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798970.3

(22)申请日 2019.08.28

(71)申请人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地址 110136 辽宁省沈阳市道义经济开发

区道义南大街37号

(72)发明人 李红双　杨楠　顾淙天　吴佳琪　

马源　付善坤　张顺豪　

(74)专利代理机构 沈阳东大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1109

代理人 李珉

(51)Int.Cl.

B25J 9/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辅助老年人行动的腿部外骨骼装置

(57)摘要

一种辅助老年人行动的腿部外骨骼装置，属

于辅助老年人起居的智能装备技术领域，包括拐

杖、磁吸机构及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所述磁吸

机构通过其上的磁铁与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的

小腿支撑杆配合，拐杖至于使用者腋下辅助行

走。通过对现有的人体腿部运动分析，提取出了

腿部在自然状态下的近似运动规律。在运动过程

中，大腿以大腿根部为旋转中心，小腿以小腿根

部为旋转中心，且在大腿向外侧转动的过程中，

小腿略向内侧转动，且角度较小。根据不同运动

状态下的具体情况，设计了运动可变式连杆机

构，使得在运动的过程中，可以保证腿部外骨骼

在自然状态下的运动状态与正常人腿的运动状

态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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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辅助老年人行动的腿部外骨骼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拐杖、磁吸机构及运动可

变式连杆机构，所述磁吸机构通过其上的磁铁与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的小腿支撑杆配合，

拐杖置于使用者腋下辅助行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辅助老年人行动的腿部外骨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拐

杖包括拐杖体，拐杖体的伸缩杆外端同心套装有减震弹簧，且减震弹簧一端与拐杖体的固

定杆末端固定连接，伸缩杆末端同心套装于球型连杆一端的孔内，且减震弹簧另一端与球

型连杆固定连接，球型连杆另一端与轮架相连，轮架下表面设置有三个耳板组，每个耳板组

由两块耳板组成，耳板设置于轮架的长边处，每组耳板上通过轮轴安装有滑轮，其中位于中

间的一对滑轮为编码轮，轮架两端设置有刹车片，且刹车片位于轮架的短边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辅助老年人行动的腿部外骨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磁

吸机构包括第一直线导轨、滑块及磁铁，第一直线导轨上滑动安装有滑块，滑块顶部固定连

接有磁铁，磁铁为类Z字型结构，磁铁面向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一端开设有凹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辅助老年人行动的腿部外骨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运

动可变式连杆机构包括长安装板和直线滑杆，长安装板为两根，两个长安装板上均通过螺

栓固定安装有两个第二直线滑轨，两个长安装板通过两个护腰连接，两个护腰的后端安装

有控制箱，位于下方的护腰前端分别安装有第一按钮和第二按钮，第二直线导轨上滑动安

装有第一转轴滑块，第一转轴滑块外侧通过转轴和轴承与第一转动套相连，两个长安装板

底端通孔内分别通过轴承与两个第一连接转轴一端相连，每个第一连接转轴伸出长安装板

内侧部分通过联轴器安装有电机，第一连接转轴伸出长安装板外侧部分依次安装第一杆

件、短连杆及大腿支撑杆，所述第一杆件与第一连接转轴之间安装有轴承，所述短连杆与大

腿支撑杆端部内侧焊接，所述大腿支撑杆外侧壁通过转轴和轴承与第二转动套连接，所述

直线滑杆依次贯穿第一转动套和第二转动套，大腿支撑杆另一端与通过可调节转轴与小腿

支撑杆相连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通过小腿支撑杆与磁吸机构的凹槽配合，所述直线滑杆的

中下部通过转轴与大腿支撑杆中下部连接，直线滑杆底端通过第二连接转轴与小腿支撑杆

连接，所述大腿支撑杆上通过两个Ω形安装座设置有两个大腿绑带，所述小腿支撑杆上通

过两个Ω形安装座设置有两个小腿绑带，所述短连杆另一端和第二杆件通过转轴连接，第

一杆件末端和第二杆件中部通过转轴连接有第三杆件，第三杆件中部与第二杆件中下部安

装有电动伸缩杆。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辅助老年人行动的腿部外骨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大

腿支撑杆包括大腿空心固定杆和大腿空心伸缩杆，所述大腿空心固定杆用于安装大腿绑

带，大腿空心固定杆靠近小腿支撑杆一端套装有大腿空心伸缩杆，且大腿空心固定杆靠近

小腿支撑杆一端外侧壁上均匀开设有第一调节孔，大腿空心伸缩杆内腔通过固定轴设置有

第一固定块，第一固定块中心孔内通过第一弹簧安装有第一锁舌，第一锁舌用于与第一调

节孔配合使用调节大腿支撑杆的长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辅助老年人行动的腿部外骨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小

腿支撑杆包括小腿空心伸缩杆和小腿空心固定杆，小腿空心固定杆用于安装小腿绑带，小

腿空心固定杆靠近大腿支撑杆一端套装有小腿空心伸缩杆，且小腿空心固定杆靠近大腿空

心支撑杆一端外侧壁上均匀开设有调节孔，小腿空心伸缩杆内腔通过固定轴设置有固定

块，固定块中心孔内通过弹簧安装有锁舌，锁舌用于与通孔配合使用调节小腿支撑杆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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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辅助老年人行动的腿部外骨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制箱内安装有单片机、小型蓄电池、陀螺仪及蓝牙模块，所述单片机分别与小型蓄电池、电

机、安全气囊、陀螺仪及蓝牙模块电连接，腰部前侧的第一按钮与第二按钮串联在电源与单

片机之间，所述蓝牙模块分别与编码轮和电动推杆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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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辅助老年人行动的腿部外骨骼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辅助老年人起居的智能装备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辅助老年人行动

的腿部外骨骼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年龄的不断增长，当度过了壮年期步入老年期时，身体的各项机能逐渐出

现问题，老年人各方面的健康指数都会处于下降的状态之中，而腿部酸软无力就是其中一

个严重的问题。

[0003] 腿部酸软无力会对老年人的生活起居产生极大影响，比如：无法正常坐立、上下

床、如厕、洗浴、行走等。

[0004] 而现有的轮椅设计，更多的是帮助老年人进行位置的移动，无法解决上述的大多

数问题，在活动范围和运动方式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且老年人如果长期使用轮椅出行，由

于身体不能伸展会影响到血液流通，造成腿部发凉甚至浮肿，同时会压迫腰椎造成更大的

损害。

[0005] 而拐杖的用途过小，依然需要耗费使用者大量的体力和工作。

[0006] 而楼梯间的电梯或扶手等装置，造价贵，局限性强，只适用于楼梯间的上下，且扶

手只起到防止摔倒的用途，不能极大方便老年人上下楼。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辅助老年人行动的腿部

外骨骼装置，其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并且将智能控制与机械装置相结合，实现健康护理与

方便生活的双重作用，使操作简便性和使用安全性更高。

[0008]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9] 一种辅助老年人行动的腿部外骨骼装置，包括拐杖、磁吸机构及运动可变式连杆

机构，所述磁吸机构通过其上的磁铁与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的小腿支撑杆配合，拐杖置于

使用者腋下辅助行走。

[0010] 所述拐杖包括拐杖体，拐杖体的伸缩杆外端同心套装有减震弹簧，且减震弹簧一

端与拐杖体的固定杆末端固定连接，伸缩杆末端同心套装于球型连杆一端的孔内，且减震

弹簧另一端与球型连杆固定连接，球型连杆另一端与轮架相连，轮架下表面设置有三个耳

板组，每个耳板组由两块耳板组成，耳板设置于轮架的长边处，每组耳板上通过轮轴安装有

滑轮，其中位于中间的一对滑轮为编码轮，轮架两端设置有刹车片，且刹车片位于轮架的短

边处。

[0011] 所述磁吸机构包括第一直线导轨、滑块及磁铁，第一直线导轨上滑动安装有滑块，

滑块顶部固定连接有磁铁，磁铁为类Z字型结构，磁铁面向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一端开设有

凹槽。

[0012] 所述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包括长安装板和直线滑杆，长安装板为两根，两个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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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板上均通过螺栓固定安装有两个第二直线滑轨，两个长安装板通过两个护腰连接，两个

护腰的后端安装有控制箱，位于下方的护腰前端分别安装有第一按钮和第二按钮，第二直

线导轨上滑动安装有第一转轴滑块，第一转轴滑块外侧通过转轴和轴承与第一转动套相

连，两个长安装板底端通孔内分别通过轴承与两个第一连接转轴一端相连，每个第一连接

转轴伸出长安装板内侧部分通过联轴器安装有电机，第一连接转轴伸出长安装板外侧部分

依次安装第一杆件、短连杆及大腿支撑杆，所述第一杆件与第一连接转轴之间安装有轴承，

所述短连杆与大腿支撑杆端部内侧焊接，所述大腿支撑杆外侧壁通过转轴和轴承与第二转

动套连接，所述直线滑杆依次贯穿第一转动套和第二转动套，大腿支撑杆另一端与通过可

调节转轴与小腿支撑杆相连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通过小腿支撑杆与磁吸机构的凹槽配合，

所述直线滑杆的中下部通过转轴与大腿支撑杆中下部连接，直线滑杆底端通过第二连接转

轴与小腿支撑杆连接，所述大腿支撑杆上通过两个Ω形安装座设置有两个大腿绑带，所述

小腿支撑杆上通过两个Ω形安装座设置有两个小腿绑带，所述短连杆另一端和第二杆件通

过转轴连接，第一杆件末端和第二杆件中部通过转轴连接有第三杆件，第三杆件中部与第

二杆件中下部安装有电动伸缩杆。

[0013] 所述大腿支撑杆包括大腿空心固定杆和大腿空心伸缩杆，所述大腿空心固定杆用

于安装大腿绑带，大腿空心固定杆靠近小腿支撑杆一端套装有大腿空心伸缩杆，且大腿空

心固定杆靠近小腿支撑杆一端外侧壁上均匀开设有第一调节孔，大腿空心伸缩杆内腔通过

固定轴设置有第一固定块，第一固定块中心孔内通过第一弹簧安装有第一锁舌，第一锁舌

用于与第一调节孔配合使用调节大腿支撑杆的长度。

[0014] 所述小腿支撑杆包括小腿空心伸缩杆和小腿空心固定杆，小腿空心固定杆用于安

装小腿绑带，小腿空心固定杆靠近大腿支撑杆一端套装有小腿空心伸缩杆，且小腿空心固

定杆靠近大腿空心支撑杆一端外侧壁上均匀开设有调节孔，小腿空心伸缩杆内腔通过固定

轴设置有固定块，固定块中心孔内通过弹簧安装有锁舌，锁舌用于与通孔配合使用调节小

腿支撑杆的长度。

[0015] 所述控制箱内安装有单片机、小型蓄电池、陀螺仪及蓝牙模块，所述单片机分别与

小型蓄电池、电机、安全气囊、陀螺仪及蓝牙模块电连接，腰部前侧的第一按钮与第二按钮

串联在电源与单片机之间，所述蓝牙模块分别与编码轮和电动推杆电连接。

[0016] 小型蓄电池直接与单片机相连，给单片机进行供电，由第一按钮和第二按钮控制

装置启动与停止，同时单片机分别与两侧电机、腰部的安全气囊、陀螺仪和蓝牙模块进行电

连接，蓝牙模块主要接受由拐杖的编码轮返还到单片机的数据来判断当前的步速是否合

理，进而通过单片机对电机的转速进行调节，使实际步速趋于正常。同时还可由蓝牙模块实

现对电动推杆的无线控制，来控制电动推杆的伸缩。当陀螺仪识别到异常的角度和方位的

急剧变化，以此来判断用户处于跌倒过程中，立即弹开护腰内部的安全气囊实现对老年人

的缓冲保护作用。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8] 1、通过对现有的人体腿部运动分析，提取出了腿部在自然状态下的近似运动规

律。在运动过程中，大腿以大腿根部为旋转中心，小腿以小腿根部为旋转中心，且在大腿向

外侧转动的过程中，小腿略向内侧转动，且角度较小。根据不同运动状态下的具体情况，设

计了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使得在运动的过程中，可以保证腿部外骨骼在自然状态下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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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状态与正常人腿的运动状态相似。

[0019] 2、由于使用者的身高腿长，骨骼年龄不相同，所以为了适应不同使用者的自身情

况，本发明大腿支撑杆和小腿支撑杆为可伸缩式，使用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我调整。

[0020] 3、本发明装置结构相对简单，且由镁合金与树脂材料制成。装置轻便，便于携带。

电机采用无刷直流电机，具有宽调速、小体积、高效率和稳态转速误差小的特点。通过多杆

机构的巧妙设计，将能量传递损失减小到最低，使得使用更加的独立与方便。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辅助老年人行动的智能腿部外骨骼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辅助老年人行动的智能腿部外骨骼中的拐杖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辅助老年人行动的智能腿部外骨骼的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转化为座

椅状态时的三维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辅助老年人行动的智能腿部外骨骼的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转化为座

椅状态时的侧视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辅助老年人行动的智能腿部外骨骼的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转化为辅

助行走状态示意图；

[0026] 图6为本发明辅助老年人行动的智能腿部外骨骼的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的大腿支

撑干伸缩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7为本发明辅助老年人行动的智能腿部外骨骼的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的小腿支

撑干伸缩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28] 1-拐杖，101-拐杖体，102-减震弹簧，103-球型连杆，104-轮架，105-耳板，106-编

码轮，107-刹车片，2-磁吸机构，201-第一直线导轨，202-滑块，203-电磁铁，204-凹槽，3-运

动可变式连杆机构，301-长安装板，302-直线滑杆，303-第二直线滑轨，304-护腰，305-控制

箱，306-第一按钮，307-第二按钮，308-第一转轴滑块，309-第一转动套，310-第一连接转

轴，311-第一杆件，312-短连杆，313-大腿支撑杆，314-第二转动套，315-可调节转轴，316-

小腿支撑杆，317-第二连接转轴，318-Ω形安装座，319-大腿绑带，320-小腿绑带，321-第二

杆件，322-第三杆件，323-电动伸缩杆，401-大腿空心固定杆，402-大腿空心伸缩杆，403-第

一调节孔，404-第一固定块，405-第一弹簧，406-第一锁舌，407-第一固定轴，408-小腿空心

固定杆，409-小腿空心伸缩杆，410-第二调节孔，411-第二固定块，412-第二弹簧，413-第二

锁舌，414-第二固定轴。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30] 如图1至图7所示，一种辅助老年人行动的腿部外骨骼装置，包括拐杖1、磁吸机构2

及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3，所述磁吸机构2通过其上的磁铁与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3的小腿

支撑杆配合，拐杖1置于使用者腋下辅助行走。

[0031] 所述拐杖1包括拐杖体101(型号为：64513298710231)，拐杖体101的伸缩杆外端同

心套装有减震弹簧102，使拐杖1在既定的范围内滑移时，可通过减震弹簧102弹性的作用，

将滑轮紧密的贴合在地面上，使编码轮106计数更精准，拐杖1支撑人体更稳定，且减震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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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一端与拐杖体101的固定杆末端固定连接，伸缩杆末端同心套装于球型连杆103一端的

孔内，且减震弹簧102另一端与球型连杆103固定连接，球型连杆103另一端与轮架104相连，

轮架104下表面设置有三个耳板组，每个耳板组由两块耳板105组成，耳板105设置于轮架

104的长边处，每组耳板105上通过轮轴安装有滑轮，其中位于中间的一对滑轮为编码轮

106，编码轮106用于负责记录当前速度，用蓝牙模块与拐杖1的编码轮106通信形成闭环系

统，通过拐杖1底部双侧的编码器返回的速度信息与其他辅助信息综合判断腿部运动频率，

通过单片机控制电机通过无极调速进行运动补偿或运动削弱，使速度变化平缓，在使用时

更加稳定和安全，轮架104两端设置有刹车片107，且刹车片107位于轮架104的短边处；拐杖

体101可为多功能拐杖体101，用于放置水杯、钥匙、纸巾、购物袋等。

[0032] 所述磁吸机构2包括第一直线导轨201、滑块202及磁铁，第一直线导轨201上滑动

安装有滑块202，滑块202顶部固定连接有磁铁，磁铁为类Z字型结构，磁铁面向运动可变式

连杆机构3一端开设有凹槽204；磁吸机构2用于与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3的小腿支撑杆316

配合，为了满足老人在坐立、上厕所、上下床等位置需要固定的需求，在电磁铁203与和小腿

支撑杆316的内部安装有nfc芯片；当老人在坐立、如厕、上下床时，使小腿支撑杆316与磁铁

紧密连接，可以防止其意外跌倒。同时，为了适应不同环境对固定位置的不同需求，可以自

由调节支架的位置，从而实现在不同位置实现不同角度定位，更加方便使用。

[0033] 所述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3包括长安装板301和直线滑杆302，长安装板301为两

根，两个长安装板301上均通过螺栓固定安装有两个第二直线滑轨303，两个长安装板301通

过两个护腰304连接，护腰304为安全气囊，当老人出现意外有摔倒的倾向时，腰部的安全气

囊会及时弹开，保护老年人在跌倒时受到重创，两个护腰304的后端安装有控制箱305，位于

下方的护腰304前端分别安装有第一按钮306和第二按钮307，第一按钮306用于控制电机的

开闭，第二按钮307用于控制电动伸缩杆323的开闭，第二直线导轨上滑动安装有第一转轴

滑块308，第二直线导轨与第一转轴滑块308组成滑轨滑块组件，型号为：SGR  SGB，第一转轴

滑块308外侧通过转轴和轴承与第一转动套309相连，两个长安装板301底端通孔内分别通

过轴承与两个第一连接转轴310一端相连，每个第一连接转轴310伸出长安装板301内侧部

分通过联轴器安装有电机，第一连接转轴310伸出长安装板301外侧部分依次安装第一杆件

311、短连杆312及大腿支撑杆313，所述第一杆件311与第一连接转轴310之间安装有轴承，

所述短连杆312与大腿支撑杆313端部内侧焊接，所述大腿支撑杆313外侧壁通过转轴和轴

承与第二转动套314连接，所述直线滑杆302依次贯穿第一转动套309和第二转动套314，大

腿支撑杆313另一端与通过可调节转轴315与小腿支撑杆316相连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3通

过小腿支撑杆316与磁吸机构的凹槽204配合，所述直线滑杆302的中下部通过转轴与大腿

支撑杆313中下部连接，直线滑杆302底端通过第二连接转轴317与小腿支撑杆316连接，所

述大腿支撑杆313上通过两个Ω形安装座318设置有两个大腿绑带319，所述小腿支撑杆316

上通过两个Ω形安装座318设置有两个小腿绑带320，所述短连杆312另一端和第二杆件321

通过转轴连接，第一杆件311末端和第二杆件321中部通过转轴连接有第三杆件322，第三杆

件322中部与第二杆件321中下部安装有电动伸缩杆323，第一杆件311、短连杆312、第二杆

件321和第三杆件322及电动伸缩杆323组成座椅腿机构，为了方便老年人在出行时能随时

随地的坐下休息，安装座椅腿机构，通过电动伸缩杆323的设置，来实现座椅腿机构在平时

处于收于大腿支撑杆313下方状态，而在使用时，轻点第二按钮307即可放出，同时具有自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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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不用时，轻点第二按钮307即可收回。

[0034] 所述大腿支撑杆313包括大腿空心固定杆401和大腿空心伸缩杆402，所述大腿空

心固定杆401用于安装大腿绑带319，大腿空心固定杆401靠近小腿支撑杆316一端套装有大

腿空心伸缩杆402，且大腿空心固定杆401靠近小腿支撑杆316一端外侧壁上均匀开设有第

一调节孔403，大腿空心伸缩杆402内腔通过第一固定轴407设置有第一固定块404，第一固

定块401中心孔内通过第一弹簧405安装有第一锁舌406，第一锁舌406用于与第一调节孔

403配合使用调节大腿支撑杆313的长度。

[0035] 所述小腿支撑杆316包括小腿空心伸缩杆409和小腿空心固定杆408，小腿空心固

定杆408用于安装小腿绑带320，小腿空心固定杆408靠近大腿支撑杆313一端套装有小腿空

心伸缩杆409，且小腿空心固定杆408靠近大腿空心支撑杆一端外侧壁上均匀开设有第二调

节孔410，小腿空心伸缩杆409内腔通过第二固定轴414设置有第二固定块411，第二固定块

411中心孔内通过第二弹簧412安装有第二锁舌413，第二锁舌413用于与通孔配合使用调节

小腿支撑杆316的长度。

[0036] 所述控制箱305内安装有单片机、小型蓄电池、陀螺仪及蓝牙模块，所述单片机分

别与小型蓄电池、电机、安全气囊、陀螺仪及蓝牙模块电连接，腰部前侧的第一按钮306与第

二按钮307串联在电源与单片机之间，所述蓝牙模块分别与编码轮106和电动推杆电连接；

单片机型号为STM32F103VET6，陀螺仪型号为MPU6050，蓝牙模块型号为HC-05；小型蓄电池

直接与单片机相连，给单片机进行供电，由第一按钮306和第二按钮307控制装置启动与停

止，同时单片机分别与两侧电机、腰部的安全气囊、陀螺仪和蓝牙模块进行电连接，蓝牙模

块主要接受由拐杖1的编码轮106返还到单片机的数据来判断当前的步速是否合理，进而通

过单片机对电机的转速进行调节，使实际步速趋于正常。同时还可由蓝牙模块实现对电动

推杆的无线控制，来控制电动推杆的伸缩。当陀螺仪识别到异常的角度和方位的急剧变化，

以此来判断用户处于跌倒过程中，立即弹开护腰304内部的安全气囊实现对老年人的缓冲

保护作用。

[0037] 本发明辅助老年人行动的智能腿部外骨骼装置的一次使用过程为：

[0038] 穿戴时，首先将护腰304包裹在使用者的腰部，大腿绑带319绑在使用者的大腿部，

小腿绑带320绑在使用者的小腿腿部，当穿戴好后，使用者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大腿支撑杆

313及小腿支撑杆316的长度调节，通过按下大腿支撑杆313上的第一锁舌406，拉拽大腿空

心伸缩杆402，调整大腿支撑杆313的长度，调整完长度后松开第一锁舌406，第一锁舌406在

弹簧的作用下穿入第一调节孔403内，将调节后的大腿支撑杆313的长度固定，同理，小腿支

撑杆316的调节方式与大腿支撑杆313一致；

[0039] 当在平路行走时，使用者两侧腋下夹持拐杖1进行支撑；

[0040] 本实施例中瞬时按下第一按钮306，定时器从按下第一按钮306开始计时到松开第

一按钮306计停止计时，在0.2s内时，触发行走状态；双击第一按钮306，触发上下楼梯状态；

长按第一按钮306一秒时，触发如厕状态。

[0041] 行走时，第一转轴滑块308的旋转中心的位置固定，瞬时按下第一按钮306，触发定

时器，0.2s后，单片机发送行走启动指令给电机，通过大腿根部的电机正反转带动大腿支撑

杆313绕第一连接转轴310做往复运动，从而带动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3进行行走运动：首先

左侧的大腿支撑杆313绕第一连接转轴310做顺时针运动，左侧的小腿支撑杆316相对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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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支撑杆313绕可调节转轴315做逆时针运动，同时直线滑杆302绕第二连接转轴317相对于

小腿支撑杆316做顺时针运动，带动第二转动套314和第一转动套309旋转一定角度，并在第

二转动套314和第一转动套309中向上滑移，此时左侧大腿支撑杆313与小腿支撑杆316呈现

出抬起一定高度并向前迈步的趋势，与正常行走的迈步姿态无异，此时右侧的运动可变式

连杆机构3的大腿支撑杆313与小腿支撑杆316呈一条直线与地面垂直，当定时器反馈给单

片机1.2s的时长信号时，单片机发送指令给左侧电机同时发送指令给右侧电机，左侧的电

机反转，带动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3做反向运动，同时右侧的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3进行与

上述左侧的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3运动流程一致的迈步运动，右侧大腿支撑杆313绕第一连

接转轴310做逆时针运动，右侧小腿支撑杆316相对于大腿支撑杆313绕可调节转轴315做顺

时针运动，同时直线滑杆302绕第二连接转轴317相对于右侧小腿支撑杆316做逆时针运动，

带动第二转动套314和第一转动套309反向旋转一定角度，并在第二转动套314和第一转动

套309中向下滑移，回到初始位置，此时左侧大腿支撑杆313与小腿支撑杆316呈一条直线与

地面垂直，此时右侧的电机正转大腿支撑杆313与小腿支撑杆316呈现出抬起一定高度并向

前迈步的趋势；通过两侧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3的运动轨迹的交替变换来实现最终行走的

姿态；进行连续行走运动时，当右侧的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3迈出后，左侧的运动可变式连

杆机构3所带动的腿部在原地不动，此时身体前倾，率先迈出的腿部在身体前倾重心改变的

情况下，所带动的腿部的脚掌接触地面，此时率先迈出的腿部的脚掌落地的位置不变，后运

动的可变式连杆机构3开始进行迈腿运动，同时率先运动的可变式连杆机构3开始反转，从

迈步状态变为直立状态，即直至该侧大腿支撑杆313与小腿支撑杆316呈一条直线与地面垂

直，即上述迈步运动的初始状态位置，同时在迈步状态变为直立状态的过程中将护腰304所

带的使用者身体以及后运动的可变式连杆机构3所带的腿部向前推动，完成另一侧腿部向

前迈步的运动状态。通过两侧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3的运动轨迹的交替变换来实现最终行

走的姿态。

[0042] 当在上坡或下坡路行走时，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3上的电机的转动角度会受到路

况的影响，上坡时，由拐杖1上的编码轮106反馈给单片机的速度低于平路行走速度，此时单

片机控制电机降低转速与编码轮106相适应；下坡时，由拐杖1上的编码轮106反馈给单片机

的速度高于平路行走速度，此时单片机控制电机升高转速与编码轮106相适应。

[0043] 当上下楼梯时，由于整体的运动流程与平路行走行走时无异，主要的差异在于运

动的步态不同，行走时迈步距离大，大小腿前倾，且脚面与地面相差高度不大；上下楼时，步

伐长度较为紧凑，且抬腿高度高，脚面与台阶面相差有较大高度。而改变步态，即改变可变

式连杆机构3的运动轨迹的方式，是通过改变第一转轴滑块308在第二直线滑轨303的位置

从而改变可变式连杆机构3的运动轨迹，当从行走步态改为上楼步态时，松拧第一转轴滑块

308上的锁块，手动滑动第一转轴滑块308向上改变位置，按使用者情况调整好位置后，拧紧

锁块；当从上楼步态改为行走步态时，松拧第一转轴滑块308上的锁块，手动滑动第一转轴

滑块308向下改变位置，按使用者情况调整好位置后，拧紧锁块。

[0044] 当使用者需要休息时，第一杆件311、第二杆件321与大腿支撑杆313平行，当按下

第二按钮307后，单片机接收到按下第二按钮307的第一次脉冲信号，发送一个伸长长度指

令给电动伸缩杆323，电动伸缩杆323不断伸展，短连杆312与第二杆件321及第一杆件311与

第三杆件322之间的夹角逐渐增大，使第二杆件321由与大腿支撑杆313平行的位置转动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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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短连杆312共线的位置，即运动至死点位置，此时电动伸缩杆323伸长到了单片机发送的

伸长长度值，电动伸缩杆323自行停止运动，座椅完全展开，使用者可坐下休息；当收回时，

再次按下第二按钮307，单片机接收到按下第二按钮307的第二次脉冲信号，发送一个缩短

长度指令给电动伸缩杆323，电动伸缩杆323开始缩短，短连杆312与第二杆件321及第一杆

件311与第三杆件322之间的夹角逐渐减小，使第二杆件321由与短连杆312共线的位置转动

至与大腿支撑杆313平行的位置，此时第二杆件321与第一杆件311平行设置，电动伸缩杆

323伸缩完成单片机发送的缩短长度指令后停止工作，电动座椅装置自动收回至初始状态。

[0045] 当在家中老年人想要上厕所时，在马桶前安放有磁吸机构2，可自行调节磁吸机构

2的位置进而调节电磁铁203的位置以适应用户的实际需求，当如厕时，将两侧小腿支撑杆

316吸附于磁吸机构2中的电磁铁203上，此时小腿支撑杆316为固定机架，长按第一按钮306

一秒，触发定时器并计时，1s后反馈时间信号给单片机，单片机控制两侧电机启动，电机正

转，带动大腿支撑杆313绕第一连接转轴310做顺时针运动，同时直线滑杆302绕第二连接转

轴317相对于小腿支撑杆316做顺时针运动，带动第二转动套314和第一转动套309旋转一定

角度，并在第二转动套314和第一转动套309中向上滑移，使大腿支撑杆313与小腿支撑杆

316之间的夹角由零度变为90°后，电机停止工作，运动可变式连杆机构3将会实现坐姿的运

动状态，以完成如厕的动作；站立时，长按第一按钮306一秒，触发定时器并计时，1s后反馈

时间信号给单片机，单片机控制两侧电机启动，电机反转，带动大腿支撑杆313绕第一连接

转轴310做逆时针运动，同时直线滑杆302绕第二连接转轴317相对于小腿支撑杆316做逆时

针运动，带动第二转动套314和第一转动套309旋转一定角度，并在第二转动套314和第一转

动套309中向下滑移，使大腿支撑杆313与小腿支撑杆316之间的夹角由90°度变为0°后，即

可实现站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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