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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手部康复训练的柔性外骨骼手套

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上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领域，并

公开了一种用于手部康复训练的柔性外骨骼手

套系统，包括手指数据采集手套、决策驱动模块

和柔性外骨骼手套，所述手指数据采集手套包括

第一手套本体及柔性传感器和无线发送模块；所

述决策驱动模块包括决策模块和驱动模块，所述

决策模块包括微控制器和与所述微控制器相连

接的无线接收模块；所述驱动模块包括模块支撑

架及共同安装在所述模块支撑上的气泵和电气

比例阀；所述柔性外骨骼手套包括第二手套本体

以及柔性弯曲驱动器，所述的柔性弯曲驱动器包

含凯夫拉纤维线、硅胶管、玻璃纤维布和气动密

封接头。本发明中手指之间可以单独运动也可以

协调运动，提高患者手部康复训练的效果和穿戴

的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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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手部康复训练的柔性外骨骼手套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手指数据采集手

套、决策驱动模块和柔性外骨骼手套，其中，

所述手指数据采集手套包括第一手套本体及共同安装在所述第一手套本体上的柔性

传感器和无线发送模块，所述柔性传感器用于测量手指弯曲角度和指尖压力，并且所述柔

性传感器与所述无线发送模块连接；

所述决策驱动模块包括决策模块和驱动模块，所述决策模块包括微控制器和与所述微

控制器相连接的无线接收模块，所述无线接收模块与所述无线发送模块通过无线网络连

接，以用于将手指弯曲角度和指尖压力传送给所述微控制器；所述驱动模块包括模块支撑

架及共同安装在所述模块支撑架上的气泵和电气比例阀，所述电气比例阀与所述气泵相连

接；

所述柔性外骨骼手套包括第二手套本体以及安装在所述第二手套本体背面的柔性弯

曲驱动器，所述的柔性弯曲驱动器包含凯夫拉纤维线、硅胶管、玻璃纤维布和气动密封接

头，所述硅胶管的横截面呈弓形，所述玻璃纤维布粘贴在所述硅胶管的平底面并铺满该平

底面，所述硅胶管和玻璃纤维布共同构成硅胶纤维管，所述凯夫拉纤维线以双向螺旋缠绕

的方式缠绕在所述硅胶纤维管的外侧，通过设置双向螺旋缠绕的凯夫拉纤维线限制硅胶管

的径向膨胀，并通过在硅胶管的平底面粘贴玻璃纤维布，以限制硅胶管底部的伸长，使得柔

性弯曲驱动器形成弯曲状态，所述硅胶管的一端设置有密封接头，所述密封接头与所述电

气比例阀连接；

所述微控制器根据手指数据采集手套采集的手指弯曲角度信息和指尖压力信息控制

电气比例阀的开闭，从而控制硅胶管内的气体压力，进而控制所述硅胶纤维管的弯曲程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手部康复训练的柔性外骨骼手套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驱动模块还包括消声器、储气罐、油雾分离器、减压阀和气体过滤器，所述消声器依次

连接所述气泵、储气罐、油雾分离器、减压阀、气体过滤器和电气比例阀。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手部康复训练的柔性外骨骼手套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微控制器通过线缆连接有模式控制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手部康复训练的柔性外骨骼手套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柔性外骨骼手套还包括缝在所述第二手套本体上的柔性指尖套、柔性指节套和驱动器

末端固定套，以用于固定柔性弯曲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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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手部康复训练的柔性外骨骼手套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上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用于手部康复训练

的柔性外骨骼手套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如今社会人口老龄化加重，由于中风等疾病引起的偏瘫的人数越来越庞大，同时，

由生产事故、交通事故等意外造成的肢体运动功能受损的人数也逐年增加。这些患者往往

因肢体运动功能障碍而生活不能自理，给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了不小负担。机器人辅助康复

训练能够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并能够对患者康复水平进行实时量化的评估，根据患者的

康复状况循序渐进的进行训练。

[0003] 软体外骨骼康复手采用气动可弯曲驱动器来辅助偏瘫患者进行相应的手部功能

性运动，例如抓握运动等，从而帮助患者进行康复训练。软体外骨骼康复手可以辅助并替代

康复医师进行繁重的康复训练，显著提高康复训练的效率和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0004] 公开号为CN105496728A的专利公开了一种用于手部运动功能康复的软体机器人

手套，该手套能够辅助手部运动功能受损或者丧失的病患进行康复性训练，但该装置存在

一定的缺点：1)采用电机驱动，电机带动钢丝绳进行运动，从而带动患者手部运动，会产生

很大的瞬间负载，可能会对患者造成二次伤害；2)采用鲍登线,仅仅是安装在普通手套上，

不能在康复训练中保证外骨骼的关节的中心始终和患者手部的重合，会给患者带来一定不

舒适性，减少患者的康复效果；3)整个驱动装置多为刚性元器件，质量偏重，不利于携带。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以上缺陷或改进需求，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手部康复训练的柔

性外骨骼手套系统，其穿戴简单，与日常生活中穿戴手套类似，不需要专业人士进行指导，

使用方便，患者可独立完成手部功能运动训练。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按照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手部康复训练的柔性外骨骼手套

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手指数据采集手套、决策驱动模块和柔性外骨骼手套，其中，

[0007] 所述手指数据采集手套包括第一手套本体及共同安装在所述第一手套本体上的

柔性传感器和无线发送模块，所述柔性传感器用于测量手指弯曲角度和指尖压力，并且所

述柔性传感器与所述无线发送模块连接；

[0008] 所述决策驱动模块包括决策模块和驱动模块，所述决策模块包括微控制器和与所

述微控制器相连接的无线接收模块，所述无线接收模块与所述无线发送模块通过无线网络

连接，以用于将手指弯曲角度和指尖压力传送给所述微控制器；所述驱动模块包括模块支

撑架及共同安装在所述模块支撑上的气泵和电气比例阀，所述电气比例阀与所述气泵相连

接；

[0009] 所述柔性外骨骼手套包括第二手套本体以及安装在所述第二手套本体背面的柔

性弯曲驱动器，所述的柔性弯曲驱动器包含凯夫拉纤维线、硅胶管、玻璃纤维布和气动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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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头，所述硅胶管的横截面呈弓形，所述玻璃纤维布粘贴在所述硅胶管的平底面并铺满该

平底面，所述硅胶管和玻璃纤维布共同构成硅胶纤维管，所述凯夫拉纤维线以双向螺旋缠

绕的方式缠绕在所述硅胶纤维管的外侧，所述硅胶管的一端设置有密封接头，所述密封接

头与所述电气比例阀连接；

[0010] 所述微控制器根据手指数据采集手套采集的手指弯曲角度信息和指尖压力信息

控制电气比例阀的开闭，从而控制硅胶管内的气体压力，进而控制所述硅胶纤维管的弯曲

程度。

[0011] 优选地，所述驱动模块还包括消声器、储气罐、油雾分离器、减压阀和气体过滤器，

所述消声器依次连接所述气泵、储气罐、油雾分离器、减压阀、气体过滤器和电气比例阀。

[0012] 优选地，所述微控制器通过线缆连接有模式控制器。

[0013] 优选地，所述柔性外骨骼手套还包括缝在所述第二手套本体上的柔性指尖套、柔

性指节套和驱动器末端固定套，以用于固定柔性弯曲驱动器。

[0014] 总体而言，通过本发明所构思的以上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能够取得下列有

益效果：

[0015] 1)本发明采用柔性外骨骼手套，与刚性外骨骼相比，能够与患者的手更紧密的贴

合，提高穿戴的舒适性；

[0016] 2)本发明中采用柔性弯曲驱动器作为执行机构，其能够改变自身形态来适应当前

环境，不会对穿戴者的手部造成损伤，安全性高。

[0017] 3)本发明中手指之间可以单独运动也可以协调运动，提高患者手部康复训练的效

果和穿戴的舒适性。

[0018] 4)本发明提供了多种康复训练模式，增加康复训练的多样性。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中柔性弯曲驱动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a～图3c依次为硅胶套上不加玻璃纤维布和凯夫拉纤维线、只加玻璃纤维面、

同时加玻璃纤维布和凯夫拉纤维线后充气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中柔性外骨骼手套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中决策驱动模块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为本发明中手指数据采集手套示意图；

[0025] 图7为本发明中驱动模块连接柔性外骨骼手套的结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

用于限定本发明。此外，下面所描述的本发明各个实施方式中所涉及到的技术特征只要彼

此之间未构成冲突就可以相互组合。

[0027] 参照各附图，一种用于手部康复训练的柔性外骨骼手套系统，包括手指数据采集

手套2、决策驱动模块和柔性外骨骼手套5，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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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所述手指数据采集手套2包括第一手套本体及共同安装在所述第一手套本体上的

柔性传感器31和无线发送模块33，柔性传感器31的纵向沿所述第一手套本体的手指轴线方

向一致，所述柔性传感器31用于测量手指弯曲角度和指尖压力，并且所述柔性传感器31与

所述无线发送模块33通过导线32连接；

[0029] 所述决策驱动模块包括决策模块4和驱动模块1，所述决策模块4包括微控制器24

和与所述微控制器24相连接的无线接收模块30，所述无线接收模块30与所述无线发送模块

33通过无线网络连接，以用于将手指弯曲角度和指尖压力传送给所述微控制器24；所述驱

动模块1包括模块支撑架及共同安装在所述模块支撑上的气泵21和电气比例阀20，所述电

气比例阀20与所述气泵21相连接；

[0030] 所述柔性外骨骼手套5包括第二手套本体以及安装在所述第二手套本体背面的柔

性弯曲驱动器16，所述的柔性弯曲驱动器16包含凯夫拉纤维线7、硅胶管8、玻璃纤维布9和

气动密封接头10，所述硅胶管8的横截面呈弓形，所述玻璃纤维布9粘贴在所述硅胶管8的平

底面并铺满该平底面，所述硅胶管8和玻璃纤维布9共同构成硅胶纤维管，所述凯夫拉纤维

线7以双向螺旋缠绕的方式缠绕在所述硅胶纤维管的外侧，所述硅胶管8的一端设置有密封

接头10，所述密封接头10与所述电气比例阀20连接；其中“双向螺旋缠绕的方式”是指凯夫

拉纤维线7先以正旋的方式从硅胶纤维管的A端缠绕到B端，然后再以反旋的方式从硅胶纤

维管的B端缠绕到A端；第二手套本体背面的柔性弯曲驱动器16在弯曲时，可以带动患病手

也跟随着弯曲；

[0031] 所述微控制器24通过线缆23与电气比例阀20连接，所述微控制器24根据手指数据

采集手套2采集的手指弯曲角度信息和指尖压力信息控制电气比例阀20的开闭，从而控制

硅胶管8内的气体压力，进而控制所述硅胶纤维管的弯曲程度。

[0032] 进一步，所述驱动模块1还包括模块内架19及共同安装在所述模块内架19上的消

声器22、储气罐28、油雾分离器25、减压阀26和气体过滤器27，所述消声器22依次连接所述

气泵21、储气罐28、油雾分离器25、减压阀26、气体过滤器27和电气比例阀20。

[0033] 进一步，决策模块1还包括锂电池29，其中所述的锂电池29通过电缆与微控制器24

连接，为所述位处理芯片24提供电能。所述无线接收模块通过线缆与微控制器24连接，将无

线发送模块的发送的数据传输给所述微控制器24。

[0034] 所述消音过滤器22通过气体软管与气泵21的进气口相连接，所述气泵21的排气口

通过软管与所述储气罐28的入口相连接，所述储气罐28的排气口通过软管与所述油雾分离

器25的进气口相连接，所述油雾分离器25的排气口通过软管与所述减压阀26的进气口相连

接，所述减压阀26的排气口通过软管与所述气体过滤器27的进气口相连接，所述气体过滤

器27的排气口通过软管与所述电气比例阀20的进气口相连接，所述电气比例阀20的排气口

通过气体输送软管6与所述柔性外骨骼手套5中密封接头10相连接，所述的气泵21的电源通

过电缆与决策模块4的锂电池29连接，为气泵提供电能。锂电池29能够为整个柔性外骨骼手

套提供电能，保持其持续运转30分钟，锂电池可充电循环使用。

[0035] 进一步，所述微控制器24通过线缆连接有模式控制器3。

[0036] 进一步，所述柔性外骨骼手套5还包括缝在所述第二手套本体上的柔性指尖套14、

柔性指节套15和驱动器末端固定套17，以用于固定柔性弯曲驱动器16；柔性指尖套14、柔性

指节套15以及驱动器末端固定套17都通过缝线与柔性外骨骼手套的本体相连接本固定；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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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弯曲驱动器16的一端与柔性指尖套14连接，另一端与驱动器末端固定套17连接，其中间

部分与柔性指节套15连接。

[0037] 参照图3a～图3c，其中图3a示出了硅胶管8外侧不加任何其它材料约束，向内腔里

面充气，其会沿着轴向伸长和沿着径向膨胀。其中图3b示出了硅胶管8的平底面上以双螺旋

线的形式缠绕凯夫拉纤维线7，再向内腔里面充气，凯夫拉纤维线7会限制其沿着径向膨胀，

造成柔性驱动器只能沿着轴向伸长。其中图3c示出了在硅胶管8平底面贴玻璃纤维布和在

外部以双向螺旋缠绕的方式缠绕凯夫拉纤维线7，则玻璃纤维布9不能拉伸，它会限制柔性

驱动器的底部伸长，柔性驱动器在充气的状态下，其轴线上部的伸长量比轴线下部伸长量

大，因此就会形成弯曲状态，这样可以带动患病手指进行康复训练。同时，由于采用了硅胶

软材料，在和手指进行力交互时，会改变自身的形态来适应患者的手指骨骼结构，不会对患

者造成二次伤害。

[0038] 在使用本发明的柔性外骨骼手套5进行手部康复训练，当患者选择主动康复模式

时，手部功能障碍患者将手指数据采集手套2戴在健康的手上作为康复训练的主动端，穿戴

在手部运动障碍患者的患病手上的柔性外骨骼手套5作为从动端，柔性传感器31采集主动

端的五根手指关节角度信息，通过无线方式将其发送到决策模块4，决策模块4中的微控制

器24根据主动端的手指角度信息和指尖压力信息来控制电气比例阀20的开度，从而控制输

入硅胶管8内的气体流量，而控制硅胶管8内的气压，驱动模块1中有五个电气比例阀20，每

一个电气比例阀20对应柔性外骨骼手套5的每一根柔性弯曲驱动器，电气比例阀20控制每

个柔性弯曲驱动器的内腔气体压力值，控制每个柔性弯曲驱动器的屈和伸，柔性外骨骼手

套2通过指尖套和指节套来保持柔性弯曲驱动器与患病手的相对固定，带动患者做出和主

动端相一致的手指运动，实现手部运动功能障碍患者的主动康复训练。

[0039] 当患者进行被动模式训练时，不需要佩戴手指数据采集手套2，通过模式控制器3

上的按钮来选择不同的训练模式，模式控制器3通过微控制器24控制电气比例阀20，可以有

握拳训练、抓球训练、指尖接触训练和抓卡片训练等多种康复训练模式，模式控制器3上面

的液晶屏幕显示关键的信息，如电池电量、训练模式、训练时长、指尖压力等。

[0040]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容易理解，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

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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