支撑装置3和后部支撑

装置4为结构和安装方式均相同的前后对称结构，所述前部支撑装置3安装在下肢外骨骼机

器人一侧的前部，所述后部支撑装置4安装在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同侧的后部，所述前部支撑

装置3包括前部固定组件31，前部限位组件32和前部支撑组件33，所述前部固定组件31，前

部限位组件32和前部支撑组件33自上而下设置且位于下肢外骨骼机器人一侧的前部，所述

前部固定组件31和前部限位组件32均安装在下肢外骨骼机器人上，所述前部支撑组件33安

装在前部限位组件32上，一支撑机构1和第二支撑机构2为左右对称结构，前部支撑装置3和

后部支撑装置4为前后对称结构，在权利要求里省略对第二支撑机构2以及后部支撑装置4

的表述，以上结构设计分别安装在机器人的两侧和前后完成对机器人的站立支撑，提高了

站立的稳定性，在下肢外骨骼机器人进行行走时，通过固定组件固定住支撑组件，不会影响

机器人的行走。

[0015] 参照图1和图3所示，所述前部限位组件32包括底座321、转轴322、限位块323和卡

紧销324，所述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的侧部设有底座321安装槽，所述底座321通过螺栓固定在

底座321安装槽内，所述底座321为梯形结构，所述梯形结构平行的两边的短边位于下肢外

骨骼机器人内且其长度小于底座321安装槽的深度，所述梯形结构平行的两边的长边延伸

出下肢外骨骼机器人，所述转轴322、限位块323和卡紧销324均固定在底座321上，所述转轴

322和卡紧销324均位于限位块323的下方，所述卡紧销324较转轴322靠近梯形结构平行的

两边的长边，所述卡紧销324内部设有弹簧，所述前部支撑组件33为拉伸杆331，所述拉伸杆

331与转轴322转动连接，座321为梯形结构，安装在底座321上的拉伸杆331在旋转至地面

时，能够和机器人的前进方向形成夹角，从而避免了行走时发生碰撞而影响行走，同时，底

座321上的限位块323、卡紧销324以及底座321位于安装槽的深度限制了拉伸杆331的旋转，

保证了拉伸杆331的稳定性，卡紧销324内设有弹簧，在拉伸杆331旋转至地面时，弹簧带动

卡紧销324弹起，保证了拉伸杆331的稳定，在一侧设置前后对称的前部支撑装置3和后部支

撑装置4，以及左右对称的第一支撑机构1和第二支撑机构2，前后左右共计四个拉伸杆331，

前部的拉伸杆331防止穿戴者向前倾倒，后部的拉伸杆331防止穿戴者向后倾倒，且拉伸杆

331左右展开一定角度，能够防止人体侧向倾倒。

[0016] 参照图1和图2所示，所述前部固定组件31为固定夹311，所述固定夹311通过螺栓

固定在下肢外骨骼机器人一侧的前部，穿戴者进行行走时，将拉伸杆331收回，卡在固定夹

311上即可，不会影响穿戴者的正常行走。

[0017] 参照图1所示，每一个所述拉伸杆331均为可伸缩二级结构，在拉伸杆331的连接处

安装有快拆螺栓3311，拆螺栓3311打开时，可以方便调节拉伸杆331的长度，下肢外骨骼机

器人穿戴者一般都存在一定的体型差异，拉伸杆331可以较好的满足使用者对长度的要求。

[0018] 参照图1所示，每一个所述拉伸杆331的底部均通过螺栓固定安装有一个万向轮

3312，在站立时，四根拉伸杆331对外骨骼机器人进行支撑，底部的万向轮3312与地面接触，

可以帮助穿戴者进行简单的移动，满足穿戴者在小空间移动的要求。

[0019] 参照图1所示，每一个所述拉伸杆331均采用铝合金材质，伸杆331采用铝合金材

质，可以有效的减少整体机构的重量，减轻穿戴者的负担。

[0020] 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在行走时，拉伸杆331收缩放置在固定夹311上，当需要对站立

进行稳定时，将拉伸杆331从固定夹311上掰开，打开快拆螺栓3311，将拉伸杆331调节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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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长度，再讲拉伸杆331绕转轴322进行转动，当转动到限位块323限位角度时，卡紧销324

在弹簧的作用下弹起对拉伸杆331进行固定，此时，4根拉伸杆331已经达到稳固支撑效果，

辅助人体站立，当穿戴者想要行走时，将卡紧销324向外抽出一定距离，转动拉伸杆331，并

打开快拆螺栓3311将其缩短，最后放置在固定夹311上即可。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

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

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理的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括在本发明的权利

要求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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