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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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1291067.X

(22)申请日 2019.08.11

(73)专利权人 日照市中医医院

地址 276800 山东省日照市望海路35号日

照市中医医院骨伤五科

(72)发明人 范丽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中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640

代理人 商金婷

(51)Int.Cl.

A61H 7/00(2006.01)

A61H 1/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骨科护理理疗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骨科护理理疗设备，

包括座椅，其特征是：所述座椅的竖板上设置有

方槽一，所述方槽一内设置有圆杆一，所述圆杆

一的两侧分别固定连接所述座椅的竖板，所述座

椅的横板上设置有对称的方槽二，对称的所述方

槽二内分别设置有圆杆二，对称的所述圆杆二的

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所述座椅的横板，所述座椅的

下侧固定连接U形杆的竖杆，一个所述U形杆的竖

杆端部设置有方孔，所述座椅上设置有理疗机

构。本实用新型涉及护理器械领域，具体地讲，涉

及一种骨科护理理疗设备。本实用新型为骨科护

理理疗设备，有利于实现骨科护理理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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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骨科护理理疗设备，包括座椅(1)，其特征是：所述座椅(1)的竖板上设置有方槽

一(2)，所述方槽一(2)内设置有圆杆一(4)，所述圆杆一(4)的两侧分别固定连接所述座椅

(1)的竖板，所述座椅(1)的横板上设置有对称的方槽二(14)，对称的所述方槽二(14)内分

别设置有圆杆二(6)，对称的所述圆杆二(6)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所述座椅(1)的横板，所述

座椅(1)的下侧固定连接U形杆(12)的竖杆，一个所述U形杆(12)的竖杆端部设置有方孔

(15)，所述座椅(1)上设置有理疗机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骨科护理理疗设备，其特征是：所述理疗机构包括电机(13)，

所述电机(13)固定连接所述U形杆(12)的横杆中部，所述电机(13)的输出轴固定连接圆盘

(22)的下侧中心，所述圆盘(22)的上侧偏心处固定连接圆杆五(25)的一端，所述圆杆五

(25)设置在方杆二(19)的直口槽(21)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骨科护理理疗设备，其特征是：所述方杆二(19)的两端分别固

定连接滑块二(8)，对称的所述滑块二(8)分别设置在对应的所述方槽二(14)内，对称的所

述圆杆二(6)分别穿过对应的所述滑块二(8)，对称的所述滑块二(8)的上侧分别铰接齿轮

(20)的中心轴，所述齿轮(20)中心轴的上端铰接按摩盘(7)的下侧中心，对称的所述按摩盘

(7)的上侧分别固定连接一组均匀分布的按摩块二(18)，所述座椅(1)对应对称的所述方槽

二(14)分别固定连接回形杆(5)，每个所述回形杆(5)分别固定连接齿条(9)，对称的所述齿

条(9)的下侧分别固定连接所述座椅(1)，对称的所述齿轮(20)分别啮合对应的所述齿条

(9)。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骨科护理理疗设备，其特征是：所述方杆二(19)一侧中部固定

连接方杆三(24)的一端，所述方杆三(24)穿过所述方孔(15)，所述方杆三(24)的另一端固

定连接圆杆四(23)。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骨科护理理疗设备，其特征是：所述圆杆四(23)的两端分别铰

接连杆(11)的一端，对称的所述连杆(11)的另一端分别铰接圆杆三(17)的一端，所述圆杆

三(17)的中部固定连接方杆一(10)的一端，所述方杆一(10)的另一端一侧固定连接滑块一

(3)。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骨科护理理疗设备，其特征是：所述滑块一(3)设置在所述方

槽一(2)内，所述圆杆一(4)分别穿过所述滑块一(3)，所述滑块一(3)的一侧固定连接一组

均匀分布的按摩块一(16)。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0932615 U

2



一种骨科护理理疗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护理器械领域，具体地讲，涉及一种骨科护理理疗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骨科学又称矫形外科学。是医学的一个专业或学科，专门研究骨骼肌肉系统的解

剖、生理与病理，运用药物、手术及物理方法保持和发展这一系统的正常形态与功能，以及

治疗这一系统的伤病。骨科学又称矫形外科学。是医学的一个专业或学科，专门研究骨骼肌

肉系统的解剖、生理与病理，运用药物、手术及物理方法保持和发展这一系统的正常形态与

功能，以及治疗这一系统的伤病。在骨科疾病治疗的过程中，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后期

的康复护理理疗。骨科病人长时间得不到锻炼，特别是长期卧床的病人，血液循环不畅，不

利于患者的恢复。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设备骨科护理理疗按摩，促进血液循环。此为，现有技

术的不足之处。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骨科护理理疗设备，有利于实现骨科护

理理疗。

[0004] 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实现发明目的：

[0005] 一种骨科护理理疗设备，包括座椅，其特征是：所述座椅的竖板上设置有方槽一，

所述方槽一内设置有圆杆一，所述圆杆一的两侧分别固定连接所述座椅的竖板，所述座椅

的横板上设置有对称的方槽二，对称的所述方槽二内分别设置有圆杆二，对称的所述圆杆

二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所述座椅的横板，所述座椅的下侧固定连接U形杆的竖杆，一个所述

U形杆的竖杆端部设置有方孔，所述座椅上设置有理疗机构。

[0006]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限定，所述理疗机构包括电机，所述电机固定连接所述U

形杆的横杆中部，所述电机的输出轴固定连接圆盘的下侧中心，所述圆盘的上侧偏心处固

定连接圆杆五的一端，所述圆杆五设置在方杆二的直口槽内。

[0007]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限定，所述方杆二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滑块二，对称的

所述滑块二分别设置在对应的所述方槽二内，对称的所述圆杆二分别穿过对应的所述滑块

二，对称的所述滑块二的上侧分别铰接齿轮的中心轴，所述齿轮中心轴的上端铰接按摩盘

的下侧中心，对称的所述按摩盘的上侧分别固定连接一组均匀分布的按摩块二，所述座椅

对应对称的所述方槽二分别固定连接回形杆，每个所述回形杆分别固定连接齿条，对称的

所述齿条的下侧分别固定连接所述座椅，对称的所述齿轮分别啮合对应的所述齿条。

[0008]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限定，所述方杆二一侧中部固定连接方杆三的一端，所

述方杆三穿过所述方孔，所述方杆三的另一端固定连接圆杆四。

[0009]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限定，所述圆杆四的两端分别铰接连杆的一端，对称的

所述连杆的另一端分别铰接圆杆三的一端，所述圆杆三的中部固定连接方杆一的一端，所

述方杆一的另一端一侧固定连接滑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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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限定，所述滑块一设置在所述方槽一内，所述圆杆一分

别穿过所述滑块一，所述滑块一的一侧固定连接一组均匀分布的按摩块一。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和积极效果是：

[0012] (1)本装置设置有按摩盘，按摩盘上有按摩块二，按摩盘往复移动同时转动，对患

者下肢进行有效的按摩，促进下肢血液循环；

[0013] (2)本装置设置有滑块一，滑块一上设置有按摩块一，滑块一往复的移动，对患者

的背部进行往复的按摩，促进下肢血液循环；

[0014] (3)本装置设置有回形杆，其高度高于齿条及齿轮，防止齿条齿轮啮合伤害患者。

[0015] 本实用新型为骨科护理理疗设备，有利于实现骨科护理理疗。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一。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二。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局部立体结构示意图一。

[0019]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局部立体结构示意图二。

[0020]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局部立体结构示意图三。

[0021]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三。

[0022]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局部立体结构示意图四。

[0023] 图中：1、座椅，2、方槽一，3、滑块一，4、圆杆一，5、回形杆，6、圆杆二，7、按摩盘，8、

滑块二，9、齿条，10、方杆一，11、连杆，12、U形杆，  13、电机，14、方槽二，15、方孔，16、按摩块

一，17、圆杆三，18、按摩块二，19、方杆二，20、齿轮，21、直口槽，22、圆盘，23、圆杆四，24、方

杆三，25、圆杆五。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描述，但应当理解本

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受具体实施方式的限制。

[0025] 如图1-图7所示，本实用新型包括座椅1，所述座椅1的竖板上设置有方槽一2，所述

方槽一2内设置有圆杆一4，所述圆杆一4的两侧分别固定连接所述座椅1的竖板，所述座椅1

的横板上设置有对称的方槽二14，对称的所述方槽二14内分别设置有圆杆二6，对称的所述

圆杆二6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所述座椅1的横板，所述座椅1的下侧固定连接U形杆12的竖

杆，一个所述U形杆  12的竖杆端部设置有方孔15，所述座椅1上设置有理疗机构。

[0026] 所述理疗机构包括电机13，所述电机13固定连接所述U形杆12的横杆中部，所述电

机13的输出轴固定连接圆盘22的下侧中心，所述圆盘22的上侧偏心处固定连接圆杆五25的

一端，所述圆杆五25设置在方杆二19的直口槽21 内。

[0027] 所述方杆二19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滑块二8，对称的所述滑块二8分别设置在对应

的所述方槽二14内，对称的所述圆杆二6分别穿过对应的所述滑块二  8，对称的所述滑块二

8的上侧分别铰接齿轮20的中心轴，所述齿轮20中心轴的上端铰接按摩盘7的下侧中心，对

称的所述按摩盘7的上侧分别固定连接一组均匀分布的按摩块二18，所述座椅1对应对称的

所述方槽二14分别固定连接回形杆5，每个所述回形杆5分别固定连接齿条9，对称的所述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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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9的下侧分别固定连接所述座椅1，对称的所述齿轮20分别啮合对应的所述齿条9。

[0028] 所述方杆二19一侧中部固定连接方杆三24的一端，所述方杆三24穿过所述方孔

15，所述方杆三24的另一端固定连接圆杆四23。

[0029] 所述圆杆四23的两端分别铰接连杆11的一端，对称的所述连杆11的另一端分别铰

接圆杆三17的一端，所述圆杆三17的中部固定连接方杆一10的一端，所述方杆一10的另一

端一侧固定连接滑块一3。

[0030] 所述滑块一3设置在所述方槽一2内，所述圆杆一4分别穿过所述滑块一3，所述滑

块一3的一侧固定连接一组均匀分布的按摩块一16。

[0031] 所述按摩盘7、所述按摩块一16和所述按摩块二18的材料为橡胶。

[0032] 所述齿条9的上侧低于所述回形杆5的上侧。

[0033] 所述按摩盘7的下侧高于所述回形杆5的上侧。

[0034] 所述电机13的型号为优利德60KTYZ。

[0035] 本实用新型工作流程为：患者座在座椅1上，下肢接触按摩块二18，背部接触按摩

块一16，打开电机13，电机13带动圆盘22转动，圆盘22带动圆杆五25转动同时沿直口槽21移

动，圆杆五25带动方杆二19往复移动，方杆二  19带动滑块二8在方槽二14沿圆杆二6往复移

动，滑块二8带动齿轮20往复移动同时齿轮20与齿条9啮合转动，齿轮20带动按摩盘7往复移

动同时转动，按摩盘7带动按摩块二18往复移动同时转动，对下肢进行有效按摩，与此同时，

方杆二19带动方杆三24沿方孔15往复移动，方杆三24带动圆杆四23往复移动，圆杆四23带

动连杆11往复摆动，连杆11带动圆杆三17往复移动，圆杆三17带动方杆一10往复移动，方杆

一10带动滑块一3在方槽一2内沿圆杆一4往复移动，滑块一3带动按摩块一16往复移动，对

背部进行按摩。按摩一段时间，关闭电机13。

[0036] 以上公开的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具体实施例，但是，本实用新型并非局限于此，

任何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思之的变化都应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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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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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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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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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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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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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6/7 页

11

CN 210932615 U

11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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