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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风病人用行走康复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中风病人用行走康复器，包

括上支架，通过连接件与上支架活动连接的下支

架，上支架上两侧连接有把手和护胸板，上支架

上方两侧连接有腰部支撑板，上支架上方中部连

接有座椅，上支架靠座椅支撑架一侧连接有臀部

支撑架，上支架与下支架连接处侧面设有气弹簧

机构，下支架下端连接管底座连接，连接管底座

安置在第一支座上，第一支座内侧面连接有第二

支座，下支架两侧面的第二支座之间连接有调节

杆，第二支座上设有踏板，本发明的康复器用于

帮助中风病人行走训练，通过经络按摩对患者进

行穴位刺激，提高训练质量，训练部件表面涂覆

防滑涂料，避免患者在训练过程中滑道出现意

外，患者可以利用上肢及腰部摆动的力量达到行

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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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中风病人用行走康复器，包括上支架（3），通过连接件（5）与上支架（3）活动连接

的下支架（7），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支架（3）上端两侧通过固定支架（101）连接有把手（1），所

述上支架（3）上方靠把手（1）一侧通过护胸支撑架（16）连接有护胸板（161），所述上支架（3）

上方两侧面通过腰部支撑架（15）连接有腰部支撑板（151），所述上支架（3）上方中部通过座

椅支撑架（13）连接有座椅（131），所述上支架（3）靠座椅支撑架（13）一侧通过臀部支撑板

（141）连接有臀部支撑架（14），所述上支架（3）与下支架（7）连接处侧面设有气弹簧机构，所

述下支架（7）下端通过固定管（701）与连接管底座（8）连接，所述连接管底座（8）安置在第一

支座（10）上，所述第一支座（10）内侧面连接有第二支座（12），所述下支架（7）两侧面的第二

支座（12）之间连接有调节杆（11），所述第二支座（12）上设有踏板（9）；所述腰部支撑板

（151）由外至内依次由金属板（151e）、橡胶板（151d）和布料层（151b）组成，所述布料层

（151b）表面均布有棉球（151a），且所述布料层（151b）上设有透气孔（162），所述棉球（151a）

中心处开设有通向布料层（151b）的吸汗孔，所述橡胶板（151d）内置有震动块（151  c）；

所述气弹簧机构包括气弹簧（4），所述气弹簧（4）通过固定板（202）和支撑板（203）安置

在支架两侧面，所述固定板（202）与上支架（3）下端侧面连接，所述支撑板（203）与下支架

（7）上端侧面连接，所述气弹簧（4）连接有控制线（201），所述控制线（201）与把手（1）下方的

控制把手（2）连接；

所述把手（1）顶部设有握力器（102），所述握力器（102）两力臂的夹角为37°~74°；

所述踏板（9）表面设有经络按摩器（17），所述经络按摩器（17）通过数据线与把手（1）侧

面的控制器（171）连接；

所述把手（1）、护膝（601）、踏板（9）、座椅（131）表面均涂覆有防滑涂料，所述防滑涂料

由以下成分及重量份组成：环氧树脂乳液60-84份、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2-6份、纳

米二氧化硅11-14份、聚丙烯酸钠0.6-1.2份、氯化石蜡6-7份、磷酸二苯一异辛酯0.2-0.34

份、润湿剂0.5-0.8份、分散剂2-3份、辛基酚聚氧乙烯醚0.6-0.9份、乙二胺0.1-0.5份、丙二

醇4-8份、水15-20份，所述环氧树脂乳液的固含量为68%~74%，所述润湿剂为GSK-588、GSK-

582或GSK-585，所述分散剂为焦磷酸钠、硬脂酸锌、二乙基锌一种或多种；

握力器两力臂的夹角根据公式 得出，其中σ为握力器力臂受力，F为患者的

握力大小，α为握力器夹角，d为握力器握杆直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风病人用行走康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护胸板（161）

表面开设有透气孔（162），且护胸板（161）表面喷涂有纳米自洁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风病人用行走康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护膝（601）由

两块弯板内置弹簧（602）组合而成，所述护膝（601）内壁表面设有棉块，所述护膝（601）的弯

板宽度与长度比值为0.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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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风病人用行走康复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康复训练器械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中风病人用行走康复器。

背景技术

[0002] 中风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大敌之一，中风后引发的肢体运动障碍更是给病

人和家庭带来很大的痛苦。由于中枢神经传导不畅，病人行走无法收到大脑控制。该类患者

基本都是在家人或医护人员的帮助下脚步以划弧形式向前拖动。行走过程中难以离开他人

帮助或者需要拐杖等辅助器械行走。因此，在康复行走训练过程中家人和病人需要付出巨

大精力和时间，并且常常事倍功半，收效不佳。

[0003] 现有技术，如中国发明授权专利文献，授权公告号CN  101933877  B，该发明是一款

帮助行走障碍病人的主动康复机械，可帮助偏瘫、截瘫等病人进行步行训练，并配有座椅和

提升系统，可帮助病人轻松地站立，不必消耗过多的体力，并且患者可以利用上肢及腰部摆

动的力量达到行走的目的，但是该机械仅通过机械式的训练来帮助患者行走，在提高患者

恢复速度及质量方面还具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如现有技术，中国发明公布文献，申请公布号

CN  106137497  A，该装置可使儿童反复机械式训练来帮助脑瘫儿童进行坐姿、站姿和行走

的辅助康复训练，此外还能辅助矫正“X”形和“O”形腿，但是在儿童训练过程如何提高儿童

训练效率，缩短康复时间方面还可进一步完善。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中风病人用行走康复器，帮助中风病人行走训练，通

过经络按摩对患者进行穴位刺激，提高训练质量，训练部件表面涂覆防滑涂料，避免患者在

训练过程中滑倒  出现意外，患者可以利用上肢及腰部摆动的力量达到行走的目的，且持续

对腰部按摩减轻训练强度。

[0005]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取的方案为：一种中风病人用行走康复器，包括上支

架，通过连接件与上支架活动连接的下支架，上支架上端两侧通过固定支架连接有把手，上

支架上方靠把手一侧通过护胸支撑架连接有护胸板，上支架上方两侧面通过腰部支撑架连

接有腰部支撑板，上支架上方中部通过座椅支撑架连接有座椅，上支架靠座椅支撑架一侧

通过臀部支撑板连接有臀部支撑架，上支架与下支架连接处侧面设有气弹簧机构，下支架

下端通过固定管与连接管底座连接，连接管底座安置在第一支座上，第一支座内侧面连接

有第二支座，下支架两侧面的第二支座之间连接有调节杆，第二支座上设有踏板，本发明的

康复器为中风病人在训练过程中提供座椅、护膝、臀部支撑板、腰部支撑板和护胸板来提高

患者在训练过程中的舒适度，减轻患者训练强度，累了可以随时原地休息，通过气弹簧机构

进一步提升患者训练效果，气弹簧机构可实现患者站立或下坐的动作，在训练过程中患者

可利用上肢和腰部的力量达到行走训练的目的。

[0006] 优选的，气弹簧机构包括气弹簧，气弹簧通过固定板和支撑板安置在支架两侧面，

固定板与上支架下端侧面连接，支撑板与下支架上端侧面连接，气弹簧连接有控制线，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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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与把手下方的控制把手连接，通过气弹簧机构进一步提升患者训练效果，气弹簧机构的

控制把手可实现患者坐在康复器上高度的调节或者帮助患者站立，可为患者在训练过程中

节省除腿部训练外的体力消耗，有利于提高患者训练效果。

[0007] 优选的，踏板表面设有经络按摩器，经络按摩器通过数据线与把手侧面的控制器

连接，运用数码技术，将患者所需的物理因子转变为精确的数码信号，再由计算机根据患者

需要进行综合治疗，治疗精确，经络按摩器可对患者进行穴位刺激有助于快速提高患者的

康复效果，患者可通过控制器选着刺激强度，简单方便。

[0008] 优选的，把手、护膝、踏板、座椅表面均涂覆有防滑涂料，防滑涂料由以下成分及重

量份组成：环氧树脂乳液60-84份、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2-6份、纳米二氧化硅11-

14份、聚丙烯酸钠0.6-1.2份、氯化石蜡  6-7份、磷酸二苯一异辛酯0.2-0.34份、润湿剂0.5-

0.8份、分散剂2-3份、辛基酚聚氧乙烯醚0.6-0.9份、乙二胺0.1-0.5份、丙二醇4-8份、水15-

20  份，环氧树脂乳液的固含量为68％～74％，润湿剂为GSK-588、GSK-582或  GSK-585，分散

剂为焦磷酸钠、硬脂酸锌、二乙基锌一种或多种，在把手、护膝、踏板、座椅表面涂覆防滑涂

料并经过烘干处理后的上述部件可有效预防患者在训练过程中出汗引起上述部件湿滑患

者发生滑倒或其他意外事件的发生，提高上述部件与患者接触位置的摩擦力，提高训练效

果，由于纳米二氧化硅的纳米颗粒表面积和表面张力很大，容易相互团聚而失去作用影响

防滑涂料的效果，通过添加磷酸二苯一异辛酯有效防止纳米二氧化硅的纳米颗粒发生团

聚，但其作用机理尚不明确，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同时本发明的防滑涂料还具有优异的耐候

性、抗裂性、耐湿性，抗张强度高。

[0009] 优选的，把手顶部设有握力器，握力器两力臂的夹角为37°～74°，设有的握力器可

使患者在训练下肢的同时锻炼手劲，缓解疲劳，使患者上肢肌肉结实，增强患者的血液循

环，利于患者下肢训练，握力器两力臂的夹角根据公式 得出，其中σ为握力器力

臂受力，F为患者的握力大小，α为握力器夹角，d为握力器握杆直径，通过设置两力臂的夹角

进一步提升患者手部训练效果，使患者的训练效果达到较好的效果，有利于增强患者的血

液循环。

[0010] 优选的，腰部支撑板由外至内依次由金属板、橡胶板和布料层组成，布料层表面均

布有棉球，且布料层上设有透气孔，棉球中心处开设有通向布料层的吸汗孔，橡胶板内置有

震动块，设计的腰部支撑板有利于在患者训练过程中通过棉球对患者腰部作按摩作用，缓

解患者的训练疲劳，同时棉球表面的吸汗孔可吸收患者产出的汗水，避免患者在训练过程

中出现事故，布料层和橡胶板有助于腰部支撑板配合患者腰部的运动，不会擦伤患者腰部，

同时给患者舒适的感觉，当患者训练类了之后，可通过控制器开启震动块对患者腰部进行

震动按摩。

[0011] 优选的，护胸板表面开设有透气孔，且护胸板表面喷涂有纳米自洁剂，患者在训练

过程中可能会靠着护胸板进行训练，通过设置的透气孔有利于对患者散热，减轻训练疲劳，

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护胸板表面可能会粘附较多污渍会影响患者使用及健康，喷涂纳米自洁

剂有利于保持护胸板长期干净延长护胸板的使用寿命。

[0012] 优选的，护膝由两块弯板内置弹簧组合而成，护膝内壁表面设有棉块，护膝的弯板

宽度与长度比值为0.3～0.5:1，上述设计的护胸有利于患者在完成一个踏步后弯板内的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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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会对患者的下肢造成推力，为患者完成下一个踏步的动作节省体力消耗，有利于提高训

练效果并且减轻患者的体能消耗，护膝的弯板宽度与长度比值利于护膝适用于任何体型的

患者使用，并且护膝内壁表面设有棉块避免了患者膝盖皮肤与护膝长时间摩擦，有利于保

护患者膝盖，并且棉块对患者膝盖部位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的康复器为中风病人在训练过程

中提供座椅、护膝、臀部支撑板、腰部支撑板和护胸板来提高患者在训练过程中的舒适度，

减轻患者训练强度，累了可以随时原地休息，通过气弹簧机构进一步提升患者训练效果，气

弹簧机构可实现患者站立或下坐的动作，在训练过程中患者可利用上肢和腰部的力量达到

行走训练的目的；设有的经络按摩器可对患者进行穴位刺激有助于快速提高患者的康复效

果，患者可通过控制器选着刺激强度，简单方便；在把手、护膝、踏板、座椅表面涂覆防滑涂

料并经过烘干处理后的上述部件可有效预防患者在训练过程中出汗引起上述部件湿滑患

者发生滑倒或其他意外事件的发生，设计的腰部支撑板有利于在患者训练过程中通过棉球

对患者腰部作按摩作用，缓解患者的训练疲劳。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腰部支撑板的局部截面放大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护胸板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发明护膝的俯视图。

[0018] 附图标记说明：1把手；101固定支架；102握力器；2控制把手；201控制线；202固定

板；203支撑板；3上支架；4气弹簧；5连接件；6护膝固定板；601护膝；602弹簧；7下支架；701

固定管；8连接管底座；9踏板；  10第一支座；11调节杆；12第二支座；13座椅支撑架；131座

椅；14臀部支撑架；141臀部支撑板；15腰部支撑架；151腰部支撑板；151a棉球；  151b布料

层；151c震动块；151d橡胶板；151e金属板；16护胸支撑架；  161护胸板；162透气孔；17经络

按摩器；171控制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0] 实施例1：

[0021] 如图1-4所示，一种中风病人用行走康复器，包括上支架3，通过连接件5与上支架3

活动连接的下支架7，上支架3上端两侧通过固定支架101  连接有把手1，把手1顶部设有握

力器102，握力器102两力臂的夹角优选为48°，设有的握力器102可使患者在训练下肢的同

时锻炼手劲，缓解疲劳，使患者上肢肌肉结实，增强患者的血液循环，利于患者下肢训练，握

力器102两力臂的夹角根据公式 得出，其中σ为握力器102力臂受力，F为患者的

握力，α为握力器102夹角，d为握力器102握杆直径，通过设置两力臂的夹角进一步提升患者

手部训练效果，使患者的训练效果达到较好的效果，有利于增强患者的血液循环。上支架3

上方靠把手1一侧通过护胸支撑架16连接有护胸板161，护胸板161表面开设有透气孔162，

且护胸板161表面喷涂有纳米自洁剂，上支架3上方两侧面通过腰部支撑架15连接有腰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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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板151，上支架3上方中部通过座椅支撑架13连接有座椅131，上支架3靠座椅支撑架13一

侧通过臀部支撑板141连接有臀部支撑架14，上支架3与下支架7连接处侧面设有气弹簧机

构，气弹簧机构包括气弹簧4，气弹簧4通过固定板202和支撑板203安置在支架两侧面，固定

板202与上支架3下端侧面连接，支撑板203与下支架7上端侧面连接，气弹簧4连接有控制线

201，控制线201与把手1下方的控制把手2连接，下支架7下端通过固定管701与连接管底座8

连接，连接管底座8安置在第一支座10上，第一支座10内侧面连接有第二支座12，下支架7两

侧面的第二支座12之间连接有调节杆11，第二支座12上设有踏板  9，踏板9表面设有经络按

摩器17，经络按摩器17通过数据线与把手1侧面的控制器171连接。

[0022] 本发明的康复器为中风病人在训练过程中提供座椅131、护膝601、臀部支撑板

141、腰部支撑板151和护胸板161来提高患者在训练过程中的舒适度，减轻患者训练强度，

累了可以随时原地休息，通过气弹簧机构进一步提升患者训练效果，气弹簧机构可实现患

者站立或下坐的动作，在训练过程中患者可利用上肢和腰部的力量达到行走训练的目的。

腰部支撑板  151由外至内依次由金属板151e、橡胶板151d和布料层151b组成，布料层151b

表面均布有棉球151a，且布料层151b上设有透气孔162，棉球151a  中心处开设有通向布料

层151b的吸汗孔，橡胶板151d内置有震动块151c，设计的腰部支撑板151有利于在患者训练

过程中通过棉球151a对患者腰部作按摩作用，缓解患者的训练疲劳，同时棉球151a表面的

吸汗孔可吸收患者产出的汗水，避免患者在训练过程中出现事故，布料层151b和橡胶板 

151d有助于腰部支撑板151配合患者腰部的运动，不会擦伤患者腰部，同时给患者舒适的感

觉，当患者训练累  了之后，可通过控制器171开启震动块151c对患者腰部进行震动按摩。护

膝601由两块弯板内置弹簧602组合而成，护膝601内壁表面设有棉块，护膝601的弯板宽度

与长度比值为  0.35:1，上述设计的护膝  601有利于患者在完成一个踏步后弯板内的弹簧 

602会对患者的下肢造成推力，为患者完成下一个踏步的动作节省体力消耗，有利于提高训

练效果并且减轻患者的体能消耗，护膝601的弯板宽度与长度比值利于护膝601适用于任何

体型的患者使用，并且护膝601内壁表面设有棉块避免了患者膝盖皮肤与护膝长时间摩擦，

有利于保护患者膝盖，并且棉块对患者膝盖部位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0023] 把手1、护膝601、踏板9、座椅131表面均涂覆有防滑涂料，防滑涂料由以下成分及

优选重量份组成：环氧树脂乳液72份、丙烯腈-丁二烯-  苯乙烯共聚物4份、纳米二氧化硅12

份、聚丙烯酸钠1份、氯化石蜡6.2  份、磷酸二苯一异辛酯0.28份、润湿剂0.56份、分散剂2

份、辛基酚聚氧乙烯醚0.7份、乙二胺0.28份、丙二醇6份、水18份，环氧树脂乳液的固含量为

72％，润湿剂为GSK-582，分散剂为硬脂酸锌和二乙基锌两种混合物，在把手1、护膝601、踏

板9、座椅131表面涂覆防滑涂料并经过烘干处理后的上述部件可有效预防患者在训练过程

中出汗引起上述部件湿滑患者发生滑倒或其他意外事件的发生，提高上述部件与患者接触

位置的摩擦力，提高训练效果，由于纳米二氧化硅的纳米颗粒表面积和表面张力很大，容易

相互团聚而失去作用影响防滑涂料的效果，通过添加磷酸二苯一异辛酯有效防止纳米二氧

化硅的纳米颗粒发生团聚，但其作用机理尚不明确，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同时本发明的防滑

涂料还具有优异的耐候性、抗裂性、耐湿性，抗张强度高。

[0024] 实施例2：

[0025] 如图1-4所示，本发明的一种中风病人用行走康复器在实际使用时：患者首先在家

人或医护人员的帮助下坐上康复器的座椅131上，在通过螺栓调节护胸支撑架16和臀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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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架14的长短，并且调整两侧的腰部支撑板  151的距离，家人或医护人员为患者系上踏板9

和护膝601的安全带，扣好臀部支撑架14上的安全扣，患者双手抓住扶手1，通过上肢提升左

右扶手1前进，并通过腰部左右摆动进行行走训练，利用气弹簧机构中的控制把手2可以调

节患者坐姿高度，不同的患者可以通过调节杆15来调节  行走步伐大小，握力器102可使患

者在训练下肢的同时锻炼手劲，缓解疲劳，使患者上肢肌肉结实，增强患者的血液循环，利

于患者下肢训练，设计的护膝  601有利于患者在完成一个踏步后弯板内的弹簧602会对患

者的下肢造成推力，为患者完成下一个踏步的动作节省体力消耗，腰部支撑板151  有利于

在患者训练过程中通过棉球151a对患者腰部作按摩作用，缓解患者的训练疲劳，同时棉球

151a表面的吸汗孔可吸收患者产出的汗水，避免患者在训练过程中出现事故，康复器为中

风病人在训练过程中提供座椅131、护膝601、臀部支撑板141、腰部支撑板151和护胸板161

来提高患者在训练过程中的舒适度，减轻患者训练强度，累了可以随时原地休息。

[0026] 握力器102两力臂的夹角不仅限于37°～74°，还应包括37°或37 .1°或37 .2°或

37.3°……或73.9°或74°；护膝601的弯板宽度与长度比值不仅限于0.3～0.5:1，还应包括

0.3:1或0.31:1或0.32:1……或0.49:1或0.5:1。

[0027] 上述实施例1、2中的常规技术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知晓的现有技术，故在此不作

详细叙述。

[0028] 以上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各种变化和变型。因此，所有等同

的技术方案也属于本发明的范畴，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应由权利要求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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