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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脑血栓病人用康复装置，

属于医疗康复装置领域。其技术方案为：一种脑

血栓病人用康复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床板，所

述床板的一侧上方设置有脚部固定组件，所述脚

部固定组件设置在传动机构上，还包括设置在所

述床板的另一侧下方的托起机构，所述托起机构

与所述传动机构连接。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可

以辅助护理人员对脑血栓病人进行双桥运动，以

便减轻护理人员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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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脑血栓病人用康复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床板，所述床板的一侧上方设置有脚

部固定组件，所述脚部固定组件设置在传动机构上，还包括设置在所述床板的另一侧下方

的托起机构，所述托起机构与所述传动机构连接；

所述传动机构包括丝杠，所述床板的两端下方设置有固定板，两个所述固定板上通过

转动连接设置有所述丝杠，所述丝杠一端伸出所述固定板与带有减速器的电机连接，所述

丝杠上通过螺纹连接设置有调节滑块，所述调节滑块的一侧设置有限位块，所述调节滑块

包括上半螺母和下半螺母，所述上半螺母和所述下半螺母的一侧均有所述限位块，所述限

位块的外侧设置有调节杆；

还包括滑动架，所述滑动架上设置有与所述调节滑块配合的矩形口，所述矩形口的两

侧壁上设置有与所述限位块配合的限位口，所述滑动架上且位于所述限位块的外侧固定设

置有安装板，所述安装板转动连接有转盘，所述转盘内侧设置有槽型凸轮，所述调节杆的端

部设置在所述槽型凸轮内，所述床板的中间位置设置有条形口，所述滑动架的上部通过限

位板设置在所述条形口内，所述限位板上固定设置有定位块，所述定位块上设置有所述脚

部固定组件；

所述脚部固定组件包括顶板，所述顶板上且位于所述定位块的两侧对称设置有脚部固

定块，所述脚部固定块上设置有脚部插口，所述脚部插口两侧设置有脚部限位结构，所述顶

板两端均设置有立板，所述定位块上设置有卡槽，所述顶板设置在所述卡槽内并通过螺栓

连接，所述床板上设置有与所述立板配合的条形凹槽；

所述托起机构包括托板，所述托板下部设置有带有内螺纹的套筒，所述套筒内通过螺

纹连接设置有螺杆，所述床板上且位于所述条形口的一侧设置有与所述托板配合的凹槽，

所述凹槽内设置与所述套筒配合的圆孔，所述床板上且位于所述凹槽的正下方设置有水平

板一，所述螺杆的底端通过转动连接设置在所述水平板一上，所述水平板一上且位于所述

螺杆的一侧设置有限位杆，所述套筒套接在所述限位杆上，所述螺杆与所述丝杠之间通过

离合传动组件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脑血栓病人用康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离合传动组件包括

中间轴一，所述中间轴一通过转动连接设置在所述水平板一上，所述中间轴一的上端且位

于所述水平板一的上方与所述螺杆通过带传动连接，所述中间轴一的下端且位于所述水平

板一的下方设置有内齿圈；

所述床板上且位于所述水平板一的下方设置有水平板二，所述水平板二上通过转动连

接设置有中间轴二，所述中间轴二与所述丝杠之间通过锥齿轮连接，所述中间轴二的顶端

套接有离合套筒，所述离合套筒的顶端设置有与所述内齿圈配合的齿轮，所述离合套筒的

底端通过弹簧设置在所述中间轴二上，所述弹簧套接在所述中间轴二上，还包括U型拨叉，

所述离合套筒的侧面设置有环形槽，所述U型拨叉设置在所述环形槽内，所述U型拨叉上设

置有拨杆，所述拨杆铰接在所述水平板二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脑血栓病人用康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套筒与所述水平板

一之间设置通过弹簧二连接，所述弹簧二套接在所述限位杆内，所述弹簧二的一端固定在

所述套筒上，另一端固定在所述水平板一上。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脑血栓病人用康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板的外侧设置有

滚轮，所述滚轮在设置在所述条形凹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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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脑血栓病人用康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顶板从中间位置分

为两部且均单独设置在所述卡槽内并通过螺栓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脑血栓病人用康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脚部限位结构为魔

术贴，所述床板上且位于所述托板的两侧设置有手部固定用的魔术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脑血栓病人用康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转盘外部设置有把

手，所述把手上设置有定位孔，所述把手通过穿过所述定位孔的销固定在所述滑动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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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脑血栓病人用康复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康复装置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脑血栓病人用康复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脑血栓形成的患者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言语、运动功能障碍，做好康复锻炼对生

活质量和后期的治疗有很大的帮助。目前，康复锻炼对脑血栓的效果已被国际公认。脑血栓

后，患肢的运动功能等出现障碍，是由于支配这些运动或感觉以及其他相应的脑细胞的神

经细胞坏死。通过处理，坏死周边的脑细胞逐渐代偿，承担部分坏死了的脑细胞的功能，患

肢的功能会逐渐恢复，恢复的程序也不例外地遵循人类运动的发展规律。因此，针对脑血栓

病人康复锻炼一般遵循以下程序：卧位、坐位、辅助立位、双腿立位、单腿立位和步行练习。

其中，卧位练习最长做的是双桥运动，也就是患者双膝关节屈曲，腰背抬起，保持5S左右，反

复练习训练。因为此时患者基本上不能自主运动，都是在护理人员的作用下进行的，给护理

人员带来了很大的工作量。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以辅助护理人员对脑血栓病人进行双桥运动，以便

减轻护理人员工作量的脑血栓病人用康复装置。

[0004] 本发明是通过如下措施实现的：一种脑血栓病人用康复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床

板，所述床板的一侧上方设置有脚部固定组件，所述脚部固定组件设置在传动机构上，还包

括设置在所述床板的另一侧下方的托起机构，所述托起机构与所述传动机构连接。

[0005] 所述传动机构包括丝杠，所述床板的两端下方设置有固定板，两个所述固定板上

通过转动连接设置有所述丝杠，所述丝杠一端伸出所述固定板与带有减速器的电机连接，

所述丝杠上通过螺纹连接设置有调节滑块，所述调节滑块的一侧设置有限位块，所述调节

滑块包括上半螺母和下半螺母，所述上半螺母和所述下半螺母的一侧均有所述限位块，所

述限位块的外侧设置有调节杆；所述电机固定在所述床板上，所述床板还设置有床腿。

[0006] 还包括滑动架，所述滑动架上设置有与所述调节滑块配合的矩形口，所述矩形口

的两侧壁上设置有与所述限位块配合的限位口，所述滑动架上且位于所述限位块的外侧固

定设置有安装板，所述安装板转动连接有转盘，所述转盘内侧设置有槽型凸轮，所述调节杆

的端部设置在所述槽型凸轮内，所述床板的中间位置设置有条形口，所述滑动架的上部通

过限位板设置在所述条形口内，所述限位板上固定设置有定位块，所述定位块上设置有所

述脚部固定组件。所述转盘转动可以带动所述调节杆沿着所述槽型凸轮移动，所述槽型凸

轮最好是椭圆形的。也就是说当所述转盘转动90度时，两个所述调节杆的距离可以在最大

和最小之间转换，当距离最小时，所述上板螺母和所述下半螺母均与所述丝杠保持啮合，可

以沿着随着所述丝杠做直线运动。

[0007] 所述脚部固定组件包括顶板，所述顶板上且位于所述定位块的两侧对称设置有脚

部固定块，所述脚部固定块上设置有脚部插口，所述脚部插口两侧设置有脚部限位结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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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顶板两端均设置有立板，所述定位块上设置有卡槽，所述顶板设置在所述卡槽内并通过

螺栓连接，所述床板上设置有与所述立板配合的条形凹槽。所述脚部插口的上壁设置有脚

踝缺口。所述脚部插口需设置柔性材质制成的垫子。

[0008] 所述托起机构包括托板，所述托板下部设置有带有内螺纹的套筒，所述套筒内通

过螺纹连接设置有螺杆，所述床板上且位于所述条形口的一侧设置有与所述托板配合的凹

槽，所述凹槽内设置与所述套筒配合的圆孔，所述床板上且位于所述凹槽的正下方设置有

水平板一，所述螺杆的底端通过转动连接设置在所述水平板一上，所述水平板一上且位于

所述螺杆的一侧设置有限位杆，所述套筒套接在所述限位杆上，所述螺杆与所述丝杠之间

通过离合传动组件连接。

[0009] 所述离合传动组件包括中间轴一，所述中间轴一通过转动连接设置在所述水平板

一上，所述中间轴一的上端且位于所述水平板一的上方与所述螺杆通过带传动连接，所述

中间轴一的下端且位于所述水平板一的下方设置有内齿圈；

[0010] 所述床板上且位于所述水平板一的下方设置有水平板二，所述水平板二上通过转

动连接设置有中间轴二，所述中间轴二与所述丝杠之间通过锥齿轮连接，所述中间轴二的

顶端套接有离合套筒，所述离合套筒的顶端设置有与所述内齿圈配合的齿轮，所述离合套

筒的底端通过弹簧设置在所述中间轴二上，所述弹簧套接在所述中间轴二上，还包括U型拨

叉，所述离合套筒的侧面设置有环形槽，所述U型拨叉设置在所述环形槽内，所述U型拨叉上

设置有拨杆，所述拨杆铰接在所述水平板二上。所述拨杆起到杠杆的作用，在所述拨杆的端

部上设置有定位机构，可以通过销、螺栓固定在所述水平板二上。优选，所述弹簧复位时，所

述齿轮与所述内齿圈保持啮合。通过所述拨杆的拨动，实现分离。

[0011] 所述套筒与所述水平板一之间设置通过弹簧二连接，所述弹簧二套接在所述限位

杆内，所述弹簧二的一端固定在所述套筒上，另一端固定在所述水平板一上。所述弹簧二可

以实现当所述托板和患者下降时起到缓冲作用，提高舒适度。

[0012] 所述立板的外侧设置有滚轮，所述滚轮在设置在所述条形凹槽内，移动方便。

[0013] 所述顶板从中间位置分为两部且均单独设置在所述卡槽内并通过螺栓连接。患者

有时只需要做单桥运动，可以通过拆卸的方式实现，避免另下肢不好放置。患者两个患肢的

病患程度不同，或者疗效不同都会出现做单桥运动的情况。

[0014] 所述脚部限位结构为魔术贴，所述床板上且位于所述托板的两侧设置有手部固定

用的魔术贴。方便使用，成本低，当然其他有同样效果的限位结构也适用，双桥运动的标准，

需要患者的手掌紧贴床面。

[0015] 所述转盘外部设置有把手，所述把手上设置有定位孔，所述把手通过穿过所述定

位孔的销固定在所述滑动架上。对所述上半螺母和所述下半螺母进行限位，与所述丝杠保

持分离或保持啮合。

[0016] 所述上半螺母和下半螺母之间通过弹簧三连接，所述弹簧三设置在所述下半螺母

的内部。所述下半螺母上开有盲孔，弹簧底端固定在所述盲孔底部，顶端固定在上半螺母的

底面，可以对称设置两个，弹簧内设置有导柱，避免变形严重，方便所述上半螺母和下半螺

母进行复位。所述电机采用正反转电机，传动机构采用减速传动。托板上面为曲面，靠近臀

部的位置略高。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可以辅助护理人员对脑血栓病人进行双桥运动，以便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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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人员工作量，并且只用到一个电机，整个机构可以实现联动，控制方便。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脚部固定组件相关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图2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1] 图4为与图1角度不同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图4中B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3] 图6为图4中C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4] 图7为离合传动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其中，附图标记为：1、床板；2、脚部固定组件；3、传动机构；4、托起机构；101、凹槽；

102、水平板一；103、条形口；104、水平板二；105、固定板；106、条形凹槽；201、顶板；202、脚

部固定块；203、脚部插口；204、立板；205、滚轮；206、魔术贴；207、脚踝缺口；301、下半螺母；

302、上半螺母；303、限位块；304、滑动架；305、矩形口；306、限位口；307、转盘；308、槽型凸

轮；309、调节杆；310、孔；311、限位板；312、定位块；313、卡槽；314、丝杠；315、电机；401、托

板；402、套筒；403、螺杆；404、限位杆；405、弹簧二；406、中间轴一；407、传动带；408、内齿

圈；409、齿轮；410、离合套筒；411、U型拨叉；412、中间轴二；413、锥齿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能清楚说明本方案的技术特点，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方案进行阐述。

[0027] 参见图1‑图7，一种脑血栓病人用康复装置，包括床板1，床板1的一侧上方设置有

脚部固定组件2，脚部固定组件2设置在传动机构3上，还包括设置在床板1的另一侧下方的

托起机构4，托起机构4与传动机构3连接。

[0028] 传动机构3包括丝杠314，床板1的两端下方设置有固定板105，两个固定板105上通

过转动连接设置有丝杠314，丝杠314一端伸出固定板105与带有减速器的电机315连接，丝

杠314上通过螺纹连接设置有调节滑块，调节滑块的一侧设置有限位块303，调节滑块包括

上半螺母302和下半螺母301，上半螺母302和下半螺母301的一侧均有限位块303，限位块

303的外侧设置有调节杆309；电机315固定在床板1上，床板1还设置有床腿。

[0029] 还包括滑动架304，滑动架304上设置有与调节滑块配合的矩形口305，矩形口305

的两侧壁上设置有与限位块303配合的限位口306，滑动架304上且位于限位块303的外侧固

定设置有安装板，安装板转动连接有转盘307，转盘307内侧设置有槽型凸轮308，调节杆309

的端部设置在槽型凸轮308内，床板1的中间位置设置有条形口103，滑动架304的上部通过

限位板311设置在条形口103内，限位板311上固定设置有定位块312，定位块312上设置有脚

部固定组件2。转盘307转动可以带动调节杆309沿着槽型凸轮308移动，槽型凸轮308最好是

椭圆形的。也就是说当转盘307转动90度时，两个调节杆309的距离可以在最大和最小之间

转换，当距离最小时，上板螺母302和下半螺母301均与丝杠314保持啮合，可以沿着随着丝

杠314做直线运动。

[0030] 脚部固定组件2包括顶板201，顶板201上且位于定位块312的两侧对称设置有脚部

固定块202，脚部固定块202上设置有脚部插口203，脚部插口203两侧设置有脚部限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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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板201两端均设置有立板204，定位块312上设置有卡槽313，顶板201设置在卡槽313内并

通过螺栓连接，床板1上设置有与立板204配合的条形凹槽106。脚部插口203的上壁设置有

脚踝缺口207。脚部插口203需设置柔性材质制成的垫子。

[0031] 托起机构4包括托板401，托板401下部设置有带有内螺纹的套筒402，套筒402内通

过螺纹连接设置有螺杆403，床板1上且位于条形口103的一侧设置有与托板401配合的凹槽

101，凹槽101内设置与套筒402配合的圆孔，床板1上且位于凹槽101的正下方设置有水平板

一102，螺杆403的底端通过转动连接设置在水平板一102上，水平板一102上且位于螺杆403

的一侧设置有限位杆404，套筒402套接在限位杆404上，通过套筒402侧面的外接板套接在

限位杆404上，螺杆403与丝杠314之间通过离合传动组件连接。

[0032] 离合传动组件包括中间轴一406，中间轴一406通过转动连接设置在水平板一102

上，中间轴一406的上端且位于水平板一102的上方与螺杆403通过传动带407连接，中间轴

一406的下端且位于水平板一102的下方设置有内齿圈408；

[0033] 床板1上且位于水平板一102的下方设置有水平板二104，水平板二104上通过转动

连接设置有中间轴二412，中间轴二412与丝杠314之间通过锥齿轮413连接，中间轴二412的

顶端套接有离合套筒410，离合套筒410的顶端设置有与内齿圈408配合的齿轮409，离合套

筒410的底端通过弹簧设置在中间轴二412上，弹簧套接在中间轴二412上，还包括U型拨叉

411，离合套筒410的侧面设置有环形槽，U型拨叉411设置在环形槽内，U型拨叉411上设置有

拨杆，拨杆铰接在水平板二104上。拨杆起到杠杆的作用，在拨杆的端部上设置有定位机构，

可以通过销、螺栓固定在水平板二104上。优选，弹簧复位时，齿轮409与内齿圈408保持啮

合。通过拨杆的拨动，实现分离。

[0034] 套筒402与水平板一102之间设置通过弹簧二405连接，弹簧二405套接在限位杆

404内，弹簧二405的一端固定在套筒402上，另一端固定在水平板一102上。

[0035] 立板204的外侧设置有滚轮205，滚轮205在设置在条形凹槽106内。

[0036] 顶板201从中间位置分为两部且均单独设置在卡槽313内并通过螺栓连接。患者有

时只需要做单桥运动，可以通过拆卸的方式实现，避免另下肢不好放置。患者两个患肢的病

患程度不同，或者疗效不同都会出现做单桥运动的情况。

[0037] 脚部限位结构为魔术贴206，床板1上且位于托板401的两侧设置有手部固定用的

魔术贴。方便使用，成本低，当然其他有同样效果的限位结构也适用，双桥运动的标准，需要

患者的手掌紧贴床面。

[0038] 转盘307外部设置有把手，把手上设置有定位孔，滑动架304上设置有若干个孔

310，把手通过穿过定位孔和孔310的销固定在滑动架304上。

[0039] 上半螺母302和下半螺母301之间通过弹簧三连接，弹簧三设置在下半螺母301的

内部。

[0040] 为了保证舒适度，床板上可以根据不同区域设置床垫。此装置只是辅助护理人员

工作，节省护理人员的工作量和体力，为了保证患者的安全，暂时不能完全代替护理人员的

工作。

[0041] 使用方式：患者躺在床板上，护理人员手动将患者下肢略微屈曲，通过转动转盘，

使上半螺母和下板螺母与丝杠啮合，调节拨杆，使齿轮与内齿圈脱离，启动电机，脚部固定

组件到达患者的脚步位置，关闭电机，将患者的脚放置在脚部插口内，使脚面紧贴脚部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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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面，并通过魔术贴固定，再次启动电机，使患者的脚移动的合适的位置，以双桥运动的

标准确定合适的位置，转动所述转盘，使上半螺母和下板螺母与丝杠脱离，调节拨杆，使齿

轮与内齿圈啮合，启动电机，使电机正方转实现托板的上下移动，托板则能将患者的腰部托

起。

[0042] 本发明未经描述的技术特征可以通过或采用现有技术实现，在此不再赘述，当然，

上述说明并非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发明也并不仅限于上述举例，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在本发明的实质范围内所做出的变化、改型、添加或替换，也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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