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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呼吸疾病康复锻炼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医疗器材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呼吸疾病康复锻炼装置，包括底板，底板上方

设有座板，座板上铰接有靠背机构，底板上设有

使靠背机构沿座板转动的翻转结构；所述靠背机

构包括与座板铰接的靠背，靠背上对称设有一对

活动腔，活动腔内均滑动连接有按摩装置，靠背

上设有使按摩装置沿活动腔同步滑动的调节结

构；所述底板上滑动连接有锻炼装置，锻炼装置

包括与底板滑动连接的腿部锻炼结构，腿部锻炼

结构上铰接有手部锻炼结构；本发明有效的解决

了现有锻炼装置功能单一，不能有效的适应患者

的情况，造成患者的锻炼效果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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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呼吸疾病康复锻炼装置，包括底板(1)，底板(1)上方设有座板(3)，座板(3)上铰

接有靠背机构，底板(1)上设有使靠背机构沿座板(3)转动的翻转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靠

背机构包括与座板(3)铰接的靠背(4)，靠背(4)上对称设有一对活动腔(22)，活动腔(22)内

均滑动连接有按摩装置(5)，靠背(4)上设有使按摩装置(5)沿活动腔(22)同步滑动的调节

结构；所述底板(1)上滑动连接有锻炼装置(2)，锻炼装置(2)包括与底板(1)滑动连接的腿

部锻炼结构，腿部锻炼结构上铰接有手部锻炼结构；所述腿部锻炼结构上连接有传动结构，

传动结构连接有双向丝杆(19)，双向丝杆(19)上螺接有牵引块，牵引块与靠背(4)滑动连

接，牵引块上连接有一对与锻炼装置(2)相配合的驱动块(20)；所述驱动块(20)上滑动连接

有按摩组件，按摩装置(5)上设有与按摩组件相配合的导向槽(507)。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呼吸疾病康复锻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按摩装置(5)包括按

摩中板(504)，按摩中板(504)靠近座板(3)的面上连接有按摩前板(505)，按摩中板(504)远

离按摩前板(505)的一侧固接有按摩后板(502)，驱动块(20)设于按摩中板(504)和按摩中

板(504)之间；所述导向槽(507)包括前导向槽、中导向槽和后导向槽，前导向槽、中导向槽

和后导向槽分别设于按摩前板(505)、按摩中板(504)、和按摩后板(502)上；所述前导向槽、

中导向槽和后导向槽均包括直行部，直行部靠近座板(3)的一端连接有下弧形部，直行部另

一端连接有上弧形部。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呼吸疾病康复锻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按摩组件包括与后导

向槽滑动连接的按摩柱(512)，按摩柱(512)与驱动块(20)滑动连接，按摩柱(512)上连接有

按摩齿轮(503)；所述按摩后板(502)上设有与上弧形部相对应的外齿轮(506)，按摩后板

(502)上还设有与下弧形部相对应的内齿轮(501)，外齿轮(506)和内齿轮(501)均与按摩齿

轮(503)相配合；所述按摩柱(512)上螺接有与中导向槽滑动连接的按摩套筒(511)，按摩套

筒(511)上套设有与前导向槽滑动连接的按摩块(509)；所述按摩套筒(511)上设有与按摩

块(509)相配合的缓冲弹簧，按摩块(509)上球连接有按摩球(510)；所述按摩柱(512)上套

设有导向板(513)，驱动块(20)上设有与导向板(513)相配合的导向槽(507)，导向板(513)

上设有与按摩套筒(511)相配合的滑杆，按摩套筒(511)上设有与滑杆相配合的滑槽。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呼吸疾病康复锻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结构包括与靠背

(4)转动连接的调节丝杆(23)，按摩装置(5)上均固接有与调节丝杆(23)螺接的调节块

(508)；所述调节丝杆(23)包括与一对调节块(508)相配合的正向部和反向部，正向部和反

向部的丝相反；所述靠背(4)靠近座板(3)的面上设有与按摩前板(505)相对应的前板(6)，

靠背(4)远离前板(6)的一侧设有与按摩后板(502)相对应的后板(8)。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呼吸疾病康复锻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腿部锻炼结构包括与

底板(1)滑动连接的底座，底座上固接有调节筒(205)；所述调节筒(205)包括与底座固结的

调节内筒，调节内筒上滑动连接有调节外筒，调节外筒上设有与调节内筒相配合的紧固螺

钉；所述调节外筒上转动连接有主轴，主轴与传动结构相连接；所述主轴两端连接有曲柄杆

(204)，曲柄杆(204)远离转轴的一端固接有支撑轴，支撑轴上转动连接有脚踏板；所述调节

外筒远离支座(202)的一端连接有转筒(206)，转筒(206)上转动连接有支撑杆(207)，转筒

(206)上设有与支撑杆(207)相配合的紧固螺钉；所述支撑杆(207)远离转筒(206)的一端固

接有转动结构(208)，转动结构(208)上转动连接有手臂锻炼结构。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呼吸疾病康复锻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包括下支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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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下支撑板(201)上设有行走轮；所述下支撑板(201)两端均连接有支座(202)，支座

(202)远离下支撑板(201)的一端连接有上支撑板(203)，上支撑板(203)与调节内筒相连

接；所述支座(202)上均连接有滑板(213)，滑板(213)远离支座(202)的一端连接有滑块，底

板(1)上设有与滑块相配合的滑动槽，底板(1)上还设有与支座(202)相配合的容纳槽。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呼吸疾病康复锻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动结构(208)包括

与支撑杆(207)固接的一对固定板(220)，一对所述固定板(220)之间转动连接有伸缩筒

(209)；其中一个所述的固定板(220)上转动连接有牵引丝杆(219)，牵引丝杆(219)上螺接

有与另一固定板(220)滑动连接的固定部(218)，固定部(218)上设有花键，伸缩筒(209)上

设有与固定部(218)相配合的固定槽；所述固定部(218)上连接有与固定板(220)滑动连接

的转动部(217)，转动部(217)远离固定部(218)的一端连接有限位板(216)；所述手臂锻炼

结构包括与伸缩筒(209)滑动连接的伸缩杆(210)，伸缩筒(209)上设有与伸缩杆(210)相配

合的紧固螺钉；所述伸缩杆(210)上连接有手部锻炼腔(211)，手部锻炼腔(211)上转动连接

有转轴，转轴两端均固接有曲柄连杆(212)，曲柄连杆(212)远离转轴的一端连接有手摇杆。

8.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呼吸疾病康复锻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结构包括固接于

主轴上的第一转向齿轮组，第一转向齿轮组的输出端连接有第四花键结构；所述第四花键

结构的输出端连接有第二转向齿轮组(214)，第二转向齿轮组(214)的输出端连接有第三花

键结构(13)；所述第三花键结构(13)远离第二转向齿轮组(214)的一端固接有第一主动齿

轮，第一主动齿轮上啮合有第一从动齿轮；所述底板(1)上转动连接有第二花键(12)，第一

从动齿轮与第二花键(12)滑动连接；所述第三花键结构(13)远离第二转向齿轮组(214)的

一端连接有推块，第三花键结构(13)与推块转动连接，第一从动齿轮与推块转动连接；所述

第二花键(12)远离主轴的一端连接有第二主动齿轮，第二主动齿轮上啮合有第二从动齿

轮，第二从动齿轮与底板(1)转动连接；所述第二从动齿轮同轴连接有下万向节，下万向节

上连接有第一花键结构(11)，第一花键结构(11)远离下万向节的一端连接有上万向节，上

万向节与双向丝杆(19)相连接。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呼吸疾病康复锻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翻转结构包括设于底

板(1)上的电机(9)，电机(9)的输出端连接有蜗杆，蜗杆上啮合有扇形蜗轮(10)；所述扇形

蜗轮(10)上连接有主动杆(14)，主动杆(14)远离扇形蜗轮(10)的一端转动连接有驱动杆

(17)；所述座板(3)上转动连接有转动杆(18)，驱动杆(17)与转动杆(18)中部转动连接；所

述靠背(4)上固接有与转动杆(18)相对应的竖杆(16)，竖杆(16)远离靠背(4)的一端转动连

接有横杆(15)，横杆(15)远离竖杆(16)的一端与转动杆(18)转动连接，竖杆(16)、横杆

(15)、转动杆(18)和座板(3)形成平行四边形结构。

10.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呼吸疾病康复锻炼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转向齿轮组和

第二转向齿轮组(214)均包括主动锥齿轮，主动锥齿轮上啮合有从动锥齿轮；所述第一花键

结构(11)、第三花键结构(13)、第四花键结构均包括花键，花键上滑动连接有花键套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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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呼吸疾病康复锻炼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医疗器材技术领域，涉及一种锻炼装置，具体涉及一种呼吸疾病康复

锻炼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呼吸疾病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主要病变在气管、支气管、肺部及胸腔，病变轻者

多咳嗽、胸痛、呼吸受影响，重者呼吸困难、缺氧，甚至呼吸衰竭而致死；患者在进行康复过

程中，可通过呼吸疾病康复治疗可促进呼吸道分泌物引流，改善呼吸模式，增加呼吸肌肌力

和耐力，减轻紧张和焦虑等心理情绪，最后达到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不同程度的恢复。

[0003] 呼吸疾病康复治疗包括呼吸训练、排痰引流、运动训练、作业治疗等方式，但是对

于长期卧床的呼吸疾病患者，患者在病床上左呼吸训练、排痰引流等训练的同时，亦需要进

行运动训练，以减轻患者长期卧床造成的身体僵硬、体力下降等问题；但是锻炼装置功能单

一，不能有效的适应患者的情况，造成患者的锻炼效果差，给医护人员及患者带来较大的困

难。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情况，为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呼吸疾病康复锻炼装

置，有效的解决了现有锻炼装置功能单一，不能有效的适应患者的情况，造成患者的锻炼效

果差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呼吸疾病康复锻炼装置，包括底

板，底板上方设有座板，座板上铰接有靠背机构，底板上设有使靠背机构沿座板转动的翻转

结构；所述靠背机构包括与座板铰接的靠背，靠背上对称设有一对活动腔，活动腔内均滑动

连接有按摩装置，靠背上设有使按摩装置沿活动腔同步滑动的调节结构；所述底板上滑动

连接有锻炼装置，锻炼装置包括与底板滑动连接的腿部锻炼结构，腿部锻炼结构上铰接有

手部锻炼结构；所述腿部锻炼结构上连接有传动结构，传动结构连接有双向丝杆，双向丝杆

上螺接有牵引块，牵引块与靠背滑动连接，牵引块上连接有一对与锻炼装置相配合的驱动

块；所述驱动块上滑动连接有按摩组件，按摩装置上设有与按摩组件相配合的导向槽。

[000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07] 1、本发明在使用时，能够根据患者上身情况，通过调节结构对按摩装置进行调节，

使按摩组件与患者脊柱两侧相对应，提高本发明按摩的效果，提高本发明的适应性。患者在

使用本发明进行锻炼的时，通过腿部锻炼结构能够带动按摩装置对患者进行按摩，以减缓

患者长期卧床造成的身体僵硬等症状，提高患者锻炼的舒适性，使患者爱上锻炼，提高患者

的恢复效果。

[0008] 2、本发明在使用后，将手部锻炼结构沿腿部锻炼结构转动折叠，推动锻炼装置至

底板上，通过翻转结构带动靠背沿座板转动复位；使用座板和底板相配合保护锻炼装置，防

止锻炼装置在未使用时，因碰撞造成损坏，提高本发明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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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9] 图1本发明折叠状态的第一轴测图；

[0010] 图2本发明折叠状态的第二轴测图；

[0011] 图3本发明使用状态的第一轴测图；

[0012] 图4本发明使用状态的第二轴测图；

[0013] 图5本发明中图4A区域的放大示意图；

[0014] 图6本发明中靠背机构的第一轴测图；

[0015] 图7本发明中靠背机构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6] 图8本发明中按摩装置的第一轴测图；

[0017] 图9本发明中按摩装置的第二轴测图；

[0018] 图10本发明中驱动块和按摩组件配合结构的轴测图；

[0019] 图11本发明中按摩组件的轴测图；

[0020] 图12本发明中锻炼装置的轴测图；

[0021] 图13本发明中腿部锻炼结构的轴测图；

[0022] 图14本发明中转动结构的轴测图；

[0023] 图中：1、底板，2、锻炼装置，201、下支撑板，202、支座，203、上支撑板，204、曲柄杆，

205、调节筒，206、转筒，207、支撑杆，208、转动结构，209、伸缩筒，210、伸缩杆，211、手部锻

炼腔，212、曲柄连杆，213、滑板，214、第二转向齿轮组，215、拉手，216、限位板，217、转动部，

218、固定部，219、牵引丝杆，220、固定板；3、座板，4、靠背，5、按摩装置，501、内齿轮，502、按

摩后板，503、按摩齿轮，504、按摩中板，505、按摩前板，506、外齿轮，507、导向槽，508、调节

块，509、按摩块，510、按摩球，511、按摩套筒，512、按摩柱，513、导向板；6、前板，7、靠枕，8、

后板，9、电机，10、扇形蜗轮，11、第一花键结构，12、第二花键，13、第三花键结构，14、主动

杆，15、横杆，16、竖杆，17、驱动杆，18、转动杆，19、双向丝杆，20、驱动块，21、导向杆，22、活

动腔，23、调节丝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一种呼吸疾病康复锻炼装置，如图1-14所示，包括底板1，底板1上设有万向轮，底

板1上方设有座板3，底板1上设有与座板3相配合的支撑板；所述座板3上铰接有靠背机构，

底板1上设有使靠背机构沿座板3转动的翻转结构；所述靠背机构包括与座板3铰接的靠背

4，靠背4上设有靠枕7，靠背4上对称设有一对活动腔22，活动腔22内均滑动连接有按摩装置

5，靠背4上设有使按摩装置5沿活动腔22同步滑动的调节结构；所述底板1上滑动连接有锻

炼装置2，锻炼装置2包括与底板1滑动连接的腿部锻炼结构，腿部锻炼结构上铰接有手部锻

炼结构；所述腿部锻炼结构上连接有传动结构，传动结构连接有双向丝杆19，双向丝杆19上

螺接有牵引块，牵引块与靠背4滑动连接，牵引块上连接有一对与锻炼装置2相配合的驱动

块20，靠背4上设有与驱动块20相配合的导向杆21，驱动块20与导向杆21滑动连接；所述驱

动块20上滑动连接有按摩组件，按摩装置5上设有与按摩组件相配合的导向槽507。

[0025] 本发明在使用时，根据患者上身情况，通过调节结构带动按摩装置5沿活动腔22同

步滑动，使按摩组件与患者脊柱两侧相对应；调节完成后，将锻炼装置2牵引出底板1，将手

部锻炼结构沿腿部锻炼结构转动展开与患者手部相对应；锻炼装置2展开完成后，根据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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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性，通过翻转结构带动靠背4沿座板3转动；患者坐在座板3上，根据患者情况做手部锻

炼，或腿部锻炼，当做腿部锻炼时，腿部锻炼结构动作，腿部锻炼结构带动传动结构动作，传

动结构带动双向丝杆19转动，双向丝杆19带动牵引块沿靠背4滑动，牵引块在双向丝杆19的

带动下运动至双向丝杆19一端时向反向运动，即在双向丝杆19转向不变的情况下，实现牵

引块的往复运动；牵引块带动驱动块20沿靠背4滑动，驱动块20带动按摩组件沿导向槽507

滑动对患者进行按摩，按摩组件沿导向槽507滑动过程中亦沿驱动块20滑动。

[0026] 本发明在使用时，能够根据患者上身情况，通过调节结构对按摩装置5进行调节，

使按摩组件与患者脊柱两侧相对应，提高本发明按摩的效果，提高本发明的适应性。患者在

使用本发明进行锻炼的时，通过腿部锻炼结构能够带动按摩装置5对患者进行按摩，以减缓

患者长期卧床造成的身体僵硬等症状，提高患者锻炼的舒适性，使患者爱上锻炼，提高患者

的恢复效果。

[0027] 本发明在使用后，将手部锻炼结构沿腿部锻炼结构转动折叠，推动锻炼装置2至底

板1上，通过翻转结构带动靠背4沿座板3转动复位；使用座板3和底板1相配合保护锻炼装置

2，防止锻炼装置2在未使用时，因碰撞造成损坏，提高本发明的使用寿命。

[0028] 如图6-11所示，所述按摩装置5包括按摩中板504，按摩中板504靠近座板3的面上

连接有按摩前板505，按摩中板504远离按摩前板505的一侧固接有按摩后板502，驱动块20

设于按摩中板504和按摩中板504之间；所述导向槽507包括前导向槽、中导向槽和后导向

槽，前导向槽、中导向槽和后导向槽分别设于按摩前板505、按摩中板504、和按摩后板502

上；所述前导向槽、中导向槽和后导向槽均包括直行部，直行部靠近座板3的一端连接有下

弧形部，直行部另一端连接有上弧形部。

[0029] 所述按摩组件包括与后导向槽滑动连接的按摩柱512，按摩柱512与驱动块20滑动

连接，按摩柱512上连接有按摩齿轮503；所述按摩后板502上设有与上弧形部相对应的外齿

轮506，按摩后板502上还设有与下弧形部相对应的内齿轮501，外齿轮506和内齿轮501均与

按摩齿轮503相配合；所述按摩柱512上螺接有与中导向槽滑动连接的按摩套筒511，按摩套

筒511上套设有与前导向槽滑动连接的按摩块509；所述按摩套筒511上设有与按摩块509相

配合的缓冲弹簧，按摩块509上球连接有按摩球510；所述按摩柱512上套设有导向板513，驱

动块20上设有与导向板513相配合的导向槽507，导向板513上设有与按摩套筒511相配合的

滑杆，按摩套筒511上设有与滑杆相配合的滑槽。

[0030] 按摩装置5在使用时，传动结构带动双向丝杆19转动，双向丝杆19带动牵引块沿靠

背4滑动，牵引块带动驱动块20沿靠背4滑动；驱动块20带动按摩柱512沿后导向槽滑动，按

摩柱512带动按摩套筒511沿中导向槽滑动，按摩套筒511带动按摩块509沿前导向槽滑动；

当按摩柱512带动按摩齿轮503至上弧形部与外齿轮506相啮合时，按摩齿轮503与外齿轮

506相啮合带动按摩柱512转动；由于按摩柱512与按摩套筒511螺接，按摩柱512转动带动按

摩套筒511沿滑杆滑动；按摩套筒511滑动带动按摩块509运动，按摩块509带动按摩球510对

患者肩部进行按摩。

[0031] 驱动块20运动至双向丝杆19上端时，驱动块20在双向丝杆19的作用下向下运动，

驱动块20带动按摩组件反向运动，即带动按摩齿轮503反向运动，按摩块509在按摩套筒511

的作用下向反向运动至直行部；驱动块20带动按摩组件沿直线运动，按摩组件上的按摩球

510沿按摩块509转动对患者脊柱两侧进行按摩；当按摩柱512带动按摩齿轮503至下弧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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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内齿轮501相啮合时，按摩齿轮503与内齿轮501相啮合带动按摩柱512转动；由于按摩柱

512与按摩套筒511螺接，按摩柱512转动带动按摩套筒511沿滑杆滑动；按摩套筒511滑动带

动按摩块509运动，按摩块509带动按摩球510对患者腰部进行按摩。

[0032] 按摩装置5在使用时，按摩装置5在双向丝杆19的作用下，对患者腰部、脊柱两侧及

肩部进行按摩，提高患者的舒适性，降低患者因卧床造成的身体僵硬等症状，提高患者的恢

复效果。

[0033] 所述调节结构包括与靠背4转动连接的调节丝杆23，调节丝杆23上设有旋钮，按摩

装置5上均固接有与调节丝杆23螺接的调节块508；所述调节丝杆23包括与一对调节块508

相配合的正向部和反向部，正向部和反向部的丝相反；所述靠背4靠近座板3的面上设有与

按摩前板505相对应的前板6，靠背4远离前板6的一侧设有与按摩后板502相对应的后板8；

所述前板6和按摩前板505均为软垫，提高患者的舒适性。

[0034] 调节结构在使用时，通过旋钮带动调节丝杆23转动，由于与一对调节块508相配合

的调节丝杆23的丝相反，即调节丝杆23带动一对调节装置向相反的方向运动，即调节丝杆

23带动一对调节装置同步运动，提高本发明调节的效果。

[0035] 如图12和图13所示，所述腿部锻炼结构包括与底板1滑动连接的底座，底座上固接

有调节筒205；所述调节筒205包括与底座固结的调节内筒，调节内筒上滑动连接有调节外

筒，调节外筒上设有拉手215，调节外筒上设有与调节内筒相配合的紧固螺钉；所述调节外

筒上转动连接有主轴，主轴与传动结构相连接；所述主轴两端连接有曲柄杆204，曲柄杆204

远离转轴的一端固接有支撑轴，支撑轴上转动连接有脚踏板；所述调节外筒远离支座202的

一端连接有转筒206，转筒206上转动连接有支撑杆207，转筒206上设有与支撑杆207相配合

的紧固螺钉；所述支撑杆207远离转筒206的一端固接有转动结构208，转动结构208上转动

连接有手臂锻炼结构。

[0036] 腿部锻炼结构在使用时，根据患者腿长，调节调节筒205，即调节外筒沿调节内筒

滑动，调节外筒带动脚踏板运动至与患者脚部相对应，使用紧固螺钉对调节内筒和调节外

筒进行固定；调节筒205调节完成后，患者脚部通过脚踏板带动曲柄杆204沿主轴转动，主轴

转动带动带动传动结构动作。

[0037] 所述底座包括下支撑板201，下支撑板201上设有行走轮，行走轮和万向轮均为带

刹车脚轮；所述下支撑板201两端均连接有支座202，支座202远离下支撑板201的一端连接

有上支撑板203，上支撑板203与调节内筒相连接；所述支座202上均连接有滑板213，滑板

213远离支座202的一端连接有滑块，底板1上设有与滑块相配合的滑动槽，底板1上还设有

与支座202相配合的容纳槽。

[0038] 底座在使用时，通过拉手215带动行走轮动作，行走轮带动下支撑板201、支座202、

上支撑板203运动，与此同时，滑板213通过滑块沿滑动槽滑动；当需要将锻炼装置2推至底

板1上时，支座202处于容纳槽内。

[0039] 如图14所示，所述转动结构208包括与支撑杆207固接的一对固定板220，一对所述

固定板220之间转动连接有伸缩筒209；其中一个所述的固定板220上转动连接有牵引丝杆

219，牵引丝杆219上设有旋钮，牵引丝杆219上螺接有与另一固定板220滑动连接的固定部

218，固定部218上设有花键，伸缩筒209上设有与固定部218相配合的固定槽；所述固定部

218上连接有与固定板220滑动连接的转动部217，转动部217远离固定部218的一端连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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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位板216；所述手臂锻炼结构包括与伸缩筒209滑动连接的伸缩杆210，伸缩筒209上设有

与伸缩杆210相配合的紧固螺钉；所述伸缩杆210上连接有手部锻炼腔211，手部锻炼腔211

上转动连接有转轴，转轴两端均固接有曲柄连杆212，曲柄连杆212远离转轴的一端连接有

手摇杆；所述支撑板上设有与手部锻炼腔211相配合的托板。

[0040] 转动结构208在使用时，当伸缩筒209需要转动时，转动旋钮带动牵引丝杆219转

动，牵引丝杆219带动固定部218沿沿固定槽滑动，当固定部218滑动至固定槽内后，此时限

位板216在转动部217的作用下与固定板220相接触，伸缩筒209通过转动部217及牵引丝杆

219沿固定板220转动；转动完成后，转动旋钮带动牵引丝杆219转动，牵引丝杆219带动固定

部218沿沿固定槽滑动，固定部218滑动至固定板220上后，停止转动旋钮，固定部218对伸缩

筒209进行固定；手部锻炼结构在使用时，患者手握住手摇杆，手摇杆通过曲柄连杆212带动

转轴转动，手摇杆带动患者手臂进行手摇杆运动，即患者通过手摇杆在手部锻炼腔进行无

阻力训练，提高患者的恢复效果。

[0041] 所述传动结构包括固接于主轴上的第一转向齿轮组，第一转向齿轮组的输出端连

接有第四花键结构；所述第四花键结构的输出端连接有第二转向齿轮组214，第二转向齿轮

组214的输出端连接有第三花键结构13；所述第三花键结构13远离第二转向齿轮组214的一

端固接有第一主动齿轮，第一主动齿轮上啮合有第一从动齿轮；所述底板1上转动连接有第

二花键12，第一从动齿轮与第二花键12滑动连接；所述第三花键结构13远离第二转向齿轮

组214的一端连接有推块，第三花键结构13与推块转动连接，第一从动齿轮与推块转动连

接；所述第二花键12远离主轴的一端连接有第二主动齿轮，第二主动齿轮上啮合有第二从

动齿轮，第二从动齿轮与底板1转动连接；所述第二从动齿轮同轴连接有下万向节，下万向

节上连接有第一花键结构11，第一花键结构11远离下万向节的一端连接有上万向节，上万

向节与双向丝杆19相连接。

[0042] 所述第一转向齿轮组和第二转向齿轮组214均包括主动锥齿轮，主动锥齿轮上啮

合有从动锥齿轮；所述第一花键结构11、第三花键结构13、第四花键结构均包括花键，花键

上滑动连接有花键套筒。

[0043] 传动结构在使用时，主轴转动，主轴带动第一转向齿轮组转动，第一转向齿轮组带

动第四花键结构运动，第四花键结构带动第二转向齿轮组214转动；第二转向齿轮组214带

动第三花键结构13动作，第三花键结构13带动第一主动齿轮转动，第一主动齿轮带动第一

从动齿轮转动，第一从动齿轮带动第二花键12沿底板1转动；第二花键12转动带动第二主动

齿轮转动，第二主动齿轮转动带动第二从动齿轮转动，第二从动齿轮带动通过下万向节带

动第一花键结构11转动，第一花键结构11通过上万向节带动双向丝杆19转动，双向丝杆19

带动按摩装置5对患者进行按摩。

[0044] 所述翻转结构包括设于底板1上的电机9，电机9的输出端连接有蜗杆，蜗杆上啮合

有扇形蜗轮10；所述扇形蜗轮10上连接有主动杆14，主动杆14远离扇形蜗轮10的一端转动

连接有驱动杆17；所述座板3上转动连接有转动杆18，驱动杆17与转动杆18中部转动连接；

所述靠背4上固接有与转动杆18相对应的竖杆16，竖杆16远离靠背4的一端转动连接有横杆

15，横杆15远离竖杆16的一端与转动杆18转动连接，竖杆16、横杆15、转动杆18和座板3形成

平行四边形结构。

[0045] 翻转结构在使用时，电机9通过蜗杆带动扇形蜗轮10转动，扇形蜗轮10带动主动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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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转动，主动杆14带动驱动杆17运动；主动杆14和驱动杆17共同作用推动转动杆18沿座板3

转动，转动杆18通过横杆15带动竖杆16转动，竖杆16带动靠背4沿座板3转动。

[0046]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为：

[0047] 本发明在使用时，根据患者上身情况，通过调节结构带动按摩装置5沿活动腔22同

步滑动，使按摩组件与患者脊柱两侧相对应；调节过程为：通过旋钮带动调节丝杆23转动，

由于与一对调节块508相配合的调节丝杆23的丝相反，即调节丝杆23带动一对调节装置向

相反的方向运动，即调节丝杆23带动一对调节装置同步运动。

[0048] 调节完成后，通过拉手215带动行走轮动作，行走轮带动下支撑板201、支座202、上

支撑板203运动，与此同时，滑板213通过滑块沿滑动槽滑动；与此同时，上支撑板203通过第

二转向齿轮组214牵引第三花键结构13动作，第三花键结构13动作过程中，第三花键结构13

的花键套筒沿花键滑动；第三花键结构13通过推块带动第一主动齿轮和第一从动齿轮运

动，第一从动齿轮在推块的作用下沿第二花键12滑动；锻炼装置2牵引出后，将行走轮和万

向轮刹车。

[0049] 将支撑杆207沿转筒206转动，支撑杆207带动手部锻炼结构转动，使用紧固螺钉对

转筒206和支撑杆207进行固定；然后转动旋钮带动牵引丝杆219转动，牵引丝杆219带动固

定部218沿沿固定槽滑动，当固定部218滑动至固定槽内后，此时限位板216在转动部217的

作用下与固定板220相接触，伸缩筒209通过转动部217及牵引丝杆219沿固定板220转动；转

动完成后，转动旋钮带动牵引丝杆219转动，牵引丝杆219带动固定部218沿沿固定槽滑动，

固定部218滑动至固定板220上后，停止转动旋钮，固定部218对伸缩筒209进行固定；手部锻

炼结构展开后，再次通过支撑杆207带动手部锻炼结构沿转筒206转动，使手部锻炼结构与

患者正对，使用紧固螺钉对转筒206和支撑杆207进行固定。

[0050] 患者坐在座板3上，根据习惯，通过翻转结构带动靠背4沿座板3转动；电机9通过蜗

杆带动扇形蜗轮10转动，扇形蜗轮10带动主动杆14转动，主动杆14带动驱动杆17运动；主动

杆14和驱动杆17共同作用推动转动杆18沿座板3转动，转动杆18通过横杆15带动竖杆16转

动，竖杆16带动靠背4沿座板3转动；与此同时，双向丝杆19通过上万向节带动第一花键结构

11沿下万向节转动，第一花键结构11在转动过程中，第一花键结构11的花键套筒沿花键滑

动。

[0051] 当做腿部锻炼时，根据患者腿长，调节调节筒205，即调节外筒沿调节内筒滑动，调

节外筒带动脚踏板运动至与患者脚部相对应，使用紧固螺钉对调节内筒和调节外筒进行固

定；调节筒205在进行调节时，第四花键结构的花键套筒沿花键滑动；调节筒205调节完成

后，患者脚部通过脚踏板带动曲柄杆204沿主轴转动；手部锻炼结构在使用时，患者手握住

手摇杆，手摇杆通过曲柄连杆212带动转轴转动，手摇杆带动患者手臂进行手摇杆运动，

[0052] 主轴带动第一转向齿轮组转动，第一转向齿轮组带动第四花键结构运动，第四花

键结构带动第二转向齿轮组214转动；第二转向齿轮组214带动第三花键结构13动作，第三

花键结构13带动第一主动齿轮转动，第一主动齿轮带动第一从动齿轮转动，第一从动齿轮

带动第二花键12沿底板1转动；第二花键12转动带动第二主动齿轮转动，第二主动齿轮转动

带动第二从动齿轮转动，第二从动齿轮带动通过下万向节带动第一花键结构11转动，第一

花键结构11通过上万向节带动双向丝杆19转动，

[0053] 双向丝杆19带动牵引块沿靠背4滑动，牵引块带动驱动块20沿靠背4滑动；驱动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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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带动按摩柱512沿后导向槽滑动，按摩柱512带动按摩套筒511沿中导向槽滑动，按摩套筒

511带动按摩块509沿前导向槽滑动；当按摩柱512带动按摩齿轮503至上弧形部与外齿轮

506相啮合时，按摩齿轮503与外齿轮506相啮合带动按摩柱512转动；由于按摩柱512与按摩

套筒511螺接，按摩柱512转动带动按摩套筒511沿滑杆滑动；按摩套筒511滑动带动按摩块

509运动，按摩块509带动按摩球510对患者肩部进行按摩。

[0054] 驱动块20运动至双向丝杆19上端时，驱动块20在双向丝杆19的作用下向下运动，

驱动块20带动按摩组件反向运动，即带动按摩齿轮503反向运动，按摩块509在按摩套筒511

的作用下向反向运动至直行部；驱动块20带动按摩组件沿直线运动，按摩组件上的按摩球

510沿按摩块509转动对患者脊柱两侧进行按摩；当按摩柱512带动按摩齿轮503至下弧形部

与内齿轮501相啮合时，按摩齿轮503与内齿轮501相啮合带动按摩柱512转动；由于按摩柱

512与按摩套筒511螺接，按摩柱512转动带动按摩套筒511沿滑杆滑动；按摩套筒511滑动带

动按摩块509运动，按摩块509带动按摩球510对患者腰部进行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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