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060445.3

(22)申请日 2019.07.08

(73)专利权人 天津科技大学

地址 300222 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1038

号天津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563信

箱

(72)发明人 薛强　张辉　

(51)Int.Cl.

A61H 3/04(2006.01)

A61F 5/00(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型公开了一种多功能转移助行

辅具，包括底架，一端可转动一端可滑动地设置

在底架上的升降机构，一端可转动一端可滑动地

设置在升降机构上的转动臂支撑架，可转动地设

置在所述的转动臂支撑架上的转动臂，所述的底

架包括两个纵向支撑架和可伸缩的横向连接板，

所述的升降机构包括两组交叉连接的升降杆和

升降电动推杆，所述的转动臂支撑架上可转动地

设置有平行四边形机构。本实用新型型的多功能

转移助行辅具，能够使老年人或者患者方便地进

行从坐姿到站姿的位姿变换，以及助行锻炼，减

轻照护人员的劳动强度，减少照护人员的数量，

帮助老年人和患者进行转移和康复训练等，改善

身体机能，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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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其特征在于，包括底架，一端可转动一端可滑动地设置在

底架上的升降机构，一端可转动一端可滑动地设置在升降机构上的转动臂支撑架，可转动

地设置在所述的转动臂支撑架上的转动臂，所述的底架包括两个纵向支撑架和可伸缩的横

向连接板，所述的两个纵向支撑架包括前端支撑管，后端支撑管和中间支撑管，所述的前端

支撑管和后端支撑管可滑动地套接在中间支撑管上，所述的前端支撑管设置有平衡载轮，

所述的后端支撑管设置有可锁定的万向载轮，所述的中间支撑管上设置有滑轨组件一，所

述的转动臂支撑架上设置有滑轨组件二，所述的底架上固定设置有挡腿组件和四个防撞橡

胶套。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滑轨组件一包括滑轨

架，滑轨杆和滑动块，所述的滑轨架与所述的中间支撑管固定连接，所述的滑动块上设置有

滚珠，与所述的滑轨杆滑动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可伸缩的横向连接板

包括外板和内板，所述的外板可滑动地套接在所述的内板上，所述的外板和内板通过螺栓

固定设置在所述的纵向支撑架上，电动推杆两端分别固定设置在所述的外板和所述的内板

上。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平衡载轮设置有两个

固定脚轮，所述的固定脚轮上设置有平衡杆，平衡架通过销轴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平衡

杆中间位置，两个弹簧分别设置在所述的平衡架与所述的平衡杆两边。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可锁定的万向载轮上

设置有直行转换装置和阻力转换装置，所述的直行转换装置包括支撑板，脚踏杆和带有弹

簧的插杆，所述的支撑板上开有直行插槽，所述的脚踏杆可转动地设置在后端支撑管上，所

述的带有弹簧的插杆固定设置在脚踏杆上。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阻力转换装置包括阻

力壳，阻力圈，阻力片和三个锁定螺钉，所述的阻力壳固定设置在万向载轮上，所述的阻力

圈和所述的阻力片嵌套在所述的阻力壳内，所述的三个锁定螺钉可旋转地设置在阻力壳

上。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升降机构包括两组交

叉连接的升降杆和升降电动推杆，所述的两组交叉连接的升降杆均包括升降杆一，升降杆

二，升降杆三和升降杆四，所述的升降杆一与所述的升降杆二在中间可转动地连接，所述的

升降杆三与所述的升降杆四在中间可转动地连接，所述的升降杆一的上端与所述的升降杆

四的下端可转动地连接，所述的升降杆二的上端与所述的升降杆三的下端可转动地连接，

所述的升降杆一的下端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中间支撑管上，所述的升降杆二的下端可转

动地设置在所述的中间支撑管的滑轨组件上，所述的升降杆三的上端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

的转动臂支撑架的滑轨组件上，所述的升降杆四的上端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转动臂支撑

架上。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转动臂支撑架上设置

有两组相同的连杆机构，所述的连杆机构包括分别可转动地设置在转动臂支撑架上的构件

一和构件二，转动臂可转动地连接在所述的构件一和构件二上，所述的构件一，构件二，转

动臂支撑架和转动臂构成平行四边形机构，转动臂电动推杆可转动地设置在构件二和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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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支撑架上。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转动臂支撑架上设置

有扶手臂，所述的扶手臂包括扶手杆，扶手杆套，扶手海绵和梅花手柄螺钉，所述的扶手杆

套与所述的转动臂支撑架固定连接，所述的扶手杆为向外呈弧形弯折的弯管且底端设置有

多个螺纹孔，与所述的扶手杆套通过梅花手柄螺钉固定或伸缩调节。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挡腿组件包括支撑

杆件一，支撑杆件二，支撑架，伸缩调节杆和两个挡腿垫，所述的支撑杆件一与所述的支撑

杆件二两端通过螺栓与所述的中间支撑管固定连接，所述的支撑杆件一可滑动地套接在所

述的支撑杆件二上，所述的支撑架固连在支撑杆件一上，伸缩调节杆可滑动地连接在所述

的支撑架一端，两个挡腿垫可滑动地连接在伸缩调节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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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型涉及康复器具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

背景技术

[0002] 在我国，由心脑血管疾病、脊椎损伤等引起的诸多肢体瘫痪、下肢无力、下肢前伸

不佳、重心移动不能平衡等具有下肢功能障碍的患者数量众多。因此，对于老年人或者下肢

障碍的患者，在没有照护人员的帮助时，很难做到从坐姿到站姿的位姿变换，以及助行锻

炼。

[0003] 目前国内市场上现有的转移助行辅具较少，功能较少，也不能很好地实现位姿变

换和转移，使用时需要的照护人员较多，工作强度大，且适用性不够。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

具有转移和助行等多种功能，可调节性好，适用性广，可满足不同身高体重的老年人或患者

使用的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型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缺陷，而提供一种多功能转移助行

辅具。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其特征在于，包括底架，一端可转动一端可滑动地设置

在底架上的升降机构，一端可转动一端可滑动地设置在升降机构上的转动臂支撑架，可转

动地设置在所述的转动臂支撑架上的转动臂，所述的底架包括两个纵向支撑架和可伸缩的

横向连接板，所述的两个纵向支撑架包括前端支撑管，后端支撑管和中间支撑管，所述的前

端支撑管和后端支撑管可滑动地套接在中间支撑管上，所述的前端支撑管设置有平衡载

轮，所述的后端支撑管设置有可锁定的万向载轮，所述的中间支撑管上设置有滑轨组件一，

所述的转动臂支撑架上设置有滑轨组件二，所述的底架上固定设置有挡腿组件和四个防撞

橡胶套。

[0007] 所述的滑轨组件一包括滑轨架，滑轨杆和滑动块，所述的滑轨架与所述的中间支

撑管固定连接，所述的滑动块上设置有滚珠，与所述的滑轨杆滑动连接。

[0008] 所述的可伸缩的横向连接板包括外板和内板，所述的外板可滑动地套接在所述的

内板上，所述的外板和内板通过螺栓固定设置在所述的纵向支撑架上，电动推杆两端分别

固定设置在所述的外板和所述的内板上。

[0009] 所述的平衡载轮设置有两个固定脚轮，所述的固定脚轮上设置有平衡杆，平衡架

通过销轴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平衡杆中间位置，两个弹簧分别设置在所述的平衡架与所

述的平衡杆两边。

[0010] 所述的可锁定的万向载轮上设置有直行转换装置和阻力转换装置，所述的直行转

换装置包括支撑板，脚踏杆和带有弹簧的插杆，所述的支撑板上开有直行插槽，所述的脚踏

杆可转动地设置在后端支撑管上，所述的带有弹簧的插杆固定设置在脚踏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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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的阻力转换装置包括阻力壳，阻力圈，阻力片和三个锁定螺钉，所述的阻力壳

固定设置在万向载轮上，所述的阻力圈和所述的阻力片嵌套在所述的阻力壳内，所述的三

个锁定螺钉可旋转地设置在阻力壳上。

[0012] 所述的升降机构包括两组交叉连接的升降杆和升降电动推杆，所述的两组交叉连

接的升降杆均包括升降杆一，升降杆二，升降杆三和升降杆四，所述的升降杆一与所述的升

降杆二在中间可转动地连接，所述的升降杆三与所述的升降杆四在中间可转动地连接，所

述的升降杆一的上端与所述的升降杆四的下端可转动地连接，所述的升降杆二的上端与所

述的升降杆三的下端可转动地连接，所述的升降杆一的下端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中间支

撑管上，所述的升降杆二的下端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中间支撑管的滑轨组件上，所述的

升降杆三的上端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转动臂支撑架的滑轨组件上，所述的升降杆四的上

端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转动臂支撑架上。

[0013] 所述的转动臂支撑架上设置有两组相同的连杆机构，所述的连杆机构包括分别可

转动地设置在转动臂支撑架上的构件一和构件二，转动臂可转动地连接在所述的构件一和

构件二上，所述的构件一，构件二，转动臂支撑架和转动臂构成平行四边形机构，转动臂电

动推杆可转动地设置在构件二和转动臂支撑架上。

[0014] 所述的转动臂支撑架上设置有扶手臂，所述的扶手臂包括扶手杆，扶手杆套，扶手

海绵和梅花手柄螺钉，所述的扶手杆套与所述的转动臂支撑架固定连接，所述的扶手杆为

向外呈弧形弯折的弯管且底端设置有多个螺纹孔，与所述的扶手杆套通过梅花手柄螺钉固

定或伸缩调节。

[0015] 所述的挡腿组件包括支撑杆件一，支撑杆件二，支撑架，伸缩调节杆和两个挡腿

垫，所述的支撑杆件一与所述的支撑杆件二两端通过螺栓与所述的底架固定连接，所述的

支撑杆件一可滑动地套接在所述的支撑杆件二上，所述的支撑架固连在支撑杆件一上，伸

缩调节杆可滑动地连接在所述的支撑架一端，两个挡腿垫可滑动地连接在伸缩调节杆上。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7] 本发明型的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结构简洁，能良好地保持使用者的平衡。针对老

年人或者由心脑血管疾病、脊椎损伤等引起的诸多肢体瘫痪、下肢无力、下肢前伸不佳、重

心移动不能平衡等具有下肢功能障碍的患者，使其方便地进行从坐姿到站姿的位姿变换，

以及从床上转移到沙发、轮椅等的转移，并且帮助其行走锻炼。本发明型的多功能转移助行

辅具通过平行四边形机构的转动可以实现人体前倾动作，通过两组交叉连接的升降杆可以

实现升降，升降杆和平行四边形机构配合可以按照人起立的预定轨迹，实现从坐姿到站姿

的转换，完成站立动作，通过横向连接板的伸缩，实现整体装置的宽度调节，通过转动臂支

撑架上的扶手臂推动装置，帮助使用者助行锻炼。本装置可以减轻照护人员的劳动强度，减

少照护人员的数量，帮助老年人和患者进行转移和康复训练等，改善身体机能，提高生活自

理能力。

附图说明

[0018] 图1所示为本发明型的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的侧视图；

[0019] 图2所示为图1所示的单侧主视图；

[0020] 图3所示为挡腿组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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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4所示为可伸缩横向连接板示意图；

[0022] 图5所示为转动臂支撑架及转动臂示意图；

[0023] 图6所示为平衡载轮示意图；

[0024] 图7所示为直行转换装置示意图；

[0025] 图8所示为阻力转换装置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

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型。

[0027] 本发明型的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在转移态下可以实现从床上转移到厕所、沙发、

轮椅等的转移，如图1、图2、图4和图5所示，本发明型的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包括底架1，一

端可转动一端可滑动地设置在底架上的升降机构2，一端可转动一端可滑动地设置在升降

机构上的转动臂支撑架3，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转动臂支撑架3上的转动臂4，所述的底架

1上设置有中间支撑管11，所述的中间支撑管11上设置有滑轨组件一15，所述的转动臂支撑

架3上设置有滑轨组件二31，所述的滑轨组件一15与所述的滑轨组件二31结构相同，所述的

升降机构2包括两组交叉连接的升降杆和升降电动推杆16，所述的转动臂支撑架3上设置有

两组相同的连杆机构33，所述的连杆机构33包括分别可转动地设置在转动臂支撑架上的构

件一331和构件二332，转动臂4可转动地连接在所述的构件一331和构件二332上，所述的构

件一331，构件二332，转动臂支撑架3和转动臂4构成平行四边形机构，转动臂电动推杆34可

转动地设置在构件二332和转动臂支撑架3上。具体来说，当使用者进行坐姿到站姿的转换

时，转动臂用以支撑人体，通过驱动转动臂电动推杆推动平行四边形机构转动，带动人体上

半身前倾，同时升降电动推杆驱动两组交叉连接的升降杆升起，从而将老年人或患者抬起，

转动臂电动推杆和升降电动推杆配合控制从而实现按照预定的运动轨迹站立。

[0028] 优选地，为更好地提高人体站立的效果，保证人体站立过程中的舒适性，本发明型

的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提供了膝部支撑，设置有挡腿组件，如图1和图3所示，所述的挡腿组

件包括支撑杆件一171，支撑杆件二172，支撑架173，伸缩调节杆174和两个挡腿垫175，所述

的支撑杆件一171与所述的支撑杆件二172两端通过螺栓与所述的中间支撑管11固定连接，

所述的支撑杆件一171与所述的支撑杆件二172可滑动地嵌套连接，所述的支撑架173固连

在支撑杆件一171上，伸缩调节杆174可滑动地连接在所述的支撑架173一端，两个挡腿垫

174可滑动地连接在伸缩调节杆174上。具体来讲，通过调节伸缩调节杆的伸缩长度调节人

体腿部位置来适应不同腿长的人，并通过梅花手柄螺钉固定，同时调节两个挡腿垫与伸缩

调节杆的左右位置，来调节腿部间距，保证人体站立舒适位置，两个挡腿垫同时还可以给与

腿部支撑，辅助站立。

[0029] 进一步地，为适应不同体型的人群使用，提高本发明型的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的

适应性，本发明型的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的底架可以改变长度。底架长度的伸缩采用内外

管套接配合螺钉的方式，或者采用内外管插拔涨紧式等多种方式实现，本发明型的多功能

转移助行辅具仅以螺钉调节作为示例进行说明。如图1和图2所示，所述的底架1包括两个纵

向支撑架和可伸缩的横向连接板12，所述的两个纵向支撑架包括前端支撑管12，后端支撑

管13，所述的前端支撑管12和后端支撑管13可滑动的套接在中间支撑管11上，所述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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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管上设置有多个等距的螺纹孔，所述的中间支撑管11两端分别设置有锁定螺钉111，与

所述的螺纹孔配合固定。具体来讲，当需要调整底架长度时，松开锁定螺钉，将前端支撑管

和后端支撑管向外拉开或向内推进，拧紧中间支撑管上的锁定螺钉，实现底架的长度改变。

[0030] 进一步地，本发明型的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还可以改变宽度以适应不同体型的人

群，如图1和图4所示，所述的可伸缩的底架横向连接板14包括外板141和内板142，所述的外

板141可滑动地套接在所述的内板142上，所述的外板141和内板142通过螺钉固定设置在所

述的中间支撑管11上，伸缩电动推杆143两端分别固定设置在所述的外板141和所述的内板

142上，同样，所述的转动臂支撑架3的横向连接板32与底架横向连接板14结构相同。当本发

明型的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进行宽度调节时，同时驱动两个电动推杆调整底架横向连接板

和转动臂支撑架横向连接板上的内外板的相对位置，实现宽度的调节，从而适应不同胖瘦

的人群。

[0031] 将老年人或患者从坐姿到站姿转换后，本发明型的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处于助行

态。为了方便行走训练，本发明型的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设置了扶手臂，如图1和图5所示，

所述的转动臂支撑架3上设置有扶手臂35，所述的扶手臂35包括扶手杆351，扶手杆套352，

扶手海绵353和梅花手柄螺钉354，所述的扶手杆套352与所述的转动臂支撑架3固定连接，

所述的扶手杆351为向外呈弧形弯折的弯管且底端设置有多个螺纹孔，与所述的扶手杆套

352通过梅花手柄螺钉354固定或伸缩调节。需要助行时，首先松开梅花手柄螺钉，调整扶手

杆伸出长度到合适位置，然后将梅花手柄螺钉锁紧，以便为不同人群的手臂提供稳固支撑，

帮助使用者行走训练。

[0032] 优选地，为提高本发明型的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在助行时的平稳性及安全性，本

发明型的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设置有平衡载轮，如图2和图6所示，所述的前端支撑管12设

置有平衡载轮，所述的平衡载轮121设置有两个固定脚轮1211，所述的固定脚轮1211上设置

有平衡杆1212，平衡架1213通过销轴可转动的设置在所述的平衡杆1212中间位置，两个弹

簧1214设置在所述的平衡杆1212与所述的平衡架1213两边。由于两边弹簧力的作用平衡杆

处于水平，平衡架一直保持在竖直态，当路面凹凸不平时，平衡架倾斜使一端弹簧受拉一端

弹簧受压，保证固定脚轮都能与地面接触使整体平稳，回到平整路面后，弹簧力作用使平衡

杆恢复水平，以达到整体的平稳性及安全性。

[0033] 进一步地，为提高步行训练效果，本发明型的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设置有直行转

换装置可以直行，如图1和图7所示，所述的后端支撑管13设置有可锁定的万向载轮131，所

述可锁定的万向载轮131设置有直行转换装置1311，所述的直行转换装置1311包括支撑板

13111，脚踏杆13112和带有弹簧的插杆13113，所述的支撑板13111上开有直行插槽，所述的

脚踏杆13112可转动地设置在后端支撑管13上，所述的带有弹簧的插杆13113固定设置在脚

踏杆13112上。具体来说，当使用者需要直行时，踩下脚踏杆带动有弹簧的插杆插进支撑板

上的直行插槽，从而将万向轮锁定在直行态，实现直行行走训练。

[0034] 为适应不同康复阶段人群使用，进一步调高康复锻炼效果，本发明型的多功能转

移助行辅具设置有阻力转换装置，如图1和图8所示，所述的万向载轮131上设置有阻力转换

装置1312，所述的阻力转换装置1312包括阻力壳13121，阻力圈13122，阻力片13123和三个

锁紧螺钉13124，所述的阻力壳13121固定设置在万向载轮131上，所述的阻力圈13122和所

述的阻力片13123嵌套在所述的阻力壳13121内，所述的三个锁紧螺钉13124可旋转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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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阻力壳13121上，所述的万向载轮131上设置有阻力盘13125。具体来说，正常态下锁紧螺

钉与阻力圈接触，阻力圈和阻力片接触，阻力片与阻力盘接触，通过调节阻力壳上的三个锁

紧螺钉的锁紧长度来调节阻力片和阻力盘之间的压紧力，从而调节万向轮的阻力大小，为

不同康复阶段人群调高康复锻炼效果。

[0035] 综上所述，本发明型的多功能转移助行辅具，结构简洁，能良好地保持使用者的平

衡。针对老年人或者由心脑血管疾病、脊椎损伤等引起的诸多肢体瘫痪、下肢无力、下肢前

伸不佳、重心移动不能平衡等具有下肢功能障碍的患者，使其方便地进行从坐姿到站姿的

位姿变换，以及从床上转移到沙发、轮椅等的转移，并且帮助其行走锻炼。本发明型的多功

能转移助行辅具通过平行四边形机构的转动可以实现人体前倾动作，通过两组交叉连接的

升降杆可以实现升降，升降杆和平行四边形机构配合可以按照人起立的预定轨迹，实现从

坐姿到站姿的转换，完成站立动作，通过横向连接板的伸缩，实现整体装置的宽度调节，通

过转动臂支撑架上的扶手臂推动装置，帮助使用者助行锻炼。本装置可以减轻照护人员的

劳动强度，减少照护人员的数量，帮助老年人和患者进行转移和康复训练等，改善身体机

能，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003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

润饰也应视为本发明型的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210872838 U

8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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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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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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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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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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