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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糖尿病下肢康复治疗仪，

长底板的顶部开设有滑槽，长底板的基体上开设

有第一纵向通孔；左右调节机构包括移动定位

块，移动定位块的底部一体成型有与滑槽配合滑

动的滑块，滑块的基体上开设有第二纵向通孔，

移动定位块的顶部一体成型有矩形竖板；定位插

接杆穿入第一纵向通孔和第二纵向通孔中对移

动定位块进行定位；脚推板和矩形竖板之间安装

有弹簧，脚推板的右侧还设有防止弹簧脱落的防

脱结构。患者坐在矩形座上，然后患者用脚左右

来回推动脚推板，进行下肢康复治疗；通过调节

弹簧的数量，调节康复锻炼强度，通过调节移动

定位块的位置，调节脚推板与矩形座之间的距

离，满足不同患者的康复锻炼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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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糖尿病下肢康复治疗仪，其特征在于，包括：

底座，所述底座包括长底板(1)，所述长底板(1)的顶部的左侧一体成型有矩形座(11)，

所述长底板(1)的顶部开设有滑槽(12)，所述长底板(1)的基体上开设有第一纵向通孔

(13)；

左右调节机构，所述左右调节机构包括移动定位块(2)，所述移动定位块(2)的底部一

体成型有与所述滑槽(12)配合滑动的滑块(21)，所述滑块(21)的基体上开设有第二纵向通

孔(211)，所述移动定位块(2)的顶部一体成型有矩形竖板(22)；

定位插接杆(3)，所述定位插接杆(3)穿入所述第一纵向通孔(13)和所述第二纵向通孔

(211)中对移动定位块(2)进行定位；

脚推机构，所述脚推机构包括脚推板(4)，所述脚推板(4)和所述矩形竖板(22)之间安

装有弹簧(5)，所述脚推板(4)的右侧还设有防止所述弹簧(5)脱落的防脱结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糖尿病下肢康复治疗仪，其特征在于：所述防脱结构包括

限位圆杆(6)，所述矩形竖板(22)的基体上开设有横向通孔(221)，所述限位圆杆(6)的左端

依次穿过所述横向通孔(221)、所述弹簧(5)与所述脚推板(4)的右侧壁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糖尿病下肢康复治疗仪，其特征在于：为了防止所述限位

圆杆(6)与所述矩形竖板(22)发生脱离，在所述限位圆杆(6)的外壁一体成型有定位环

(61)，所述定位环(61)与所述矩形竖板(22)的右侧壁相抵。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糖尿病下肢康复治疗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环(61)的

左侧壁粘贴有环形橡胶垫(62)。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糖尿病下肢康复治疗仪，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圆杆(6)

的左端外壁开设有外螺纹，所述脚推板(4)的右侧壁开设有与所述横向通孔(221)分布相同

的螺纹孔(41)，所述限位圆杆(6)的左端通过螺纹连接安装在所述螺纹孔(41)的内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糖尿病下肢康复治疗仪，其特征在于：为了方便支撑患者

的脚跟，所述脚推板(4)的左侧壁的顶部一体成型有搭载板(42)。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糖尿病下肢康复治疗仪，其特征在于：所述搭载板(42)的

底部的前后两侧均一体成型有支腿(421)，所述支腿(421)的底部通过安装架滚动安装有滚

轮(42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糖尿病下肢康复治疗仪，其特征在于：所述滑槽(12)和所

述滑块(21)均为T形设置。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糖尿病下肢康复治疗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插接杆

(3)至少等距设有三个，所述定位插接杆(3)前端通过连接板(31)连接在一起。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糖尿病下肢康复治疗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矩形座(11)

的顶部左侧一体成型有椅背板(111)，所述椅背板(111)与水平面的夹角在六十至八十五度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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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糖尿病下肢康复治疗仪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属于康复治疗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糖尿病下肢康复治疗仪。

[0003]

背景技术

[0004] 糖尿病是一组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高血糖则是由于胰岛素分泌缺陷或

其生物作用受损，或两者兼有引起。糖尿病时长期存在的高血糖，导致各种组织，特别是眼、

肾、心脏、血管、神经的慢性损害、功能障碍。进食过多，体力活动减少导致的肥胖是2型糖尿

病最主要的环境因素，使具有2型糖尿病遗传易感性的个体容易发病。1型糖尿病患者存在

免疫系统异常，在某些病毒如柯萨奇病毒，风疹病毒，腮腺病毒等感染后导致自身免疫反

应，破坏胰岛素β细胞。

[0005] 在糖尿病治疗时，需要对下肢进行康复治疗，但传统的下肢康复治疗仪难以调节

康复锻炼强度，难以满足不同腿部长度的患者的需要。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糖尿病下肢康复治疗仪，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

的问题。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糖尿病下肢康复治疗仪，包括：

底座，所述底座包括长底板，所述长底板的顶部的左侧一体成型有矩形座，所述长底板

的顶部开设有滑槽，所述长底板的基体上开设有第一纵向通孔；

左右调节机构，所述左右调节机构包括移动定位块，所述移动定位块的底部一体成型

有与所述滑槽配合滑动的滑块，所述滑块的基体上开设有第二纵向通孔，所述移动定位块

的顶部一体成型有矩形竖板；

定位插接杆，所述定位插接杆穿入所述第一纵向通孔和所述第二纵向通孔中对移动定

位块进行定位；

脚推机构，所述脚推机构包括脚推板，所述脚推板和所述矩形竖板之间安装有弹簧，所

述脚推板的右侧还设有防止所述弹簧脱落的防脱结构。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用时，患者坐在矩形座上，然后患者用脚左右来回推动

脚推板，进行下肢康复治疗；通过调节弹簧的数量，调节康复锻炼强度，通过调节移动定位

块的位置，调节脚推板与矩形座之间的距离，满足不同患者的康复锻炼需求。

[0009] 进一步地，所述防脱结构包括限位圆杆，所述矩形竖板的基体上开设有横向通孔，

所述限位圆杆的左端依次穿过所述横向通孔、所述弹簧与所述脚推板的右侧壁连接，本发

明等距开设有十五个横向通孔，但不均限与十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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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限位圆杆的限位作用，防止弹簧发生脱落。

[0011] 进一步地，为了防止所述限位圆杆与所述矩形竖板发生脱离，在所述限位圆杆的

外壁一体成型有定位环，所述定位环与所述矩形竖板的右侧壁相抵。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定位环与矩形竖板的右侧壁相抵，有效的防止限位圆杆

与矩形竖板发生脱离。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定位环的左侧壁粘贴有环形橡胶垫。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环形橡胶垫的作用，提高了对矩形竖板的保护。

[0015] 进一步地，所述限位圆杆的左端外壁开设有外螺纹，所述脚推板的右侧壁开设有

与所述横向通孔分布相同的螺纹孔，所述限位圆杆的左端通过螺纹连接安装在所述螺纹孔

的内部。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扭转限位圆杆，方便限位圆杆的拆装。

[0017] 进一步地，为了方便支撑患者的脚跟，所述脚推板的左侧壁的顶部一体成型有搭

载板。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搭载板对患者的脚跟进行支撑，提高了患者的舒适

度。

[0019] 进一步地，所述搭载板的底部的前后两侧均一体成型有支腿，所述支腿的底部通

过安装架滚动安装有滚轮。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支腿和滚轮的支撑作用，有效的减少脚推板在左右

移动时的晃动。

[0021] 进一步地，所述滑槽和所述滑块均为T形设置。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对滑槽和滑块的具体造型进行限位。

[0023] 进一步地，所述定位插接杆至少等距设有三个，所述定位插接杆前端通过连接板

连接在一起。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多个定位插接杆的作用，提高了对滑块的定位效果，

通过连接板一次性拆装多个定位插接杆。

[0025] 进一步地，所述矩形座的顶部左侧一体成型有椅背板，所述椅背板与水平面的夹

角在六十至八十五度之间。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椅背板方便患者的依靠。

[0027] 进一步的，所述矩形座的外壁设有耐磨层，所述耐磨层由如下方法制备：

取以下原料按重量份称量：三醋酸纤维素2-10份、聚碳酸酯3-9份、硬脂酸钠2-9份、抗

静电玻璃纤维4-10份、乙烯-醋酸乙烯酯4-9份、氯化聚丙烯聚3-7份、甲基三乙氧基硅烷2-4

份、氧化铝2-5份、四氧化三铁3-6份、硼氢化钠4-7份、硫醇基苯基吲哚5-9份、偶氮二钾酰胺

3-11份、羧甲基纤维素钠7-11份、水性丙烯酸乳6-9份、戊二醇乙醚3-9份、丁二醇乙醚4-12

份、环氧树脂3-11份、二硫化钼4-15份、聚酰胺树脂6-12份、聚丙烯酸钠5-11份、有机硅消泡

剂15-25份、膨润土粘结剂5-15份、去离子水100-150份；

S1、备料：先称取上述原料；

S2、初步混料：先将去离子水加入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中，然后依次倒入三醋酸纤维

素、聚碳酸酯、硬脂酸钠、抗静电玻璃纤维4、乙烯-醋酸乙烯酯、氯化聚丙烯聚、甲基三乙氧

基硅烷、氧化铝、四氧化三铁、硼氢化钠、硫醇基苯基吲哚、偶氮二钾酰胺，搅拌器转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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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r/min，温度在65摄氏度下搅拌20分钟；

S3、静置：停止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使得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的内部温度保持在65摄

氏度，静置25分钟；

S4、再次混料：将羧甲基纤维素钠、水性丙烯酸乳、戊二醇乙醚、丁二醇乙醚、环氧树脂、

二硫化钼、聚酰胺树脂、聚丙烯酸钠加入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然后启动数显恒温磁力搅拌

器，使得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转速在180r/min，温度在90摄氏度，搅拌30分钟；

S5、消泡：将有机硅消泡剂倒入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中，搅拌30分钟；

S6、过滤：将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取出，经过100目网筛过滤两次后得到耐磨液；

S7、喷涂：然后利用高压喷雾器喷枪将步骤S6制得的耐磨液均匀的喷涂在清洗烘干后

的矩形座的表面；

S8、烘干：将步骤S7喷涂有耐磨液的矩形座放在烘干箱中进行干燥，即在矩形座的表面

制得耐磨层。

[0028]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和优点：患者坐在矩形座上，然后患者用脚左右来回推动脚推

板，进行下肢康复治疗；通过调节弹簧的数量，调节康复锻炼强度，通过调节移动定位块的

位置，调节脚推板与矩形座之间的距离，满足不同患者的康复锻炼需求。

[0029]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的底座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的移动定位块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的脚推板的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的定位插接杆的结构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的限位圆杆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中：1、长底板；11、矩形座；111、椅背板；12、滑槽；13、第一纵向通孔；2、移动定位

块；21、滑块；211、第二纵向通孔；22、矩形竖板；221、横向通孔；3、定位插接杆；31、连接板；

4、脚推板；41、螺纹孔；42、搭载板；421、支腿；422、滚轮；5、弹簧；6、限位圆杆；61、定位环；

62、环形橡胶垫。

[0032]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1-图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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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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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4] 实施例1：

本发明提供了如图1、图2、图3、图4和图5所示的一种糖尿病下肢康复治疗仪，包括：

底座，底座包括长底板1，长底板1的顶部的左侧一体成型有矩形座11，长底板1的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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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有滑槽12，长底板1的基体上开设有第一纵向通孔13；

左右调节机构，左右调节机构包括移动定位块2，移动定位块2的底部一体成型有与滑

槽12配合滑动的滑块21，滑块21的基体上开设有第二纵向通孔211，移动定位块2的顶部一

体成型有矩形竖板22；

定位插接杆3，定位插接杆3穿入第一纵向通孔13和第二纵向通孔211中对移动定位块2

进行定位；

脚推机构，脚推机构包括脚推板4，脚推板4和矩形竖板22之间安装有弹簧5，脚推板4的

右侧还设有防止弹簧5脱落的防脱结构。

[003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用时，患者坐在矩形座11上，然后患者用脚左右来回推

动脚推板4，进行下肢康复治疗；通过调节弹簧5的数量，调节康复锻炼强度，通过调节移动

定位块2的位置，调节脚推板4与矩形座11之间的距离，满足不同患者的康复锻炼需求。

[0036] 如图1、图3和图6所示，防脱结构包括限位圆杆6，矩形竖板22的基体上开设有横向

通孔221，限位圆杆6的左端依次穿过横向通孔221、弹簧5与脚推板4的右侧壁连接，本发明

等距开设有十五个横向通孔221，但不均限与十五个。

[003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限位圆杆6的限位作用，防止弹簧5发生脱落。

[0038] 如图1和图6所示，为了防止限位圆杆6与矩形竖板22发生脱离，在限位圆杆6的外

壁一体成型有定位环61，定位环61与矩形竖板22的右侧壁相抵。

[003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定位环61与矩形竖板22的右侧壁相抵，有效的防止限位

圆杆6与矩形竖板22发生脱离。

[0040] 如图6所示，定位环61的左侧壁粘贴有环形橡胶垫62。

[004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环形橡胶垫62的作用，提高了对矩形竖板22的保护。

[0042] 如图1、图4和图6所示，限位圆杆6的左端外壁开设有外螺纹，脚推板4的右侧壁开

设有与横向通孔221分布相同的螺纹孔41，限位圆杆6的左端通过螺纹连接安装在螺纹孔41

的内部。

[004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扭转限位圆杆6，方便限位圆杆6的拆装。

[0044] 如图4所示，为了方便支撑患者的脚跟，脚推板4的左侧壁的顶部一体成型有搭载

板42。

[004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搭载板42对患者的脚跟进行支撑，提高了患者的舒

适度。

[0046] 如图1和图4所示，搭载板42的底部的前后两侧均一体成型有支腿421，支腿421的

底部通过安装架滚动安装有滚轮422。

[004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支腿421和滚轮422的支撑作用，有效的减少脚推板4

在左右移动时的晃动。

[0048] 如图1和图3所示，滑槽12和滑块21均为T形设置。

[004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对滑槽12和滑块21的具体造型进行限位。

[0050] 如图1和图6所示，定位插接杆3至少等距设有三个，定位插接杆3前端通过连接板

31连接在一起。

[005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多个定位插接杆3的作用，提高了对滑块21的定位效

果，通过连接板31一次性拆装多个定位插接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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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如图1和图2所示，矩形座11的顶部左侧一体成型有椅背板111，椅背板111与水平

面的夹角在六十至八十五度之间。

[005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椅背板111方便患者的依靠。

[0054] 实施例2

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矩形座11的外壁设有耐磨层，耐磨层由如下方法制备：

取以下原料按重量份称量：三醋酸纤维素2份、聚碳酸酯3份、硬脂酸钠2份、抗静电玻璃

纤维4份、乙烯-醋酸乙烯酯4份、氯化聚丙烯聚3份、甲基三乙氧基硅烷2份、氧化铝2份、四氧

化三铁3份、硼氢化钠4份、硫醇基苯基吲哚5份、偶氮二钾酰胺3份、羧甲基纤维素钠7份、水

性丙烯酸乳6份、戊二醇乙醚3份、丁二醇乙醚4份、环氧树脂3份、二硫化钼4份、聚酰胺树脂6

份、聚丙烯酸钠5份、有机硅消泡剂15份、膨润土粘结剂5份、去离子水100份；

S1、备料：先称取上述原料；

S2、初步混料：先将去离子水加入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中，然后依次倒入三醋酸纤维

素、聚碳酸酯、硬脂酸钠、抗静电玻璃纤维4、乙烯-醋酸乙烯酯、氯化聚丙烯聚、甲基三乙氧

基硅烷、氧化铝、四氧化三铁、硼氢化钠、硫醇基苯基吲哚、偶氮二钾酰胺，搅拌器转速在

150r/min，温度在65摄氏度下搅拌20分钟；

S3、静置：停止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使得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的内部温度保持在65摄

氏度，静置25分钟；

S4、再次混料：将羧甲基纤维素钠、水性丙烯酸乳、戊二醇乙醚、丁二醇乙醚、环氧树脂、

二硫化钼、聚酰胺树脂、聚丙烯酸钠加入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然后启动数显恒温磁力搅拌

器，使得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转速在180r/min，温度在90摄氏度，搅拌30分钟；

S5、消泡：将有机硅消泡剂倒入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中，搅拌30分钟；

S6、过滤：将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取出，经过100目网筛过滤两次后得到耐磨液；

S7、喷涂：然后利用高压喷雾器喷枪将步骤S6制得的耐磨液均匀的喷涂在清洗烘干后

的矩形座11的表面；

S8、烘干：将步骤S7喷涂有耐磨液的矩形座11放在烘干箱中进行干燥，即在矩形座11的

表面制得耐磨层。

[0055] 实施例3

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耐磨层的制备，其具体制备方法如下：

取以下原料按重量份称量：三醋酸纤维素10份、聚碳酸酯9份、硬脂酸钠9份、抗静电玻

璃纤维10份、乙烯-醋酸乙烯酯9份、氯化聚丙烯聚7份、甲基三乙氧基硅烷4份、氧化铝5份、

四氧化三铁6份、硼氢化钠7份、硫醇基苯基吲哚9份、偶氮二钾酰胺11份、羧甲基纤维素钠11

份、水性丙烯酸乳9份、戊二醇乙醚9份、丁二醇乙醚12份、环氧树脂11份、二硫化钼15份、聚

酰胺树脂12份、聚丙烯酸钠11份、有机硅消泡剂25份、膨润土粘结剂15份、去离子水150份；

S1、备料：先称取上述原料；

S2、初步混料：先将去离子水加入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中，然后依次倒入三醋酸纤维

素、聚碳酸酯、硬脂酸钠、抗静电玻璃纤维4、乙烯-醋酸乙烯酯、氯化聚丙烯聚、甲基三乙氧

基硅烷、氧化铝、四氧化三铁、硼氢化钠、硫醇基苯基吲哚、偶氮二钾酰胺，搅拌器转速在

150r/min，温度在65摄氏度下搅拌20分钟；

S3、静置：停止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使得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的内部温度保持在65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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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度，静置25分钟；

S4、再次混料：将羧甲基纤维素钠、水性丙烯酸乳、戊二醇乙醚、丁二醇乙醚、环氧树脂、

二硫化钼、聚酰胺树脂、聚丙烯酸钠加入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然后启动数显恒温磁力搅拌

器，使得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转速在180r/min，温度在90摄氏度，搅拌30分钟；

S5、消泡：将有机硅消泡剂倒入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中，搅拌30分钟；

S6、过滤：将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取出，经过100目网筛过滤两次后得到耐磨液；

S7、喷涂：然后利用高压喷雾器喷枪将步骤S6制得的耐磨液均匀的喷涂在清洗烘干后

的矩形座11的表面；

S8、烘干：将步骤S7喷涂有耐磨液的矩形座11放在烘干箱中进行干燥，即在矩形座11的

表面制得耐磨层。

[0056] 实施例4

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耐磨层的制备，其具体制备方法如下：

取以下原料按重量份称量：三醋酸纤维素3份、聚碳酸酯6份、硬脂酸钠7份、抗静电玻璃

纤维6份、乙烯-醋酸乙烯酯8份、氯化聚丙烯聚5份、甲基三乙氧基硅烷3份、氧化铝4份、四氧

化三铁5份、硼氢化钠6份、硫醇基苯基吲哚7份、偶氮二钾酰胺8份、羧甲基纤维素钠9份、水

性丙烯酸乳8份、戊二醇乙醚7份、丁二醇乙醚5份、环氧树脂4份、二硫化钼11份、聚酰胺树脂

7份、聚丙烯酸钠9份、有机硅消泡剂20份、膨润土粘结剂10份、去离子水130份；

S1、备料：先称取上述原料；

S2、初步混料：先将去离子水加入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中，然后依次倒入三醋酸纤维

素、聚碳酸酯、硬脂酸钠、抗静电玻璃纤维4、乙烯-醋酸乙烯酯、氯化聚丙烯聚、甲基三乙氧

基硅烷、氧化铝、四氧化三铁、硼氢化钠、硫醇基苯基吲哚、偶氮二钾酰胺，搅拌器转速在

150r/min，温度在65摄氏度下搅拌20分钟；

S3、静置：停止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使得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的内部温度保持在65摄

氏度，静置25分钟；

S4、再次混料：将羧甲基纤维素钠、水性丙烯酸乳、戊二醇乙醚、丁二醇乙醚、环氧树脂、

二硫化钼、聚酰胺树脂、聚丙烯酸钠加入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然后启动数显恒温磁力搅拌

器，使得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转速在180r/min，温度在90摄氏度，搅拌30分钟；

S5、消泡：将有机硅消泡剂倒入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中，搅拌30分钟；

S6、过滤：将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取出，经过100目网筛过滤两次后得到耐磨液；

S7、喷涂：然后利用高压喷雾器喷枪将步骤S6制得的耐磨液均匀的喷涂在清洗烘干后

的矩形座11的表面；

S8、烘干：将步骤S7喷涂有耐磨液的矩形座11放在烘干箱中进行干燥，即在矩形座11的

表面制得耐磨层。

[0057] 对实施例1-4中的矩形座11在实际运行中在相同的条件下对其进行耐磨性测试比

较结果如下表：

  测试使用100小时后的结果

实施例1 矩形座11的表面有大量磨损迹象

实施例2 矩形座11的表面有少量磨损迹象

实施例3 矩形座11的表面有少量磨损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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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4 矩形座11的表面有极少磨损迹象

从上表测试结果比较分析可知实施例4为最优实施例，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耐

磨层作用，有效的提高了矩形座11的耐磨性，提高了矩形座11的使用寿命，耐磨效果好，通

过备料、初步混料、静置、再次混料、消泡可制得耐磨效果好的耐磨液，再对矩形座11清洗烘

干喷涂耐磨液，最后进行烘干，大大提高了矩形座11的耐磨性能，制备耐磨液的工艺步骤比

较简单，容易实现，制备的耐磨液粘度适中、不易分层、便于喷涂、无气泡产生、各组分充分

结合，综合性能较好，使得耐磨液在喷涂后能够形成较好的涂膜，不易产生裂纹，成膜效果

较好，制备的耐磨液具备较好的耐磨性能，附着性较好，不易脱落。

[0058] 工作原理：患者坐在矩形座11上，然后患者用脚左右来回推动脚推板4，进行下肢

康复治疗；通过调节弹簧5的数量，调节康复锻炼强度，通过调节移动定位块2的位置，调节

脚推板4与矩形座11之间的距离，满足不同患者的康复锻炼需求；

如图1所示，移动定位块2的左右调节原理：先将限位圆杆6拔出，然后左右调节移动定

位块2的位置，然后重新插入限位圆杆6即可，完成移动定位块2的定位；

如图1所示，安装弹簧5的步骤：将弹簧5收缩在脚推板4和矩形竖板22之间，然后将限位

圆杆6的左端依次穿过横向通孔221、弹簧5安装在脚推板4右侧壁上的螺纹孔41的内部即

可；

拆卸弹簧5的步骤：按照上述安装弹簧5的相反的步骤即可。

[0059]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以对

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凡在

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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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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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12

CN 111420358 A

12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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