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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配置以跨越人的至少一个关节耦合以用于步态辅助的下肢矫形器，所述下肢

矫形器包括：

大腿矫形器，其包含经配置以耦合到所述人的左及右大腿结构以及经配置以相等地且

沿相反方向驱动所述左及右大腿结构的单个致动器，其中所述左及右大腿结构互相连接且

所述相反方向包括前方向和后方向；以及

以下各项中的一者或多者：

a)膝盖矫形器，其包含：经配置以耦合到所述人的腰部连杆；经配置以耦合到所述人、

膝关节的大腿连杆、小腿连杆；及扭矩产生器，其中所述大腿连杆在髋关节及所述膝关节两

者处可旋转地连接到所述腰部连杆，所述小腿连杆可旋转地连接在所述膝关节处，且所述

扭矩产生器经配置以围绕所述膝关节施加扭矩以引起穿戴所述下肢矫形器的人的腿的弯

曲或伸展，其中使由所述扭矩产生器产生的力在所述腰部连杆及所述小腿连杆处受到反作

用；

b)髋部矫形器，其包含大腿连杆、腰部连杆及第一致动器，其中所述大腿连杆及所述腰

部连杆经配置以耦合到所述人，所述大腿连杆在髋关节处可旋转地连接到所述腰部连杆，

且所述第一致动器经定位以在站立后期及摆动早期期间在所述大腿连杆上提供力；及

c)脚踝矫形器，其包含经配置以耦合到所述人的小腿的小腿结构及经配置以耦合到所

述人的脚的脚结构，所述小腿结构及所述脚结构互连，借此所述脚踝矫形器经配置以在步

态循环的摆动阶段期间帮助阻止所述脚的脚下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下肢矫形器，其中所述下肢矫形器包含所述膝盖矫形器，所述

膝盖矫形器进一步包含在踝关节处可旋转地连接到所述小腿连杆的脚连杆，且其中还使由

所述扭矩产生器产生的所述力在所述脚连杆处受到反作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下肢矫形器，其中所述下肢矫形器包含所述膝盖矫形器且所

述扭矩产生器直接在所述大腿连杆与膝关节之间延伸。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下肢矫形器，其中所述下肢矫形器包含所述膝盖矫形器，所述

膝盖矫形器包括经配置以耦合到所述人的脚的脚结构以及在踝关节处耦合到所述脚结构

的脚连杆，且其中所述下肢矫形器稳固所述髋关节、所述膝关节及所述踝关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下肢矫形器，其中所述单个致动器由驱动使所述左及右大腿

结构互连的花键连接的马达构成。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下肢矫形器，其进一步包括提供于所述左及右大腿结构之间

的至少一个万向接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下肢矫形器，其中所述大腿矫形器包括将大腿位置信息提供

到控制器以用于调节所述单个致动器的至少一个惯性传感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下肢矫形器，其中所述大腿矫形器包括跨越所述人的身体延

伸以使所述左及右大腿结构互连的连杆。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下肢矫形器，其中所述单个致动器与髋部枢轴同心地旋转。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下肢矫形器，其中所述下肢矫形器包含所述髋部矫形器且所

述第一致动器包括作用于所述腰部连杆与所述大腿连杆之间的弹簧弹性元件。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下肢矫形器，其中所述弹簧弹性元件构成叶片弹簧。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下肢矫形器，其中所述第一致动器进一步包括挡块，所述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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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在小髋部弯曲角度下由所述弹簧弹性元件邻接且在较大角度下脱离所述弹簧弹性元件。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下肢矫形器，其中所述下肢矫形器包含所述髋部矫形器，所

述髋部矫形器包括使所述大腿连杆与耦合到所述人的另一大腿连杆互连的运动逆转机构。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下肢矫形器，其中所述运动逆转机构包含摇臂及作用于所

述摇臂上的第二致动器。

1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下肢矫形器，其中所述下肢矫形器包含所述脚踝矫形器，所

述脚踝矫形器包括限制所述脚结构相对于所述小腿结构的枢转移动的制动装置。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下肢矫形器，其进一步包括地面传感器，其中所述制动装置

基于检测到所述脚结构啮合支撑地面时而阻止所述脚结构与小腿结构之间的相对枢转移

动。

17.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下肢矫形器，其中所述制动装置构成电磁制动器。

18.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下肢矫形器，其进一步包括在所述小腿结构与所述脚结构

之间延伸的缆索，所述缆索连接到经配置以维持所述缆索中的张力的回缩弹性元件，其中

所述制动装置经配置以在步态循环的摆动阶段期间阻止所述缆索的释放从而相对于所述

小腿结构固定所述脚结构。

1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下肢矫形器，其以组合形式包括所述膝盖矫形器、髋部矫形

器及脚踝矫形器中的至少两者。

20.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下肢矫形器，其以组合形式包括所述膝盖矫形器、髋部矫形

器及脚踝矫形器中的每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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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来自下肢矫形器的通信的人机接口

[0001] 相关申请案的交叉参考

[0002] 本申请案主张2013年11月12日提出申请的标题为“用于步态辅助的矫形器

(Orthoses  for  Gait  Assistance)”的序列号为61/903,087的美国临时申请案的权益。

背景技术

[0003] 本发明涉及辅助具有受损肌肉功能或控制的患者進行肌肉功能的康复及复原的

矫形装置。更特定来说，本发明涉及适合用于关于具有附器的受损神经肌肉/肌肉功能的患

者的治疗用途的矫形装置及这些矫形装置的配置，包含但不限于包含加强附器的经改进功

能以用于例如行走的活动的机动化支具系统及相关控制系统的矫形装置。

[0004] 数百万个体患有行走能力的部分或全部丧失，从而导致受折磨个体的大大受损的

可动性。此残疾状态可起因于外伤、中风或导致影响肌肉控制的紊乱的其它病况。不管起

源，行走受损的开始及继续可导致患病个体的额外消极身体及/或心理结果。为了改进具有

行走受损的患者的健康及生活质量，可改进或复原行走功能的装置及方法的开发对于医疗

及治疗团体具有重大效用。除行走受损之外，还存在干扰附器的肌肉控制从而导致受影响

个体的功能丧失及其它不利状况的一系列病况。改进或复原这些额外功能的装置及方法的

开发也受到医疗及治疗团体的极大关注。

[0005] 医学领域中正开发人类外骨骼装置以使具有影响肌肉控制的紊乱的人的适当肌

肉功能复原及康复。这些外骨骼装置可表示为可将力施加到穿戴者的附器的机动化支具的

系统。在康复设定中，外骨骼由理疗师及/或穿戴外骨骼的患者(其使用多个可能输入中的

一者来命令外骨骼控制系统)控制。继而，外骨骼控制系统致动机动化支具的位置，从而引

起到外骨骼穿戴者的身体的力施加及通常外骨骼穿戴者的身体的移动。

[0006] 外骨骼控制系统规定且控制外骨骼的关节的轨迹。这些轨迹可规定为基于位置

的、基于力的或两种方法的组合，例如在阻抗控制器中看到的那些。基于位置的控制系统可

直接通过规定位置的修改来修改外骨骼轨迹。基于力的控制系统可通过规定力分布曲线的

修改来修改外骨骼轨迹。外骨骼控制系统通过一系列外骨骼轨迹的使用来命令复杂外骨骼

移动(例如行走)，其中越来越复杂的外骨骼移动需要一系列越来越复杂的外骨骼轨迹。这

些系列的轨迹可为循环的，例如外骨骼关于每条腿采取一系列步伐，或其可为离散的，例如

外骨骼从坐位起身为站位。

[0007] 取决于患者的特定生理或康复阶段，外骨骼在行走所需要的各种运动中必须提供

不同程度的辅助。对于一些患者(例如下身麻痹患者)，现代外骨骼的致动器必须提供行走

所需要的所有力。然而，在其中患者具有某种功能的一些应用中，仅仅在步态循环中在正确

位置处沿正确方向提供推力可为足够的。此种运动辅助可比作推秋千上的小孩：所提供的

推力不必为精确的，只要其既不小得使秋千的运动衰减也不大得使秋千的运动变得不稳

定。因此，外骨骼可能通过仅仅在步态循环的关键部分处提供某种辅助而促进患者的行走。

[0008] 在对其下肢具有受限制使用的人中，复原膝盖的功能对于站立或行走功能的复原

是关键的，因为腿在不具有发挥机能膝盖的情况下无法承受重量。此在假肢领域内是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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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中最大努力及设计复杂度致力于膝盖假肢的设计。在历史上，膝盖假肢首先并入有微

处理器且稍后还并入有动力致动器。在矫形器领域中，常规机械装置包含在膝盖打直时锁

定且在稍后站立中解锁使得人可在摆动期间弯曲其膝盖的支具；这些装置已可用达数十

年，但最近进展已使其更小且更可靠。较新矫形器(如假肢)已开始包含对于可变状况允许

较大稳健性的微处理器。举例来说，在传统纯机械矫形器中，通过在末期摆动中达到完全膝

盖伸展而触发锁定膝盖以用于站立。然而，通过使用其它标志器(例如使用加速度计寻找与

支撑表面的撞击)而使膝盖在末期摆动中锁定可为合意的，即使膝盖伸展并非完全的。机械

地设计此些行为是极其困难的，但用微处理器实施此些行为可为平凡的。存在此项技术已

知的此些装置的许多实例，此些装置中的一些装置可用于出售。

[0009] 现有膝盖矫形器装置具有许多缺点。首先，站立控制膝盖支具无法提供主动辅助

以帮助人从坐着变为站立。一些装置具有给人的步态提供动力的能力。就是说，除具有可将

膝盖锁定在固定位置处的微处理器之外，装置还具有足够大以将机械动力转变成人的步态

的致动器。所需要的额外复杂度是非平凡的：为实际的仅有致动系统是使用大(通常为大约

1:100)传动比的电动马达，所述电动马达将马达的高速低扭矩运动转换成人类运动所需的

高扭矩低速运动。在一些装置中，此传动装置是滚珠螺杆装置；在其它装置中是谐波驱动

器；且在其它装置中是液压泵及汽缸。在所有情形中，存在除致动以外的常见困难，所述困

难在于装置必须耦合到人。表面上，此可不表现为限制性因素，因为已设计如此多的无动力

站立控制膝盖支具，但实际上存在重要差异。站立控制的膝盖支具仅经设计以在膝盖几乎

打直时支撑身体重量；在此情况中，由装置抵抗的扭矩是小的。动力膝盖支具可甚至在膝盖

角度很大时提供扭矩，且经设计以产生通常类似于由人体产生的那些扭矩的极大扭矩。在

这些情形中，尝试耦合到人并非平凡问题，因为必须通过在大腿及小腿两者处的人-装置连

接分解由装置在膝盖处产生的大扭矩。此连接通常是软的，以便不伤害人，且因此施加高扭

矩导致不合意人-装置运动。出于这种考虑，存在提供如下装置的未满足需求：动力膝盖支

具可通过所述装置对耦合到膝盖支具的人的膝盖施加足够大的力以便影响耦合到膝盖支

具的人行走，然而同时减小人与膝盖支具装置之间的相对运动。此装置还必须在不对耦合

到所述装置的患者产生过度不适或尴尬的情况下如此操作。

[0010] 单独具有动力膝盖支具的矫形装置可既不辅助腿的摆动，也不在站立期间辅助身

体的推进。生物力学上，髋部在两个功能方面发挥作用：在站立期间帮助推进人；及在摆动

期间将腿抛向前。虽然已提议用来在行走期间辅助人的髋部运动的装置，但这些装置是麻

烦的，因为其需要对人的高动力致动及/或紧密拟人化耦合。人类髋部是三个自由度关节，

从而允许在所有三个旋转轴上的运动；且当仅在失状平面中需要用于行走的高动力时，通

常必须在其它轴上提供无动力自由度以便允许正常行走。一些装置用复杂机制来粗略估计

这些自由度，且其它装置仅仅锁定这些自由度，从而约束人。因此，还存在提供如下矫形髋

部装置的未满足需求：所述装置允许辅助在摆动中的腿移动且在站立中的身体的推进，但

不限制围绕髋部的自由度或不需要极度复杂、庞大、沉重机构。

[0011] 对于患有下肢衰弱(通常为但不总是中风后)的一些人，阻止脚下垂是重要的，因

为否则人可在地面上拖拉其脚趾、绊倒及跌倒。因此，进一步存在提供如下装置的未满足需

求：所述装置能够在摆动期间可靠地抬起人的脚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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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12] 本发明的目标是提供一种下肢矫形装置，所述下肢矫形装置允许动力膝盖支具对

耦合到所述动力膝盖支具的人施加足够力以便在站立及行走两者中提供辅助给所述人，其

中此膝盖支具能够产生类似于由人体在行走期间产生的那些扭矩的极大扭矩，但这些扭矩

不导致不合意人-装置运动。本发明的又一目标是此动力膝盖支具装置在不对耦合到所述

装置的患者产生过度不适或尴尬的情况下起作用。

[0013] 本发明的额外目标是使下肢矫形装置允许矫形髋部装置提供如下辅助给所耦合

患者：在摆动中的腿移动及在站立中的身体的推进，但不限制围绕髋部的自由度或不需要

极度复杂且通常庞大或沉重机构。

[0014] 本发明的又一目标是使下肢矫形装置能够在摆动期间可靠地抬起穿戴矫形器或

外骨骼的人的脚趾，以便阻止所述人绊倒或跌倒。

[0015] 本发明的主要方面包括一种不仅仅在其小腿及大腿处耦合到人的动力膝盖矫形

器装置，其中此装置包含从致动模块沿大腿的长度向上延续到髋部且沿小腿向下延续到脚

踝的轻量翼樑，或其它刚性连杆机构，其中此装置具有分别与人的髋部及脚踝枢轴对准的

小的无动力枢轴，其中这些连接枢轴分别耦合到人的髋部及脚踝。当人的髋部及脚踝处的

耦合件距膝盖非常远时，在那里受到反作用的力比在使矫形器力在小腿及大腿处受到反作

用时小得多，且因此人与装置之间的运动小得多，从而允许给膝盖的运动提供动力的致动

器提供更多力。

[0016] 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提供一种如下系统：所述系统通过直接定位在大腿之间的致动

装置给外骨骼的髋部提供动力，因此避免骨盆连杆的复杂度及提供大腿旋转及外展的需

要。根据此方面，人的大腿通过致动器耦合使得设计不需要围绕人的骨盆耦合。此实施例的

变体借助不同封装允许较高扭矩，其中从髋部上与人的髋部枢轴一致的位置进行髋部之间

的连接。

[0017] 本发明的第三方面提供一种辅助穿戴外骨骼装置的人的髋部移动的无源机构。在

最简单实施例中，提供当髋部非常弯曲时在末期站立期间啮合且因此在摆动早期期间提供

辅助的弹簧元件。

[0018] 本发明的第四方面使穿戴外骨骼的人的髋部以使得动力从一个髋部转移到另一

髋部的方式耦合。根据本发明的此方面，髋部通过运动逆转机构(例如差动器)耦合，使得当

右髋部向后移动时，左髋部被驱迫向前移动。为了有效，运动逆转机构必须接地，且当其接

地到身躯时，所得装置被称为往复运动步态矫形器(RGO)。在此实施例中，控制RGO与身躯之

间的运动。通过将致动器(在大多数实施例中，为具有减速传动装置的电动马达)放在差动

器与身躯之间，可通过锁定马达而使装置表现得像RGO，或通过施加零扭矩或在中间状态中

通过按扭矩分布曲线控制马达而使装置表现得好似不存在RGO。

[0019] 本发明的第五方面包括在腿的脚踝处枢转的轻量矫形装置，所述腿装配有所述装

置，其中机电制动器布置在枢轴处。承载此枢轴装置的相对腿上的传感器检测与地面的脚

接触且锁定装配有枢轴及机电制动器的腿的脚踝的旋转。在摆动期间，此制动器将枢轴及

装置穿戴者的脚踝固持在背屈中。当与承载此枢轴装置的腿相对的腿上的脚在摆动结束时

重新接触地面时，制动器释放以用于自然站立循环。通过调整定时，脚踝的摆动角度可变

化。此实施例的变体包括在摆动期间将穿戴装置的人的脚踝固持于背屈中而不需要矫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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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装置。在此实施例中，缆索连接在患者的脚及小腿上的捆绑带与将此缆索保持在张力下

的小腿上的回缩弹簧之间，且制动装置在相对腿着地时限制缆索的运动，从而固持承载装

置的腿的脚踝位置直到承载此装置的腿着地为止。

[0020] 总的来说，本发明的这些方面可协同地经组合以提供矫形装置的如下总体增强功

能性：辅助具有受损肌肉功能或控制的患者進行肌肉功能的康复及复原。在任一情形中，依

据尤其在结合图式进行时下文呈现的详细说明将更容易地明了本发明的额外目标、特征及

优点，其中相似参考编号是指数个视图中的对应零件。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耦合到复杂动力下半身能走动外骨骼的残疾个体的示意性侧视图。

[0022] 图2a是耦合到常规动力膝盖矫形器的残疾个体的侧视图式，其中此图式展示支具

及合力。

[0023] 图2b是耦合到本发明的动力膝盖矫形器的残疾个体的侧视图式，其中此图式展示

支具及合力。

[0024] 图3a是展示穿戴本发明的经致动大腿耦合矫形器装置的残疾个体的后视图及侧

视图的图式。

[0025] 图3b是展示图3a的大腿耦合辅助装置的更近后视图的图式。

[0026] 图4是展示穿戴本发明的经致动大腿耦合矫形器装置的变体配置的残疾个体的前

视图及侧视图的图式。

[0027] 图5a是髋部致动器扭矩随站立阶段而变的曲线图，其示范耦合到本发明的大腿耦

合装置的人的数据。

[0028] 图5b是针对本发明的所耦合髋部装置的髋部致动器扭矩随站立阶段而变的曲线

图。

[0029] 图6a是展示穿戴本发明的无源髋部辅助装置的残疾个体的侧视图的图式。

[0030] 图6b是展示展示为具有开圆的实线踪迹的髋部步态数据以及展示为虚线的覆盖

弹簧数据的曲线图，其表示辅助站立后期及摆动早期的本发明的无源髋部装置的使用。

[0031] 图7是展示穿戴根据本发明构造的经致动往复运动步态矫形器装置的残疾个体的

侧视图的图式。

[0032] 图8a是展示耦合到包含本发明的脚及脚踝辅助装置的矫形装置的残疾个体的侧

视图的图式。

[0033] 图8b是展示耦合到图8a的脚及脚踝辅助装置的变体的残疾个体的侧视图的图式。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连同为矫形器穿戴者提供行走运动或行走运动辅助的动力或无动力矫形装置使

用本发明。动力外骨骼是此动力矫形装置的一个实例。在康复设定中，动力外骨骼由使用多

个可能输入构件中的一者来命令外骨骼控制系统的理疗师控制。继而，外骨骼控制系统致

动机动化支具的位置，从而引起到外骨骼穿戴者的身体的力施加及通常外骨骼穿戴者的身

体的移动。

[0035] 为了参考，图1展示此项技术一般已知的全身外骨骼；主要完成此以提供对申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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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提及的各种外骨骼组件的参考。参考图1，人或穿戴者109结合包含下部地面啮合尖端

101及手柄103的拐杖102使用具有躯干部分110及下部腿支撑件112的外骨骼100以行走。穿

戴者109经展示以具有上臂111、下臂(前臂)122、头部123及下肢124。以此项技术中已知的

方式，躯干部分110可配置以耦合到穿戴者109的上半身(未单独标记)，腿支撑件112可配置

以耦合到人109的下肢124以及致动器，所述致动器一般在125处经指示，但实际上以此项技

术中广泛已知的方式插置在腿支撑件112的部分之间以及腿支撑件112与躯干部分110之

间，以用于将腿支撑件112相对于躯干部分110移位以使穿戴者109的下肢124能够移动。在

一些实施例中，躯干部分110可为相当小的且包括缠绕穿戴者109的骨盆的骨盆连杆。在图1

中所展示的实例中，外骨骼致动器125具体展示为用于使髋关节145弯曲及伸展移动的髋部

致动器135及用于使膝关节150弯曲及伸展移动的膝盖致动器140。由CPU  120以外骨骼控制

领域的技术人员已知的多种方式控制外骨骼致动器125，其中CPU  120为外骨骼控制系统的

组成部分。尽管图1中未展示，但提供与CPU  120通信的各种传感器使得CPU  120可监视装置

的定向。此些传感器可不具限制地包含编码器、惯性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电位计、加速度计

及回转仪，其中这些传感器取决于特定外骨骼或控制系统的需求而位于外骨骼结构上的各

种位置中。另外，CPU  120与中央服务器171连续或间歇地通信，且将所有所收集数据报告给

中央服务器171。由于各种外骨骼的特定结构可采取许多形式，如此项技术中已知，因此将

不在本文中进一步详述此实例性外骨骼的结构。

[0036] 参考图2a，展示表示常规动力膝盖矫形器装置的图式。在图2a的左面板中，展示常

规膝盖矫形器的图式。人200穿戴着常规膝盖矫形器201，其中大腿结构203耦合到人200的

大腿202，其中大腿结构203可旋转地连接到膝关节204，其中膝关节204可旋转地连接到小

腿结构206，其中小腿结构206耦合到人200的小腿205。扭矩产生器208连接到大腿结构203

及膝关节204两者，其中扭矩产生器208围绕膝关节204施加扭矩从而引起沿箭头207的路径

的弯曲或伸展，其中矫形器201的膝关节204的旋转通过改变人200的大腿202与小腿205的

相对角度而引起人200的腿的弯曲或伸展。在图2a的右面板中，展示如何使来自产生辅助扭

矩的膝盖支具的力反作用到人上的简单模型。在此处，人200与矫形器201之间的连接示意

性地表示为两个补块，其中大腿补块211在人200的大腿202上，且小腿补块213在人200的小

腿205上，其中大腿补块211及小腿补块214表示将矫形装置201耦合到人200的捆扎带及/或

环带。大腿补块211及小腿补块214两者必须对由扭矩产生器208围绕膝盖204施加的扭矩受

到反作用，且由于大腿补块长度212及小腿补块长度214是相对短的(与大腿202及小腿205

的长度相比较)，因此动力矫形器装置201使大腿202相对于小腿205移动所需要的力是相当

高的，其中伸展由分别在大腿补块211上的力215及216以及在小腿补块213上的力217及218

产生。尽管力在此处经展示为捆扎带的任一边缘上的点负载，但应理解，在精心设计的捆扎

带中，力将为分散式的，但简化到点负载不改变关于常规动力膝盖矫形器的问题的本质；高

膝盖扭矩由于人200的组织或矫形器201的填料/捆扎带的压缩而导致人200与矫形器201之

间的不合意相对运动。

[0037] 参考图2b，展示表示本发明的主要实施例的动力膝盖矫形器装置的图式。第一实

施例的动力膝盖矫形器是使用在除人的小腿及大腿之外的数个地方中耦合到人的任何适

当致动技术。轻量翼樑从致动模块沿大腿的长度向上延续到髋部且沿小腿向下延续到脚

踝，如图2b中所展示。在髋部及脚踝处，提供小的无动力枢轴，且这些枢轴分别与人的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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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脚踝枢轴对准。在图2b的左面板中，展示主要实施例的动力膝盖矫形器装置的图式。人

220穿戴着动力矫形器261，其中矫形器261通过腰带228耦合到人220的腰部，其中腰带228

通过腰部连杆229可旋转地连接到大腿连杆230，其中大腿连杆230连接到大腿结构223，其

中大腿结构223耦合到人220的大腿222，其中大腿连杆230可旋转地连接到膝关节224，其中

膝关节224可旋转地连接到小腿连杆231，其中小腿连杆231耦合到人220的小腿251，其中小

腿连杆231可旋转地连接到脚连杆232，其中脚连杆232连接到脚结构233，其中人220的脚

234耦合到脚结构233。扭矩产生器240连接到大腿连杆230及膝关节224两者，其中扭矩产生

器240围绕膝关节224施加扭矩从而引起沿箭头227的路径的弯曲或伸展，其中矫形器261的

膝关节224的旋转通过改变人220的大腿222与小腿251的相对角度而引起人220的腿的弯曲

或伸展。

[0038] 在图2b的右面板中，展示如何使来自产生辅助扭矩的膝盖支具的力反作用到人上

的简单模型。在此处，人220与矫形器261之间的连接示意性地表示为两个补块，其中大腿补

块241在人220的大腿222上且小腿补块243在人220的小腿251上，其中大腿补块241及小腿

补块243表示将矫形装置261耦合到人220的捆扎带及/或环带。由于膝关节224连接到小腿

连杆231及大腿连杆230(其分别连接到脚连杆232及腰部连杆229)，因此在较长距离(大腿

长度242及小腿长度244)内施加来自扭矩产生器240的扭矩，其中伸展由在腰部连杆229上

的力235、在大腿补块241上的力236、在小腿补块243上的力238及在脚连杆232上的力237产

生。

[0039] 在本发明的此第一实施例中，在髋部及脚处包含枢轴是关键添加。在实践中，不可

使大腿及小腿上的若干长度的原始捆绑带更长，因为人将发现将捆绑带放在上部大腿或下

部小腿上是不舒服的；替代地，枢轴允许额外捆绑带位于距膝盖远得多的地方，从而最小化

力。此外，腰带在人的质量中心附近起作用，且脚条带在对地面的反作用力附近起作用：结

果是，膝盖扭矩几乎直接作用于质量中心与地面之间。当人的髋部及脚踝处的耦合件距膝

盖非常远时，在那里受到反作用的力比在使矫形器力在小腿及大腿处受到反作用时小得

多，且因此人与装置之间的运动小得多，从而允许给膝盖的运动提供动力的致动器提供更

多力。然而，虽然此设计显著地改进装置的功能，但额外结构组件的复杂度及成本在与矫形

器自身的致动比较时并非重大的。在一些实施例中，矫形器在矫形器上的各种位置中装配

有将信息报告给控制矫形器上的扭矩产生器的动作的矫形器控制系统的传感器，例如惯性

传感器或压力传感器，其中这些传感器将关于矫形器状态的信息报告给矫形器控制系统。

在一些实施例中，扭矩产生器是电动马达、致动器或此项技术中已知的其它装置。

[0040] 在本发明的主要实施例的实例中，考虑康复设定中的残疾患者，所述残疾患者的

一条腿具有有限力量。如果此患者将使用本发明的装置，那么矫形器将能够提供额外膝盖

扭矩给患者(相对于常规动力矫形器可获得的扭矩)，从而在与行走有关的膝盖运动方面辅

助此患者且改进康复益处。

[0041] 参考图3a及3b，展示表示本发明的经修改实施例的动力大腿耦合矫形器装置的一

种形式的图式。人类髋部是三个自由度关节，从而允许在所有三个旋转轴上的运动。当仅在

失状平面中需要用于行走的高动力时，通常必须在其它轴上提供无动力自由度以便允许正

常行走。一些装置用复杂机制来粗略估计这些自由度，且其它装置仅仅锁定这些自由度，从

而约束人。在此实施例中，人的大腿通过致动器耦合使得设计不需要围绕人的骨盆耦合。人

说　明　书 6/11 页

9

CN 105722490 B

9



300穿戴着大腿耦合矫形器301，其中左大腿节段或结构303耦合到人300的左腿302的大腿，

且其中右大腿节段或结构305耦合到人300的右大腿。左大腿结构303含有电动马达306，而

右大腿结构305含有电池及电子器件311。马达306连接到万向接头307，其中万向接头307可

旋转地连接到滑动花键308，其中滑动花键308可旋转地连接到万向接头309，其中万向接头

309连接到右大腿结构305上的座架310使得在右大腿结构305与左大腿结构303之间建立致

动器连杆。使在马达306中产生的扭矩直接在大腿节段305中受到反作用；当大腿节段303及

305耦合到人300的大腿时，借助由马达306产生的扭矩相等地且相反地驱动人300的大腿，

从而引起人300的腿306的弯曲350或伸展351。换句话说，使用单个致动器来沿相反方向驱

动右大腿结构305及左大腿结构303，例如，一个在前方向上且一个在后方向上。当然，在大

多数实施例中，马达306还将包括传动装置以产生对于行走适当的高扭矩低速运动。大腿节

段303及305仅耦合到人300的大腿，且因此装置无法产生大扭矩(因为经施加以使扭矩对大

腿受到反作用的力将为不可接受地高；考虑第一实施例)。还有，在人类髋关节处，仅10到20

牛顿米的适度扭矩可产生显著效应且产生需要辅助的人的较佳步态，且可恰好在大腿以及

髋部处施加此扭矩。此设计优于现有装置是进一步有利的，因为仅需要一个马达或致动器，

从而简化装置的设计。在一些实施例中，电子器件及电池可在与马达相同的侧上，使得所有

电元件是并置的，尽管此具有重量不均等地分布的缺点。在一些实施例中，矫形器在矫形器

上的各种位置中装配有将信息报告给控制矫形器上的扭矩产生器的动作的矫形器控制系

统的额外传感器，例如惯性传感器，例如，加速度计及回转仪，其中这些传感器将关于矫形

器状态的信息报告给矫形器控制系统。在一些实施例中，惯性传感器及甚至控制系统可为

电子器件311的部分使得装置的复杂度最小化，或可包含于大腿结构303及305两者中以撷

取来自两条腿的运动信息。在一些实施例中，扭矩产生器是电动马达、致动器或此项技术中

已知的其它装置。

[0042] 参考图4，图式表示本发明的总体动力大腿耦合矫形器装置的变体。此变体借助不

同封装允许较高扭矩。在此实施例中，从髋部上与人的髋部枢轴一致的位置进行髋部之间

的连接。因此，不需要万向接头及花键。参考图4，具有左大腿409及右大腿403的人400穿戴

着装置401。所述装置由右连杆404、致动器405及左连杆407组成。右连杆404借助右大腿结

构402耦合到右大腿403，且左连杆407借助左大腿结构408耦合到左大腿409。右连杆404及

左连杆407通过致动器405耦合，从而围绕髋部枢轴406同心地旋转。髋部枢轴406与人400的

髋部的旋转中心大致一致。致动器405使左连杆407相对于右连杆404扭转。致动器405可一

般借助未展示的额外捆绑带固持到人400的身躯上，但此捆绑带不相对于任一大腿连杆将

扭矩施加到身躯。在操作中，控制器致使致动器405在人400行走时提供扭矩。致动器400所

提供的扭矩直接作用于人的腿之间，从而引起人400的腿403的弯曲450或伸展451，从而辅

助其行走。应理解，借助相反配置，装置可同样良好地操作，即，致动器406可替代地借助适

当地经重新设计互连连杆附接到左髋部。最终，左连杆407的近端与致动器405之间的连接

可在除髋部枢轴406的轴以外的轴上并入有无源(无动力)自由度，从而允许大腿的正常运

动。此外，左连杆407可在人后面而非前面，但在任一情形中跨越人延伸以使右大腿结构402

与左大腿结构408互连。在一些实施例中，可颠倒本发明的手征性，其中致动器在左侧上且

右连杆与左连杆颠倒。

[0043] 此实施例的装置允许扭矩直接从一条大腿提供到另一大腿。在这些实施例中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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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者中，图5a中展示关于站立阶段的典型扭矩分布曲线。此分布曲线提供在Y轴500上展示

的推进扭矩对在X轴501上展示的时间，其中踪迹502表示在站立期间的致动器扭矩，且在摆

动期间辅助将腿抛向前。右腿站立的周期展示为504、506及508，而左腿站立的周期展示为

503、505及507，其中左腿摆动步伐展示为510，且右腿摆动步伐展示为511。在一些实施例

中，腿之间可存在系列弹力元件，使得弹力元件在双重站立期间储存能量且在摆动腿离开

地面时释放所述能量。图5b展示此控制器的额外实施例，此控制器不需要脚传感器，且可仅

仅使用大腿角速率基于可包含于矫形器中的MEMS回转仪来实施。关于图5b，在Y轴562上绘

制致动器扭矩，而在X轴561上绘制时间，其中致动器扭矩踪迹563经绘制使得正致动器扭矩

使右髋部伸展且使左髋部弯曲，而负致动器扭矩使右髋部弯曲且使左髋部伸展。Y轴564展

示以度/秒为单位的髋部角速率，其中X轴562为时间，其中右腿403的角速率经展示为实线

踪迹565，而左腿409的角速率经展示为虚线踪迹566，且步伐间循环间隔由点线567标记。如

所展示，假定站立阶段在大腿角速度已为大且正之后在大腿角速度为零时开始。当然，站立

阶段可通过分别寻找偏正或偏负而非零的大腿速率而稍微较早或较晚开始。

[0044] 在本发明的图3a及3b实施例的实例中，考虑康复设定中的残疾患者，所述残疾患

者的两条腿具有有限力量，且具体来说其髋部具有有限力量。如果此患者将使用此实施例

的装置，那么矫形器将能够提供额外髋部扭矩给患者，从而在与行走有关的膝盖运动方面

辅助此患者且改进康复益处。

[0045] 参考图6a，展示表示第三实施例的无源髋部辅助装置的图式。人600穿戴着矫形器

601，其中腰带或连杆603耦合到人600的腰部604，其中髋部支撑件606连接到腰带603，其中

髋部支撑件606可旋转地连接到髋部连杆607从而稳固髋关节，其中髋部连杆607连接到大

腿支撑件或连杆608，其中大腿支撑件608连接到大腿结构609，其中大腿结构609耦合到人

600的腿610。髋部支撑件606连接到具体来说呈弹簧弹性元件(例如叶片弹簧612)的形式的

致动器。大腿支撑件608连接到弹簧挡块611。髋部连杆607与人600的髋部对准。在小髋部弯

曲角度下，即，当大腿支撑件608大约在垂直线后面时，叶片弹簧612啮合弹簧挡块611且产

生髋部扭矩；在大角度下，叶片弹簧612脱离挡块611且不产生髋部扭矩。在具有此布置的情

况下，弹簧弹性元件在站立后期及摆动早期期间沿髋部弯曲方向有利地产生扭矩。可例如

通过重新定位或改变挡块611的斜率而调整实际邻接位置。在一些实施例中，矫形器的髋部

具有实现外展及旋转的额外特征，例如以引用方式并入本文中的美国专利7947004的图12

中所揭示的那些特征。在一些实施例中，矫形器在矫形器上的各种位置中装配有将信息报

告给控制矫形器上的扭矩产生器的动作的矫形器控制系统的传感器，例如惯性传感器或压

力传感器，其中这些传感器将关于矫形器状态的信息报告给矫形器控制系统。在一些实施

例中，扭矩产生器是电动马达、致动器或此项技术中已知的其它装置。

[0046] 参考图6b，展示曲线图，所述曲线图展示表示图6a布置的髋部步态数据。人类步态

数据已针对一个步伐参数化地绘制为髋部角度对髋部扭矩，其中扭矩绘制在X轴620上且角

度绘制在Y轴621上。髋部步态数据经展示为具有开圆的实线踪迹622，而覆盖弹簧数据表现

为虚线623，从而表示辅助站立后期及摆动早期的本发明的图6a布置，图6a中展示增加(向

前)髋部角度650且减小(向后)髋部角度651。脚跟着地发生在曲线图的最右边，且时间逆时

针方向继续进行；回圈的顶部处的大扭矩是站立，曲线图的最左边大致是脚趾离地，且小负

扭矩是摆动。可通过此区域中的线粗略估计髋部扭矩/角度关系，且可用高于髋部角度而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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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的弹簧实现所述线。

[0047] 在本发明的图6a布置的实例中，考虑康复设定中的残疾患者，所述残疾患者的腿

具有有限力量且使用无动力矫形器参与物理治疗。如果此患者将使用图6a的装置，那么将

给患者提供与行走相关联的髋部运动方面的辅助，而不需要在髋部或相关控制系统处提供

动力的矫形器。

[0048] 参考图7，展示表示经修改形式的动力往复运动步态矫形器装置的图式。在此实施

例中，装置耦合人的髋部使得动力从一个髋部转移到另一髋部。此实施例具有患者展现偏

瘫力量缺损(就是说，仅在其身体的一侧上的力量缺损)的优点。在此实施例中，髋部通过运

动逆转机构(例如差动器)耦合使得当右髋部向后移动时，左髋部被驱迫向前移动。为了有

效地例如在站立后期及摆动早期中进行辅助，运动逆转机构必须接地，且当其接地到身躯

时，所得装置可被称为往复运动步态矫形器(RGO)。在此实施例中，通过控制RGO与身躯之间

的运动而推动装置。通过将致动器(在大多数实施例中，为具有减速传动装置的电动马达)

放在差动器与身躯之间，可通过锁定马达使装置表现得像RGO，或通过施加零扭矩或在中间

状态中通过按扭矩分布曲线控制马达而使装置表现得好似不存在RGO。关于图7，人700穿戴

着RGO  701，其中腰部支具或连杆702耦合到人700的腰部703，其中摇臂705由枢轴704连接

到腰部支具702，其中致动器714在摇臂705与腰部支具702之间施加力，从而引起围绕枢轴

704的旋转。摇臂705另外可旋转地连接到右大腿连杆706及左大腿连杆707，其中右大腿连

杆706可旋转地连接到右大腿座架708，其中右大腿座架708可旋转地连接到右大腿结构或

节段710，其中右大腿结构710耦合到人700的右大腿712，且左大腿连杆707连接到左大腿座

架709，其中左大腿座架709可旋转地耦合到左大腿结构或节段711，其中左大腿结构711耦

合到人700的左大腿713。通过RGO装置701，来自人700的左大腿713的移动的力传输到人700

的右大腿712，其中致动器714选择性地影响人700的左大腿713及右大腿712的连动移动且

将力施加到人700的左大腿713及右大腿712。致动器714可采取各种形式，包含动力致动器、

制动器或弹性偏置部件。在一些实施例中，矫形器在矫形器上的各种位置中装配有将信息

报告给控制矫形器上的扭矩产生器的动作的矫形器控制系统的添加传感器，例如惯性传感

器或压力传感器，其中这些传感器将关于矫形器状态的信息报告给矫形器控制系统。在一

些实施例中，将致动器放在不同位置中，因为矫形器上的任一点处的致动可利用摇臂来跨

越矫形器转移力。在一些实施例中，RGO并非摇臂RGO，而是使用缆索或其它构件来跨越矫形

器转移力的RGO。在一些实施例中，替代地跨越左及右髋关节中的仅一者放置致动器(此允

许动力通过RGO提供到两个髋关节)可为有利的。

[0049] 在本发明的此布置的实例中，考虑康复设定中的残疾患者。此RGO装置对于在一条

或两条腿具有某种功能的人中使用具有众多优点。首先，当遭遇其中由RGO施加的僵硬步态

将不起作用的障碍时，释放马达(例如，将其控制到零电流)会有效地移除RGO。只要患者具

有足够力量以用于单个步伐，其便可脱离及重新啮合RGO。类似地，其允许患者坐在椅子中

同时穿戴着装置。其次，控制器可允许身躯相对于腿的角度在行走循环期间改变，借此使

RGO的使用更舒服且允许在多变地形上行走。最终，在一些实施例中，可期望使身躯与RGO身

体之间的角度在单个步态循环期间(即，在行走时连续地)变化使得动力转变为人的步态循

环。

[0050] 参考图8a及8b，展示总体发明的脚踝及脚辅助矫正装置。对于患有下肢衰弱(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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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但不总是中风后)的一些人，阻止脚下垂是重要的，因为否则人可能会在地面上拖拉其脚

趾、绊倒及跌倒。装置的目标是在摆动期间可靠地抬起人的脚趾。在两个示范性实施例中，

装置提供对脚下垂的辅助。图8a图解说明其中提供在脚踝处枢转的轻量矫形器的一个实施

例，其中机电制动器布置在枢轴处，其中人800穿戴着矫形器801，其中矫形器801通过大腿

结构803及小腿结构805耦合到人800的右腿802，其中人800的脚808耦合到脚或脚后跟结构

807及镫具815，其中大腿结构803可旋转地连接到膝盖804，其中膝盖804可旋转地连接到小

腿结构805及小腿连杆806，其中小腿连杆806可旋转地连接到脚后跟结构807。制动器813选

择性地锁定小腿连杆806相对于脚结构807的角度，从而引起人800的小腿809相对于人800

的脚808的角度的锁定。制动器813在附接到脚结构816(其附接到人800的左腿817)的地面

传感器811检测到地面传感器811与表面810之间的接触时参与锁定。以此方式，人800的右

腿的脚踝在摆动期间固定于背屈中。当脚808及脚结构807在摆动结束时接触表面810时，地

面传感器815检测到脚结构807与表面810之间的接触，从而用信号通知制动器813释放且允

许人800的右腿的自然站立循环。通过调整定时，脚踝的摆动角度可变化。在一些实施例中，

使用其它类型的传感器来确定何时应啮合制动器。在一些实施例中，制动器是某一其它类

型的经选择性啮合的锁定机构，例如锁定销或电动马达或此项技术中已知的其它装置。

[0051] 在图8b中所展示的替代实施例中，展示在摆动期间将穿戴装置的人的脚踝固持于

背屈中但不需要小腿连杆的装置。关于图8b，人840穿戴着装置821，其中装置821通过踝带

805耦合到人840的右腿822且通过脚结构835耦合到人840的脚828。脚结构835连接到缆索

834，其中缆索834与制动装置833相互作用，其中所固持的缆索834张紧且连接到回缩弹簧

832或其它回缩弹性元件，其中回缩弹簧832连接到踝带805。外壳结构837连接到踝带805且

覆盖回缩弹簧832及(在一些实施例中)制动装置833。回缩弹簧832的张力仅强大得足以使

834保持张紧，但不强大得足以被人840注意到。人840的左腿817装配有脚结构836，其中地

面传感器831连接到脚结构836。类似于图8a的先前论述的装置，当地面传感器831检测到与

表面810的接触时，制动装置833将缆索834啮合及锁定在适当位置，从而固定脚踝839的角

度。以此方式，在摆动期间将人800的右腿的脚踝固定于背屈中。在一些实施例中，当地面传

感器835检测到与表面810的接触时，制动装置833释放缆索834且允许脚踝839枢转。在另一

实施例中，制动装置833经定大小使得当腿822着地时，制动装置833不产生足以固持缆索

834的力，从而允许脚踝839枢转。此为可能的，因为在摆动期间在制动器833处使脚828保持

向上必需的力比在制动装置833处由脚828的脚后跟着地产生的力小得多(且比在制动器

833处由回缩弹簧832产生的力多得多)。在一些实施例中，缆索是可与各种齿轮机构啮合的

链条，例如自行车链条，包含附接到制动装置的那些链条。

[0052] 在此布置的实例中，考虑康复设定中的患者，所述患者最近已患有中风，且在受中

风影响的侧上的步态期间具有脚拖拉的问题。如果此患者将使用此装置，那么所述装置将

能够在摆动期间抬起患者的受影响脚，从而阻止脚拖拉且可能阻止由与脚拖拉有关的绊着

或跌倒导致的伤害。

[0053] 一般来说，用于辅助髋部运动及脚下垂的这些各种方法可与此项技术中很好地被

理解的站立控制的各种方法组合。此外，髋部及脚方法可使用第一实施例设计的装置与动

力膝盖支具组合。举例来说，图6a中的髋部弹簧机构的大腿元件608可为来自图2b的动力膝

盖支具的大腿连杆230。在另一实施例中，图4的大腿辅助装置可与图8b的脚趾下垂机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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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一些实施例中，膝盖支具可并非动力的，而是可为在站立期间提供膝盖支撑的若干个

很好地被理解的装置中的一者。因此，应认识到，上文所描述的膝盖、大腿、髋部及脚踝/脚

辅助矫正装置中的两者或两者以上可组合使用，从而实际上产生如下协同结果：辅助具有

受损肌肉功能或控制的患者進行肌肉功能康复及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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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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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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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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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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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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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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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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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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