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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康复设备领域，涉及偏

瘫患者，尤其涉及一种偏瘫患者用多功能良肢位

摆放装置。包括用于固定的固定板以及设置在固

定板上的摆动板，所述摆动板可摆动设置在固定

板上，所述摆动板上设置有滑动板，所述滑动板

可沿摆动板前后滑动，所述滑动板的上方设置有

用于固定患者上肢的上肢固定机构。本实用新型

通过提供一种偏瘫患者用多功能良肢位摆放装

置，利用固定板和上肢固定机构的配合设置，有

效的使偏瘫患者的手臂能够长期保持良肢位，通

过摆动板的设置，实现了偏瘫患者上肢内收外展

的训练，利用滑动板的设置，实现了偏瘫患者肘

关节屈伸的活动，进而促进偏瘫患者的康复治

疗，使其早日摆脱病魔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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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偏瘫患者用多功能良肢位摆放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固定的固定板以及

设置在固定板上的摆动板，所述摆动板可摆动设置在固定板上，所述摆动板上设置有滑动

板，所述滑动板可沿摆动板前后滑动，所述滑动板的上方设置有用于固定患者上肢的上肢

固定机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偏瘫患者用多功能良肢位摆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板

包括固定板本体以及设置在固定板本体两侧的螺栓孔，所述螺栓孔间隔设置在固定板本体

的两侧。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偏瘫患者用多功能良肢位摆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板

底部设置有固定胶垫。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偏瘫患者用多功能良肢位摆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板

的一端设置有电机放置槽，所述电机放置槽内设置有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的动力端与

摆动板连接，所述驱动电机为外转子电机，所述摆动板套装在驱动电机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偏瘫患者用多功能良肢位摆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板

的底部设置有滑动机构，所述滑动机构包括设置在滑动板底部的滑动架以及设置在滑动架

内的滑动辊，所述滑动架的顶部设置有缓冲弹簧，所述缓冲弹簧内设置有限位柱。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偏瘫患者用多功能良肢位摆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摆动板

上设置有用于滑动辊滑动的滑道，所述滑道设置在摆动板的中部，所述滑道沿摆动板的长

边方向设置，所述滑道的两侧设置有导向槽，所述导向槽内设置有导向柱，所述滑动板的底

部设置有与导向柱相配合的导向块。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偏瘫患者用多功能良肢位摆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肢固

定机构包括上臂固定带以及前肢固定带。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偏瘫患者用多功能良肢位摆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板

远离电机放置槽的一端还设置有摆动槽，所述摆动板的底部设置有与摆动槽相配合的摆动

块。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偏瘫患者用多功能良肢位摆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摆动块

的材质为铁，所述固定板内设置有与摆动块相配合的电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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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瘫患者用多功能良肢位摆放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康复设备领域，涉及偏瘫患者，尤其涉及一种偏瘫患者用多

功能良肢位摆放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偏瘫又叫半身不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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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瘫痪

的下肢走一步划半个圈，这种特殊的走路姿势，叫做偏瘫步态。严重者常卧床不起，丧失生

活能力。

[0003] 偏瘫患者的康复效果不仅取决于各种治疗方法，患者在治疗时间外的生活管理也

十分重要。无论治疗方法和治疗效果如何，若患者在生活中继续以异常模式活动，治疗取得

的进展也将会停滞甚至减退。因此，对患者的24小时管理在康复治疗中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0004] 良肢位是早期抗痉挛的重要措施之一，正确的良肢位摆放能够使偏瘫后的关节相

对稳固，可以有效预防上肢屈肌、下肢伸肌的典型痉挛模式，同时也是预防以后出现病理性

运动模式的方法之一。

[0005] 针对不同患者的不同病症，进行合适的24小时管理和正确的良肢位摆放有如下益

处：1、防止压疮；2、防止肺部感染；3、抑制痉挛；4、预防肩关节脱位；5、预防肩手综合征；6、

改善患者不正确的异常模式；7、促进患者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偏瘫患者在卧床期间

应采取正确的姿势和体位，以利于今后功能的恢复，同时可避免患者长期卧床造成的心肺

功能下降，并为将来的功能恢复创造良好的条件。

[0006] 目前，现有的针对偏瘫患者保持良肢位的主要方法就是通过患者的家属进行照

顾，由于人的精力有限，很难在24小时内都使患者的保持正确的良肢位，因此，提供一种可

以保持偏瘫患者良肢位的偏瘫患者用多功能良肢位摆放装置。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针对上述的偏瘫患者康复治疗中所存在的技术问题，提出一种设计合

理、结构简单、加工方便且能够长时间保持患者良肢位、促进患者康复治疗的偏瘫患者用多

功能良肢位摆放装置。

[0008]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偏瘫患

者用多功能良肢位摆放装置，包括用于固定的固定板以及设置在固定板上的摆动板，所述

摆动板可摆动设置在固定板上，所述摆动板上设置有滑动板，所述滑动板可沿摆动板前后

滑动，所述滑动板的上方设置有用于固定患者上肢的上肢固定机构。

[0009] 作为优选，所述固定板包括固定板本体以及设置在固定板本体两侧的螺栓孔，所

述螺栓孔间隔设置在固定板本体的两侧。

[0010] 作为优选，所述固定板底部设置有固定胶垫。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固定板的一端设置有电机放置槽，所述电机放置槽内设置有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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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所述驱动电机的动力端与摆动板连接，所述驱动电机为外转子电机，所述摆动板套装

在驱动电机上。

[0012] 作为优选，所述滑动板的底部设置有滑动机构，所述滑动机构包括设置在滑动板

底部的滑动架以及设置在滑动架内的滑动辊，所述滑动架的顶部设置有缓冲弹簧，所述缓

冲弹簧内设置有限位柱。

[0013] 作为优选，所述摆动板上设置有用于滑动辊滑动的滑道，所述滑道设置在摆动板

的中部，所述滑道沿摆动板的长边方向设置，所述滑道的两侧设置有导向槽，所述导向槽内

设置有导向柱，所述滑动板的底部设置有与导向柱相配合的导向块。

[0014] 作为优选，所述上肢固定机构包括上臂固定带以及前肢固定带。

[0015] 作为优选，所述固定板远离电机放置槽的一端还设置有摆动槽，所述摆动板的底

部设置有与摆动槽相配合的摆动块。

[0016] 作为优选，所述摆动块的材质为铁，所述固定板内设置有与摆动块相配合的电磁

铁。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和积极效果在于，

[0018] 1、本实用新型通过提供一种偏瘫患者用多功能良肢位摆放装置，利用固定板和上

肢固定机构的配合设置，有效的使偏瘫患者的手臂能够长期保持良肢位，通过摆动板的设

置，实现了偏瘫患者上肢内收外展的训练，利用滑动板的设置，实现了偏瘫患者肘关节屈伸

的活动，进而促进偏瘫患者的康复治疗，使其早日摆脱病魔的折磨。

[0019] 2、本实用新型设计巧妙、结构简单、效果显著、适合大规模推广使用。

附图说明

[002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

使用的附图作一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

得其他的附图。

[0021] 图1为实施例1提供的偏瘫患者用多功能良肢位摆放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实施例1提供的偏瘫患者用多功能良肢位摆放装置另一种状态的结构示意

图；

[0023] 图3为实施例1提供的偏瘫患者用多功能良肢位摆放装置的爆炸图；

[0024] 图4为实施例1提供的固定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实施例1提供的摆动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为实施例1提供的滑动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7为实施例1提供的滑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8] 以上各图中，1、固定板；11、固定板本体；12、螺栓孔；13、固定胶垫；14、电机放置

槽；15、摆动槽；2、摆动板；21、滑道；22、导向槽；23、导向柱；3、驱动电机；4、滑动板；41、滑动

部；42、翻转部；43、导向块；5、滑动机构；51、滑动架；52、滑动辊；53、缓冲弹簧；54、限位柱；

6、上臂固定带；7、前肢固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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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了能够更清楚地理解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下面结合附图和实

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的实施例及实

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0030] 在下面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实用新型，但是，本实用

新型还可以采用不同于在此描述的其他方式来实施，因此，本实用新型并不限于下面公开

说明书的具体实施例的限制。

[0031] 实施例1，如图1～图7所示，本实施例旨在帮助偏瘫患者长期保持良肢位，促使其

康复的装置，众所周知，良肢位是早期抗痉挛的重要措施之一，其在仰卧位的摆放方法：患

者头部置于枕头上，枕头应高度适宜不能使胸椎屈曲，患者前臂旋后，肩关节保持前伸稍向

外展、肘关节伸展、腕关节轻微背曲、手指伸展；其在坐位时的摆放方法：应当防止肩部下

垂，并保持肩前伸，肘、腕、指各关节伸展，抑制屈肌痉挛。为此，本实施例根据患者需要提供

一种能够在坐、卧时，都使患者保持正确良肢位的偏瘫患者用多功能良肢位摆放装置。

[0032]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施例提供的偏瘫患者用多功能良肢位摆放装置包括用于

固定的固定板1以及设置在固定板1上的摆动板2，摆动板2可摆动设置在固定板1上，固定板

1的主要作用用于将整个装置固定在床的边沿或轮椅上，使患者能够在卧或是坐的时候，保

持肩部不下垂，成良肢位状态，固定板1整体呈长方体状设置，可以在固定板1的底部设置绑

带，将其固定在床沿或轮椅的扶手上，在本实施例中，为了确保固定的稳定性，专门提供了

一种固定板1，具体的说，固定板1包括固定板本体11以及设置在固定板本体11两侧的螺栓

孔12，固定板本体11整体呈长方体状，其长边方向为手臂伸向，在其两侧设置的螺栓孔12有

两个目的，一个是可以通过抱箍将其固定在床沿或轮椅的扶手上，另外，就是如果方便在床

沿或扶手上开孔，直接开孔固定(采用螺栓固定的方式主要是为了确保固定的稳定性，由于

偏瘫患者的移动较少，基本上都在病床或轮椅上呆着，因此，采用螺栓固定不影响正常使

用)。在本实施例中，共设置了3组螺栓孔12，螺栓孔12之间间隔设置。

[0033] 在本实施例中，考虑到床沿或扶手的的宽度不同，且顶面可能存在移动的弧面，为

了确保固定的稳定性，在本实施例中，在固定板1底部设置有固定胶垫13，固定胶垫13沿固

定板1的长边方向设置，固定胶垫13的材质为硅胶或橡胶一类的弹性材质，其设置在固定板

1的中部，且固定胶垫13的底面向内凹，这样设置的目的，能够适应不同的床沿或扶手，确保

固定的稳定性。

[0034] 摆动板2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助偏瘫患者实现内收外展的练习，在本实施例中，摆动

板2的形状也成长方体状，其长度和宽度与固定板1一致，为了实现摆动板2相对固定板1的

左右摆动，其可以通过在摆动板2的一端设置转动轴，在固定板1上设置有相应的轴承，进而

实现手动摆动。为了使本装置能够使患者主动或被动实现内收外展的练习，在本实施例中，

在固定板1的一端设置有电机放置槽14(在实际使用中，为肘端)，电机放置槽14内设置有驱

动电机3，在本实施例中，驱动电机3为外转子电机，为此，在本实施例中，在摆动板2一端的

底部设置有固定套，固定套整体呈管状设置，其目的就是套在驱动电机3的外壳上，这样，在

驱动电机3的正转和反转下，实现摆动板2的左右摆动。在本实施例中，使用外转子电机作为

驱动电机3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提高转动时的稳定性，外转子电机的整个机壳都是转动

的部分，相对于中间轴转动的电机，其能够确保转动的稳定性，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在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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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的情况下，手动摆动不会影响到驱动电机3的使用，驱动电机3不会产生任何阻力，进而实

现主动和被动的练习。

[0035] 在本实施例中，为了避免在进行内收外展的训练时摆动造成的晃动，在固定板1远

离电机放置槽14的一端还设置有摆动槽15(掌部)，摆动槽15整体呈弧形设置，在摆动板2的

底部设置有与摆动槽15相配合的摆动块，摆动块也成弧形设置，其能够在摆动槽15内来回

摆动，在本实施例中，摆动块的材质为铁，在固定板1内设置有与摆动块相配合的电磁铁，这

样，当不需要摆动的时候，打开电磁铁，使摆动板2固定即可，在本实施例中，驱动电机3以及

电磁铁的电源均设置在固定板1内，其采用可充电的锂电池。

[0036] 为了实现肘关节屈伸的活动，即手臂前后运动，在摆动板2上设置有滑动板4，滑动

板4可沿摆动板2前后滑动，滑动板4可以在摆动板2滑动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底部设置滑

轮或通过设置导向柱23以及滑块来实现滑动等等，其滑动方式有很多，在本实施例中，为了

省力，在滑动板4的底部设置有滑动机构5，本实施例所提供的滑动机构5包括设置在滑动板

4底部的滑动架51以及设置在滑动架51内的滑动辊52，在本实施例中，滑动架51整体呈凸字

型设置，在滑动板4内设置有凹槽，用于放置滑动架51凸起的部分，这样设置的目的，主要是

利用滑动机构5给滑动板4一个支撑，使其不会与摆动板2亲密接触。滑动辊52有两部分组

成，其中间的金属转轴部以及套装在金属转轴部的橡胶部，滑动辊52沿固定板1的长边方向

间隔设置在固定架上，在本实施例中，一个滑动架51上至少要放置4～6个滑动辊52，且在滑

动板4上至少设置3个间隔设置的滑动辊52，这样设置的目的，主要是省力，考虑到偏瘫患者

的整个上肢肌肉的力量可能不足，为此而设计。

[0037] 为了提高整个滑动机构5的使用寿命，同时，提高滑动的舒适度，在本实施例中，在

滑动架51的顶部设置有缓冲弹簧53，缓冲弹簧53内设置有限位柱54，在本实施例中，限位柱

54成倒置的T字型设置，同时，滑动架51的顶部为上下两层结构，限位柱54的横向端就设置

在夹层内，这样，在缓冲弹簧53的作用下，实现上下移动，进而避免手臂的压力降低整个滑

动机构5的使用寿命。

[0038] 同时，为了方便滑动板4的滑动，在摆动板2上设置有用于滑动辊52滑动的滑道21，

滑道21设置在摆动板2的顶面的中部，这样，滑动机构5也设置在滑动板4的中部，在本实施

例，为了确保前后移动的距离，同时达到省力的目的，滑道21为贯穿整个摆动板2设置，滑道

21沿摆动板2的长边方向设置，为了达到限位的目的，同时，确保滑动时的稳定性，在本实施

例中，在滑道21的两侧设置有导向槽22，导向槽22占整个摆动板2长度的三分之二左右，其

靠近掌部的这一端设置，在导向槽22内设置有导向柱23，在滑动板4的底部设置有与导向柱

23相配合的导向块43，导向块43套装在导向柱23上，在本实施例中，当滑动板4的前端和摆

动板2的前端对齐时，导向块43处于导向柱23的中部，这样，通过导向槽22相对于导向块43

的限位，实现整个滑动板4的限位。

[0039] 为了使整个装置更加符合人体工学设计，在本实施例中，滑动板4由前后两部分组

成，一是用于放置前肢的滑动部41，另一部分是用于放置上臂的翻转部42，滑动部41和翻转

部42之间通过螺栓轴接，利用螺栓轴接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方便固定角度。

[0040] 同样，完成上述的工作，还需要将患者的手臂绑在滑动板4上，为此，在滑动板4的

上方设置有用于固定患者上肢的上肢固定机构，在本实施例中，由于滑动板4的结构设计，

上肢固定机构包括上臂固定带6以及前肢固定带7，上臂固定带6以及前肢固定带7可以先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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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也可以为现有医学中常用的可调试动态支具中的保持结构来实现对上肢的固定，在本

实施例中，采用保持结构的设计方案。

[0041] 通过上述的设置，根据患者的需要，先将装置固定在床沿上或扶手上，然后，将患

者的上肢绑上即可。

[0042]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是对本实用新型作其它形式

的限制，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可能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加以变更或改型为等同

变化的等效实施例应用于其它领域，但是凡是未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实

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改型，仍属于本实用新

型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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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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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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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5/6 页

12

CN 209695662 U

12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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