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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心脑血管康复治疗设备，包

括床板主体、支撑腿组件、上立柱组件，上立柱组

件设有滑轮，床板主体两端设有可旋转的背板和

腿板，中部设有可收卷钢丝绳的手摇器，钢丝绳

经过滑轮后连接到背板和腿板两端上，通过手摇

器对背板和腿板连接的钢丝绳进行收卷而实现

二者的旋转升降从而实现对心脑血管患者的肢

体的康复治疗；设有治疗腿带，可对神经和血管

有问题的患肢进行压迫式治疗；关键配件多为市

场常见配件组成，原理简单，工作可靠，成本低；

整体为床式结构，针对行动不便的人可实现躺在

床上自我康复治疗锻炼；底部设有带刹车万向脚

轮，方便设备在使用时的移动和固定；治疗腿带

结构也可为电动结构，更加方便患者操作进行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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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心脑血管康复治疗设备，包括1个水平的带均匀间隔的横梁的长方形框架(1)，

其特征在于：框架(1)的4角朝下设有4个支撑腿组件(2)，框架(1)的4角朝上设有4个上立柱

组件(3)，上立柱组件(3)包括1个竖立的内套有上立柱(3b)的上立柱套筒(3a)，上立柱(3b)

内侧上端设有其上套有上滑轮(3c)的上销轴(3e)，上立柱套筒(3a)外侧下端设有其上套有

下滑轮(3d)的下销轴(3f)，

框架(1)中部设有臀板组件(4)，臀板组件(4)包括1个敞口朝下的敞口盒形的臀板

(4a)，臀板(4a)内部左右两端各安装有2个扭动孔朝向框架(1)外侧的手摇器(8)，手摇器

(8)带有可拆卸的摇柄(9)，框架(1)中部左右两外侧各开设有两个相应的通孔(1a)，摇柄

(9)的扭动轴从外侧穿过该通孔(1a)后插入手摇器(8)的扭动孔内，

臀板组件(4)面向框架(1)前端方向设有1个背板组件(5)，背板组件(5)包括1个方形的

背板(5a)，背板(5a)靠近臀板组件(4)的一端两侧设有背板转轴(5a1)，框架(1)开设有与背

板转轴(5a1)转动配合的背板长转孔(1b)，

背板(5a)靠近框架(1)前端的一端两侧各设有1个安装柱(5a2)，安装柱(5a2)上固定有

钢丝绳(10)，钢丝绳(10)分别向框架(1)前端方向依次绕过框架(1)前端的对应的上滑轮

(3c)和下滑轮(3d)后绕设于2个手摇器(8)转轴上，

框架(1)的后部设有2个腿板组件(7)，腿板组件(7)包括1块长方形的腿板(7a)，腿板

(7a)靠近臀板组件(4)的一端两侧设有腿板转轴(7a1)，框架(1)开设有与腿板转轴(7a1)转

动配合的腿板长转孔(1c)，

腿板(7a)靠近框架(1)后端的一端两侧各设有1个安装柱(5a2)，安装柱(5a2)上安装有

钢丝绳(10)，钢丝绳(10)分别沿前后方向依次绕过框架(1)后端的对应的上滑轮(3c)和下

滑轮(3d)后绕设于2个手摇器(8)转轴上。

2.根据权利要求1的一种心脑血管康复治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摇器(8)为晾衣

架常用的手摇器，手摇器(8)为正反转自锁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的一种心脑血管康复治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腿组件(2)包

括1个竖立的支撑腿立柱套筒(2a)，支撑腿立柱套筒(2a)内套有支撑腿立柱(2b)，支撑腿立

柱(2b)下方设有脚轮组件(2d) ,脚轮组件(2d)为带刹车万向脚轮；支撑腿立柱套筒(2a)下

端外侧安装有球头手柄组件(2c)；上立柱套筒(3a)上端内侧安装有球头手柄组件(2c)。

4.根据权利要求1的一种心脑血管康复治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臀板(4a)上设有臀

板垫(4b)，背板(5a)上安装有背板垫(5b)，腿板(7a)上安装有腿板垫(7b)，腿板(7a)靠近床

板主体后端设有竖立的足板(7c)，足板(7c)上安装有足板垫(7d)；臀板垫(4b)、背板垫

(5b)、腿板垫(7b)、足板垫(7d)内部为记忆海绵；臀板垫(4b)、背板垫(5b)、腿板垫(7b)、足

板垫(7d)外层为缝制的PU材质材料。

5.根据权利要求1的一种心脑血管康复治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后端的上立柱组

件(3)上方各套装有1个开口朝向床体一侧的浅盒形的防护罩(12)。

6.根据权利要求1的一种心脑血管康复治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臀板(4a)和臀板垫

(4b)之间通过臀板魔术贴(4c)连接，背板(5a)和背板垫(5b)之间通过背板魔术贴(5c)连

接，背腿板(7a)和腿板垫(7b)之间通过腿板魔术贴(7f)连接；足板(7c)和足板垫(7d)之间

通过足板魔术贴(7g)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的一种心脑血管康复治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钢丝绳(10)为带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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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材质护套保护层的不锈钢材质的钢丝绳。

8.根据权利要求1的一种心脑血管康复治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背板长转孔(1b)倾

斜45度，高的一端指向床前端；所述腿板长转孔(1c)倾斜45度，高的一端指向床后端。

9.根据权利要求1的一种心脑血管康复治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每个腿板组件(7)

上均布安装有各2个治疗腿带(7e)，臀板组件(4)边缘设有气泵(6)，治疗腿带(7e)与气泵

(6)之间通过软管(11)连通。

10.根据权利要求1的一种心脑血管康复治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腿板(7a)的底部

设有截面为C型钢型半圆弧的基体盒(D5)，所述基体盒(D5)收容1个半圆形且内圆带环槽

(D1b)、外圆带齿条(D1a)的基体(D1)，所述环槽(D1b)嵌装有可充放气的中空治疗软袋

(D3)，基体盒(D5)出口设有的正反转的电机(D4)，所述电机(D4)设有齿轮(D4a)，所述电机

(D4)设有保护外罩(D4b)，所述齿轮(D4a)与基体(D1)的齿条(D1a)啮合，带动齿条(D1a)转

动，所述中空治疗软袋(D3)末端设有气嘴(D3a)，所述气嘴(D3a)连接软管(11)，所述软管

(11)连接气泵(6)，充放气进行压迫式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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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心脑血管康复治疗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领域，具体为一种心脑血管康复治疗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目前生活水平的提高，心脑血管类的相关疾病也越来越多的呈高发态势，且

发病的年龄阶段也逐渐的开始往低龄方向发展，众所周知心脑血管类的疾病最关键的康复

办法是提高患者的运动量，尤其是躯干和四肢的活动，提高血液的循环流畅程度才是康复

的关键；目前，在脑血管患者中，有一部分患者会严重导致失去知觉，因此，针对这些患者需

要进行康复训练，以便改善他们治疗效果，而一般的康复训练，大多需要人员予以陪练，且

训练效果不佳，陪护人员压力大，特别是对于一些需要经常康复训练的患者而言，需要持续

不断训练，因此，需要予以改进，采用合适的装置予以辅助进行。现有的康复医疗器械都是

从运动器材的发展而来，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运动器材迅速增长，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之

后，由于工艺相仿，一些生产运动器材的企业开始把触角伸向康复器材，但是康复器材行业

比较特殊，大规模使用的情况仍然是少数，主要是一些康复医院、养老院、训练室等等在使

用，这也导致了我国康复器材市场发育不成熟，可以说还处于发展的起步期，目前，采用压

迫肢体的手段进行心脑血管的康复治疗已经是一种公知的常识，目前市场常见的简易型康

复治疗仪就是采用的压迫肢体的手段来进行康复治疗。

[0003] 专利公告号为CN201621186979.7的“心脑血管康复训练仪器”，包括靠背、颈部按

摩器、固定螺钉、按摩坐垫、扶手架、把手、连杆一、连接销、固定座、腿部支架、腿部卡箍、腿

扶板、加热垫、限位块、弹性缓冲块、连杆二和万向轮；使用时，病人首先坐到按摩坐垫上面，

而后将腿部卡到腿部卡箍中，然后病人的双手分别握住把手进行推拉，而后通过连杆一驱

使连杆二将腿部支架顶起，从而使手部和腿部都能进行运动，进一步的防止了四肢肌肉的

萎缩，促进患者康复；这里的腿扶板能够在腿部支架上面进行滑动，从而避免了病人腿部在

腿扶板上面进行滑动带来了不舒适感。。其不足之处是，一、心脑血管病人往往肌肉和神经

系统不能实现完全正常的力量，直接手推把手推动机械带动自己身体运动进行康复训练的

方法因患者力量不足而失败，需要护理人员辅助运动。二、座椅型结构的结构也限制了这种

康复椅的使用，部分心脑血管病人坐立都困难，难以操作该种康复治疗设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提供一种心脑血管康复治疗设备，该设备工作可靠、使用方便，能更

好地针对心脑血管患者进行康复性训练，以便改善患者治疗效果。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心脑血管康复治疗设备，包括1

个水平的带均匀间隔的横梁的长方形框架，框架的4角朝下设有4个支撑腿组件，框架的4角

朝上设有4个上立柱组件，上立柱组件包括1个竖立的内套有上立柱的上立柱套筒，上立柱

内侧上端设有其上套有上滑轮的上销轴，上立柱套筒外侧下端设有其上套有下滑轮的下销

轴，框架中部设有臀板组件，臀板组件包括1个敞口朝下的敞口盒形的臀板，臀板内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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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端各安装有2个扭动孔朝向框架外侧的手摇器，手摇器带有可拆卸的摇柄，框架中部左右

两外侧各开设有两个相应的通孔，摇柄的扭动轴从外侧穿过该通孔后插入手摇器的扭动孔

内，臀板组件面向框架前端方向设有1个背板组件，背板组件包括1个方形的背板，背板靠近

臀板组件的一端两侧设有背板转轴，框架开设有与背板转轴转动配合的背板长转孔，背板

靠近框架前端的一端两侧各设有1个安装柱，安装柱上固定有钢丝绳，钢丝绳分别向框架前

端方向依次绕过框架前端的对应的上滑轮和下滑轮后绕设于2个手摇器转轴上，框架的后

部设有2个腿板组件，腿板组件包括1块长方形的腿板，腿板靠近臀板组件的一端两侧设有

腿板转轴，框架开设有与腿板转轴转动配合的腿板长转孔，腿板靠近框架后端的一端两侧

各设有1个安装柱，安装柱上安装有钢丝绳，钢丝绳分别沿前后方向依次绕过框架后端的对

应的上滑轮和下滑轮后绕设于2个手摇器转轴上。

[0006] 进一步地，所述手摇器为晾衣架常用的手摇器，手摇器为正反转自锁结构。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支撑腿组件包括1个竖立的支撑腿立柱套筒，支撑腿立柱套筒内套

有支撑腿立柱，支撑腿立柱下方设有脚轮组件,脚轮组件为带刹车万向脚轮；支撑腿立柱套

筒下端外侧安装有球头手柄组件；上立柱套筒上端内侧安装有球头手柄组件。

[0008] 进一步地，所述臀板上设有臀板垫，背板上安装有背板垫，腿板上安装有腿板垫，

腿板靠近床板主体后端设有竖立的足板，足板上安装有足板垫；臀板垫、背板垫、腿板垫、足

板垫内部为记忆海绵；臀板垫、背板垫、腿板垫、足板垫外层为缝制的PU材质材料。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前后端的上立柱组件上方各套装有1个开口朝向床体一侧的浅盒

形的防护罩。

[0010] 进一步地，所述臀板和臀板垫之间通过臀板魔术贴连接，背板和背板垫之间通过

背板魔术贴连接，背腿板和腿板垫之间通过腿板魔术贴连接；足板和足板垫之间通过足板

魔术贴连接。

[0011] 进一步地，所述钢丝绳为带塑胶材质护套保护层的不锈钢材质的钢丝绳。

[0012] 进一步地，所述背板长转孔倾斜45度，高的一端指向床前端；所述腿板长转孔倾斜

45度，高的一端指向床后端；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每个腿板组件上均布安装有各2个治疗腿带，臀板组件边缘设有气

泵，治疗腿带与气泵之间通过软管连通。

[0014] 进一步地，所述腿板的底部设有截面为C型钢型半圆弧的基体盒，所述基体盒收容

1个半圆形且内圆带环槽、外圆带齿条的基体，所述环槽嵌装有可充放气的中空治疗软袋，

基体盒出口设有的正反转的电机，所述电机设有齿轮，所述电机设有保护外罩，所述齿轮与

基体的齿条啮合，带动齿条转动，所述中空治疗软袋末端设有气嘴，所述气嘴连接软，所述

软管连接气泵，充放气进行压迫式治疗。

[0015] 本发明的显著优点：

[0016] 1、关键配件多为市场常见配件组成，工作可靠。

[0017] 2、整体为床式结构，针对半身不遂，行动不便的人可实现躺在床上自我康复治疗

锻炼。

[0018] 3、内藏式钢丝绳传动，传动关系简单，安全且维修简便。

[0019] 4、单向旋转粘滞阻尼器结构，双重保护康复治疗时的安全。

[0020] 5、支撑腿底部设有带刹车万向脚轮，方便设备在使用时的移动和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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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6、支撑腿和上立柱为可调节结构，方便护理人员调节高度护理操作，减轻劳动强

度。

[0022] 7、设有足板结构，在身板升起时，充分保护患者的足部，防止下溜，保护患者安全。

[0023] 8、双腿板结构，可单独对一侧患肢进行康复治疗锻炼。

[0024] 9、设有治疗腿带，可对神经和血管有问题的患肢进行压迫式治疗。

[0025] 10、治疗腿带结构也可为电动结构，更加方便患者操作进行治疗。

附图说明

[0026] 图1：本发明的外观图；

[0027] 图2：本发明的拆掉防护罩后且身板和腿板都抬起后的剖视结构图；

[0028] 图3：本发明的图2中A处的放大图。

[0029] 图4：本发明电动治疗腿带结构的结构图；

[0030] 图5：本发明电动治疗腿带结构的另一结构图；

[0031] 图中：1、框架；1a、通孔；1b、背板长转孔；1c、腿板长转孔；2、支撑腿组件；2a、支撑

腿立柱套筒；2b、支撑腿立柱；2c、球头手柄组件；2d、脚轮组件；3、上立柱组件；3a、上立柱套

筒；3b、上立柱；3c、上滑轮；3d、下滑轮；3e、上销轴；3f、下销轴；4、臀板组件；4a、臀板；4b、臀

板垫；4c、臀板魔术贴；5、背板组件；5a、背板；5a1、背板转轴；5a2、安装柱；5b、背板垫；5c、背

板魔术贴；6、气泵；7、腿板组件；7a、腿板；7a1、腿板转轴；7b、腿板垫；7c、足板；7d、足板垫；

7e、治疗腿带；7f、腿板魔术贴；7g、足板魔术贴；8、手摇器；9、摇柄；10、钢丝绳；11、软管；12、

防护罩；D1、基体；D1a、环槽；D1b、齿条；D3、中空治疗软袋；D3a、气嘴；D4、电机；D4a、齿轮；

D4b、保护外罩；D5、基体盒；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3] 结合图1、图2、图3，本发明实施例，一种心脑血管康复治疗设备，包括1个水平的带

均匀间隔的横梁的长方形框架1，框架1的4角朝下设有4个支撑腿组件2，框架1的4角朝上设

有4个上立柱组件3，上立柱组件3包括1个竖立的内套有上立柱3b的上立柱套筒3a，上立柱

3b内侧上端设有其上套有上滑轮3c的上销轴3e，上立柱套筒3a外侧下端设有其上套有下滑

轮3d的下销轴3f，框架1中部设有臀板组件4，臀板组件4包括1个敞口朝下的敞口盒形的臀

板4a，臀板4a内部左右两端各安装有2个扭动孔朝向框架1外侧的手摇器8，手摇器8带有可

拆卸的摇柄9，框架1中部左右两外侧各开设有两个相应的通孔1a，摇柄9的扭动轴从外侧穿

过该通孔1a后插入手摇器8的扭动孔内，臀板组件4面向框架1前端方向设有1个背板组件5，

背板组件5包括1个方形的背板5a，背板5a靠近臀板组件4的一端两侧设有背板转轴5a1，框

架1开设有与背板转轴5a1转动配合的背板长转孔1b，背板5a靠近框架1前端的一端两侧各

设有1个安装柱5a2，安装柱5a2上固定有钢丝绳10，钢丝绳10分别向框架1前端方向依次绕

过框架1前端的对应的上滑轮3c和下滑轮3d后绕设于2个手摇器8转轴上，框架1的后部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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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腿板组件7，腿板组件7包括1块长方形的腿板7a，腿板7a靠近臀板组件4的一端两侧设有

腿板转轴7a1，框架1开设有与腿板转轴7a1转动配合的腿板长转孔1c，腿板7a靠近框架1后

端的一端两侧各设有1个安装柱5a2，安装柱5a2上安装有钢丝绳10，钢丝绳10分别沿前后方

向依次绕过框架1后端的对应的上滑轮3c和下滑轮3d后绕设于2个手摇器8转轴上。

[0034] 进一步地，所述手摇器8为晾衣架常用的手摇器，所述手摇器8为正反转自锁结构，

尺寸100*100*100mm；所述摇柄9在床板主体1左右两外侧各安装有1个，所述2个摇柄9可从

手摇器8上不用工具而拆下。家用晾衣架手摇器在均匀受力情况下可承受60公斤以上，钢丝

绳的单独抗拉力在100公斤以上，但因为手摇器用的是弹簧自锁装置，如果承重过大会使弹

簧疲劳受力，失去弹性，所以在背板升降时采用双手摇器的结构，均匀受力，方便使用也延

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0035] 进一步地，所述支撑腿组件2包括1个竖立的支撑腿立柱套筒2a，所述支撑腿立柱

套筒2a内套有支撑腿立柱2b，所述支撑腿立柱2b下方设有脚轮组件2d,所述脚轮组件2d为

带刹车万向脚轮，所述脚轮组件2d为带刹车万向脚轮；本案采用了带刹车机构的聚亚酰胺

材质的静音万向脚轮，移动灵活方便噪音小；脚轮2d的轮片为聚亚酰胺材质，聚亚酰胺具有

以下特点：较高的机械强度和氧化稳定性；具有较高的柔曲性和回弹性；具有优良的耐油

性、耐溶剂性、耐水性和耐火性；可达到本案脚轮强度高、重量轻、摩擦小、无噪音的特点，在

地面转动时实现静音，当本案需要移动时，将刹车松开，即可运动，方便灵活；刹车机构可在

需要固定的位置的时候，将刹车机构锁住，方便整个设备的使用；所述支撑腿立柱套筒2a下

端外侧安装有球头手柄组件2c；所述上立柱套筒3a上端内侧安装有球头手柄组件2c；所述

球头手柄组件2c的手柄杆长度为300mm，手柄杆直径为10mm，所述手柄与手柄体孔之间为间

隙配合，球头直径为30mm；长手柄方便加力，方便护理人员的操作，减轻护理人员的劳动强

度。

[0036] 进一步地，所述臀板4a上设有臀板垫4b，所述背板5a上安装有背板垫5b，所述腿板

7a上安装有腿板垫7b，腿板7a靠近床板主体后端设有竖立的足板7c，所述足板7c上安装有

足板垫7d；给患者提供更好的使用保护和舒适体感；所述臀板垫4b、背板垫5b、腿板垫7b、足

板垫7d内部为记忆海绵；记忆海绵是指具有慢回弹力学性能的聚醚型聚氨酯泡沫海绵，分

子稳定、和人体接触无毒副作用无过敏、无挥发刺激性物质、阻燃效果好等，冬天感觉比较

暖和，夏天则明显比普通海绵凉快；当人体接触记忆海绵时，开始是不断变形，后来就是抵

触感觉的消失，会让人感到非常舒适；所述臀板垫4b、背板垫5b、腿板垫7b、足板垫7d外层为

缝制的PU材质材料；采用皮革材质，主要特点比较舒适，经久耐用，外观档次较高；包裹层为

罩式设计，可采用拉链的办法，也可采用魔术贴、塑料或金属按扣的方法进行包裹层底部敞

口的固定。

[0037] 进一步地，所述前后端的上立柱组件3上方各套装有1个开口朝向床体一侧的浅盒

形的防护罩12。本案设有所述的防护罩12可保护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安全。

[0038] 进一步地，所述臀板4a和臀板垫4b之间通过臀板魔术贴4c连接，所述背板5a和背

板垫5b之间通过背板魔术贴5c连接，所述背腿板7a和腿板垫7b之间通过腿板魔术贴7f连

接，所述足板7c和足板垫7d之间通过足板魔术贴7g连接；本案选用魔术贴结构便于迅速拆

卸清洗。

[0039] 进一步地，所述钢丝绳10为带塑胶材质护套保护层的不锈钢材质的钢丝绳；护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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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起到防锈、防腐蚀作用。

[0040] 进一步地，所述背板长转孔1b倾斜45度，高的一端指向床前端；所述腿板长转孔1c

倾斜45度，高的一端指向床后端；在背板5a升起时，背板5a的转轴在背板长转孔1b中滑动，

即背板5a远离臀板4a，防止背板5a和臀板4a干涉；在腿板7a升起时，腿板7a的转轴在腿板长

转孔1c中滑动，即腿板7a远离臀板4a，防止腿板7a和臀板4a干涉；保证人员使用安全。

[0041] 进一步地，所述每个腿板组件7上均布安装有各2个治疗腿带7e，所述臀板组件4边

缘设有气泵6，治疗腿带7e为中空的且不透气的尼龙材料制成，所述治疗腿带7e与气泵6之

间通过软管11连通；目前，采用压迫肢体的手段进行心脑血管的康复治疗已经是一种公知

的常识，目前市场常见的简易型康复治疗仪就是采用的压迫肢体的手段来进行康复治疗，

本案采用气泵6产生的气体对治疗腿带7e进行充气，治疗腿带7e的末端为魔术扣结构，可快

速拆卸。

[0042] 结合图4、图5，进一步地，所述腿板7a的底部设有截面为C型钢型半圆弧的基体盒

D5，所述基体盒D5收容1个半圆形且内圆带环槽D1b、外圆带齿条D1a的基体D1，所述环槽D1b

嵌装有可充放气的中空治疗软袋D3，基体盒D5出口设有的正反转的电机D4，所述电机D4设

有齿轮D4a，所述电机D4设有保护外罩D4b，所述齿轮D4a与基体D1的齿条D1a啮合，带动齿条

D1a转动，所述中空治疗软袋D3末端设有气嘴D3a，所述气嘴D3a连接软管11，所述软管11连

接气泵6，充放气进行压迫式治疗。

[0043] 本案的使用方法：

[0044] (1)需要康复治疗的病人躺在设备上；

[0045] (2)治疗腿带7e穿戴固定好；

[0046] (3)2个手柄9插在靠近设备前部两侧的2个手摇器8扭动孔内；

[0047] (4)患者或护理人员同时用双手摇动两侧手柄9，背板慢慢升起，带动患者上身升

起一定高度；

[0048] (5)2个手柄9拔出插在靠近设备后部两侧的2个手摇器8扭动孔内；

[0049] (6)单独转动患肢一侧或者两侧的手柄进行腿板7a的升起，带动患者的患肢升起

到一定高度；上述手柄9摇动过程及背板5a和腿板7a上升过程中均可反向旋转手柄9，即可

将背板5a和腿板7a落下。

[0050] (7)上述手柄9摇动过程即打开气泵6对软管11充气，治疗腿带7e即鼓起，对患肢进

行压迫治疗；气泵6反转收气，治疗腿带7e变瘪，可拆下。

[0051] (8)第二步和第七步中本案治疗腿带的电动版方案：电机D4通电，基体D1从基体盒

D5中转出，旋转半圈并绕过患者需治疗的腿部，开启打开气泵6对连接到气嘴D3a的软管11

充气，治疗腿带7e即鼓起，对患肢进行压迫治疗；气泵6反转放气，电机D4通电反转，基体D1

收入基体盒D5。

[0052]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较佳具体实施例。应当理解，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

需创造性劳动就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构思作出诸多修改和变化。因此，凡本技术领域中技术

人员依本发明的构思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或有限的实验可以得到的技

术方案，皆应在由权利要求书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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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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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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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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