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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改善体位性低血压的

装置，该装置的拍打机构安装在起立床上方和患

者腿部对应的位置，拍打机构通过电机和齿轮驱

动菱形凸轮转动，拉簧为两拍打杆提供相向摆动

的拉力，菱形凸轮转动通过驱动板推动两拍打杆

间歇性向内摆动，因此两拍打杆下端的拍打板能

够间歇相向运动来拍打患者的腿部肌肉；滑动支

架上的电机通过齿轮和齿条驱动电机支座沿着

滑轨移动，电机支座和拍打机构沿着病床的长度

方向来回滑动，因此拍打机构的拍打板能够沿着

患者腿部进行不断的上下拍打；该装置替代了人

工用手拍打揉捏的方式，减少了陪护人员数量，

降低了人力成本，并且拍打力度持久，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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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改善体位性低血压的装置，包括起立床、通过滑动支架安装在起立床上方的拍

打机构，其特征在于：

滑动支架竖向的固定连接在起立床的一侧，滑动支架的上方设有支撑板，该支撑板的

内侧面沿长度方向固定连接有一条滑轨和一根齿条，滑轨和齿条的长度相同且滑轨位于齿

条的上方，滑轨上滑动连接有滑块，该滑块的侧面固定连接有电机支座，电机支座上固定连

接有竖向的电机甲，电机的轴向下伸出电机支座且伸出部分套装有齿轮甲与齿条啮合；

拍打机构包括拍打支架、两根相同的拍打杆，拍打支架的上部设有支撑立柱，支撑立柱

通过支撑横杆和电机支座的端面固定连接，拍打支架的下部向下倾斜的设有互相平行的电

机支板和拍打支板，电机支板位于拍打支板的上方，两拍打杆的上端共同铰接在拍打支板

上部的竖轴上，拍打支板下部的竖轴上转动连接有位于拍打杆上方的菱形凸轮，菱形凸轮

的上表面中心设有齿轮丙，拍打支板上垂直的固定连接有电机乙，电机乙向下伸出的轴上

套装有齿轮乙和菱形凸轮上的齿轮丙啮合；两拍打杆上部的上表面均沿长度方向垂直的固

定连接有驱动板，菱形凸轮的侧面和两驱动板接触，拍打板的中部的上表面设有挂接头，两

拍打板上的挂接头之间挂有横向的拉簧，两拍打板的下端均设有拍打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善体位性低血压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拍打板的内

侧面设有柔性包覆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善体位性低血压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立柱和

支撑横杆的连接处设有加强板，支撑立柱和电机支板的连接处设有加强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善体位性低血压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起立床的

侧面固定连接有套筒，滑动支架两侧的支腿匹配的套入在两套筒内，套筒中部的螺纹孔内

插入有紧定螺钉。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善体位性低血压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挂接头设

为多个，多个挂接头均布在拍打杆的上表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善体位性低血压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板的外

侧面和拍打杆的上表面之间设有加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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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体位性低血压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改善体位性低血压的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体位性低血压又叫直立性脱虚，是由于体位的改变，如从平卧位突然转为直立，或

长时间站立发生的脑供血不足引起的低血压。在医院长期卧床的患者，当他们处于站立体

位时，会出现血压降低，造成头晕、恶心甚至休克等症状，上述症状是脊髓损伤患者最常见

的康复障碍之一。

[0003] 目前通常通过能够自动调节的电动起立床使患者逐渐适应站立体位。但是，只依

靠电动起立床进行适应站立体位的训练对很多患者来说效果甚微，通过大量的临床经验发

现，患者在起立床上站立的过程中，不断的上下拍打揉捏患者腿部肌肉，能够促进患者的血

液循环，增加回心血量，可以极大的改善体位性低血压的症状，缩短患者的适应时间。目前，

对患者腿部的拍打揉捏是通过医护人员不断用双手操作，这种方式耗费了医护人员大量体

力，并且长时间拍打揉捏的效果不好，另外，患者的适应训练过程中需要多位医护人员同时

陪护，人力成本高，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替代人工的装置来帮助患者进行站立体位的适应

训练。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改善体位性低血压的装置。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改善体位性低血压的装置，包括起立床、通过滑动

支架安装在起立床上方的拍打机构，其特征在于：

[0006] 滑动支架竖向的固定连接在起立床的一侧，滑动支架的上方设有支撑板，该支撑

板的内侧面沿长度方向固定连接有一条滑轨和一根齿条，滑轨和齿条的长度相同且滑轨位

于齿条的上方，滑轨上滑动连接有滑块，该滑块的侧面固定连接有电机支座，电机支座上固

定连接有竖向的电机甲，电机的轴向下伸出电机支座且伸出部分套装有齿轮甲与齿条啮

合；

[0007] 拍打机构包括拍打支架、两根相同的拍打杆，拍打支架的上部设有支撑立柱，支撑

立柱通过支撑横杆和电机支座的端面固定连接，拍打支架的下部向下倾斜的设有互相平行

的电机支板和拍打支板，电机支板位于拍打支板的上方，两拍打杆的上端共同铰接在拍打

支板上部的竖轴上，拍打支板下部的竖轴上转动连接有位于拍打杆上方的菱形凸轮，菱形

凸轮的上表面中心设有齿轮丙，拍打支板上垂直的固定连接有电机乙，电机乙向下伸出的

轴上套装有齿轮乙和菱形凸轮上的齿轮丙啮合；两拍打杆上部的上表面均沿长度方向垂直

的固定连接有驱动板，菱形凸轮的侧面和两驱动板接触，拍打板的中部的上表面设有挂接

头，两拍打板上的挂接头之间挂有横向的拉簧，两拍打板的下端均设有拍打板。

[0008] 优选的，所述拍打板的内侧面设有柔性包覆体。

[0009] 优选的，所述支撑立柱和支撑横杆的连接处设有加强板，支撑立柱和电机支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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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处设有加强板。

[0010] 优选的，所述起立床的侧面固定连接有套筒，滑动支架两侧的支腿匹配的套入在

两套筒内，套筒中部的螺纹孔内插入有紧定螺钉。

[0011] 优选的，所述的挂接头设为多个，多个挂接头均布在拍打杆的上表面。

[0012] 优选的，所述驱动板的外侧面和拍打杆的上表面之间设有加强板。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是：本实用新型的拍打机构安装在起立床上方和患者

腿部对应的位置，拍打机构通过电机和齿轮驱动菱形凸轮转动，拉簧为两拍打杆提供相向

摆动的拉力，菱形凸轮转动通过驱动板推动两拍打杆间歇性向内摆动，因此两拍打杆下端

的拍打板能够间歇相向运动来拍打患者的腿部肌肉；滑动支架上的电机通过齿轮和齿条驱

动电机支座沿着滑轨移动，电机支座和拍打机构沿着病床的长度方向来回滑动，因此拍打

机构的拍打板能够沿着患者腿部进行不断的上下拍打；该装置替代了人工用手拍打揉捏的

方式，减少了陪护人员数量，降低了人力成本，并且拍打力度持久，效果更好。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图1的局部放大图；

[0016] 图3是图1中齿轮、电机、齿条、滑轨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是本实用新型拍打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是本实用新型拍打机构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7是图6的A‑A向剖视图。

[0021] 图中，01.起立床、11.套筒、12.紧定螺钉、02.滑动支架、21.支撑板、22.滑轨、23.

齿条、24.电机支座、25.滑块、26.电机甲、27.齿轮甲、03.拍打机构、31.拍打支架、311.支撑

立柱、312.电机支板、313.拍打支板、32.拍打杆、321 .驱动板、322.挂接头、323.拍打板、

324.加强板、33.支撑横杆、34.竖轴、35.菱形凸轮、351.齿轮丙、36.电机乙、361.齿轮乙、

37.拉簧、38.柔性包覆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实施例一，参见说明书附图1  ‑  7，一种改善体位性低血压的装置，包括起立床、通

过滑动支架安装在起立床上方的拍打机构；

[0023] 滑动支架竖向的固定连接在起立床的一侧，滑动支架的上方设有支撑板，该支撑

板的内侧面沿长度方向固定连接有一条滑轨和一根齿条，滑轨和齿条的长度相同且滑轨位

于齿条的上方，滑轨上滑动连接有滑块，该滑块的侧面固定连接有电机支座，电机支座上固

定连接有竖向的电机甲，电机的轴向下伸出电机支座且伸出部分套装有齿轮甲与齿条啮

合，电机通过齿轮齿条驱动电机支座沿着滑轨移动；

[0024] 拍打机构包括拍打支架、两根相同的拍打杆，拍打支架的上部设有支撑立柱，支撑

立柱通过支撑横杆和电机支座的端面固定连接，拍打支架的下部向下倾斜的设有互相平行

的电机支板和拍打支板，电机支板位于拍打支板的上方，两拍打杆的上端共同铰接在拍打

支板上部的竖轴上，拍打支板下部的竖轴上转动连接有位于拍打杆上方的菱形凸轮，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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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轮的上表面中心设有齿轮丙，拍打支板上垂直的固定连接有电机乙，电机乙向下伸出的

轴上套装有齿轮乙和菱形凸轮上的齿轮丙啮合，齿轮乙驱动齿轮丙转动，菱形凸轮和齿轮

丙共同转动；两拍打杆上部的上表面均沿长度方向垂直的固定连接有驱动板，菱形凸轮的

侧面和两驱动板接触，拍打板的中部的上表面设有挂接头，两拍打板上的挂接头之间挂有

横向的拉簧，菱形凸轮转动通过驱动板推动两拍打杆摆动，两拍打板的下端均设有拍打板，

所述拍打板的内侧面设有柔性包覆体，柔性包覆体使患者腿部受力更加均匀，拍打时较为

舒适，不会引起肌肉的疼痛。

[0025] 所述支撑立柱和支撑横杆的连接处设有加强板，支撑立柱和电机支板的连接处设

有加强板，所述驱动板的外侧面和拍打杆的上表面之间设有加强板，各加强板增强了整个

装置的结构强度。

[0026] 所述起立床的侧面固定连接有套筒，滑动支架两侧的支腿匹配的套入在两套筒

内，套筒中部的螺纹孔内插入有紧定螺钉，因此整个装置可以方便的在起立床上安装或拆

卸，不影响起立床正常使用。

[0027] 所述的挂接头设为多个，多个挂接头均布在拍打杆的上表面，每个患者能够接受

的拍打力度不同，不同阶段对患者腿部施加的拍打力也不同，可以通过拉簧的挂接位置或

更换不同弹力的拉簧调整拍打机构的拍打力度。

[0028]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过程是：

[0029] 患者躺在起立床上进行站立体位训练时，先将患者固定在训练床上，并将患者的

腿部和拍打机构的两拍打板对应，然后驱动起立床缓缓升起，升起的过程中，拍打机构通过

电机和齿轮驱动菱形凸轮转动，拉簧为两拍打杆提供相向摆动的拉力，菱形凸轮转动会通

过驱动板推动两拍打杆间歇性向内摆动，拍打杆下端的拍打板间歇相向运动来拍打患者的

腿部肌肉；

[0030] 拍打的同时，滑动支架上的电机通过齿轮和齿条驱动电机支座沿着滑轨移动，电

机支座连同拍打机构沿着病床的长度方向来回滑动，拍打机构的两拍打板沿着患者腿部进

行不断的上下拍打；该装置替代了人工用手拍打揉捏方式，减少了陪护人员数量，降低了人

力成本，并且拍打力度持久，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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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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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说　明　书　附　图 2/7 页

7

CN 215230096 U

7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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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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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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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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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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