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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的护理机器人，包括移动平台、

承托机构、掺扶结构和胸靠垫，移动平台用于驱

动承托机构行驶，掺扶结构和胸靠垫设置在承托

机构上；还包括座椅机构，座椅机构包括驱动装

置、传动组件和两个位于掺扶结构下方两侧的座

椅部，两座椅部分别通过传动组件与驱动装置传

动连接，驱动装置通过传动组件驱使两座椅部向

相对方向靠拢形成座椅或向相反方向分离使座

椅收纳。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护理机

器人，座椅机构的两座椅部可相对靠拢构成座

椅，以使被护理人在移动搬运过程中具有可乘坐

的位置，减轻被护理人的承重负担；座椅机构在

不需要使用时，两座椅部可向相反方向分离使座

椅收纳，避免对被护理人离开机器人时造成碰

撞，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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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护理机器人，包括移动平台、承托机构、掺扶结构和胸靠垫，所述移动平台用于

驱动所述承托机构行驶，所述掺扶结构和胸靠垫设置在所述承托机构上；其特征在于，还包

括座椅机构，所述座椅机构包括驱动装置、传动组件和两个位于所述掺扶结构下方两侧的

座椅部，两所述座椅部分别通过所述传动组件与所述驱动装置传动连接，所述驱动装置通

过传动组件驱使两座椅部向相对方向靠拢形成座椅或向相反方向分离使座椅收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护理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组件包括旋臂，所述驱动

装置对应每个所述座椅部设有一个，所述旋臂的内端与所述驱动装置传动连接，所述座椅

部设置在所述旋臂的外端，所述驱动装置通过驱动所述座椅部以弧形运动轨迹相对靠拢或

分离。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护理机器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机架，座椅机构位于所述机

架的两侧，两所述座椅部向相反方向移动至所述旋臂靠近所述机架的外侧实现所述座椅部

的收纳。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任一项所述的护理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承托机构包括驱动

组件、减速机构和承托架，所述承托架设于所述减速机构的输出端，所述驱动组件与所述减

速机构的输入端传动连接，所述掺扶结构和胸靠垫设置在所述承托架上，所述减速机构为

齿轮减速机构或蜗轮蜗杆减速机构，所述驱动组件通过所述齿轮减速机构或蜗轮蜗杆减速

机构驱动所述承托架相对举升或下降。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护理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齿轮减速机构包括输入齿轮、

输出齿轮和传动组件，所述输入齿轮与所述驱动组件传动连接，所述承托架设有摆杆，所述

摆杆通过输出传动轴与所述输出齿轮的轴心传动连接，所述输入齿轮通过所述传动组件与

所述输出齿轮传动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护理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组件包括一组或多组齿轮

减速模组。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护理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承托机构还包括举升推杆和连

接座，所述连接座与所述输出传动轴传动连接，所述连接座通过伸缩导向结构与所述摆杆

连接，所述举升推杆连接在所述连接座与承托架之间，用于驱动所述承托架相对所述连接

座伸展或收纳。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护理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缩导向结构包括设于所述摆

杆下端开口的导向套孔，以及设于所述连接座上的导柱，所述导柱可滑动设于所述导向套

孔内，所述举升推杆的两端分别与所述连接座与所述承托架转动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护理机器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调节机构，所述胸靠垫与所

述承托架可转动连接，所述调节机构用于调整所述胸靠垫与所述承托架的相对角度。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护理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机构包括调节推杆，所述

调节推杆的两端分别与所述胸靠垫和承托架转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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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护理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智能护理机器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护理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剧，半失能老人的生活护理需求日益增长。老年人的

护理主要包括进食服务、移动搬运以及个人卫生清洁等生活照顾。其中，移动搬运是指把行

动不便的被护理人从床上转移到轮椅，或从轮椅转移到床上、卫生间等体力劳动，这是护理

工作中十分重要的部分。现在，无论是居家护理还是在医院、养老院等机构，移动搬运都是

通过人工实现，给护理人员带来很大的工作负担，而且难以保证移乘搬运过程中被护理人

的安全与舒适。在居家护理方面，移动搬运也是制约老人护理的主要因素。因此，具有移动

搬运功能的护理机器人在老人生活护理方面具有较大的使用需求。

[0003] 现阶段日本已研制出一种具有移动搬运功能的护理机器人(如中国专利：

CN105246449A)，该机器人通过掺扶被护理人站立和就座配合移动行走实现被护理人的移

动搬运，然而当机器人掺扶被护理人保持站立，尤其移动搬运的距离较长时，由于被护理人

腿部力量不足，容易导致被护理人的整体承重集中在被掺扶的腋窝位置，影响被护理人的

舒适性，用户体验不理想。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具有乘坐功能的护理机器

人。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护理机器人，包括移动平台、承托机构、掺扶结构和胸靠垫，所述移动平台用

于驱动所述承托机构行驶，所述掺扶结构和胸靠垫设置在所述承托机构上；还包括座椅机

构，所述座椅机构包括驱动装置、传动组件和两个位于所述掺扶结构下方两侧的座椅部，两

所述座椅部分别通过所述传动组件与所述驱动装置传动连接，所述驱动装置通过传动组件

驱使两座椅部向相对方向靠拢形成座椅或向相反方向分离使座椅收纳。

[000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护理机器人，座椅机构的两座椅部可相对靠拢构

成座椅，以使被护理人在移动搬运过程中具有可乘坐的位置，减轻被护理人的承重负担；而

且，座椅机构在不需要使用时，两座椅部可向相反方向分离使座椅收纳，避免对被护理人离

开机器人时造成碰撞，使用方便。

[0008] 进一步的，还包括机架，座椅机构位于所述机架的两侧，两所述座椅部向相反方向

移动至所述旋臂靠近所述机架的外侧实现所述座椅部的收纳；通过这样设置，座椅部收纳

后，减少座椅机构8占据用户的使用空间。

[0009] 进一步的，所述传动组件包括旋臂，所述驱动装置对应每个所述座椅部设有一个，

所述旋臂的内端与所述驱动装置传动连接，所述座椅部设置在所述旋臂的外端，所述驱动

装置通过驱动所述座椅部以弧形运动轨迹相对靠拢或分离；通过这样设置，两座椅部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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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靠拢和分离的方式简单，产品使用方便。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承托机构包括驱动组件、减速机构和承托架，所述承托架设于所述

减速机构的输出端，所述驱动组件与所述减速机构的输入端传动连接，所述掺扶结构和胸

靠垫设置在所述承托架上，所述减速机构为齿轮减速机构或蜗轮蜗杆减速机构，所述驱动

组件通过所述齿轮减速机构或蜗轮蜗杆减速机构驱动所述承托架相对举升或下降；通过这

样设置，驱动组件通过齿轮减速机构或蜗轮蜗杆减速机构以旋转驱动的方式驱动承托架，

有效降低了承托架举升或下降时的移动速度，保证用户使用时的舒适性；而且有效地增大

了驱动组件的输出扭矩，使承托架举升或下降过程更稳定，使用可靠。

[0011] 进一步的，所述齿轮减速机构包括输入齿轮、输出齿轮和传动组件，所述输入齿轮

与所述驱动组件传动连接，所述承托架设有摆杆，所述摆杆通过输出传动轴与所述输出齿

轮的轴心传动连接，所述输入齿轮通过所述传动组件与所述输出齿轮传动连接；通过这样

设置，齿轮减速机构结构简单，传动效果稳定。

[0012] 进一步的，所述传动组件包括包括一组或多组齿轮减速模组；通过这样设置，通过

驱动组件通过一级或多级齿轮减速模组减速，有效增大了驱动组件输出时的扭矩，使承托

架举升或下降过程更稳定。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承托机构还包括举升推杆和连接座，所述连接座通过伸缩导向结

构与所述摆杆连接，所述举升推杆连接在所述连接座与承托架之间，用于驱动所述承托架

相对所述连接座伸展或收纳；通过这样设置，结合举升推杆使承托架实现不同高度举升，使

护理机器人可适应不同身高的用户。

[0014] 进一步的，所述伸缩导向结构包括设于所述摆杆下端开口的导向套孔，以及设于

所述连接座上的导柱，所述导柱可滑动设于所述导向套孔内，所述举升推杆的两端分别与

所述连接座与所述承托架转动连接；通过这样设置，承托架举升或下降时，举升推杆与承托

架和连接座的连接角度可自适应调整，避免发生活动干涉，保证承托机构运转畅顺。

[0015] 进一步的，还包括调节机构，所述胸靠垫与所述承托架可转动连接，所述调节机构

用于调整所述胸靠垫与所述承托架的相对角度；通过这样设置，胸靠垫可配合承托架举升

或下降时进行角度自动调整，保证用户被掺扶站立和就座时保持相同的身体姿态，使用可

靠。

[0016] 进一步的，所述调节机构包括调节推杆，所述调节推杆的两端分别与所述胸靠垫

和承托架转动连接；通过这样设置；调节机构设置方式简单，方便产品生产制造。

[0017] 进一步的，所述承托架相对所述胸靠垫的一侧设有一组握杆，两所述握杆的上端

通过连接杆连接；通过这样设置，便于用户在被掺扶时可以手部握持握杆，提高产品的安全

使用性。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护理机器人两座椅部相对靠拢的示意图

[0019] 图2为护理机器人两座椅部相对分离的示意图

[0020] 图3为一种护理机器人承托机构举升状态示意图

[0021] 图4为齿轮减速机构的示意图

[0022] 图5为承托架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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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6为护理机器人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附图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0025] 参见图1至图6，本实用新型的护理机器人，包括移动平台1、承托机构4、掺扶结构3

和胸靠垫2，所述承托机构4设于所述移动平台1上，所述掺扶结构3为设于所述胸靠垫2两侧

的掺扶杆31，用于扶托人体上身部分，所述移动平台1底部设有舵轮机构10，所述舵轮机构

10用于驱动所述移动平台1行驶，所述掺扶结构3和胸靠垫2设置在所述承托机构4上；还包

括座椅机构8，所述座椅机构8包括驱动装置81、传动组件和两个位于所述掺扶结构3下方两

侧的座椅部83，两所述座椅部83分别通过所述传动组件与所述驱动装置81传动连接，所述

驱动装置81通过传动组件驱使两座椅部83向相对方向靠拢形成座椅或向相反方向分离使

座椅收纳。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护理机器人，座椅机构8的两座椅部83可相对靠拢

构成座椅，以使被护理人在移动搬运过程中具有可乘坐的位置，减轻被护理人的承重负担；

而且，座椅机构8在不需要使用时，可相对分离收纳，避免对被护理人离开机器人时造成碰

撞，使用方便。

[0027] 参见图1和图2，在一种实施例中，还包括机架40，所述座椅机构8设于所述机架40

的两侧，所述传动组件包括旋臂82，所述驱动装置81对应每个所述座椅部83设有一个，所述

驱动装置81为电机，所述旋臂82的内端与所述驱动装置81传动连接，所述座椅部83设置在

所述旋臂82的外端，所述驱动装置81通过驱动所述旋臂82端部以弧形运动轨迹相对靠拢或

分离，两所述座椅部83相对靠拢时，两所述座椅部83相对拼合形成便于用户乘坐的座椅，两

所述座椅部83向相反方向分离移动至所述旋臂靠近所述机架40的外侧实现所述座椅部83

的收纳，具体的，驱动装置81驱动座椅部83向外侧旋摆预设角度，使旋臂82沿长度方向靠近

在机架40外侧实现座椅部83的收纳后，有效减少了座椅机构8占据用户的使用空间；通过这

样设置，两座椅部83的相对靠拢和分离收纳的方式简单，产品使用方便。

[0028] 参见图1至图4，在一种实施例中，所述承托机构4包括驱动组件41、减速机构和承

托架43，所述承托架43设于所述承托机构4的输出端，所述驱动组件41与所述减速机构的输

入端传动连接，所述掺扶结构3和胸靠垫2设置在所述承托架43上，所述减速机构为齿轮减

速机构42或蜗轮蜗杆减速机构，所述驱动组件41通过所述齿轮减速机构42或蜗轮蜗杆减速

机构驱动所述承托架43相对举升或下降，具体为所述驱动组件41驱动所述承托架43相对摆

动实现在竖向方向的举升或下降；通过这样设置，驱动组件41通过齿轮减速机构42或蜗轮

蜗杆减速机构以旋转驱动的方式驱动承托架43，有效降低了承托架43举升或下降时的移动

速度，保证用户使用时的舒适性；而且有效地增大了驱动组件41的输出扭矩，使承托架43举

升或下降过程更稳定，使用可靠。

[0029] 在一种实施例中(图未示)，驱动组件41为电机，所述蜗轮蜗杆减速机构包括设于

所述机架40上的蜗轮蜗杆组件，所述蜗轮蜗杆组件包括相互传动连接的蜗轮和蜗杆，所述

驱动组件41与所述蜗杆传动连接，所述承托架与所述蜗轮传动连接，优选的，所述蜗杆与驱

动组件41之间通过拐角器连接，以使承托机构在产品上的结构布局更紧凑。

[0030] 在进一步的实施例中(图未示)，所述蜗轮蜗杆减速机构还包括至少一组齿轮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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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组，所述齿轮减速模组与所述蜗轮蜗杆组件传动连接，所述齿轮减速模组包括一组相互

传动连接的大齿轮和小齿轮，所述齿轮减速模组与蜗轮蜗杆组件可自由组合实现蜗轮蜗杆

减速机构的多级减速传动，使承托架43举升或下降过程更稳定，使用可靠。

[0031] 参见图4和图6，在一种实施例中，所述齿轮减速机构42包括设于所述机架40上的

输入齿轮421、输出齿轮422和传动组件，所述输入齿轮421为所述承托机构4的输入端，所述

输出齿轮422为所述承托机构4的输出端，所述驱动组件41包括电机411和减速箱412，所述

电机411通过所述减速箱412与所述输入齿轮421传动连接；所述承托架43设有摆杆431，所

述摆杆431通过输出传动轴423与所述输出齿轮422的轴心传动连接，所述输入齿轮421通过

所述传动组件与所述输出齿轮422传动连接；通过这样设置，齿轮减速机构42结构简单，传

动效果稳定。

[0032] 在一种实施例中，所述传动组件包括一组或多组齿轮减速模组，所述齿轮减速模

组包括一组相互传动连接的大齿轮和小齿轮，所述输入齿轮421与输出齿轮422之间通过一

组或多组齿轮减速模组实现传动连接，当输入齿轮421与输出齿轮422之间设置一组齿轮减

速模组时，所述传动组件为一级减速传动，当输入齿轮421与输出齿轮422之间设置两组齿

轮减速模组时，所述传动组件为二级减速传动，当输入齿轮421与输出齿轮422之间设置多

组齿轮减速模组时，所述传动组件为多级减速传动。例如，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传动组件包

括一组齿轮减速模组，分别为设于所述机架40内的第一齿轮减速模组71，所述第一齿轮减

速模组71包括第一传动轴711、第一大齿轮712和第一小齿轮713，所述第一传动轴711可转

动连接在所述机架40上，所述第一大齿轮712和第一小齿轮713通过所述第一传动轴711相

互传动连接；所述输入齿轮421与所述第一齿轮减速模组71的第一大齿轮712啮合，所述第

一齿轮减速模组71的第一小齿轮713所述输出齿轮422啮合；通过这样设置，通过驱动组件

41通过一级齿轮减速模组减速，有效增大了驱动组件41输出时的扭矩，使承托架43举升或

下降过程更稳定，保证用户的使用舒适性。

[0033] 在一种实施例中，所述承托机构4还包括举升推杆45和连接座46，所述连接座46设

于所述输出传动轴423上并与其传动连接，所述连接座46通过伸缩导向结构与所述摆杆431

相对滑动连接，所述举升推杆45连接在所述连接座46与承托架43之间，用于驱动所述承托

架43相对所述连接座46伸展或收纳，具体的，所述伸缩导向结构包括设于所述摆杆431下端

开口的导向套孔432，以及设于所述连接座46上的导柱47，所述导柱47沿长度方向可滑动设

于所述导向套孔432内，所述连接座46侧部设有第一连接部461，所述摆杆431外侧设有第二

连接部462，所述举升推杆45的两端分别可转动设于所述第一连接部461和第二连接部462

上，使所述承托架43举升或下降时，举升推杆45与承托架43和连接座46的连接角度可自适

应调整，避免发生活动干涉，保证承托机构4运转畅顺；通过这样设置，结合举升推杆45使承

托架43实现不同高度举升，使护理机器人可适应不同身高的用户。

[0034] 参见图4至图6，在一种实施例中，还包括调节机构5，所述胸靠垫2与所述承托架43

通过转轴51可转动连接，所述调节机构5用于调整所述胸靠垫2与所述承托架43的相对角

度，具体的，所述胸靠垫2通过连杆21与所述转轴51固定连接，所述转轴51与所述承托架43

活动连接，所述调节机构5包括调节推杆52和传动杆53，所述调节推杆52的缸体与传动杆53

一端转动连接，所述调节推杆52的输出端与承托架43转动连接，传动杆53另一端与所述转

轴51固定连接，从而所述调节推杆52的两端分别与所述胸靠垫2和承托架43转动连接，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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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杆53与调节推杆52的输出端转动连接的位置位于所述转轴51的上方，从而所述调节推

杆52伸出时，所述胸靠垫2向外侧翻转移动，当所述调节推杆52收纳时，所述胸靠垫2向内侧

翻转移动；所述调节机构5工作时，通过调节推杆52的伸出或收纳可调整所述胸靠垫2与所

述承托架43的相对倾斜角度，优选的，所述胸靠垫2相对水平面向上倾斜60至80度时，人体

依靠在胸靠垫2上的舒适性最好，通过所述胸靠垫2承受人体的部分体重，可以减少掺扶结

构3对人体手臂的压力；通过这样设置，胸靠垫2可配合承托架43举升或下降时进行角度自

动调整，保证用户被掺扶站立和就座时保持相同的身体倾斜姿态，保证用户的使用舒适性，

使用可靠。

[0035] 所述承托机构4举升承托架43过程中，所述驱动组件41通过齿轮减速机构42驱动

所述承托架43以圆弧向上的轨迹逐渐举升，同时调节推杆52逐渐伸出，使胸靠垫2向外侧翻

转移动，使所述承托架43举升过程中，胸靠垫2相对水平面的倾斜角度不变，从而使被护理

人在站立过程中上半身倾斜姿态不变。由于所述承托架43圆弧向上驱动的轨迹半径以及胸

靠垫2相对转轴51翻转移动的轨迹半径是固定的；因此，承托架43举升过程中，实现胸靠垫2

相对水平面的倾斜角度不变的状态可通过控制所述驱动组件41运转的速率和调节推杆52

推出的速度实现；该驱动组件41运转的速率和调节推杆52推出的速度，本领域技术人员可

通过常规的数学计算和物理计算得出。

[0036] 在一种实施例中，还包括分别与所述移动平台1、驱动组件41和调节机构5连接的

控制模块，所述控制模块可控制所述移动平台1乘载被护理人在起始位置行驶至目的位置，

如从卧室行驶卫生间或客厅，或者从卫生间或客厅返回至卧室等，所述移动平台1的工作方

式与本领域的护理机器人的工作方式相同，属于所属技术领域的常规技术手段。

[0037] 参见图1至图3和图5，在一种实施例中，所述承托架43相对所述胸靠垫2的一侧设

有一组握杆433，两所述握杆433的上端通过连接杆434连接，使两握杆433连接更稳固，同时

提高承托架43的整体结构强度；通过这样设置，便于用户在被掺扶时可以手部握持握杆

433，提高产品的安全使用性。

[0038] 在一种实施例中，所述移动平台1位于所述胸靠垫2的一侧设有踏板结构6，所述踏

板结构6底部设有万向轮61，以随所述移动平台1行驶；通过这样设置，为用户提供脚部放置

的空间，保证用户使用护理机器人时脚部具有着地感，提高使用舒适度。

[0039] 本实用新型的护理机器人，需要将本护理人从静坐状态掺扶至站立状态时，控制

模块控制承托机构4将承托架43下降至设定高度，此时需要被护理人将两手臂的腋窝搁置

在两掺扶杆31上，并将上身前侧依靠在胸靠垫2上，以及将双脚放置在踏板结构6上；所述承

托机构4举升承托架43时，所述驱动组件41通过齿轮减速机构42驱动所述承托架43以圆弧

向上的轨迹逐渐举升，同时调节推杆52逐渐伸出，使胸靠垫2向外侧翻转移动，使所述承托

架43举升过程中，胸靠垫2相对水平面的倾斜角度不变，使被护理人在站立过程中上半身倾

斜姿态不变。

[0040] 当被护理人需要乘坐在护理机器人上时，收纳状态的两座椅部83向相对方向靠拢

形成座椅，承托机构4通过控制承托架43下降至预设位置，将掺扶中的被护理人放置在座椅

上，减轻被护理人的承重负担，并且护理机器人乘载被护理人行驶至目的位置。

[0041] 当护理机器人行驶至目的位置时，承托机构4通过控制承托架43将被护理人掺扶

至站立状态，并且两座椅部83向相反方向分离移动收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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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最后，护理机器人需要将被护理人放置在目的位置的座位时，所述驱动组件41通

过齿轮减速机构42驱动所述承托架43以圆弧向下的轨迹逐渐下降，同时调节推杆52逐渐收

缩，使胸靠垫2向内侧翻转移动，使所述承托架43下降过程中，胸靠垫2相对水平面的倾斜角

度不变，使被护理人在坐下过程中上半身倾斜姿态不变，从而完成被护理人移动搬运。

[0043] 根据上述说明书的揭示和教导，本实用新型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还可以对上述实

施方式进行变更和修改。因此，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上面揭示和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

本实用新型的一些修改和变更也应当落入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此外，尽

管本说明书中使用了一些特定的术语，但这些术语只是为了方便说明，并不对本实用新型

构成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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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6/6 页

14

CN 213641754 U

1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