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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上下肢淋巴水肿功能锻炼一体化装置，

它包括支撑体、上下肢锻炼机构，支撑体包括靠

背和底座，上下肢锻炼机构包括转动机构，贯穿

转动机构中部设有旋转轴，旋转轴两端设有踏

板，转动机构与连接旋杆的第一连接部A连接，连

接旋杆的第二连接部B与底座的第一连接部C连

接，底座的第二连接部D与靠背的第一连接部E连

接，连接旋杆通过第一旋转机构与底座连接。本

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肿瘤患者淋巴水肿功能锻

炼消肿工具，以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通过该

装置辅助上下肢抬举、屈曲和伸展运动来帮助患

者有效的消肿。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8页

CN 210495058 U

2020.05.12

CN
 2
10
49
50
58
 U



1.一种上下肢淋巴水肿功能锻炼一体化装置，它包括支撑体、上下肢锻炼机构，其特征

在于：所述支撑体包括靠背（1）和底座（2），上下肢锻炼机构包括转动机构（3），贯穿转动机

构（3）中部设有旋转轴（4），旋转轴（4）两端设有踏板（5），转动机构（3）与连接旋杆（8）的第

一连接部A连接，连接旋杆（8）的第二连接部B与底座（2）的第一连接部C连接，底座（2）的第

二连接部D与靠背的第一连接部E连接，连接旋杆（8）通过第一旋转机构（6）与底座（2）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上下肢淋巴水肿功能锻炼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一旋转机构（6）包括旋转件和限位件，可使连接旋杆（8）绕第一旋转机构（6）转动并在旋

转到指定位置后被限制运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上下肢淋巴水肿功能锻炼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连接旋杆（8）在中部设有弯折部F，转动机构（3）在连接旋杆（8）的第一连接部A上且朝

靠背（1）的方向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上下肢淋巴水肿功能锻炼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连接旋杆（8）的下端套有套筒件（7），限位螺栓（9）穿过套筒件（7）的侧壁并与连接旋杆（8）

下端抵紧接触。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上下肢淋巴水肿功能锻炼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底座（2）通过第二旋转机构（10）与靠背（1）连接，第二旋转机构（10）包括旋转件和限位件，

可使靠背（1）绕第二旋转机构（10）转动并在旋转到指定位置后被限制运动。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4或5所述的一种上下肢淋巴水肿功能锻炼一体化装置，其特征

在于：在底座（2）上侧中部设有水平固定块（11）。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4或5所述的一种上下肢淋巴水肿功能锻炼一体化装置，其特征

在于：在靠背（1）的两侧设有扶手（12）。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4或5所述的一种上下肢淋巴水肿功能锻炼一体化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转动机构（3）为转动轮结构，在转动轮的中部设有穿孔，在穿孔中设有轴承（13），

轴承（13）的外侧与穿孔的内壁固定连接，旋转轴（4）贯穿轴承（13）中心且与轴承（13）中心

内侧固定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上下肢淋巴水肿功能锻炼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在踏

板（5）上设有绑紧带（14）。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4或5或9所述的一种上下肢淋巴水肿功能锻炼一体化装置，其

特征在于：在靠背（1）远离底座（2）的一侧设有头枕（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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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上下肢淋巴水肿功能锻炼一体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肿瘤患者治疗康复器械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肿瘤患者淋巴水

肿使用压力绷带后功能锻炼消肿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恶性肿瘤根治术后可能造成淋巴回流功能受阻，大量淋巴液积聚细胞间组织间

隙，从而导致下肢淋巴水肿，是乳腺和盆腔恶性肿瘤根治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淋巴水

肿是一种慢性高致残类病，尚无法根治，但是可进行有效的治疗。目前循证医学推荐的淋巴

水肿综合消肿治疗（简称CDT）是治疗淋巴水肿的金标准，其中功能锻炼是CDT重要环节。然

而在实际临床治疗过程中，患者进行功能锻炼环节在家中自行进行，一方面患者院外自我

功能锻炼依从性差，另一方面患者缺乏淋巴水肿治疗师专业指导，导致功能锻炼未完成未

坚持，从而达不到综合消肿效果。

[0003] 申请公布号为CN107789161A，申请号为201711258388.5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新

型骨科用下肢康复椅，它包括底板、座椅机构、康复机构和行走轮，底板上表面左右两侧分

别固定座椅机构和康复机构，座椅机构包括座板、柔性靠背、支撑腿和扶手，座板与柔性靠

背连接，座板下表面设有多条支撑腿，座板中间连接有扶手，康复机构包括固定架、康复轮、

连接杆和脚蹬，固定架固定于底板上，康复轮通过旋转轴设于固定架上，康复轮通过连接杆

与脚蹬连接，底板下表面设有多个带有自锁机构的行走轮，本发明结构简单，使用方便，设

有座椅和康复机构，可自由切换锻炼和休息的时间，同时康复机构设有主被动模式以及锻

炼强度可自由调整，可根据康复情况自由调整锻炼强度，提高了康复的效果。

[0004] 该类产品仅适用于肌骨的再生长恢复，不适用于淋巴水肿的消肿治疗。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肿瘤患者淋巴水肿功能锻炼消肿工具，以提高患者治疗的

依从性，通过该装置辅助上下肢抬举、屈曲和伸展运动来帮助患者有效的消肿。

[0006]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上下肢淋巴水肿功能锻炼一体化装置，它包括支撑体、上下肢锻炼机构，支撑

体包括靠背和底座，上下肢锻炼机构包括转动机构，贯穿转动机构中部设有旋转轴，旋转轴

两端设有踏板，转动机构与连接旋杆的第一连接部A连接，连接旋杆的第二连接部B与底座

的第一连接部C连接，底座的第二连接部D与靠背的第一连接部E连接，连接旋杆通过第一旋

转机构与底座连接。

[0008] 上述第一旋转机构包括旋转件和限位件，可使连接旋杆绕第一旋转机构转动并在

旋转到指定位置后被限制运动。

[0009] 上述连接旋杆在中部设有弯折部F，转动机构在连接旋杆的第一连接部A上且朝靠

背的方向设置。

[0010] 上述连接旋杆的下端套有套筒件，限位螺栓穿过套筒件的侧壁并与连接旋杆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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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紧接触。

[0011] 上述底座通过第二旋转机构与靠背连接，第二旋转机构包括旋转件和限位件，可

使靠背绕第二旋转机构转动并在旋转到指定位置后被限制运动。

[0012] 在底座上侧中部设有水平固定块。

[0013] 在靠背的两侧设有扶手

[0014] 上述转动机构为转动轮结构，在转动轮的中部设有穿孔，在穿孔中设有轴承，轴承

的外侧与穿孔的内壁固定连接，旋转轴贯穿轴承中心且与轴承中心内侧固定连接。

[0015] 在踏板上设有绑紧带。

[0016] 在靠背远离底座的一侧设有头枕。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8] 1、借助装置辅助上下肢淋巴水肿患者完成功能锻炼，操作简单；

[0019] 2、同时具备上肢和下肢主被动功能锻炼；上肢和下肢反复抬举运动，促进末梢淋

巴液回流；

[0020] 3、上下肢主被动功能锻炼可由患者靠自己施力主动完成锻炼，适合上下肢恢复性

锻炼。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图1的侧视图；

[0023]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转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实用新型增加绑紧带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实用新型调整为卧式时的示意图；

[0026] 图6和图7为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的效果图;

[0027] 图8为本实用新型中第一旋转机构、第二旋转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如图1至图7所示，一种上下肢淋巴水肿功能锻炼一体化装置，它包括支撑体、上下

肢锻炼机构，支撑体包括靠背1和底座2，上下肢锻炼机构包括转动机构3，贯穿转动机构3中

部设有旋转轴4，旋转轴4两端设有踏板5，转动机构3与连接旋杆8的第一连接部A连接，连接

旋杆8的第二连接部B与底座2的第一连接部C连接，底座2的第二连接部D与靠背的第一连接

部E连接，连接旋杆8通过第一旋转机构6与底座2连接。

[0029] 采用该结构，使用者躺在支撑体上，通过脚踏踏板5或手抓住踏板5，先做较轻的活

动，逐渐增加活动量，循序渐进，能很好的实现消肿后肌力的恢复，此装置操作简单，病人可

完全自行操作进行消肿功能锻炼。

[0030] 进一步的，第一旋转机构6包括旋转件和限位件，可使连接旋杆8绕第一旋转机构6

转动并在旋转到指定位置后被限制运动，在这种结构下，如果要锻炼上肢，消除上肢的水肿

以及实现上肢消肿后肌力的恢复，则可以通过调节第一旋转机构6使转动机构3朝接近靠背

的方向运动。

[0031] 连接旋杆8在中部设有弯折部F，转动机构3在连接旋杆8的第一连接部A上且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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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1的方向设置，这样能使本装置更符合人体工程学，能非常好的满足使用者上肢和下肢的

锻炼。

[0032] 其中，在患者用本实用新型锻炼下肢时，其使用效果图如图4至图6所示。在患者使

用本实用新型锻炼上肢时，其使用效果图如图7所示。

[0033] 进一步的，连接旋杆8的下端套有套筒件7，限位螺栓9穿过套筒件7的侧壁并与连

接旋杆8下端抵紧接触，这样能调整连接旋杆8下端的长度，在配合第一旋转机构6进行调整

后，能在较少、较简单的调整的情况下很好的满足使用者上下肢的锻炼。

[0034] 底座2通过第二旋转机构10与靠背1连接，第二旋转机构10包括旋转件和限位件，

可使靠背1绕第二旋转机构10转动并在旋转到指定位置后被限制运动，这样能实现使用者

坐式和卧式这两种锻炼姿态的调整。

[0035] 其中，第一旋转机构6、第二旋转机构10均为手动旋转按钮，连接旋杆8可在0-90度

之间旋转，通过第一旋转机构6可手动调节连接旋杆8转到指定位置后被限制运动；

[0036] 靠背1可在0-90度之间旋转，通过第二旋转机构10可手动调节靠背1转到指定位置

后被限制运动；

[0037] 在底座2上侧中部设有水平固定块11，使用者在大腿夹住水平固定块11后，能防止

使用者在锻炼的时候身体移动，增加了本装置在使用时的稳定性。

[0038] 优选的，在靠背1的两侧设有扶手12，便于使用者的扶持。

[0039] 如图3所示，关于转动机构3的具体结构：转动机构3为转动轮结构，在转动轮的中

部设有穿孔，在穿孔中设有轴承13，轴承13的外侧与穿孔的内壁固定连接，旋转轴4贯穿轴

承13中心且与轴承13中心内侧固定连接。

[0040] 如图4所示，在踏板5上设有绑紧带14，这样在使用者进行下肢锻炼时，能更好的将

使用者足部与踏板5绑定，增强使用时的稳定性。

[0041] 优选的在靠背1远离底座2的一侧设有头枕15。

[0042] 本实用新型产品的临床适用范围如下：

[0043] 1）乳腺癌根治术后的上肢淋巴水肿

[0044] 2）子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根治术后下肢淋巴水肿；

[0045] 3）前列腺癌、直肠癌、膀胱癌根治术和放射治疗后下肢淋巴水肿。淋巴水肿接受

CDT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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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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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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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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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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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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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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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8/8 页

13

CN 210495058 U

13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