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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偏

瘫病人水平康复运动辅助工具，包括底座、控制

装置、升降装置、平移装置、伸缩装置、转向装置、

转动装置、张合装置、距离传感器和两摆体装置，

底座上固设控制装置和升降装置的固定端，升降

装置的活动端固连平移装置的固定端，平移装置

的活动端固连伸缩装置的固定端，伸缩装置的活

动端固连转向装置的固定端，转向装置的活动端

固连转动装置的固定端，转动装置的活动端固连

张合装置的固定端，距离传感器固设在张合装置

上，摆体装置包括连接杆和扶板，扶板与连接杆

的转动连接，两连接杆分别与张合装置固连；本

发明能够模拟医护人员的动作，帮助患者进行摆

动平衡训练，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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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偏瘫病人水平康复运动辅助工具，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控制装置、升降装置、

平移装置、伸缩装置、转向装置、转动装置、张合装置、距离传感器和两摆体装置；

所述底座下端面水平放置、上端面固设控制装置和升降装置的固定端，所述控制器上

端设置有参数输入操作面板，所述升降装置活动端的活动方向沿竖直直线方向，所述升降

装置的活动端固连所述平移装置的固定端，所述平移装置活动端的活动方向沿水平直线方

向，所述平移装置的活动端固连所述伸缩装置的固定端，所述伸缩装置活动端的活动方向

既垂直所述升降装置活动端的活动方向，也垂直所述平移装置活动端的活动方向，所述伸

缩装置的活动端固连所述转向装置的固定端，所述转向装置活动端沿水平圆周方向转动，

所述转向装置的活动端固连所述转动装置的固定端，所述转动装置活动端的沿竖直圆周方

向转动，所述转动装置的活动端固连所述张合装置的固定端，所述张合装置包括两活动端，

所述张合装置的两活动端沿与转动装置活动端转动轴线垂直相交的直线活动，所述距离传

感器固设在所述张合装置的固定端，所述距离传感器的测量端背向所述转动装置，所述距

离传感器的测量方向与所述张合装置的两活动端活动方向垂直，所述摆体装置包括连接杆

和扶板，所述扶板与所述连接杆的一端转动连接，所述扶板位于其转动轴线下端部分的质

量大于所述扶板位于其转动轴线上端部分的质量，两摆体装置的连接杆背向各自扶板的一

端分别与所述张合装置的两活动端固连，两所述摆体装置扶板的转动轴线均与所述转动装

置活动端的转动轴线平行，两所述摆体装置扶板的长度方向均与所述转动装置活动端的转

动轴线平行；所述控制装置分别与所述升降装置、平移装置、伸缩装置、转向装置、转动装

置、张合装置、距离传感器控制电路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偏瘫病人水平康复运动辅助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

装置和所述伸缩装置均为电动推杆；所述平移装置为电动滑台；所述转向装置为减速步进

电机；所述转动装置为伺服电机；所述张合装置包括两电动推杆，该两电动推杆的固定端相

固连，该固连端为所述张合装置的固定端；所述距离传感器为TOF距离传感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偏瘫病人水平康复运动辅助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

器为windows系统的计算机或可进行编程的单片机，所述操作面板为触控面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偏瘫病人水平康复运动辅助工具，其特征在于：两所述扶

板相对的一面覆盖有软垫。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偏瘫病人水平康复运动辅助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

装置上安装有喇叭。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偏瘫病人水平康复运动辅助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

包括两支撑杆和支撑板，两所述支撑杆长度方向水平正对设置，两所述支撑杆长度方向平

行，所述支撑板两端分别与两支撑杆垂直固连，且固连处分别位于两所述支撑杆中部至端

部之间；所述升降杆的固定端与所述支撑板的中部固连；所述伸缩装置活动端的活动方向

与所述支撑杆的长度方向平行，所述转向装置、转动装置、张合装置、距离传感器和两摆体

装置均位于对应所述支撑杆较长的一侧。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偏瘫病人水平康复运动辅助工具，其特征在于：还包若干

车轮和刹车装置，若干所述车轮安装在所述底板两侧，所述刹车装置安装在所述车轮内。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偏瘫病人水平康复运动辅助工具，其特征在于：还包蓄电

池，所述蓄电池安装在所述底座上，所述蓄电池分别连接所述控制装置、升降装置、平移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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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伸缩装置、转向装置、转动装置、张合装置和距离传感器。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偏瘫病人水平康复运动辅助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

背向所述转向装置一端设置有推手，所述推手的长度方向从所述底板处背向所述转向装置

倾斜向上。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偏瘫病人水平康复运动辅助工具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1)位置定位：预设对应所述升降装置活动端升降方向的坐标为Y坐标，对应所述平移

装置活动端平移方向的坐标为X坐标，对应所述伸缩装置活动端伸缩方向的坐标为Z坐标，

所述控制装置采集患者胸部宽度、腰部宽度、胸部厚度、腹部厚度、胸部中点Y坐标坐标值、

胸部中点X坐标坐标值、腹部中点Y坐标坐标值和腹部中点X坐标坐标值的数据，根据胸部中

点Y坐标坐标值、胸部中点X坐标坐标值、腹部中点Y坐标坐标值和腹部中点X坐标坐标值计

算出胸腹中点Y坐标坐标值和胸部中点X坐标坐标值；通过所述升降装置、所述平移装置和

所述转向装置带动所述距离传感器移至患者胸腹中点位置前方，根据胸部宽度、腰部宽度、

胸部厚度、腹部厚度，计算出胸腹中部左右两侧X坐标坐标值位置坐标，通过所述伸缩装置、

所述转动装置和所述张合装置带动两扶板分别处于胸腹中部的左右两侧；

(2)右摆一次：所述控制装置根据胸部宽度、腰部宽度、胸部厚度、腹部厚度、胸部中点Y

坐标坐标值、胸部中点X坐标坐标值、腹部中点Y坐标坐标值和腹部中点X坐标坐标值的数

据，计算出胸部宽度方向两侧的Y坐标坐标值、胸部宽度方向两侧的X坐标坐标值、腰部宽度

方向两侧的Y坐标坐标值和腰部宽度方向两侧的X坐标坐标值；通过所述转动装置和所述张

合装置带动两扶板分别贴合患者的胸部右侧和腰部左侧，所述平移装置带动所述张合装置

8向右移动距离S；

(3)左摆一次：通过所述转动装置和所述张合装置带动两扶板分别贴合胸部左侧和腰

部右侧，所述平移装置带动所述张合装置8向左移动距离2S；

(4)右摆一次：通过所述转动装置和所述张合装置带动两扶板分别贴合胸部右侧和腰

部左侧，所述平移装置带动所述张合装置8向右移动距离2S；

(5)左右重复：重复步骤(3)和(4)至设定摆动次数；

(6)左右回位：通过所述转动装置和所述张合装置带动两扶板分别贴合胸部左侧和腰

部右侧，所述平移装置带动所述张合装置8向左移动距离S；

(7)转向与定位：所述升降装置保持静止，通过所述平移装置、所述伸缩装置和所述转

向装置带动所述距离传感器移至患者左侧或右侧，并使所述距离传感器测量方向平行X坐

标轴方向；所述控制装置通过所述伸缩装置和所述距离传感器采集患者胸腹中部厚度方向

两侧的Z坐标坐标值，并计算出该两侧位置中点的Z坐标坐标值和Y坐标值，通过所述伸缩装

置带动所述距离传感器移至该中点位置坐标左侧方或右侧方，通过所述平移装置、所述距

离传感器和所述张合装置带动两扶板分别处于胸腹中部的前后两侧；

(8)前摆一次：所述控制装置根据胸部宽度、腰部宽度、胸部厚度、腹部厚度、胸部中点Y

坐标坐标值、胸部中点X坐标坐标值、腹部中点Y坐标坐标值、腹部中点X坐标坐标值、胸腹中

部前后方向两侧中点X坐标坐标值和胸腹中部前后方向两侧中点Y坐标坐标值，计算出胸部

厚度方向两侧的X坐标坐标值、胸部厚度方向两侧的Y坐标坐标值、腹部厚度方向两侧的X坐

标坐标值和腹部厚度方向两侧的Y坐标坐标值；通过所述转动装置和所述张合装置带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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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板分别贴合胸部和背部，所述伸缩装置带动所述张合装置向前移动距离M；

(9)后摆一次：通过所述转动装置和所述张合装置带动两扶板分别贴合背部和腹部，所

述伸缩装置带动所述张合装置向后移动距离2M；

(10)前摆一次：通过所述转动装置和所述张合装置带动两扶板分别贴合胸部和背部，

所述伸缩装置带动所述张合装置向前移动距离2M；

(11)前后重复：重复步骤步骤(9)和(10)至设定摆动次数；

(12)前后回位：通过所述转动装置和所述张合装置带动两扶板分别贴合背部和腹部，

所述伸缩装置带动所述张合装置向后移动距离M；

(13)重复：重复步骤(1)至(12)至设定的训练重复次数；

(14)分离：所述张合装置带动两扶板与患者分离，所述平移装置的活动端移动至最左

端，所述伸缩装置缩至最短，所述平移装置活动端再移动至其行程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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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偏瘫病人水平康复运动辅助工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偏瘫病人水平康复运动辅助工具。

【背景技术】

[0002] 偏瘫是指同一侧上下肢、面肌和舌肌下部的运动障碍，是急性脑血管病的常见症

状。轻度偏瘫病人虽然尚能活动，但走起路来，往往上肢屈曲，下肢伸直。严重者常卧床不

起，丧失生活能力。按照偏瘫的程度，可分为轻瘫、不完全性瘫痪和全瘫。轻瘫：表现为肌力

减弱，肌力在4～5级，一般不影响日常生活，不完全性瘫较轻瘫重，范围较大，肌力2～4级，

全瘫：肌力0～1级，瘫痪肢体完全不能活动。

[0003] 对于偏瘫患者，需要进行康复训练治疗，坐姿位摆动平衡训练和站姿位摆动平衡

训练是偏瘫康复训练中常用的训练方式；其中坐姿位摆动平衡训练包括坐姿位左右摆动平

衡训练和坐姿位前后摆动平衡训练，坐姿位左右摆动平衡训练的操作方法通常为：让患者

取坐位，头部保持正直，护士右手扶持在患者胸部左侧，左手扶持在患者腹部右侧，患者在

护士扶持下身体向左侧摆动一定距离，护士再将右手扶持在患者腹部左侧，左手扶持在患

者胸部右侧，患者在护士扶持下身体向右侧摆动一定距离，如此反复；坐姿位前后摆动平衡

训练的操作方法通常为：让患者取坐位，头部保持正直，护士右手扶持在患者背部，左手扶

持在患者腹部前侧，患者在护士扶持下身体向后摆动一定距离，护士再将右手扶持在患者

背部，左手扶持在患者胸部前侧，患者在护士扶持下身体向前侧摆动一定距离，如此反复；

站姿位摆动平衡训练与坐姿位摆动平衡训练的区别只在于患者处于站姿位，站姿位摆动平

衡训练其他操作方法及步骤与坐姿位摆动平衡训练相同。

[0004] 目前对偏瘫患者进行坐姿位摆动平衡训练和站姿位摆动平衡训练时，都需要护士

一对一全程帮助，需要花费护士的大量工作时间，消耗护士的大量精力；现有的一些辅助设

备，比如申请公布号为CN  110946739  A的中国发明一种神经偏瘫康复日常锻炼辅助装置、

申请号为CN201820441548.3的中国实用新型偏瘫病人康复训练装置，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辅

助患者进行康复训练，但目前还没有能够模拟医护人员的动作，帮助患者进行坐姿位摆动

平衡训练和站姿位摆动平衡训练的装置。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偏瘫病人水平康复运动辅助工

具，模拟医护人员的动作，帮助患者进行坐姿位摆动平衡训练和站姿位摆动平衡训练，减轻

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偏瘫病人水平康复运动辅助工具，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控制装置、升降装

置、平移装置、伸缩装置、转向装置、转动装置、张合装置、距离传感器和两摆体装置；

[0008] 底座下端面水平放置、上端面固设控制装置和升降装置的固定端，控制器上端设

置有参数输入操作面板，升降装置活动端的活动方向沿竖直直线方向，升降装置的活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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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连平移装置的固定端，平移装置活动端的活动方向沿水平直线方向，平移装置的活动端

固连伸缩装置的固定端，伸缩装置活动端的活动方向既垂直升降装置活动端的活动方向，

也垂直平移装置活动端的活动方向，伸缩装置的活动端固连转向装置的固定端，转向装置

活动端沿水平圆周方向转动，转向装置的活动端固连转动装置的固定端，转动装置活动端

的沿竖直圆周方向转动，转动装置的活动端固连张合装置的固定端，张合装置包括两活动

端，张合装置的两活动端沿与转动装置活动端转动轴线垂直相交的直线活动，距离传感器

固设在张合装置的固定端，距离传感器的测量端背向转动装置，距离传感器的测量方向与

张合装置的两活动端活动方向垂直，摆体装置包括连接杆和扶板，扶板与连接杆的一端转

动连接，扶板位于其转动轴线下端部分的质量大于扶板位于其转动轴线上端部分的质量，

两摆体装置的连接杆背向各自扶板的一端分别与张合装置的两活动端固连，两摆体装置扶

板的转动轴线均与转动装置活动端的转动轴线平行，两摆体装置扶板的长度方向均与转动

装置活动端的转动轴线平行；控制装置分别与升降装置、平移装置、伸缩装置、转向装置、转

动装置、张合装置、距离传感器控制电路连接。

[0009] 优选地，升降装置和伸缩装置均为电动推杆；平移装置为电动滑台；转向装置为减

速步进电机；转动装置为伺服电机；张合装置包括两电动推杆，该两电动推杆的固定端相固

连，该固连端为张合装置的固定端；距离传感器为TOF距离传感器；进一步优选地，控制器为

windows系统的计算机或可进行编程的单片机，操作面板为触控面板。

[0010] 优选地，两扶板相对的一面覆盖有软垫。

[0011] 优选地，控制装置上安装有喇叭。

[0012] 优选地，底座包括两支撑杆和支撑板，两支撑杆长度方向水平正对设置，两支撑杆

长度方向平行，支撑板两端分别与两支撑杆垂直固连，且固连处分别位于两支撑杆中部至

端部之间；升降杆的固定端与支撑板的中部固连；伸缩装置活动端的活动方向与支撑杆的

长度方向平行，转向装置、转动装置、张合装置、距离传感器和两摆体装置均位于对应支撑

杆较长的一侧。

[0013] 优选地，还包若干车轮和刹车装置，若干车轮安装在底板两侧，刹车装置安装在车

轮内；进一步优选地，若干车轮为两履带轮，履带轮的长度方向与伸缩杆活动端的活动方向

平行，刹车装置为电动刹车装置，刹车装置与控制装置控制电路连接；再进一步优选地，还

包蓄电池，蓄电池安装在底座上，蓄电池分别连接控制装置、升降装置、平移装置、伸缩装

置、转向装置、转动装置、张合装置和距离传感器；更进一步优选地，底板背向转向装置一端

设置有推手，推手的长度方向从底板处背向转向装置倾斜向上。

[0014] 一种偏瘫病人水平康复运动辅助工具的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5] (1)位置定位：预设对应升降装置活动端升降方向的坐标为Y坐标，对应平移装置

活动端平移方向的坐标为X坐标，对应伸缩装置活动端伸缩方向的坐标为Z坐标，控制装置

采集患者胸部宽度、腰部宽度、胸部厚度、腹部厚度、胸部中点Y坐标坐标值、胸部中点X坐标

坐标值、腹部中点Y坐标坐标值和腹部中点X坐标坐标值的数据，根据胸部中点Y坐标坐标

值、胸部中点X坐标坐标值、腹部中点Y坐标坐标值和腹部中点X坐标坐标值计算出胸腹中点

Y坐标坐标值和胸部中点X坐标坐标值；通过升降装置、平移装置和转向装置带动距离传感

器移至患者胸腹中点位置前方，根据胸部宽度、腰部宽度、胸部厚度、腹部厚度，计算出胸腹

中部左右两侧X坐标坐标值位置坐标，通过伸缩装置、转动装置和张合装置带动两扶板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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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胸腹中部的左右两侧；

[0016] (2)右摆一次：控制装置根据胸部宽度、腰部宽度、胸部厚度、腹部厚度、胸部中点Y

坐标坐标值、胸部中点X坐标坐标值、腹部中点Y坐标坐标值和腹部中点X坐标坐标值的数

据，计算出胸部宽度方向两侧的Y坐标坐标值、胸部宽度方向两侧的X坐标坐标值、腰部宽度

方向两侧的Y坐标坐标值和腰部宽度方向两侧的X坐标坐标值；通过转动装置和张合装置带

动两扶板分别贴合患者的胸部右侧和腰部左侧，平移装置带动张合装置8向右移动距离S；

[0017] (3)左摆一次：通过转动装置和张合装置带动两扶板分别贴合胸部左侧和腰部右

侧，平移装置带动张合装置8向左移动距离2S；

[0018] (4)右摆一次：通过转动装置和张合装置带动两扶板分别贴合胸部右侧和腰部左

侧，平移装置带动张合装置8向右移动距离2S；

[0019] (5)左右重复：重复步骤(3)和(4)至设定摆动次数；

[0020] (6)左右回位：通过转动装置和张合装置带动两扶板分别贴合胸部左侧和腰部右

侧，平移装置带动张合装置8向左移动距离S；

[0021] (7)转向与定位：升降装置保持静止，通过平移装置、伸缩装置和转向装置带动距

离传感器移至患者左侧或右侧，并使距离传感器测量方向平行X坐标轴方向；控制装置通过

伸缩装置和距离传感器采集患者胸腹中部厚度方向两侧的Z坐标坐标值，并计算出该两侧

位置中点的Z坐标坐标值和Y坐标值，通过伸缩装置带动距离传感器移至该中点位置坐标左

侧方或右侧方，通过平移装置、距离传感器和张合装置带动两扶板分别处于胸腹中部的前

后两侧；

[0022] (8)前摆一次：控制装置根据胸部宽度、腰部宽度、胸部厚度、腹部厚度、胸部中点Y

坐标坐标值、胸部中点X坐标坐标值、腹部中点Y坐标坐标值、腹部中点X坐标坐标值、胸腹中

部前后方向两侧中点X坐标坐标值和胸腹中部前后方向两侧中点Y坐标坐标值，计算出胸部

厚度方向两侧的X坐标坐标值、胸部厚度方向两侧的Y坐标坐标值、腹部厚度方向两侧的X坐

标坐标值和腹部厚度方向两侧的Y坐标坐标值；通过转动装置和张合装置带动两扶板分别

贴合胸部和背部，伸缩装置带动张合装置向前移动距离M；

[0023] (9)后摆一次：通过转动装置和张合装置带动两扶板分别贴合背部和腹部，伸缩装

置带动张合装置向后移动距离2M；

[0024] (10)前摆一次：通过转动装置和张合装置带动两扶板分别贴合胸部和背部，伸缩

装置带动张合装置向前移动距离2M；

[0025] (11)前后重复：重复步骤步骤(9)和(10)至设定摆动次数；

[0026] (12)前后回位：通过转动装置和张合装置带动两扶板分别贴合背部和腹部，伸缩

装置带动张合装置向后移动距离M；

[0027] (13)重复：重复步骤(1)至(12)至设定的训练重复次数；

[0028] (14)分离：张合装置带动两扶板与患者分离，平移装置的活动端移动至最左端，伸

缩装置缩至最短，平移装置活动端再移动至其行程中部。

[0029] 综上，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0] 本发明能够通过在控制装置操作面板上输入的数据以及距离传感器测量到的数

据，计算出患者胸部及腹部前后左右的位置，以控制扶板模拟医护人员的双手准确放置在

患者对应的部位上，通过平移装置、伸缩装置和开合装置的运动配合帮助患者完成坐姿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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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动平衡训练和站姿位摆动平衡训练，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根据患者的病情严重程

度，本发明可以适当调节左右摆动平衡训练次数、左右摆动平衡训练速度、前后摆动平衡训

练次数、前后摆动平衡训练速度和训练重复次数，能够适合多种病情的患者使用；本发明在

帮助患者进行康复训练的过程中，能够通过距离传感器测量的数据，判断患者是否出现了

意外倾倒，如果患者出现意外倾倒，本发明的升降装置、平移装置、伸缩装置、转向装置、转

动装置、张合装置在控制装置控制下暂停运动，并能够通过喇叭进行求助，大大降低了患者

在康复训练过程中意外倾倒后不能被及时发现的可能；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还具有

蓄电池，使得本发明能够在一些不方便使用外部电源的情况下也能正常使用，增加车轮和

推手等装置，使本发明还能够很方便地进行转移和放置。

【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一种偏瘫病人水平康复运动辅助工具第一种实施例

的示意图。

[0032] 图2是图1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33]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一种偏瘫病人水平康复运动辅助工具第一种实施例

另一状态的示意图。

[0034]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一种偏瘫病人水平康复运动辅助工具第一种实施例

控制关系的示意图。

[0035]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一种偏瘫病人水平康复运动辅助工具第二种实施例

的示意图。

[0036]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一种偏瘫病人水平康复运动辅助工具第三种实施例

的示意图。

[0037]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一种偏瘫病人水平康复运动辅助工具第三种实施例

控制关系的示意图。

[0038] 其中：1-底座、11-支撑杆、12-支撑板、13-车轮、14-推手、2-控制装置、21-操作面

板、22-蓄电池、3-升降装置、4-平移装置、5-伸缩装置、6-转向装置、7-转动装置、8-张合装

置、81-距离传感器、9-摆体装置、91-连接杆、92-扶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附图

仅用于示例性说明，表示的仅是示意图，而非实物图，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为了更

好地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附图某些部件会有省略、放大或缩小，并不代表实际产品

的尺寸，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附图中某些公知结构、部件及其说明可能省略是可以理解

的，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

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0] 请参阅图1-图4，在本发明的一种较佳实施方式中，一种偏瘫病人水平康复运动辅

助工具，包括底座1、控制装置2、升降装置3、平移装置4、伸缩装置5、转向装置6、转动装置7、

张合装置8、距离传感器81和两摆体装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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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底座1下端面水平放置、上端面固设控制装置2和升降装置3的固定端，控制器上端

设置有操作面板21，升降装置3活动端的活动方向沿竖直直线方向，升降装置3的活动端固

连平移装置4的固定端，平移装置4活动端的活动方向沿水平直线方向，平移装置4的活动端

固连伸缩装置5的固定端，伸缩装置5活动端的活动方向既垂直升降装置3活动端的活动方

向，也垂直平移装置4活动端的活动方向，伸缩装置5的活动端固连转向装置6的固定端，转

向装置6活动端沿水平圆周方向转动，转向装置6的活动端固连转动装置7的固定端，转动装

置7的活动端沿竖直圆周方向转动，转动装置7的活动端固连张合装置8的固定端，张合装置

8包括两活动端，张合装置8的两活动端沿与转动装置7活动端转动轴线垂直相交的直线活

动，距离传感器81固设在张合装置8的固定端，距离传感器81的测量端背向转动装置7，距离

传感器81的测量方向与张合装置8的两活动端活动方向垂直，摆体装置9包括连接杆91和扶

板92，扶板92与连接杆91的一端转动连接，扶板92位于其转动轴线下端部分的质量大于扶

板92位于其转动轴线上端部分的质量，在重力作用下，两扶板92的板面保持与水平面垂直；

两摆体装置9的连接杆91背向各自扶板92的一端分别与张合装置8的两活动端固连，两摆体

装置9扶板92的转动轴线均与转动装置7活动端的转动轴线平行，两摆体装置9扶板92的长

度方向均与转动装置7活动端的转动轴线平行；控制装置2分别与升降装置3、平移装置4、伸

缩装置5、转向装置6、转动装置7、张合装置8、距离传感器81控制电路连接。

[0042] 在本实施例中，升降装置3和伸缩装置5均为电动推杆；平移装置4为电动滑台；转

向装置6为减速步进电机，该步进电机的步进角可以为90°或90的整除倍度数；转动装置7为

伺服电机；张合装置8包括两电动推杆，该两电动推杆的固定端相固连，该固连端为张合装

置8的固定端；距离传感器81为TOF距离传感器81；控制器为windows系统的计算机或可进行

编程的单片机，其内预设有连接杆长度和扶板长度的数值，预设对应升降装置活动端升降

方向的坐标为Y坐标，对应平移装置活动端平移方向的坐标为X坐标，对应伸缩装置活动端

伸缩方向的坐标为Z坐标，操作面板21为触控面板，操作面板21上的系统界面设置有上移选

项、下移选项、左移选项、右移选项、确认选项、启动选项、暂停选项、停止选项、必须输入参

数项、单选参数项、预设但可更改参数项，其中上移选项控制升降装置3活动端向上运动，下

移选项控制升降装置3活动端向下运动，左移选项控制平移装置4活动端向左运动，右移选

项控制平移装置4活动端向右运动；必须输入的参数包括患者的胸部宽度、腰部宽度、胸部

厚度和腹部厚度，单选参数项为坐姿位摆动平衡训练或站姿位摆动平衡训练，预设但可修

改的参数包括左右摆动平衡训练次数、左右摆动平衡训练速度、前后摆动平衡训练次数、前

后摆动平衡训练速度、训练重复次数，其中左右摆动平衡训练速度和前后摆动平衡训练速

度的输入数值为预设速度的倍数值，训练重复次数最小值为1，训练重复次数指完成设定的

左右摆动平衡训练次数和前后摆动平衡训练次数后，再重复进行以上训练的次数；为降低

可能出现的误操作造成的不良后果，当胸围输入值超出80-110cm范围且在70-120cm范围内

时，系统界面警告提示，并需要进行2次确认；当胸围输入值超出70-120cm范围时，系统界面

警告提示，并需要进行5次确认；当腰围输入值超出60-90cm范围且在50-100cm范围内时，系

统界面警告提示，并需要进行2次确认；当腰围输入值超出50-100cm范围时，系统界面警告

提示，并需要进行5次确认；当坐高输入值超出80-110cm范围且在70-120cm范围内时，系统

界面警告提示，并需要进行2次确认；当坐高输入值超出70-120cm范围时，系统界面警告提

示，并需要进行5次确认；当身高输入值超出155-185cm范围且在145-195cm范围内时，系统

说　明　书 5/9 页

9

CN 111544858 A

9



界面警告提示，并需要进行2次确认；当坐高输入值超出145-195cm范围时，系统界面警告提

示，并需要进行5次确认；当左右摆动平衡训练次数输入值或前后摆动平衡训练次数输入值

超出10-20但在范围时5-30范围内时，系统界面警告提示，并需要进行2次确认，当左右摆动

平衡训练次数输入值或前后摆动平衡训练次数输入值超出5-30范围时，系统界面警告提

示，并需要进行5次确认；当左右摆动平衡训练速度输入值或前后摆动平衡训速度输入值超

出0.75-1.5范围但在0.5-2范围内时，系统界面警告提示，并需要进行2次确认，当左右摆动

平衡训练速度输入值或前后摆动平衡训速度输入值超出0.5-2范围时，系统界面警告提示，

并需要进行5次确认；当训练重复次数大于3但小于5时，系统界面警告提示，并需要进行2次

确认，当训练重复次数大于5时，系统界面警告提示，并需要进行5次确认。

[0043] 本实施例主要用于模拟医护人员双手，完成两种偏瘫病人水平康复运动的辅助，

其一是：患者处于坐姿位或者站姿位，双臂自然分开，医护人员位于患者前方，医护人员右

手扶于患者腰部左侧、左手扶于患者胸部右侧，患者缓慢向右主动摆动身体；医护人员再将

右手扶于患者胸部左侧、左手扶于患者腹部右侧，患者缓慢向左主动摆动身体；医护人员再

将右手扶于患者腹部左侧、左手扶于患者胸部右侧，患者缓慢向右主动摆动身体，如此往复

多次，在此过程中，医护人员手部与患者的距离最大不超过5cm，以在当患者坐姿或站姿不

稳时，能够及时给与患者支撑；其二是：患者处于坐姿位或者站姿位，双臂自然分开，医护人

员位于患者侧方，医护人员一手扶于患者腰部、另一手扶于患者胸部，患者缓慢向前主动摆

动身体；医护人员再将一手扶于患者背部、另一手扶于患者腹部，患者缓慢向后主动摆动身

体；医护人员再将一手扶于患者腰部、另一手扶于患者胸部，患者缓慢向前主动摆动身体，

如此往复多次，在此过程中，医护人员手部与患者的距离最大不超过5cm，以在当患者坐姿

或站姿不稳时，能够及时给与患者支撑。

[0044] 本实施例的使用和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5] 坐姿位摆动平衡训练步骤：

[0046] 1、将本实施例放置于床前，使伸缩装置5的长度方向垂直床的长度方向，并使伸缩

装置5缩至最短、转向装置6与床边的水平距离30-50cm。

[0047] 2、使患者坐在床边，患者面向本实施例，身体前后方向与伸缩装置5长度方向平

行，身体部位大致对应在平移装置4的中部，患者双臂左右自然分开，手掌自然放置在床上，

且手臂不超出对应的胸腹部厚度范围。

[0048] 3、医护人员选择坐姿位摆动平衡训练，本实施例在控制装置2的控制下，转动装置

7使张合装置8长度方向水平，转向装置6使两摆体装置9朝向患者所在侧；医护人员触控上

移选项、下移选项、左移选项和右移选项，使转动装置的距离传感器大致对准患者胸部中

点，并点击确认选项，控制装置2记录该点的Y坐标坐标值和X坐标坐标值；医护人员触控上

移选项和下移选项，使距离传感器大致对准患者腹部中点，并点击确认选项，控制装置2记

录该点的Y坐标坐标值和X坐标坐标值。

[0049] 4、在操作面板21上输入胸部宽度、腰部宽度、胸部厚度和腹部厚度的参数，点击启

动选项，本实施例开始工作，其工作步骤如下：

[0050] (1)控制装置2根据患者胸部中点Y坐标坐标值、胸部中点X坐标坐标值、腹部中点Y

坐标坐标值和腹部中点X坐标坐标值，计算出患者胸腹中点的Y坐标坐标值和X坐标坐标值，

其中计算算式为：①胸腹中点Y坐标坐标值＝[(胸部中点Y坐标坐标值+腹部中点Y坐标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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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2]，②胸腹中点X坐标坐标值＝胸部中点X坐标坐标值；控制装置2控制升降装置3带动

距离传感器81移至对应患者胸腹中点位置的前方，张合装置8带动两扶板92移动，使两扶板

92的间距略大于患者胸部宽度、腰部宽度两者中数值较大一者的数值距离，伸缩装置5伸

长，距离传感器向控制装置2实时传入其与患者胸腹中点位置的距离，当距离传感器与患者

胸腹中点位置的距离＝[连接杆长度+扶板长度/2-(胸部厚度+腹部厚度)/4]时，伸缩装置5

伸长停止，此时两扶板92分别处于对应患者胸腹中部的左右两侧，差值3cm以内均为可接受

误差。

[0051] (2)控制装置2根据胸部宽度、腰部宽度、胸部中点Y坐标坐标值、胸部中点X坐标坐

标值、腹部中点Y坐标坐标值和腹部中点X坐标坐标值，控制转动装置7带动两扶板92绕转动

装置7的输出轴逆时针转动一定角度，设该角度为α，则α＝arctan{胸部中点至腹部中点距

离/[(胸部宽度+腰部宽度)/2]}，同时控制张合装置8带动两扶板92相离运动一定距离，设

该距离为L，则L＝(胸部中点至腹部中点距离2+胸部宽度2)0.5，使两扶板92分别贴合患者的

胸部右侧和腰部左侧，此处选用胸部宽度的数值用于计算L，主要是因为人体胸部两侧的柔

软性相对腰部两侧的柔软性差，扶板92贴合胸部时需要相对较高的精度，人体腰部两侧的

柔软性相对较好，扶板92贴合人体腰部两侧时，误差2cm以内都是可接受范围；控制装置2同

时控制平移装置4带动两扶板92向右移动一定距离，设该距离为S，则3cm<S<6cm，模拟医护

人员扶持患者向右侧摆动一次；

[0052] (3)动作(2)完成后，控制转动装置7带动两扶板92绕转动装置7的输出轴顺时针转

动2α角，同时控制张合装置8带动两扶板92相向运动距离L后再相离运动距离L，使两扶板92

分别贴合患者的胸部左侧和腰部右侧，同时控制平移装置4带动两扶板92向左移动距离2S，

模拟医护人员扶持患者向左侧摆动一次；

[0053] (4)动作(3)完成后，控制转动装置7带动两扶板92绕转动装置7的输出轴逆时针转

动2α角，同时控制张合装置8带动两扶板92相向运动距离L后再相离运动距离L，使两扶板92

分别贴合患者的胸部右侧和腰部左侧，同时控制平移装置4带动两扶板92向右移动距离2S，

模拟医护人员扶持患者向右侧摆动一次；动作(3)和动作(4)重复一次，即模拟医护人员扶

持患者左右摆动平衡训练一次；

[0054] (5)左右摆动平衡训练次数达到设定值后，控制转动装置7带动两扶板92绕转动装

置7的输出轴顺时针转动2α角，同时控制张合装置8带动两扶板92相向运动距离L后再相离

运动距离L，使两扶板92分别贴合患者的胸部左侧和腰部右侧，同时控制平移装置4带动两

扶板92向左移动距离S，模拟医护人员将患者扶至原始坐姿；

[0055] (6)伸缩装置5缩短，带动两扶板92至患者胸腹前端10-20cm，平移装置4带动转向

装置6向左移动，转向装置6同时带动两扶板92绕转向装置6输出轴逆时针转动90°；伸缩装

置5带动距离传感器81在垂直床的长度方向上水平直线运动，距离传感器81将实时测量到

的数值传给控制装置2，控制装置2记录距离传感器81测出距离突减值大于胸部宽度处的位

点的Z坐标坐标值和Y轴坐标、突增距离大于胸部宽度处的位点的Z坐标坐标值和Y轴坐标，

并停留在对应该两位点中间的位置上，张合装置8带动两扶板92移动，使两扶板92的间距略

大于该两位点间的距离，平移装置4向右移动，距离传感器向控制装置2实时传入其与患者

胸腹中点位置的距离，患者手臂自然分开时，其中一手臂背向胸腹部的一侧与胸腹部的距

离可以近似等于胸部宽度的一半，当距离传感器与患者胸腹中点位置的距离＝[连接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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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扶板长度/2-(胸部宽度+腰部宽度)/2]时，平移装置4移动停止，此时两扶板92分别处于

对应患者胸腹中部的前后两侧，差值5cm以内均为可接受误差；

[0056] (7)控制装置2根据测得的患者胸腹中部的厚度及所输入的数据，控制转动装置7

带动两扶板92绕转动装置7的输出轴逆时针转动一定角度，设该角度为β，则β＝＝arctan

{胸部中点至腹部中点距离/[(胸部厚度+腹部厚度)/2]}，同时控制张合装置8带动两扶板

92相离运动一定距离，设该距离为W，则W＝(胸部中点至腹部中点距离2+胸部厚度2)0.5，使两

扶板92分别贴合患者的胸部和背部，此处选用胸部宽度的数值用于计算W，主要是因为人体

胸部的柔软性相对腹部的柔软性差，扶板92贴合胸部时需要相对较高的精度，人体腹部的

柔软性相对较好，扶板92贴合人体腹部时，对于较瘦的患者，误差2cm以内都是可接受范围，

对于较瘦的患者，误差4cm以内都是可接受范围，而且，不论较瘦的患者还是较胖的患者，其

处于坐姿位或站姿位时，背部和腰部基本可以认为处于同一竖直平面内；控制装置2同时控

制伸缩装置5带动两扶板92向右移动一定距离，设该距离为M，则3cm<M<6cm，模拟医护人员

扶持患者向前侧摆动一次；

[0057] (8)动作(7)完成后，控制转动装置7带动两扶板92绕转动装置7的输出轴顺时针转

动2β角，同时控制张合装置8带动两扶板92相向运动距离W后再相离运动距离W，使两扶板92

分别贴合患者的背部和腹部，同时控制伸缩装置5伸长，带动两扶板92移动距离2M模拟医护

人员扶持患者向后摆动一次；

[0058] (9)动作(8)完成后，控制转动装置7带动两扶板92绕转动装置7的输出轴逆时针转

动2β角，同时控制张合装置8带动两扶板92相向运动距离W后再相离运动距离W，使两扶板92

分别贴合患者的胸部前侧和背部，同时控制伸缩装置5缩短，带动两扶板92移动距离2M，模

拟医护人员扶持患者向前摆动一次；动作(8)和动作(9)重复一次，即模拟医护人员扶持患

者前后摆动平衡训练一次；

[0059] (10)前后摆动平衡训练次数达到设定值后，控制转动装置7带动两扶板92绕转动

装置7的输出轴顺时针转动2β角，同时控制张合装置8带动两扶板92相向运动距离W后再相

离运动距离W，使两扶板92分别贴合患者的背部和腹部，同时控制伸缩装置5伸长，带动两扶

板92移动距离M，模拟医护人员将患者扶至原始坐姿；

[0060] 动作(2)至动作(5)和动作(6)至动作(10)的过程中两扶板92与人体的距离最大不

超过5cm，以在当患者坐姿不稳时，能够及时给与患者支撑，降低患者倾倒的可能；当在帮助

患者进行康复训练过程中，距离传感器81检测到数值突然增大较大幅度或突然减小较大幅

度时，控制装置2判断患者可能出现意外倾倒，控制升降装置3、平移装置4、伸缩装置5、转向

装置6、转动装置7、张合装置8暂停运动，减少本实施例对患者造成伤害的可能。

[0061] 5、根据所输入的训练重复次数，本实施例重复步骤3的动作；

[0062] 6、步骤4完成后，张合装置8带动两扶板92与患者分离，平移装置4的活动端移动至

最左端，伸缩装置5缩至最短，平移装置4活动端再移动至其行程中部；病人起身离开或躺回

床上。

[0063] 站姿位摆动平衡训练步骤：

[0064] 1、使患者站立于本实施例转向装置6前方30-50cm处，正面朝向转向装置6，身体部

位大致对应在平移装置4的中部，患者双臂左右自然分开，且手臂不超出对应的胸腹部厚度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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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步骤2至步骤4分别与坐姿位摆动平衡训练步骤的步骤3至步骤5相同。

[0066] 优选地，两扶板相对的一面覆盖有软垫，以减轻患者的硌痛感，增加患者的舒适

性。

[0067] 优选地，控制装置2上安装有喇叭，在本实施例开始启动、每个步骤开始和训练完

毕时，控制装置2通过喇叭进行播报提示；当在帮助患者进行康复训练过程中，控制装置2判

断患者可能出现意外倾倒时，同时通过喇叭发出求助的声音信号。

[0068] 请参阅图5，在以上实施例的基础上，在第二种实施例中，底座1包括两支撑杆11和

支撑板12，两支撑杆11长度方向水平正对设置，两支撑杆11长度方向平行，支撑板12两端分

别与两支撑杆11垂直固连，且固连处分别位于两支撑杆11中部至端部之间；升降杆的固定

端与支撑板12的中部固连；伸缩装置5活动端的活动方向与支撑杆11的长度方向平行，转向

装置6、转动装置7、张合装置8、距离传感器81和两摆体装置9均位于对应支撑杆11较长的一

侧。

[0069] 本实施例中底座1的设置，能够在增大底座1支撑力矩的情况下减少底座1的占地

面积，降低本实施例整体重量，当进行坐姿位摆动平衡训练时，底座1两支撑杆11可从患者

脚部左右两侧插入床底，减少因底座1较大而影响患者脚部放置，当进行站姿位摆动平衡训

练时，底座1两支撑杆11位于患者脚部左右两侧，避免患者踩踏底座1而造成站姿不稳。

[0070] 请参阅图6至图7，在以上实施例的基础上，在第三种实施例中，还包若干车轮13和

刹车装置，若干车轮13安装在底板两侧，刹车装置安装在车轮13内，车轮13用于方便本实施

例的转移，刹车装置用于锁止车轮13转动，以防止本实施例在工作过程中相对地面发生位

移。

[0071] 优选地，若干车轮13为两履带轮，履带轮的长度方向与伸缩杆活动端的活动方向

平行，刹车装置为电动刹车装置，刹车装置与控制装置2控制电路连接，通过控制装置2的操

作面板21对刹车装置进行控制，履带轮的抓地性能好，锁止后能使本实施例放置更为稳定，

减少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晃动。

[0072] 优选地，还包蓄电池22，蓄电池22安装在底座1上，蓄电池22分别连接控制装置2、

升降装置3、平移装置4、伸缩装置5、转向装置6、转动装置7、张合装置8和距离传感器81，以

减少本实施例使用过程中牵拉电源线的麻烦，也使得本发明能够在一些不方便使用外部电

源的情况下也能正常使用。

[0073] 优选地，底板背向转向装置6一端设置有推手14，推手14的长度方向从底板处背向

转向装置6倾斜向上，以为在转移本实施例时提供一较好的着力点。

[0074] 上述说明是针对本发明较佳可行实施例的详细说明，但实施例并非用以限定本发

明的专利申请范围，凡本发明所提示的技术精神下所完成的同等变化或修饰变更，均应属

于本发明所涵盖专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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