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276428.7

(22)申请日 2018.03.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33890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7.31

(73)专利权人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地址 266035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合肥路

758号

(72)发明人 姜文晓　兰玲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中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640

代理人 商金婷

(51)Int.Cl.

G05B 19/00(2006.01)

A61H 23/02(2006.01)

A61H 15/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7582343 A,2018.01.16,说明书第

0015-0025段，附图1-3.

CN 201171771 Y,2008.12.31,说明书第1-2

页，附图1.

CN 206482828 U,2017.09.12,说明书第

0011-0014段，附图1.

CN 205459727 U,2016.08.17,全文.

审查员 马立楠

 

(54)发明名称

一种骨科手臂按摩装置

(57)摘要

一种骨科手臂按摩装置，有效的解决了现有

按摩方式对手臂按摩力度不均匀，按摩效率低等

问题；包括底板，底板上有滑座，滑座上有支撑

架，支撑架上端有可左右滑动的双面齿条，双面

齿条上方和下方均啮合齿轮，每个齿轮前端面安

装有一个横杆，横杆另一端铰接有左弧形板和右

弧形板，左弧形板和右弧形板的内侧面经多个弹

簧连接有橡胶层，左弧形板、右弧形板和橡胶层

组成一个弧形按摩块，两个弧形按摩块中橡胶层

的内侧面相对放置；底板上有左限位板和右限位

板，弧形按摩块进入左限位板和右限位板之间形

成一个按摩腔且橡胶层左右两端之间的距离变

小，弧形按摩块脱离两个挤压面时，橡胶层左右

两端之间的距离变大；此结构巧妙，操作简单，按

摩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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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骨科手臂按摩装置，包括底板（1），其特征在于，底板（1）上有可前后移动的滑座

（2），滑座（2）上固定有支撑架（3），支撑架（3）上端设有可左右滑动的双面齿条（4），双面齿

条（4）上方和下方均啮合有一个齿轮（5），双面齿条（4）左右滑动带动齿轮（5）绕其圆心转

动，每个齿轮（5）前端面安装有一个横杆（6），横杆（6）一端固定在齿轮（5）的圆心处，横杆

（6）另一端铰接有左弧形板（7）和右弧形板（8），左弧形板（7）和右弧形板（8）之间连接有弹

簧（9），左弧形板（7）和右弧形板（8）的内侧面经多个弹簧连接有置于左弧形板（7）和右弧形

板（8）之间的橡胶层（11），左弧形板（7）、右弧形板（8）和橡胶层（11）组成一个弧形按摩块，

两个弧形按摩块中橡胶层（11）的内侧面相对放置；底板（1）上方左侧前后两端分别固定有

一个水平横向放置的托架（14），两个托架（14）之间连接有可左右移动的左限位板（15）和右

限位板（16），左限位板（15）的右侧与右限位板（16）的左侧分别设有一个竖向挤压面（10），

两个挤压面（10）形成一定的夹角且关于两个托架（14）左右中心处所在的竖直平面左右对

称，齿轮（5）带动横杆（6）使弧形按摩块进入左限位板（15）和右限位板（16）之间形成一个按

摩腔且两个挤压面（10）挤压左弧形板（7）和右弧形板（8）使橡胶层（11）左右两端之间的距

离变小，横杆（6）带动弧形按摩块脱离两个挤压面（10）时，弹簧（9）将左弧形板（7）和右弧形

板（8）向外撑开使橡胶层（11）左右两端之间的距离变大；

所述的底板（1）上表面固定有可正反转的驱动电机（19），驱动电机（19）经减速器连接

有前后方向的丝杠（20），丝杠（20）前后两端均经轴承座（21）将其固定在底板（1）上，丝杠

（20）与滑座（2）螺纹连接，驱动电机（19）带动丝杠（20）转动，从而使滑座（2）在丝杠（20）上

前后移动，支撑架（3）上端右侧固定有电动推杆（22），电动推杆（22）与双面齿条（4）右端连

接，电动推杆（22）的伸缩带动双面齿条（4）在支撑架（3）上左右滑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骨科手臂按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横杆（6）带动弧

形按摩块进入左限位板（15）和右限位板（16）之前的速度大于弧形按摩块进入左限位板

（15）和右限位板（16）过程中的速度，减少了横杆（6）带动弧形按摩块上下摆动时做的无用

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骨科手臂按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左弧形板（7）和

右弧形板（8）内侧面设有多个振动装置，每个振动装置包括固定在左弧形板（7）或右弧形板

（8）内侧面上的倒T型导杆（23），导杆（23）上滑动连接有按摩柱（24），导杆（23）的大头端位

于按摩柱（24）的内侧，按摩柱（24）下端穿透橡胶层（11）且设有球面（26），导杆（23）上套接

有弹簧，弹簧上端与左弧形板（7）或右弧形板（8）的内侧面接触，弹簧的下端与按摩柱（24）

的上端面接触，按摩柱（24）内部安装有小型偏振电机（27），偏振电机（27）的振动带动按摩

柱（24）在导杆（23）上滑动并压缩弹簧使得球面（26）具有振动的效果。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骨科手臂按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弹簧（9）也可以

采用压簧或拉簧，压簧可以安装在左弧形板（7）和右弧形板（8）之间且位于左弧形板（7）和

右弧形板（8）的内侧面，拉簧可以安装在左弧形板（7）和右弧形板（8）的上方且位于左弧形

板（7）和右弧形板（8）之间的位置，当横杆（6）带动弧形按摩块进入左限位板（15）和右限位

板（16）之间时，两个挤压面（10）挤压左弧形板（7 ）和右弧形板（8 ），使左弧形板（7 ）和右

弧形板（8 ）压缩压簧或拉伸拉簧并绕其铰接处向内转动，当横杆（6）带动弧形按摩块脱离

两个挤压面（10）时，在压簧的伸展下或拉簧的拉力下使左弧形板（7 ）和右弧形板（8 ）绕其

铰接处向外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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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骨科手臂按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左弧形板（7）和

右弧形板（8）的外侧分别设有弧形斜面（13），两个弧形斜面（13）形成一定的夹角且夹角的

开口方向和大小分别与两个挤压面（10）所形成的夹角的开口方向和大小一致，当横杆（6）

带动弧形按摩块摆动时，弧形按摩块能够顺利的进入左限位板（15）和右限位板（16）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骨科手臂按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横杆（6）内侧安

装有行程开关（28），当横杆（6）带着行程开关（28）摆动至横杆（6）与双面齿条（4）平行的位

置时，右限位板（16）的一端挤压行程开关（28），行程开关（28）经无线信号打开偏振电机

（27）；当横杆（6）带着行程开关（28）脱离右限位板（16）的挤压时，偏振电机（27）停转。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骨科手臂按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两个托架（14）内

侧分别开设有T型槽（29），T型槽（29）内滑动连接有两个T型块（32），两个T型块（32）的外侧

分别与左限位板（15）和右限位板（16）的一端固定连接，后方放置的托架（14）左右两端转动

连接有贯穿整个T型槽（29）的螺杆（30），螺杆（30）与两个T型块（32）螺纹连接且两个T型块

（32）旋向相反，螺杆（30）一端固定有手轮（31），前方放置的托架（14）前端面开设有开口槽

（33），开口槽（33）与托架（14）内的T型槽连通，前方放置的托架内两个T型块（32）的前端面

均开设有一个螺纹孔（34），两个螺栓旋钮（35）穿过开口槽（33）分别与两个T型块上的螺纹

孔（34）连接，螺杆（30）转动使两个T型块（32）带动左限位板（15）和右限位板（16）在螺杆

（30）上产生水平方向的相对移动，方便两个挤压面（10）配合两个弧形斜面（13）挤压左弧形

板（7）和右弧形板（8）。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骨科手臂按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托架（14）的上表

面设有凹形弧面（36），凹形弧面（36）的高度略低于当横杆（6）带动下方的弧形按摩块摆动

至水平位置时橡胶层（11）的内侧面，使两个弧形按摩块内侧的球面（26）能够同时振动挤压

按摩手臂的外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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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骨科手臂按摩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骨科手臂按摩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手臂骨折病人在康复的过程中，为了尽快恢复手臂肌肉的功能，避免出现手臂肌

肉的萎缩，通常都需要对手臂肌肉进行按摩或训练。现有人工手臂按摩方式主要为通过对

手臂肌肉进行按摩，使得手臂肌肉放松，缓解手臂疼痛，但是在这种人工手臂按摩方式存在

按摩力不均匀、按摩时间长、按摩效果差和工作效率低等缺陷；而现有自动化手臂按摩方式

虽然能实现自动化手臂按摩的功能，但是在按摩过程中不能根据手臂的粗细对手臂进行均

匀的按摩，也存在按摩范围小、按摩力度不均匀、按摩效果差和工作效率低等缺陷。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情况，为弥补现有技术所存在的技术不足，本发明之目的就是提供一种

骨科手臂按摩装置，有效的解决了现有按摩方式对手臂按摩力度不均匀，按摩效率低等问

题。

[0004] 其解决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包括底板，底板上有可前后移动的滑座，滑座上固定

有支撑架，支撑架上端设有可左右滑动的双面齿条，双面齿条上方和下方均啮合有一个齿

轮，双面齿条左右滑动带动齿轮绕其圆心转动，每个齿轮前端面安装有一个横杆，横杆一端

固定在齿轮的圆心处，横杆另一端铰接有左弧形板和右弧形板，左弧形板和右弧形板之间

连接有弹簧，左弧形板和右弧形板的内侧面经多个弹簧连接有置于左弧形板和右弧形板之

间的橡胶层，左弧形板、右弧形板和橡胶层组成一个弧形按摩块，两个弧形按摩块中橡胶层

的内侧面相对放置；底板上方左侧前后两端分别固定有一个水平横向放置的托架，两个托

架之间连接有可左右移动的左限位板和右限位板，左限位板的右侧与右限位板的左侧分别

设有一个竖向挤压面，两个挤压面形成一定的夹角且关于两个托架左右中心处所在的竖直

平面左右对称，齿轮带动横杆使弧形按摩块进入左限位板和右限位板之间形成一个按摩腔

且两个挤压面挤压左弧形板和右弧形板使橡胶层左右两端之间的距离变小，横杆带动弧形

按摩块脱离两个挤压面时，弹簧将左弧形板和右弧形板向外撑开使橡胶层左右两端之间的

距离变大。

[000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根据人体手臂的自然形状，设置可调整大小的按摩

腔以满足不同人的需要，也可以对手臂进行局部或长度方向的整体按摩，增强了按摩的舒

适度并具有良好的通用性，此结构巧妙，操作简单，按摩效率高。

附图说明

[0006] 图1是本发明的主视图。

[0007] 图2是本发明的左视图。

[0008] 图3是本发明的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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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图4是本发明图2中去掉左限位板和右限位板的左视图。

[0010] 图5是本发明图1中A部分去掉托架的放大图。

[0011] 图6是本发明图2中B的剖视放大图。

[0012] 图7是本发明图2中C的剖视放大图。

[0013] 图8是本发明图2中D-D的剖视图。

[0014] 图9是本发明图4中E的放大图。

[0015] 图10是本发明图5中F的放大图。

[0016] 图11是本发明中弧形按摩块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8] 由图1至图11给出，本发明包括底板1，底板1上有可前后移动的滑座2，滑座2上固

定有支撑架3，支撑架3上端设有可左右滑动的双面齿条4，双面齿条4上方和下方均啮合有

一个齿轮5，双面齿条4左右滑动带动齿轮5绕其圆心转动，每个齿轮5前端面安装有一个横

杆6，横杆6一端固定在齿轮5的圆心处，横杆6另一端铰接有左弧形板7和右弧形板8，左弧形

板7和右弧形板8之间连接有弹簧9，左弧形板7和右弧形板8的内侧面经多个弹簧连接有置

于左弧形板7和右弧形板8之间的橡胶层11，左弧形板7、右弧形板8和橡胶层11组成一个弧

形按摩块，两个弧形按摩块中橡胶层11的内侧面相对放置；底板1上方左侧前后两端分别固

定有一个水平横向放置的托架14，两个托架14之间连接有可左右移动的左限位板15和右限

位板16，左限位板15的右侧与右限位板16的左侧分别设有一个竖向挤压面10，两个挤压面

10形成一定的夹角且关于两个托架14左右中心处所在的竖直平面左右对称，齿轮5带动横

杆6使弧形按摩块进入左限位板15和右限位板16之间形成一个按摩腔且两个挤压面10挤压

左弧形板7和右弧形板8使橡胶层11左右两端之间的距离变小，横杆6带动弧形按摩块脱离

两个挤压面10时，弹簧9将左弧形板7和右弧形板8向外撑开使橡胶层11左右两端之间的距

离变大。

[0019] 为了使滑座2在底板1上实现前后移动，所述的底板1上表面固定有可正反转的驱

动电机19，驱动电机19经减速器连接有前后方向的丝杠20，丝杠20前后两端均经轴承座21

将其固定在底板1上，丝杠20与滑座2螺纹连接，驱动电机19带动丝杠20转动，从而使滑座2

在丝杠20上前后移动。

[0020] 所述的支撑架3上端右侧固定有电动推杆22，电动推杆22与双面齿条4右端连接，

电动推杆22的伸缩带动双面齿条4在支撑架3上左右滑动。

[0021] 为了提高两个弧形按摩块上下移动时的效率，所述的横杆6带动弧形按摩块进入

左限位板15和右限位板16之前的速度大于弧形按摩块进入左限位板15和右限位板16过程

中的速度，减少了横杆6带动弧形按摩块上下摆动时做的无用功。

[0022] 所述的左弧形板7和右弧形板8内侧面设有多个振动装置，每个振动装置包括固定

在左弧形板7或右弧形板8内侧面上的倒T型导杆23，导杆23上滑动连接有按摩柱24，导杆23

的大头端位于按摩柱24的内侧，按摩柱24下端穿透橡胶层11且设有球面26，导杆23上套接

有弹簧，弹簧上端与左弧形板7或右弧形板8的内侧面接触，弹簧的下端与按摩柱24的上端

面接触，按摩柱24内部安装有小型偏振电机27，偏振电机27的振动带动按摩柱24在导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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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滑动并压缩弹簧使得球面26具有振动的效果。

[0023] 所述的弹簧9也可以采用压簧或拉簧，压簧可以安装在左弧形板7和右弧形板8之

间且位于左弧形板7和右弧形板8的内侧面，拉簧可以安装在左弧形板7和右弧形板8的上方

且位于左弧形板7和右弧形板8之间的位置，当横杆6带动弧形按摩块进入左限位板15和右

限位板16之间时，两个挤压面10挤压左弧形板15和右弧形板16，使左弧形板15和右弧形板

16压缩压簧或拉伸拉簧并绕其铰接处向内转动，当横杆6带动弧形按摩块脱离两个挤压面

10时，在压簧的伸展下或拉簧的拉力下使左弧形板15和右弧形板16绕其铰接处向外转动。

[0024] 为了使弧形按摩块随着滑座2的前后移动也能进入具有夹角的两个挤压面10之

间，所述的左弧形板7和右弧形板8的外侧分别设有弧形斜面13，两个弧形斜面13形成一定

的夹角且夹角的开口方向和大小分别与两个挤压面10所形成的夹角的开口方向和大小一

致，当横杆6带动弧形按摩块摆动时，弧形按摩块能够顺利的进入左限位板15和右限位板16

之间。

[0025] 所述的横杆6内侧安装有行程开关28，当横杆6带着行程开关28摆动至横杆6与双

面齿条4平行的位置时，右限位板16的一端挤压行程开关28，行程开关28经无线信号打开偏

振电机27；当横杆6带着行程开关28脱离右限位板16的挤压时，偏振电机27停转。

[0026] 为了使左限位板15和右限位板16在托架14上产生相对运动，所述的两个托架14内

侧分别开设有T型槽29，T型槽29内滑动连接有两个T型块32，两个T型块32的外侧分别与左

限位板15和右限位板16的一端固定连接，后方放置的托架14左右两端转动连接有贯穿整个

T型槽29的螺杆30，螺杆30与两个T型块32螺纹连接且两个T型块32旋向相反，螺杆30一端固

定有手轮31，前方放置的托架14前端面开设有开口槽33，开口槽33与托架14内的T型槽连通

29，前方放置的托架内两个T型块32的前端面均开设有一个螺纹孔34，两个螺栓旋钮35穿过

开口槽33分别与两个T型块上的螺纹孔34连接，螺杆30转动使两个T型块32带动左限位板15

和右限位板16在螺杆30上产生水平方向的相对移动，方便两个挤压面10配合两个弧形斜面

13挤压左弧形板7和右弧形板8。

[0027] 所述的托架14的上表面设有凹形弧面36，凹形弧面36的高度略低于当横杆6带动

下方的弧形按摩块摆动至水平位置时橡胶层11的内侧面，使两个弧形按摩块内侧的球面26

能够同时振动挤压按摩手臂的外表面。

[0028] 本发明在使用时，

[0029] 在按摩手臂前，将手臂横向放置在两个托架14上的凹形弧面36内，根据人手臂的

粗细调整左限位板15和右限位板16之间的距离，先转动左限位板15和右限位板16后方的手

轮31，手轮31转动带动螺杆30转动，螺杆30使两个T型块32带动左限位板15和右限位板16在

T型槽29内产生相对移动，从而调节两个挤压面10之间夹角的大小以符合人体手臂的粗细，

调整好左限位板15和右限位板16的位置后，将两个螺栓旋钮35穿过开口槽33分别与T型块

32上的螺纹孔34连接，将螺栓旋钮35拧紧后，左限位板15和右限位板16已经被牢固的固定

在两个托架14上，若是想再次调整两个挤压面10之间的距离，先旋掉两个螺栓旋钮35，转动

手轮31，手轮31带动螺杆30转动从而使左限位板15和右限位板16产生相对移动；

[0030] 将横杆6和弧形按摩块称之为按摩臂，为了增强按摩效果，在橡胶层11内侧面安装

有多个按摩球12，每个按摩球12位于相邻的两个球面26之间，使两组按摩臂处于张开的初

始状态，此时电动推杆22带动双面齿条4处于最左侧位置，设置电动推杆22在回程具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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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两种速度，在进程具有慢、快两种速度，当电动推杆22带动双面齿条4快速向右移动一段

距离时，双面齿条4与齿轮5啮合，使得两组按摩臂绕齿轮5的圆心快速转动一定的角度，当

左弧形板7和右弧形板8上的弧形斜面13即将接触左限位板15和右限位板16时，电动推杆22

带动双面齿条4缓慢向右移动，此时两组按摩臂绕齿轮5的圆心缓慢转动，直到左弧形板7和

右弧形板8进入两个挤压面10形成的夹角内且横杆6处于水平位置，这时按摩球12正好挤压

手臂，起到按摩作用；电动推杆22再以慢、快的速度带动双面齿条4自右向左移动，使得两组

按摩臂张开按摩腔，电动推杆22带动双面齿条4往复重复上述运动，从而使两组按摩臂实现

对手臂的按摩；

[0031] 当横杆6摆动到水平位置时，固定在上方横杆6一侧的行程开关28被右限位板16的

上端挤压，行程开关28经无线信号控制所有偏振电机27启动，偏振电机27带动按摩柱24在

倒T型导杆23上滑动并压缩弹簧，按摩柱24底部的球面26最大振动幅度略高于按摩球12的

顶面，当横杆6带着行程开关28脱离右限位板16的挤压时，偏振电机27停转，球面26停止振

动。

[0032] 两组按摩臂绕齿轮5的圆心缓慢转动，当右弧形板8右侧的弧形斜面13接触到右限

位板16左侧的挤压面10时，由于两组按摩臂绕齿轮5的圆心继续缓慢转动，此时挤压面10相

当于施加给右弧形板8一个向左的反作用力，同时，左弧形板7左侧的弧形斜面13被左限位

板15右侧的挤压面10挤压，使得左弧形板7和右弧形板8压缩弹簧9并绕其铰接处转动，从而

实现缩小按摩腔的大小。

[0033] 当驱动电机19不启动时，电动推杆22带动按摩臂对手臂进行上下的局部按摩，若

是需要根据手臂的长度方向进行整体按摩，启动驱动电机19，驱动电机19经减速器带动丝

杠20转动，使得滑座2带着支撑架3和两组按摩臂在丝杠20上产生移动，当驱动电机19带动

滑座2运行至丝杠20另一端，驱动电机19变为反转，从而使得滑座2在丝杠20上实现前后移

动，以便对手臂进行长度方向上的整体按摩。

[0034] 若是需要对手臂进行局部按摩的话，将手臂放置在托架14上，启动驱动电机19，使

滑座2带着按摩臂移动至相应需要按摩的位置，断开驱动电机19；电动推杆22带动双面齿条

4左右移动，按摩臂随横杆6绕齿轮5的圆心由快速到慢速转动，直至左弧形板7和右弧形板8

进入左限位板15和右限位板16之间，按摩臂往复的摆动，使按摩球12和弹簧对手臂起到按

摩的作用，同时，横杆6处于水平位置时，偏振电机27带动按摩柱24振动，进一步带动球面26

振动挤压手臂，加强对手臂的按摩效果。

[0035] 本发明采用可调节的左限位板15和右限位板16配合左弧形板7和右弧形板8来调

整按摩腔的大小，保证了按摩腔的尺寸符合人手臂的外形自然尺寸；采用具有快、慢两种速

度的电动推杆22带动双面齿条4在滑座2上往复移动使得横杆6带动弧形按摩块进入左限位

板15和右限位板16之前的速度大于弧形按摩块进入左限位板15和右限位板16过程中的速

度，进一步使得按摩臂上的弹簧和按摩球12对手臂起到按摩的作用，提高了按摩效率，减少

了不必要的无用功；设置可前后移动的滑座2带动按摩臂可以实现对手臂进行前后方向的

按摩；又采用偏振电机27带动按摩柱24振动使球面26按摩手臂，增强了按摩的舒适度，提高

了按摩效率。

[0036] 本发明中左限位板15右侧面的上端和下端均设有让位斜面17，为的是在滑座2带

着按摩臂前后移动时，用于给左弧形板7让位，使弧形按摩块顺利的进入左限位板15和右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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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板16之间。

[0037] 本发明将左限位板15和右限位板16固定在T型块32上，且T型块32螺纹连接在螺杆

30上，为的是在螺杆30转动时，保证左限位板15和右限位板16能够随T型块32在螺杆30上产

生相对移动，进而使左限位板15和右限位板16上的挤压面10能更好的与上方的左弧形板7

和右弧形板8上的弧形斜面13配合。

[0038] 本发明设置轴承座21，不但起到支撑丝杠20的作用，还用来限制滑座2在底板1上

前后移动的极限位置。

[0039] 本发明设置橡胶层11，为的是在左弧形板7和右弧形板8绕铰接处同时转动时，橡

胶层11被拉伸或压缩，起到调整按摩腔大小的作用。

[0040] 本发明设置按摩球12和振动的球面26，在按摩手臂时起到促进血液循环、消除疲

劳、加强新陈代谢功能的作用，还可以增加手臂的舒适感。

[004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根据人体手臂的自然形状，设置可调整大小的按摩

腔以满足不同人的需要，也可以对手臂进行局部或长度方向的整体按摩，增强了按摩的舒

适度并具有良好的通用性，此结构巧妙，操作简单，按摩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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