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918892.8

(22)申请日 2019.11.07

(73)专利权人 万彬

地址 256600 山东省滨州市黄河七路515号

滨州市人民医院儿科

(72)发明人 万彬　

(51)Int.Cl.

A61H 3/04(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儿科下肢康复用助行装置

(57)摘要

一种儿科下肢康复用助行装置，包括框架、

腰部扣带组件、转动臂托组件和胸部扣带组件。

框架包括U型底管、U型顶管、支柱和万向轮支撑

座。U型底管下面设有万向轮支撑座。万向轮支撑

座内设有万向轮，万向轮和万向轮支撑座之间设

有弹簧。腰部扣带组件设于U型顶管下方。腰部扣

带组件包括腰部扣带和腿扣带。U型顶管两侧上

方设有∩型结构扶手。扶手水平部设有转动臂托

组件。U型顶管后端设置有背靠板，背靠板前方设

置有胸部扣带组件。本实用新型可以有效防止儿

童在行走康复过程中因为腿部或脚部发力不足

导致的助行器的侧翻，大大提高儿童下肢康复锻

炼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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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儿科下肢康复用助行装置，包括框架、腰部扣带组件、转动臂托组件和胸部扣带

组件；

所述框架包括U型底管、U型顶管、支柱和万向轮支撑座，所述U型底管的直径比U型顶管

的直径大；其特征在于：

所述U型底管下面设置有万向轮支撑座，所述万向轮支撑座内可转动且可上下移动的

设置有万向轮，所述万向轮和万向轮支撑座之间设置有弹簧；

所述U型顶管的两侧分别设置有挂环，所述腰部扣带组件通过挂带挂在挂环上；

所述腰部扣带组件包括腰部扣带和腿扣带，所述腿扣带设置在腰部扣带的下方；

所述U型顶管的两侧上方设置有扶手，所述扶手为∩型结构；

所述扶手水平部设有臂托支架，所述臂托支架包括长套管和两个平行设置的U型支架，

所述两个平行设置的U型支架分别设于长套管两端；

所述长套管上可转动的设置有转动臂托组件，所述转动臂托组件包括臂托和把手；

所述U型顶管后端设置有背靠板，所述背靠板前方设置有胸部扣带组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科下肢康复用助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臂托两端设有短

套管，所述两短套管分别可转动的设置在长套管两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科下肢康复用助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U型底管的下方

设置有若干橡胶底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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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儿科下肢康复用助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儿科下肢康复用助行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如今环境质量越来越差，孩子的成长受到威胁，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儿童因疾病

或意外事故导致下肢运动神经受损造成的肌肉无力、肌肉萎缩、肌束震颤及肌张力增高、腱

反射亢进、走路发僵、拖步、易跌倒和手指活动不灵活等，其中有很多下部肢体需要步行训

练，目前步行训练使用的是助行装置，可是，现有的助行装置结构简单功能单一，步行训练

对脑瘫患者建立自信心及参与各种活动十分重要。然而现有儿童康复助行仪器常常需要成

人在一旁时刻盯着，而且时常会因为儿童脚下发力不足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失衡而发生侧

翻或导致儿童摔倒，进而导致儿童再次受伤，不利于儿童的康复，并且多次跌倒会对儿童产

生心理影响，进而影响儿童的康复进度。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旨在提供一种儿科下肢康复用助行

装置。

[0004] 本实用新型采取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儿科下肢康复用助行装置，包括框架、腰部扣带组件、转动臂托组件和胸部扣

带组件。

[0006] 所述框架包括U型底管、U型顶管、支柱和万向轮支撑座。所述U型底管的直径比U型

顶管的直径大。

[0007] 所述U型底管下面设置有万向轮支撑座。所述万向轮支撑座内可转动且可上下移

动的设置有万向轮，所述万向轮和万向轮支撑座之间设置有弹簧。

[0008] 所述U型顶管的两侧分别设置有挂环。所述腰部扣带组件通过挂带挂在挂环上。

[0009] 所述腰部扣带组件包括腰部扣带和腿扣带，所述腿扣带设置在腰部扣带的下方。

[0010] 所述U型顶管的两侧上方设置有扶手，所述扶手为∩型结构。

[0011] 所述扶手水平部设有臂托支架，所述臂托支架包括长套管和两个平行设置的U型

支架。所述两个平行设置的U型支架分别设于长套管两端。

[0012] 所述长套管上可转动的设置有转动臂托组件，所述转动臂托组件包括臂托和把

手。

[0013] 所述U型顶管后端设置有背靠板，所述背靠板前方设置有胸部扣带组件。

[0014] 进一步的，所述臂托两端设有短套管。所述两短套管分别可转动的设置在长套管

两端。

[0015] 进一步的，所述U型底管的下方设置有若干橡胶底垫。

[0016] 进一步的，所述U型顶管的前端设置有玩具放置台，所述玩具放置台的下方设置有

玩具储存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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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8] 1)通过在U型底管的下方设置有若干橡胶底垫，可以防止儿童在行走康复过程中

因为腿部或脚部发力不足导致的助行器侧翻。

[0019] 2)在康复锻炼时，儿童可以把手臂放到臂托上协助支撑身体，减小身体对下肢的

压力。

[0020] 3)通过腰部扣带组件和胸部扣带组件防止儿童摔倒或跌落到地面上，大大提高儿

童下肢康复锻炼的安全性，节省了人力物力，提高工作效率，适于广泛推广。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臂托转动脱离扶手状态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框架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转动臂托组件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臂托支架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为腰部扣带组件结构示意图。

[0027] 附图标记：1-框架，2-腰部扣带组件，3-转动臂托组件，4-  胸部扣带组件，5-U型底

管，6-U型顶管，7-支柱，8-万向轮支撑座，9-背靠板，10-万向轮，11-腰部扣带，12-腿扣带，

13-  扶手，14-臂托支架，15-臂托，16-把手，17-橡胶底垫，18-短套管，19-长套管，20-U型支

架，21-玩具放置台，22-玩具储存箱，23-挂环,24-挂带。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便于理解，下面结合附图，通过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具体

描述：

[0029] 如图1-图6所示，一种儿科下肢康复用助行装置，包括框架1、腰部扣带组件2、转动

臂托组件3和胸部扣带组件4。

[0030] 框架1包括U型底管5、U型顶管6、支柱7和万向轮支撑座8。U型底管5的下方设置有

若干橡胶底垫17。

[0031] U型底管5由直径六十毫米、厚度三毫米的圆管制成；U型顶管6由直径三十毫米、厚

度两毫米的圆管制成。

[0032] 大管径大厚度的U型底管5增加了框架底部的重量，增强整个框架的稳定性，有效

的防止侧翻。

[0033] U型底管5的下面设置有万向轮支撑座8。万向轮支撑座8  内可转动且可上下移动

的设置有万向轮10，万向轮10和万向轮支撑座8之间设置有弹簧。

[0034] 自然状态下，万向轮10在弹簧弹力的作用下向下伸出万向轮支撑座8，万向轮10比

橡胶底垫17的底面要低，儿童可以推动框架1进行行走康复锻炼。

[0035] U型顶管6的两侧分别设置有两个挂环23。腰部扣带组件2  通过挂带24挂在四个挂

环23上。

[0036] 腰部扣带组件2包括腰部扣带11和腿扣带12，腿扣带12 的数量为两个，设置在腰

部扣带11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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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U型顶管6的两侧上方设置有扶手13，扶手13为∩型结构。

[0038] 扶手13的水平部设置有臂托支架14，臂托支架14包括长套管19和两个平行设置的

U型支架20。两个平行设置的U型支架20分别设于长套管19的两端。

[0039] 长套管19上可转动的设置有转动臂托组件3，转动臂托组件3包括臂托15、把手16

和两个短套管18。两个短套管18分别设于臂托15的两端。

[0040] 短套管18可转动的设置在长套管19上。从而使转动臂托组件3可转动的设置在扶

手13上。

[0041] U型顶管6后端设置有背靠板9，背靠板9前方设置有胸部扣带组件4，胸部扣带组件

4可以扣在儿童的胸部。

[0042] U型顶管6的前端设置有玩具放置台21，玩具放置台21的下方设置有玩具储存箱

22。

[0043] 在自然状态下，万向轮10下部在弹簧弹力的作用下处于伸出万向轮支撑座8，儿童

可以推动框架1进行行走康复锻炼。当儿童进行下肢行走康复训练时，将儿童抱着放到框架

1里，将腰部扣带11扣在儿童的腰部，将腿扣带12扣在儿童的两个大腿根部，将胸部扣带组

件4扣在儿童的胸部。儿童可以用手扶着扶手  13进行行走的康复训练，可以转动转动臂托

组件3，使臂托15  压在扶手13上，儿童把手臂放到臂托15上，用手握紧把手16  进行行走的

康复锻炼，通过臂托和手臂协助支撑身体，减小身体对下肢的压力，逐步恢复锻炼。

[0044] 当儿童身体失衡侧倾或下降时，儿童的身体通过腰部扣带组件2和胸部扣带11带

动框架1向下移动，万向轮支撑座8内的弹簧受到压缩上移，橡胶底垫17底面着地，从而由橡

胶底垫17  支撑整个框架，阻止框架继续移动。

[0045] 当儿童脚下发力不足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失衡身体侧倾或下降时，腰部扣带组件

2和胸部扣带组件4拉住儿童的腰部和胸部，防止儿童身体侧翻或继续下降跌落到地面上造

成伤害。

[0046] 上述实施例只是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举例说明或解释，而不应理解为对本实

用新型技术方案的限制，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对本实用新型进行各种修改和变型而

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倘若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及其等同

技术的范围之内，则本实用新型也包含这些修改和变型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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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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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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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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