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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医疗用独立步行康复理疗

装置，包括半圆撑；所述踩踏槽设有两处，开设于

翘板顶侧，用于放置足部；所述第三杆边端开设

有T型块，尺寸与第二杆的T型槽相等，可沿T型槽

内做往复移动，通过螺钉连接固定于第二杆上；

所述第三杆顶部开设有T型槽，底侧开设有等距

分布的六角盲孔，盲孔内向上开设有螺纹孔；所

述第四杆底部左端开设有T型块，顶部开设有一

处阶梯孔，通过螺栓连接固定于第三杆上；本发

明结构简单，成本低廉，适合在家中长期进行康

复训练，使用时需要家人陪护至防护栏内，之后

由于辅助支撑点较多，可以由病人自行进行训

练，不影响家人手头其他事情，在脱力或是摔倒

时，可以按响报警器通知家人赶往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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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医疗用独立步行康复理疗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医疗用独立步行康复理疗装置

包括防护栏，垫块，底板，立柱，横柱，摄像头，报警器，拉门，插销，行走台阶，短栏杆，长栏

杆，挡头，翘板，杠杆，底块，弹簧座，踩踏槽，第一滑板，挂链，吊座，第二滑板，滑盘，滚珠，调

节架，第一杆，第二杆，第三杆，第四杆，半圆撑和绑带；所述防护栏由垫块，底板，立柱，横

柱，摄像头，报警器，拉门，插销组成，用于限定病患做康复理疗运动时的活动范围；所述垫

块设有六处，设于底板底部；所述立柱与横柱垂直焊接成架体，焊接于底板顶侧；所述摄像

头固定于防护栏顶侧左端，朝向右侧；所述防护栏右侧为通过合页固定的拉门，可沿合页开

启或者关闭；所述行走台阶固定于底板顶侧，左右两侧为不同高度的阶梯；所述短栏杆焊接

于底板顶侧，且位于翘板左侧，由两根圆管垂直焊接而成；所述长栏杆焊接于底板顶侧，且

位于翘板前侧，由顶部一处横放圆管和四根垂直焊接于底侧的圆管组成；所述翘板底部开

设有一处半圆槽，放置于杠杆顶端；所述杠杆通过一处立杆焊接到底块上；所述踩踏槽设有

两处，开设于翘板顶侧，用于放置足部；所述第一杆通过销轴连接于第二滑板两侧，对称轴

线处开设有等距分布的螺纹孔；所述第二杆底部开设有T型槽，通过螺栓连接固定于第一杆

外侧；所述第三杆边端开设有T型块，尺寸与第二杆的T型槽相等，可沿T型槽内做往复移动，

通过螺钉连接固定于第二杆上；所述第三杆顶部开设有T型槽，底侧开设有等距分布的六角

盲孔，盲孔内向上开设有螺纹孔；所述第四杆底部左端开设有T型块，顶部开设有一处阶梯

孔，通过螺栓连接固定于第三杆上；所述半圆撑通过沉头螺钉固定于第四杆内侧端；所述绑

带为魔术贴绑带，连接到半圆撑两端；所述挡头设有两处，为圆柱头，分别焊接于防护栏和

长栏杆顶侧，左右各一处；所述弹簧座两端为板材，板材中间固定有弹簧，通过螺钉连接于

翘板底侧；所述第一滑板开设有两处半圆槽，放置于防护栏后侧顶部的横柱与长栏杆之间，

底部通过三处挂链连接有一处吊座，其中连接于吊座后侧的挂链相对其余两处挂链长

15cm；所述第二滑板开设有两处半圆槽，放置于防护栏后侧顶部的横柱与长栏杆之间，顶部

开设有两处椭圆孔，锐边倒圆；所述滑盘通过螺钉连接固定于第一滑板和第二滑板的半圆

槽内，滑盘上设有半圆盲孔，孔内设有滚珠；所述调节架由第一杆，第二杆，第三杆，第四杆，

半圆撑和绑带组成，通过销轴连接于第二滑板的左右两侧，可沿固定销轴做前后摆动；所述

报警器设有两处，安装于防护栏前后两侧的中段横柱外侧；

使用第一滑板，坐在吊座上，缓慢移动身体，手部用力为主，脚部用力为辅，身上肌肉群

得到调动使用，防止肌肉萎缩，坐姿状态下来回行走，至左端时使用翘板，左右脚分别给力，

训练脚部的肌肉，先恢复小腿以及足部的肌肉能力，待到能够站起时，手扶防护栏和长护栏

进行站立时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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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医疗用独立步行康复理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医疗用独立步行康复理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对于那些不幸的中风、脑外伤的病人来说,能够重新恢复正常行走应该是梦寐以

求的事情。需要不断的进行康复性训练才能够恢复肢体功能。

[0003] 如申请号CN201110350834.1公开了一种医疗器械技术领域的下肢外骨骼康复机

器人，包括：踝关节运动模块、膝关节运动模块、髋关节运动模块、髋部及支撑架模块和拐杖

模块，膝关节运动模块一端与踝关节运动模块相连，另一端与髋关节运动模块相连，髋部及

支撑架模块与髋关节运动模块相连，拐杖模块独立于外骨骼本体。本发明是帮助截瘫患者

实现站立并行走，通过采集拐杖与地面的接触信息来控制膝关节和髋关节的屈伸运动，从

而帮助患者实现跨步，踝关节的对拉弹簧可以帮助减少来自地面的冲击，有益于患者舒适

行走，提高康复训练效率。

[0004] 结合上述，本发明人发现，该发明价格昂贵，中风，脑外伤的病人往往由于长期治

疗生活比较拮据，而该发明若家庭使用，不但价格过高，并且在康复后无其他利用价值，而

在医院租用的话，长期的康复训练也是一笔不少于购买的支出，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比较难

以接受。

[0005] 如申请号CN201710365422 .2公开了一种多功能偏瘫康复行走训练机，包括主机

架，主机架上设有前操作扶手、腰臀支撑器、调节机构及后操作扶手；腰臀支撑器包括横梁

管及弧形支撑条，调节机构包括升降中套、与中套滑动连接的升降上套、与升降上套固定的

升降座、与升降座螺纹配合的升降螺杆及用于带动升降螺杆转动的升降电机，升降上套滑

动方向平行于升降螺杆轴线，升降上套连接横梁管；主机架底部设有两个前轮及两个后轮，

后轮为万向轮，后轮上设有刹车。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结构合理，具有高度调节及位置适

应能力，可简单快速地对偏瘫患者进行固定，支撑效果好，方便护理人员拉动操作，以有效

帮助偏瘫患进行者行走训练。

[0006] 综合上述，本发明人发现，该发明使用起来较为复杂，需要有陪护人员协助继续康

复训练，长期康复性训练往往会在家中训练，而在训练时，由于离不开人，家人无法分心去

做类似倒水，烧饭等其他事情。

[0007] 于是，有鉴于此，针对现有的结构及缺失予以研究改良，提供一种医疗用独立步行

康复理疗装置，以期达到更具有更加实用价值性的目的。

发明内容

[0008]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医疗用独立步行康复理疗装置，以解决

现有价格昂贵，使用复杂需要陪护人员的问题。

[0009] 本发明医疗用独立步行康复理疗装置的目的与功效，由以下具体技术手段所达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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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一种医疗用独立步行康复理疗装置，包括防护栏，垫块，底板，立柱，横柱，摄像头，

报警器，拉门，插销，行走台阶，短栏杆，长栏杆，挡头，翘板，杠杆，底块，弹簧座，踩踏槽，第

一滑板，挂链，吊座，第二滑板，滑盘，滚珠，调节架，第一杆，第二杆，第三杆，第四杆，半圆撑

和绑带；所述防护栏由垫块，底板，立柱，横柱，摄像头，报警器，拉门，插销组成，用于限定病

患做康复理疗运动时的活动范围；所述垫块设有六处，设于底板底部；所述立柱与横柱垂直

焊接成架体，焊接于底板顶侧；所述摄像头固定于防护栏顶侧左端，朝向右侧；所述防护栏

右侧为通过合页固定的拉门，可沿合页开启或者关闭；所述行走台阶固定于底板顶侧，左右

两侧为不同高度的阶梯；所述短栏杆焊接于底板顶侧，且位于翘板左侧，由两根圆管垂直焊

接而成；所述长栏杆焊接于底板顶侧，且位于翘板前侧，由顶部一处横放圆管和四根垂直焊

接于底侧的圆管组成；所述翘板底部开设有一处半圆槽，放置于杠杆顶端；所述杠杆通过一

处立杆焊接到底块上；所述踩踏槽设有两处，开设于翘板顶侧，用于放置足部；所述第一杆

通过销轴连接于第二滑板两侧，对称轴线处开设有等距分布的螺纹孔；所述第二杆底部开

设有T型槽，通过螺栓连接固定于第一杆外侧；所述第三杆边端开设有T型块，尺寸与第二杆

的T型槽相等，可沿T型槽内做往复移动，通过螺钉连接固定于第二杆上；所述第三杆顶部开

设有T型槽，底侧开设有等距分布的六角盲孔，盲孔内向上开设有螺纹孔；所述第四杆底部

左端开设有T型块，顶部开设有一处阶梯孔，通过螺栓连接固定于第三杆上；所述半圆撑通

过沉头螺钉固定于第四杆内侧端；所述绑带为魔术贴绑带，连接到半圆撑两端。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报警器设有两处，安装于防护栏前后两侧的中段横柱外侧。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挡头设有两处，为圆柱头，分别焊接于防护栏和长栏杆顶侧，左右

各一处。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弹簧座两端为板材，板材中间固定有弹簧，通过螺钉连接于翘板底

侧。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滑板开设有两处半圆槽，放置于防护栏后侧顶部的横柱与长

栏杆之间，底部通过三处挂链连接有一处吊座，其中连接于吊座后侧的挂链相对其余两处

挂链长15cm。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滑板开设有两处半圆槽，放置于防护栏后侧顶部的横柱与长

栏杆之间，顶部开设有两处椭圆孔，锐边倒圆。

[0016] 进一步的，所述滑盘通过螺钉连接固定于第一滑板和第二滑板的半圆槽内，滑盘

上设有半圆盲孔，孔内设有滚珠。

[0017] 进一步的，所述调节架由第一杆，第二杆，第三杆，第四杆，半圆撑和绑带组成，通

过销轴连接于第二滑板的左右两侧，可沿固定销轴做前后摆动。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9] 第一滑板和第二滑板的设置，有利于提供两种训练恢复方法，在步行康复训练时，

根据自己的恢复情况，自行选择使用，且其通过滚珠在防护栏与长栏杆之间的的滑动，可以

减少运动时的阻力，并且更换方便，由于半圆槽较深，不会因为受力不均而掉落。

[0020] 本发明结构简单，成本低廉，适合在家中长期进行康复训练，使用时需要家人陪护

至防护栏内，之后由于辅助支撑点较多，可以由病人自行进行训练，不影响家人手头其他事

情，在脱力或是摔倒时，可以按响报警器通知家人赶往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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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防护栏内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防护栏主视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防护栏右视图。

[0024] 图4是本发明翘板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是本发明第一滑板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是本发明第一滑板左视图。

[0027] 图7是本发明第二滑板结构示意图。

[0028] 图8是本发明第二滑板俯视图。

[0029] 图9是本发明A向视图。

[0030] 图10是本发明B向视图。

[0031] 图11是本发明滚珠位置放大图。

[0032] 图中：1‑防护栏，101‑垫块，102‑底板，103‑立柱，104‑横柱，105‑摄像头，106‑报警

器，107‑拉门，108‑插销，2‑行走台阶，3‑短栏杆，4‑长栏杆，401‑挡头，5‑翘板，501‑杠杆，

502‑底块，503‑弹簧座，504‑踩踏槽，6‑第一滑板，601‑挂链，602‑吊座，7‑第二滑板，8‑滑

盘，801‑滚珠，9‑调节架，901‑第一杆，902‑第二杆，903‑第三杆，904‑第四杆，905‑半圆撑，

906‑绑带。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34] 实施例：

[0035] 如附图1至附图11所示：一种医疗用独立步行康复理疗装置，包括防护栏1，垫块

101，底板102，立柱103，横柱104，摄像头105，报警器106，拉门107，插销108，行走台阶2，短

栏杆3，长栏杆4，挡头401，翘板5，杠杆501，底块502，弹簧座503，踩踏槽504，第一滑板6，挂

链601，吊座602，第二滑板7，滑盘8，滚珠801，调节架9，第一杆901，第二杆902，第三杆903，

第四杆904，半圆撑905和绑带906；防护栏1由垫块101，底板102，立柱103，横柱104，摄像头

105，报警器106，拉门107，插销108组成，用于限定病患做康复理疗运动时的活动范围；垫块

101设有六处，设于底板102底部；立柱103与横柱104垂直焊接成架体，焊接于底板102顶侧；

摄像头105固定于防护栏1顶侧左端，朝向右侧；防护栏1右侧为通过合页固定的拉门107，可

沿合页开启或者关闭；行走台阶2固定于底板102顶侧，左右两侧为不同高度的阶梯；短栏杆

3焊接于底板102顶侧，且位于翘板5左侧，由两根圆管垂直焊接而成；长栏杆4焊接于底板

102顶侧，且位于翘板5前侧，由顶部一处横放圆管和四根垂直焊接于底侧的圆管组成；翘板

5底部开设有一处半圆槽，放置于杠杆501顶端；杠杆501通过一处立杆焊接到底块502上；踩

踏槽504设有两处，开设于翘板5顶侧，用于放置足部；第一杆901通过销轴连接于第二滑板7

两侧，对称轴线处开设有等距分布的螺纹孔；第二杆902底部开设有T型槽，通过螺栓连接固

定于第一杆901外侧；第三杆903边端开设有T型块，尺寸与第二杆902的T型槽相等，可沿T型

槽内做往复移动，通过螺钉连接固定于第二杆902上；第三杆903顶部开设有T型槽，底侧开

设有等距分布的六角盲孔，盲孔内向上开设有螺纹孔；第四杆904底部左端开设有T型块，顶

部开设有一处阶梯孔，通过螺栓连接固定于第三杆903上；半圆撑905通过沉头螺钉固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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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杆902内侧端；绑带906为魔术贴绑带，连接到半圆撑905两端。

[0036] 其中，报警器106设有两处，安装于防护栏1前后两侧的中段横柱104外侧，报警器

106位置不容易产生误碰，并且位置相对靠中段，能够满足在跌倒或是脱力坐下时发出报

警，通知家人。

[0037] 其中，挡头401设有两处，为圆柱头，分别焊接于防护栏1和长栏杆4顶侧，左右各一

处，用于限制第一滑板6和第二滑板7的滑行运动范围，防止运动超差和病人动作过猛。

[0038] 其中，弹簧座503两端为板材，板材中间固定有弹簧，通过螺钉连接于翘板5底侧，

翘板5用于病人的踩踏练习，在康复训练初期还无法站立时，坐在吊座602上，双脚放置于踩

踏槽504，左右踩下，弹簧座503给予一定的支撑力和阻力，有利于病人慢慢踩下，同时也防

止踏板5下沉太快对足部腿部产生冲击。

[0039] 其中，第一滑板6开设有两处半圆槽，放置于防护栏1后侧顶部的横柱104与长栏杆

4之间，底部通过三处挂链601连接有一处吊座602，其中连接于吊座602后侧的挂链601相对

其余两处挂链601长15cm，在训练初期，病人还无法自行站立时，在家人辅助下坐到吊座602

上，用手通过防护栏1和长栏杆4的借力，可随第一滑板6的滑动，慢慢行走，或做踩踏练习。

[0040] 其中，第二滑板7开设有两处半圆槽，放置于防护栏1后侧顶部的横柱104与长栏杆

4之间，顶部开设有两处椭圆孔，锐边倒圆，在中后期康复训练时，病人可以借力自行站立

时，可以用手扶住第二滑板7上的椭圆孔，慢慢站立行走训练，或是站立状态下做踩踏练习。

[0041] 其中，滑盘8通过螺钉连接固定于第一滑板6和第二滑板7的半圆槽内，滑盘8上设

有半圆盲孔，孔内设有滚珠801，通过滑盘8使得第一滑板6和第二滑板7能够滑动流畅，减少

运动时候的阻力。

[0042] 其中，调节架9由第一杆901，第二杆902，第三杆903，第四杆904，半圆撑905和绑带

906组成，通过销轴连接于第二滑板7的左右两侧，可沿固定销轴做前后摆动，在病患可以进

行行走康复训练时，通过调节架9能够对腿部起到一定辅助支撑作用，减少自身体力的消

耗，防止病患训练脱力。

[0043] 本实施例的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

[0044] 本发明中，病人在康复训练初期，能够坐起来的时候，使用第一滑板6，坐在吊座

602上，缓慢移动身体，手部用力为主，脚部用力为辅，身上肌肉群得到调动使用，防止肌肉

萎缩，坐姿状态下来回行走，至左端时使用翘板5，左右脚分别给力，训练脚部的肌肉，先恢

复小腿以及足部的肌肉能力，待到能够站起时，手扶防护栏1和长护栏104进行站立时的练

习，同时可以使用第二滑板7，根据自己的身高等调节调节架9，第二杆902可选择第一杆901

不同位置的螺纹孔进行固定，以决定下伸长度，第三杆903可通过T型块在第二杆902上T型

槽内的滑动决定病人距离第二滑板7的距离，T型槽的对顶端同样开设于第一杆901上等距

分布的螺纹孔，调节好后通过螺钉固定，第四杆904可沿T型槽向右抽出，通过螺栓固定到第

三杆903上对应的六角盲孔，六角盲孔为放置螺母，用于调节两腿之间的距离，调节好后，双

腿卡到半圆撑905的弧形内圆上，用绑带906固定双腿，手扶第二滑板7进行步行训练或是踩

踏训练即可，当康复训练后期，病人身体肌肉恢复良好，力量相对足够时，可以在行走台阶2

上进行无辅助力的康复步行训练，力量较弱的话可借助长栏杆4和防护栏1的支撑，本装置

上带有摄像头105，即使家人有事外出，也可以通过移动终端观测病人的康复训练，提高安

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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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利用本发明所述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启发下，设

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108079504 B

7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9 页

8

CN 108079504 B

8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9 页

9

CN 108079504 B

9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9 页

10

CN 108079504 B

10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9 页

11

CN 108079504 B

11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9 页

12

CN 108079504 B

12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6/9 页

13

CN 108079504 B

13



图7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7/9 页

14

CN 108079504 B

14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8/9 页

15

CN 108079504 B

15



图10

图11

说　明　书　附　图 9/9 页

16

CN 108079504 B

16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DRA00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