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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部康复训练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腿部康复训练器，包

括底座、侧支撑架、承压梁、下肢固定器和滑轮

组，所述底座的下表面设有底座脚支撑，底座的

上表面设有可调节负重装置，底座的两个宽边侧

面均设有侧支撑架，侧支撑架的一端和底座固定

连接，侧支撑架的另一端和承压梁固定连接，滑

轮组均匀分布在承压梁和底座上并与承压梁和

底座固定连接，滑轮组上设有绳索，绳索的一端

固定连接在可调节负重装置上，绳索的另一端固

定连接在下肢固定器上，通过对自然状态行走的

负重增加，有效的在自然行走状态下完成了腿部

康复训练的抗阻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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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腿部康复训练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2)、承压梁(8)、下肢固定器(5)和滑轮组

(7)，所述底座(2)的上表面设有可调节负重装置(3)，底座(2)的两个宽边侧面均设有侧支

撑架(4)，侧支撑架(4)的一端和底座(2)固定连接，侧支撑架(4)的另一端和承压梁(8)固定

连接，承压梁(8)位于底座(2)的上方，滑轮组(7)设在承压梁(8)和底座(2)上并与承压梁

(8)和底座(2)固定连接，滑轮组(7)上设有能够通过滑轮组(7)吊起下肢固定器(5)的绳索，

绳索的一端固定连接在可调节负重装置(3)上，绳索的另一端固定连接在下肢固定器(5)

上，下肢固定器(5)能够通过滑轮组(7)和绳索受到可调节负重装置(3)的阻力，下肢固定器

(5)包括大腿固定板(501)，在大腿固定板(501)的表面固定连接有大腿绑带(502)，大腿固

定板(501)的下方设有运动滑轨(505)，运动滑轨(505)上设有能够沿着运动滑轨(505)自由

滑动的运动滑块(504)，绳索固定连接下肢固定器(5)的一端设在运动滑块(504)的上表面，

运动滑轨(505)的一端固定连接在大腿固定板(501)的下表面，运动滑轨(505)的另一端铰

接有活动连接杆(506)，活动连接杆(506)的下方固定连接有脚踏(507)，脚踏(507)上设置

有脚部固定带(508)，运动滑块(504)的下表面和脚踏(507)的上表面之间固定连接有弹力

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腿部康复训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可调节负重装置(3)包括

负重块滑轨(301)、负重块支撑杆(302)、负重块支撑座(305)和离地支架(306)，离地支架

(306)固定连接在负重块支撑座(305)的下方并与底座(2)固定连接，负重块滑轨(301)设置

在负重块支撑座(305)的上方并且垂直固定在负重块支撑座(305)的上表面，在负重块滑轨

(301)上以竖直方向叠加的设有若干个能够沿着负重块滑轨(301)自由滑动的负重块

(303)，各负重块(303)的大小相同并且侧面中心处均设有通孔，负重块(303)的侧面设有能

够沿着负重块(303)的侧面的通孔贯穿负重块(303)的调节杆(304)，最上层负重块(303)的

上表面中心位置设有由上至下贯通所有负重块(303)的负重块支撑杆(302)，负重块支撑杆

(302)上设有与负重块(303)通孔位置对应的贯穿孔，所述滑轮组(7)上的绳索的端部固定

连接在负重块支撑杆(302)的上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腿部康复训练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上肢支撑架(6)，所述上

肢支撑架(6)的上端固定连接在承压梁(8)上，上肢支撑架(6)的下端悬空。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腿部康复训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肢支撑架(6)包括上肢

支撑板滑轨(601)，上肢支撑板滑轨(601)上设有水平的并能够沿着上肢支撑板滑轨(601)

自由滑动的上肢支撑板(603)，上肢支撑板(603)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把手(602)，上肢支撑

板滑轨(601)的上端面固定连接有与上肢支撑板滑轨(601)垂直的固定杆(605)，固定杆

(605)固定连接在承压梁(8)上，所述上肢支撑板滑轨(601)的侧面开设有由上至下均匀分

布的贯通孔，上肢支撑板滑轨(601)上设有能够通过贯穿不同的贯通孔而限制上肢支撑板

(603)位置的限位杆(604)。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腿部康复训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肢支撑板(603)包括支

撑内板(6031)和支撑外壳(6032)，支撑内板(6031)套设于支撑外壳(6032)的内部，支撑内

板(6031)远离上肢支撑板滑轨(601)的端部和支撑外壳(6032)的内表面之间通过拉簧

(6033)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腿部康复训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下肢固定器(5)还包括液

压杆(503)，液压杆(503)位于大腿固定板(501)和运动滑轨(505)之间，液压杆(503)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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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连接在大腿固定板(501)的下表面，液压杆(503)的另一端固定连接在运动滑轨(505)

的上端面，运动滑轨(505)的外表面还设有加强固定绑带(509)。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腿部康复训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2)远离下肢固定器

(5)的端部还设有端部支撑架(9)，端部支撑架(9)一端和下肢固定器(5)的端部固定连接，

另一端和承压梁(8)的端部固定连接，同时底座(2)的下表面还设有底座脚支撑(1)，底座脚

支撑(1)的上端固定连接在底座(2)的下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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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部康复训练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辅助器械领域，具体是腿部康复训练器。

背景技术

[0002] 通常的腿部康复训练是在腿部进行手术后，手术伤口恢复以后进行的腿部基础机

能恢复训练，这时手术伤口已经基本愈合，病人需要进行康复训练，通常针对腿部的康复训

练大致分为关节康复训练和肌力康复训练两类，不论是骨损伤、运动损伤还是神经损伤的

患者，肌力训练都贯穿其康复训练的全过程，特别是手术后长时间卧床的患者，腿部肌肉萎

缩会比较严重，病人往往不能正常自然行走，需要对腿部进行渐进的康复训练来恢复肌肉

的基本功能，基本的肌力康复训练分为被动运动、助力运动、主动运动和抗阻运动四个阶

段，抗阻运动作为肌力康复训练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利用肌肉克服外来阻力进行主动运动，

目的是为了增强肌肉力量，均衡肌肉差异。

[0003] 现目前的抗阻训练主要是通过绑定弹力皮筋或者沙袋进行负重训练，这样迫使患

者必须采取固定的坐姿或躺下的姿势进行屈膝训练，训练的肌肉单一并且不能让患者找到

自然行走的状态，单纯的使用这一类的抗阻训练对病人的恢复有效但是效果不甚理想，所

以如何在自然行走状态下进行抗阻训练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无法以自然行走状态进行腿部康复训练的

抗阻训练的不足，提供了一种腿部康复训练器，有效的在自然行走状态完成了腿部康复训

练的抗阻训练。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主要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腿部康复训练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侧支撑架、承压梁、下肢固定器和滑轮

组，所述底座的上表面设有可调节负重装置，底座的两个宽边侧面均设有侧支撑架，侧支撑

架的一端和底座固定连接，侧支撑架的另一端和承压梁固定连接，承压梁位于底座的上方，

滑轮组设在承压梁和底座上并与承压梁和底座固定连接，滑轮组上设有能够通过滑轮组吊

起下肢固定器的绳索，绳索的一端固定连接在可调节负重装置上，绳索的另一端固定连接

在下肢固定器上，下肢固定器能够通过滑轮组和绳索受到可调节负重装置的阻力，下肢固

定器包括大腿固定板，在大腿固定板的表面固定连接有大腿绑带，大腿固定板下方设有运

动滑轨，运动滑轨上设有能够沿着运动滑轨自由滑动的运动滑块，绳索固定连接下肢固定

器的一端设在运动滑块的上表面，运动滑轨的一端固定连接在大腿固定板的下表面，运动

滑轨的另一端铰接有活动连接杆，活动连接杆的下方固定连接有脚踏，脚踏上设置有脚部

固定带，运动滑块的下表面和脚踏的上表面之间固定连接有弹力绳。两个侧面的侧支撑架

将承压梁固定在底座上方，采用两侧支撑的方式增加了整体训练器的稳定性，通过滑轮组

和安装在滑轮组上的绳索连接可调节负重装置和下肢固定器，在滑轮组和滑轮组上的绳索

共同作用下，患者能够通过对下肢固定器施加作用力而受到可调节负重装置提供的阻力，

说　明　书 1/6 页

4

CN 210021010 U

4



当患者将腿部固定在下肢固定器上进行行走时为下肢固定器增加符合训练计划的负重，促

使患者腿部肌肉在抗阻训练中逐渐恢复，所述滑轮组为均匀分布在承压梁和底座上的若干

个滑轮组成，通过滑轮组的作用使得腿部受到的阻力更加均匀合理，所述绳索为高强度的

编织绳，能够承受远大于常规训练负重的力，所述下肢固定器通过大腿固定板和大腿绑带

固定住患者大腿，通过运动滑块连接绳索，由于运动滑轨和活动连接杆铰接，患者能够穿着

下肢固定器的同时在自然状态下行走，通过运动滑块的下表面和脚踏的上表面之间固定连

接的弹力绳将运动滑块的负重传递到整个下肢固定器上，运动滑块在运动滑轨上通过绳索

和弹力绳的共同作用自适应的滑动使得患者的脚在向脚踏用力时能够受到更为均匀的阻

力，现目前的抗阻训练主要是通过绑定弹力皮筋或者沙袋进行负重训练，由于训练方式的

限制，迫使患者只能采取固定的坐姿或躺下的姿势进行屈膝训练，这样训练的肌肉单一并

且不能让患者找到自然行走的状态，在训练结束后仍然需要逐步适应自然行走，单纯的使

用这一类的抗阻训练对病人的恢复有效但是效果不甚理想，并且延长了患者的恢复期，对

于患者的时间和精力是一种浪费，在本实用新型中患者通过穿戴下肢固定器，能够在自然

行走的状态下增加腿部负重而完成抗阻训练任务，有效的在自然行走状态完成了腿部康复

训练的抗阻训练。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可调节负重装置包括负重块滑轨、负重块支撑杆、负重块支撑座和

离地支架，离地支架固定连接在负重块支撑座的下方并与底座固定连接，负重块滑轨设置

在负重块支撑座的上方并且垂直固定在负重块支撑座的上表面，在负重块滑轨上以竖直方

向叠加的设有若干个能够沿着负重块滑轨自由滑动的负重块，各负重块的大小相同并且侧

面中心处均设有通孔，负重块的侧面设有能够沿着负重块侧面的通孔贯穿负重块的调节

杆，最上层负重块的上表面中心位置设有由上至下贯通所有负重块的负重块支撑杆，负重

块支撑杆上设有与负重块通孔位置对应的贯穿孔，所述滑轮组上的绳索端部固定连接在负

重块支撑杆上。在负重块支撑座的下方设置离地支架使得负重块支撑座与底座之间保持一

定的间隙，该间隙能够容纳滑轮组上的绳索穿过，由于绳索的一端与负重块支撑杆的端部

固定连接，绳索的运动能带动负重块支撑杆的运动，由于负重块支撑杆上设有与负重块通

孔位置对应的贯穿孔，在调节杆的限制下，能够调节负重块支撑杆带动的负重块的数量从

而调节训练器的阻力大小，在负重块滑轨的限制下，负重块和负重块支撑杆只能沿着负重

块滑轨的方向滑动，在提供阻力作用的同时也提高了装置的安全性，以可调节的方式施加

阻力，有效的拓宽了腿部康复训练器的应用范围，适应了更多训练需求的患者。

[0008] 进一步的，还包括上肢支撑架，所述上肢支撑架的上端固定连接在承压梁上，上肢

支撑架的下端悬空。当不设置上肢支撑架时，患者由于对自身肌力情况的不适应，往往无法

自己保持平衡，在进行抗阻训练时容易发生身体失衡而导致的摔倒等医疗事故的发生，而

通过上肢支撑架支撑上肢以保持患者整体的平衡，有效的为患者的康复训练提供了一层安

全保护，同时上肢支撑架的上端与承压梁固定连接并且下端悬空，使得患者的腿部在运动

时不会存在障碍物，进一步的完善了患者自然行走的模拟，同时下端悬空也方便医护人员

辅助患者，增加患者训练的安全性，在此基础上，患者还能够通过对上肢支撑架用力的自我

调节来适应腿部用力，上肢支撑架在有效的完成训练的同时还为训练器增加了安全性。

[0009] 进一步的，所述上肢支撑架包括上肢支撑板滑轨，上肢支撑板滑轨上设有水平的

并能够沿着上肢支撑板滑轨自由滑动的上肢支撑板，上肢支撑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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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上肢支撑板滑轨的上端面固定连接有与上肢支撑板滑轨垂直的固定杆，固定杆固定连

接在承压梁上，所述上肢支撑板滑轨的侧面开设有由上至下均匀分布的贯通孔，上肢支撑

板滑轨上设有能够通过贯穿不同的贯通孔而限制上肢支撑板位置的限位杆。所述上肢支撑

板水平并且大小大于常规患者的手臂宽度，患者手臂能够放置在上肢支撑板上用力，这样

患者对上肢支撑架的用力范围增大了许多，在此基础上上肢支撑板的表面还设有把手，方

便患者用上力，上肢支撑板能够沿着上肢支撑板滑轨滑动，通过限位杆固定上肢支撑板的

高度，这样使得上肢支撑架适应更多患者的身高，有利于扩大本实用新型的适用人群范围，

所述上肢支撑架滑轨为互相平行的两根，将上肢支撑板夹在滑轨的中间，并且通过固定杆

固定连接在承压梁上，加强了对上肢支撑板的固定，使得上肢支撑板能够承受更多的重量，

有效的通过上肢支撑板扩大了本实用新型的适用人群的范围。

[0010] 进一步的，所述上肢支撑板包括支撑内板和支撑外壳，支撑内板套设于支撑外壳

的内部，支撑内板远离上肢支撑板滑轨的端部和支撑外壳的内表面之间通过拉簧固定连

接。由于上肢支撑架的位置固定，但是患者胖瘦不均匀，所以将上肢支撑板设为能够拉出的

双层套板，并且内部通过拉簧连接，在支撑上肢重量的基础上更好的适应患者的体型，使得

患者的训练过程更加轻松舒适。

[0011] 进一步的，所述下肢固定器还包括液压杆，液压杆位于大腿固定板和运动滑轨之

间，液压杆的一端固定连接在大腿固定板的下表面，液压杆的另一端固定连接在运动滑轨

的上端面，运动滑轨的外表面还设有加强固定绑带。在大腿固定板和运动滑轨之间设置液

压杆，使得大腿部分长度可调节，通过液压杆的伸缩能够根据患者的身高腿长调节下肢固

定器，使得患者下肢固定更加稳固，同时使得患者在使用本实用新型时能够更符合自然行

走的状态，在运动滑轨外设置加强固定绑带，有效的加强了对腿部的固定，避免由于大腿处

固定不牢固而发生下肢固定器脱离的情况发生，极大地减少了训练器出现故障的概率。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底座远离下肢固定器的端部还设有端部支撑架，端部支撑架一端

和下肢固定器的端部固定连接，另一端和承压梁的端部固定连接，同时底座的下表面还设

有底座脚支撑，底座脚支撑的上端固定连接在底座的下表面。在底座的下方设置底座脚支

撑，有利于腾出底座下方空间，便于对腿部康复训练器的移动，在不设置端部支撑架的时

候，在患者训练过程中训练器会向着端部方向摇晃，增加了端部支撑架后训练器的稳定性

得到极大地提高，有效的提高了训练的安全性。

[0013]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4] (1)通过滑轮组和安装在滑轮组上的绳索连接可调节负重装置和下肢固定器，当

患者将腿部固定在下肢固定器上进行行走时为下肢固定器增加符合训练计划的负重，促使

患者腿部肌肉在抗阻训练中逐渐恢复。

[0015] (2)通过上肢支撑架患者能够自我调节用力来适应腿部用力，上肢支撑架在有效

的完成训练的同时还为训练器增加了安全性。

[0016] (3)通过两个侧面的侧支撑架将承压梁固定在底座上方，采用两侧支撑的方式增

加了整体训练器的稳定性。

[0017] (4)通过液压杆的伸缩能够根据患者的身高腿长调节下肢固定器，使得患者下肢

固定更加稳固，同时使得患者在使用本实用新型时能够更符合自然行走的状态。

[0018] (5)将上肢支撑板设为双层套板在支撑上肢重量的基础上更好的适应患者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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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使得患者的训练过程更加轻松舒适。

附图说明

[0019]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

部分，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限定。在附图中：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可调节负重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上肢支撑板剖视图；

[0023]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下肢固定器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上肢支撑架结构示意图；

[0025] 1-底座脚支撑，2-底座，3-可调节负重装置，4-侧支撑架，5-下肢固定器，6-上肢支

撑架，7-滑轮组，8-承压梁，9-端部支撑架，301-负重块滑轨，302-负重块支撑杆，303-负重

块，304-调节杆，305-负重块支撑座，306-离地支架，501-大腿固定板，502-大腿绑带，503-

液压杆，504-运动滑块，505-运动滑轨，506-活动连接杆，507-脚踏，508-脚部固定带，509-

加强固定绑带，601-上肢支撑板滑轨，602-把手，603-上肢支撑板，604-限位杆，605-固定

杆，6031-支撑内板，6032-支撑外壳，6033-拉簧。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

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的示意性实施方式及其说明仅用于解释本

实用新型，并不作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

[0027] 实施例1：

[0028] 如图1～5所示，腿部康复训练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2、侧支撑架4、承压梁8、下

肢固定器5和滑轮组7，所述底座2的上表面设有可调节负重装置3，底座2的两个宽边侧面均

设有侧支撑架4，侧支撑架4的一端和底座2固定连接，承压梁8位于底座2的上方，侧支撑架4

的另一端和承压梁8固定连接，滑轮组7设在承压梁8和底座2上并与承压梁8和底座2固定连

接，滑轮组7上设有能够通过滑轮组7吊起下肢固定器5的绳索，绳索的一端固定连接在可调

节负重装置3上，绳索的另一端固定连接在下肢固定器5上，下肢固定器5能够通过滑轮组7

和绳索受到可调节负重装置3的阻力，下肢固定器5包括大腿固定板501，在大腿固定板501

的表面固定连接有大腿绑带502，大腿固定板501下方设有运动滑轨505，运动滑轨505上设

有能够沿着运动滑轨505自由滑动的运动滑块504，绳索固定连接下肢固定器5的一端设在

运动滑块504的上表面，运动滑轨505的一端固定连接在大腿固定板501的下表面，运动滑轨

505的另一端铰接有活动连接杆506，活动连接杆506的下方固定连接有脚踏507，脚踏507上

设置有脚部固定带508，运动滑块504的下表面和脚踏507的上表面之间固定连接有弹力绳。

所述底座2远离下肢固定器5的端部还设有端部支撑架9，端部支撑架9一端和下肢固定器5

的端部固定连接，另一端和承压梁8的端部固定连接，增加了端部支撑架9后训练器的稳定

性得到极大地提高，同时底座2的下表面还设有底座脚支撑1，底座脚支撑1的上端固定连接

在底座2的下表面，有效的提高了训练的安全性。在底座2的下方设置底座脚支撑1，有利于

腾出底座2下方空间，便于对腿部康复训练器的移动，两个侧面的侧支撑架4将承压梁8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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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底座2上方，采用两侧支撑的方式增加了整体训练器的稳定性，通过滑轮组7和安装在滑

轮组7上的绳索连接可调节负重装置3和下肢固定器5，当患者将腿部固定在下肢固定器5上

进行行走时为下肢固定器5增加符合训练计划的负重，促使患者腿部肌肉在抗阻训练中逐

渐恢复，所述滑轮组7为均匀分布在承压梁8和底座2上的若干个滑轮组成，通过滑轮组7的

作用使得腿部受到的阻力更加均匀合理，所述绳索为高强度的编织绳，能够承受远大于常

规训练负重的力，所述下肢固定器5通过大腿固定板501和大腿绑带502固定住患者大腿，通

过运动滑块504连接绳索，由于运动滑轨505和活动连接杆506铰接，患者能够穿着下肢固定

器5的同时在自然状态下行走，通过运动滑块504的下表面和脚踏507的上表面之间固定连

接的弹力绳将运动滑块504的负重传递到整个下肢固定器5上，运动滑块504在运动滑轨505

上通过绳索和弹力绳的共同作用自适应的滑动使得患者的脚在向脚踏507用力时能够受到

更为均匀的阻力，通过脚部固定带508将脚固定在脚踏507上，使得患者更加容易用力。本实

用新型中采用的侧支撑架4、下肢固定器5、可调节负重装置3和滑轮组7等结构为两套左右

对称布置的结构，整体训练器的承压梁8和底座2是连通的，这样保障了在训练时能够完整

模拟正常行走的状态。

[0029] 在此基础上的所述可调节负重装置3包括负重块滑轨301、负重块支撑杆302、负重

块支撑座305和离地支架306，离地支架306固定连接在负重块支撑座305的下方并与底座2

固定连接，负重块滑轨301设置在负重块支撑座305的上方并且垂直固定在负重块支撑座

305的上表面，在负重块滑轨301上以竖直方向叠加的设有若干个能够沿着负重块滑轨301

自由滑动的负重块303，各负重块303的大小相同并且侧面中心处均设有通孔，负重块303的

侧面设有能够沿着负重块303的侧面的通孔贯穿负重块303的调节杆304，最上层负重块303

的上表面中心位置设有由上至下贯通所有负重块303的负重块支撑杆302，负重块支撑杆

302上设有与负重块303通孔位置对应的贯穿孔，所述滑轮组7上的绳索端部固定连接在负

重块支撑杆302上。在负重块支撑座305的下方设置离地支架306使得负重块支撑座305与底

座2之间保持一定的间隙，该间隙能够容纳滑轮组7上的绳索穿过，由于绳索的一端与负重

块支撑杆302的端部固定连接，绳索的运动能带动负重块支撑杆302的运动，由于负重块支

撑杆302上设有与负重块303的通孔位置对应的贯穿孔，在调节杆的限制下，能够调节负重

块支撑杆302带动的负重块303的数量从而调节训练器的阻力大小，在负重块滑轨301的限

制下，负重块303和负重块支撑杆302只能沿着负重块滑轨305的方向滑动，在提供阻力作用

的同时也提高了装置的安全性，以可调节的方式施加阻力，有效的拓宽了腿部康复训练器

的应用范围，适应了更多训练需求的患者。

[0030] 与此同时还包括上肢支撑架6，所述上肢支撑架6的上端固定连接在承压梁8上，上

肢支撑架6的下端悬空。所述上肢支撑架6包括上肢支撑板滑轨601，上肢支撑板滑轨601上

设有水平的并能够沿着上肢支撑板滑轨601自由滑动的上肢支撑板603，上肢支撑板603的

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把手602，上肢支撑板滑轨601的上端面固定连接有与上肢支撑板滑轨

601垂直的固定杆605，固定杆605固定连接在承压梁8上，所述上肢支撑板滑轨601的侧面开

设有由上至下均匀分布的贯通孔，上肢支撑板滑轨601上设有能够通过贯穿不同的贯通孔

而限制上肢支撑板603位置的限位杆604。所述上肢支撑板603包括支撑内板6031和支撑外

壳6032，支撑内板6031套设于支撑外壳6032的内部，支撑内板6031远离上肢支撑板滑轨601

的端部和支撑外壳6032的内表面之间通过拉簧6033固定连接。在上肢支撑架6中，上肢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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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603水平并且大小大于常规患者的手臂宽度，患者手臂能够放置在上肢支撑板603上用

力，这样患者对上肢支撑架6的用力范围增大了许多，在此基础上，上肢支撑板603的表面还

设有把手602，方便患者用上力，上肢支撑板603能够沿着上肢支撑板滑轨601滑动，通过限

位杆604固定上肢支撑板的高度，这样使得上肢支撑架6适应更多患者的身高，有利于扩大

本实用新型的适用人群范围，所述上肢支撑架滑轨601为互相平行的两根，将上肢支撑板

603夹在滑轨的中间，并且通过固定杆605固定连接在承压梁8上，加强了对上肢支撑板603

的固定，使得上肢支撑板603能够承受更多的重量。本实用新型中的上肢支撑架6也是对称

布置的两套，方便患者左右同时用力，更好的支撑自身的重量。

[0031] 并且所述下肢固定器5还包括液压杆503，液压杆503位于大腿固定板501和运动滑

轨505之间，液压杆503的一端固定连接在大腿固定板501的下表面，液压杆503的另一端固

定连接在运动滑轨505的上端面，运动滑轨505的外表面还设有加强固定绑带509。通过液压

杆进一步适应了更多范围患者的体型，通过加强固定绑带进一步加强了本实用新型的安全

性。

[0032] 通过实验测试，本实用新型在肌力训练的抗阻训练中患者恢复到能够在自然状态

下正常行走的速率平均提高了约37.69％，同时在实验测试中并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本实

用新型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有效的在自然行走的状态下完成了腿部康复训练的抗阻训练。

[0033]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

一步详细说明，所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而已，并不用于限

定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

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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