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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膝肩关节同练康复装置，有

效的解决了目前关节炎康复锻炼设备功能不完

善，适应性差的问题；解决的技术方案包括底座，

底座上安装有两组脚踏单元，每组脚踏单元包括

两根竖直的导向杆和一个穿在导向杆上的踏板，

踏板与底座之间安装有压簧，底座上安装有一个

位于两组脚踏单元之间的第一齿轮，第一齿轮的

左右表面上均安装有一个垂直于第一齿轮表面

的横杆，每个横杆均偏心布置，每个踏板的内侧

均开有一个沿前后方向的滑槽，两个横杆的外端

分别置于同侧的滑槽内，还包括两根牵引绳，两

根牵引绳前端分别固定在两个踏板上，后端均经

导线装置绕至座板的后侧且相互交叉；本发明能

实现膝肩同练，具有多种锻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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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膝肩关节同练康复装置，包括水平的底座（1），其特征在于，底座（1）上设有一根

竖直的立柱（2），立柱（2）上端安装有水平的座板（3），底座（1）上安装有两组脚踏单元，两组

脚踏单元左右对称布置，每组脚踏单元包括两根竖直的导向杆（4）和一个水平的踏板（5），

踏板（5）穿在两个导向杆（4）上且可上下滑动，踏板（5）与底座（1）之间安装有压簧（6），底座

（1）上安装有一个位于两组脚踏单元之间的第一齿轮（7），第一齿轮（7）的左右表面上均安

装有一个垂直于第一齿轮（7）表面的横杆（8），每个横杆（8）均偏心布置且两个横杆（8）在第

一齿轮（7）上的投影位置关于第一齿轮（7）圆心中心对称，每个踏板（5）的内侧均开有一个

沿前后方向的滑槽（9），两个横杆（8）的外端分别置于同侧的滑槽（9）内，第一齿轮（7）转动

可通过两个横杆（8）带动两个踏板（5）上下移动；

还包括两组牵引机构，每组牵引机构包括一根牵引绳（10）和一个拉环（11），两根牵引

绳（10）各自的前端分别固定在两个踏板（5）上，两根牵引绳（10）的后端均经导线装置绕至

座板（3）的后侧且相互交叉，两个拉环（11）分别固定在两根牵引绳（10）的后端；

所述的导线装置包括沿牵引绳（10）路径设置在底座（1）上和靠背（14）后表面的多个限

位环（15），牵引绳（10）依次穿过限位环（15）绕至靠背（14）的后侧，还包括两个分别安装与

两侧的导向杆（4）上端的转向轮（16），牵引绳（10）的前端从上侧绕过转向轮（16）然后固定

在踏板（5）上；靠背（14）上的限位环（15）包括左右对称布置的两组，每组包括矩形均布的多

个。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膝肩关节同练康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齿轮

（7）啮合有一个第二齿轮（12），第二齿轮（12）连接有驱动电机（1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膝肩关节同练康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两个横杆

（8）可拆卸的安装在第一齿轮（7）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膝肩关节同练康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立柱（2）为

一个气动伸缩杆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膝肩关节同练康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座板（3）可

转动的安装在立柱（2）的上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膝肩关节同练康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座板（3）上

安装有一个靠背（14），靠背（14）的下端铰接在座板（3）上且设有锁紧螺钉。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膝肩关节同练康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牵引绳（10）

具有弹性。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膝肩关节同练康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靠背（14）上

经弹簧安装有一个头枕（17），头枕（17）的后表面安装有左中右排布的三个挂钩（18），拉环

（11）可挂在挂钩（1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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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膝肩关节同练康复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康复器械领域，具体是一种膝肩关节同练康复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关节炎是全世界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主要是关节的软骨退化或者结缔组织发

炎，导致关节疼痛从而干扰关节的正常运动；膝关节炎和肩关节炎是常发于老年人和重体

力劳动者人群的两种关节炎类型，两者有一定的相关性，目前对关节炎的治疗有药物、手术

及物理运动康复等。

[0003] 当代关节炎的运动康复主要有徒手操和专用运动康复器械两大类：

[0004] 1.徒手操

[0005] 由专业医师编制徒手操动作，由患者练习。这种康复方法的缺陷在于：其动作往往

是站姿，而患病的中老年人膝盖损伤情况无法进行长时间的站立，同时中老年人当中体重

超重情况普遍，站立时膝盖承受全部的自身重量，不同体重和病情的人用同一套徒手操，无

法产生相同的效果；

[0006] 同时肩关节炎主要由长期负重劳动或伏案工作产生，其产生的病理位置不同（如

长期抬、扛、拉的工人与做文字工作的人的肩关节损伤不同），徒手操的动作难以兼顾不同

的病因，而如果重复练习引发疾病的动作，可能加重病情。

[0007] 2.运动康复器械

[0008] 现有技术中出现了多种针对关节炎患者的运动康复需要而设计的产品，比如：

[0009] CN206026964U多功能风湿关节炎运动康复机

[0010] 其使用时要求患者站立、跑步，而一般膝关节炎患者不具备行走、跑步练习的身体

条件（跑步对膝盖冲击较大）；

[0011] CN107335182A一种类风湿关节炎运动康复辅助机

[0012] 其采用仰卧式姿势，由使用者用手搅动绞盘带动下肢运动，达到活动的目的，然而

要求患者躺倒后使用，举高手摇圆盘，体力消耗较大，并且仅能带动下肢轻微活动，无法练

习下肢力量；

[0013] CN109481237A一种膝关节炎患者康复装置

[0014] 该装置为坐姿，用电机等驱动齿轮组，形成往复运动，将患者的下肢放入往复运动

构件当中随动，仅有使肢体活动的功能，无法起到锻炼康复的目的

[0015] 3.针对中老年人，其体力无法支持其长时间站立或推动机械机构，康复动作需要

一定的阻力，但阻力不宜过大；同时对于中老年患者，其需要康复的动作主要是上下楼、坐

下起立、躺下起身等日常生活中实际需要的动作，现有技术中未出现满足上述要求的关节

炎运动康复装置，并且现有技术中的装置仅适用于一个病区与膝部，对于常伴生的肩关节

炎、腰部疾病仍需要其他的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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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16] 针对上述情况，为克服现有技术之缺陷，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膝肩关节同练康复装

置，有效的解决了目前关节炎康复锻炼设备功能不完善，适应性差的问题。

[0017] 其解决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膝肩关节同练康复装置，包括水平的底座，底座上设有

一根竖直的立柱，立柱上端安装有水平的座板，底座上安装有两组脚踏单元，两组脚踏单元

左右对称布置，每组脚踏单元包括两根竖直的导向杆和一个水平的踏板，踏板穿在两个导

向杆上且可上下滑动，踏板与底座之间安装有压簧，底座上安装有一个位于两组脚踏单元

之间的第一齿轮，第一齿轮的左右表面上均安装有一个垂直于第一齿轮表面的横杆，每个

横杆均偏心布置且两个横杆在第一齿轮上的投影位置关于第一齿轮圆心中心对称，每个踏

板的内侧均开有一个沿前后方向的滑槽，两个横杆的外端分别置于同侧的滑槽内，第一齿

轮转动可通过两个横杆带动两个踏板上下移动；

[0018] 还包括两组牵引机构，每组牵引机构包括一根牵引绳和一个拉环，两根牵引绳各

自的前端分别固定在两个踏板上，两根牵引绳的后端均经导线装置绕至座板的后侧且相互

交叉，两个拉环分别固定在两根牵引绳的后端。

[0019] 本发明能实现膝肩同练，并且具有多种锻炼模式，能适应各种身体情况和病情的

患者。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图一。

[0021] 图2为本发明的立体图二。

[0022] 图3为本发明的立体图三。

[0023] 以上图1图2中头枕未画出。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出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5] 由图1至图3给出，本发明包括水平的底座1，底座1上设有一根竖直的立柱2，立柱2

上端安装有水平的座板3，底座1上安装有两组脚踏单元，两组脚踏单元左右对称布置，每组

脚踏单元包括两根竖直的导向杆4和一个水平的踏板5，踏板5穿在两个导向杆4上且可上下

滑动，踏板5与底座1之间安装有压簧6，底座1上安装有一个位于两组脚踏单元之间的第一

齿轮7，第一齿轮7的左右表面上均安装有一个垂直于第一齿轮7表面的横杆8，每个横杆8均

偏心布置且两个横杆8在第一齿轮7上的投影位置关于第一齿轮7圆心中心对称，每个踏板5

的内侧均开有一个沿前后方向的滑槽9，两个横杆8的外端分别置于同侧的滑槽9内，第一齿

轮7转动可通过两个横杆8带动两个踏板5上下移动；

[0026] 还包括两组牵引机构，每组牵引机构包括一根牵引绳10和一个拉环11，两根牵引

绳10各自的前端分别固定在两个踏板5上，两根牵引绳10的后端均经导线装置绕至座板3的

后侧且相互交叉，两个拉环11分别固定在两根牵引绳10的后端。

[0027] 所述的第一齿轮7啮合有一个第二齿轮12，第二齿轮12连接有驱动电机13。

[0028] 所述的两个横杆8均经滑键可拆卸的插装在第一齿轮7上。

[0029] 所述的立柱2为一个气动伸缩杆结构，从而可调节座板3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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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所述的座板3可转动的安装在立柱2的上端，患者可配合做扭腰动作。

[0031] 所述的座板3上安装有一个靠背14，靠背14的下端铰接在座板3上且设有锁紧螺

钉，从而可调节靠背14的后仰角度；某些患有严重的腰部疾病无法久坐的患者，该方案可以

使其半躺使用。

[0032] 所述的导线装置包括沿牵引绳10路径设置在底座1上和靠背14后表面的多个限位

环15，牵引绳10依次穿过限位环15绕至靠背14的后侧，还包括两个分别安装与两侧的导向

杆4上端的转向轮16，牵引绳10的前端从上侧绕过转向轮16然后固定在踏板5上。

[0033] 所述的牵引绳10具有弹性，所述的每个踏板5的侧面均安装有一个可将其锁定在

导向杆4上的锁紧螺钉，这样可以在腿部不动的情况下，只练手臂的反旋牵引绳10动作，这

就变成只康复肩关节炎的装置。

[0034] 所述的靠背14上的限位环15包括左右对称布置的两组，每组包括矩形均布的多

个。

[0035] 所述的靠背14上经弹簧安装有一个头枕17，头枕17的后表面安装有左中右排布的

三个挂钩18，拉环11可挂在挂钩18上。

[0036] 本发明的使用方法如下：

[0037] 患者需要主动锻炼时，从第一齿轮7上取下两个横杆8，患者坐在座板3上，双脚交

替下踏相应的踏板5，压簧6提供阻力，同时踏板5向下拉扯牵引绳10，患者双臂摆至身后拉

住手环，牵引绳10使患者双臂向背后作“反旋臂”动作，“反旋臂”动作即手臂半垂，外张，并

向身后摆动的动作，这一动作几乎不会在劳动中用到，因此不会加重患者病情，可以适应任

何工种造成的肩部损伤；其中踩踏板5模拟的是上楼、上台阶的动作，针对中老年人的需要

进行针对性练习。

[0038] 当双手不拉拉环11时，该机构可以只练下肢，也可以只练单脚，也可以只练一侧的

上肢+另一侧的下肢；将踏板5锁紧单纯的提拉牵引绳10可只锻炼肩关节，因此多练形式多

种多样。

[0039] 所述的牵引绳10从下至上穿过靠背14上的限位环15，可以任意选择路径以便调节

长度，最后从最上一排特定的勾上出来，如果从最外侧的限位环15穿出，就对应双臂向外张

开角度较大的“反旋臂”动作，如果从最内侧的限位环15穿出，就对双臂向外张开角度较小

的“反旋臂”动作，如果从中间某个限位环15穿出，手臂的外开程度就界于两者之间。

[0040] 当需要锻炼颈关节时，可将两个拉环11挂在头枕17上的挂钩18上，通过踩踏板5使

头枕17向所需的角度偏转或后仰，如果两个拉环11分别挂在左右两个挂钩18上，则牵引绳

10会拉动头枕17左右偏转，如果两个拉环11都挂在中间的挂钩18上，则牵引绳10拉动头枕

17后仰，进行“膝颈同练”。

[0041] 当踏板5阻力不足或患者有能力使用更大力量时，可以通过手拽拉环11的方式增

加阻力，提高运动效果。

[0042] 当患者膝关节不能自主用力，需要被动活动时，将两个横杆8装上，启动驱动电机

13，驱动电机13通过第二齿轮12带动第一齿轮7转动，第一齿轮7带动两个横杆8转动，两个

偏心安装的横杆8通过两个滑槽9带动两个踏板5交替上下运动，从而带动患者的腿部被动

的上下活动。

[004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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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1.患者不用负担自体的重量；

[0045] 2.膝关节与肩关节、颈部的活动联动，并兼顾腰部的运动；

[0046] 3.所锻炼的是“上楼梯动作”、“坐下站起动作”和“躺下坐起”动作，是中老年患者

实际需要的动作；其上肢提供的活动是精确的反旋臂动作，对肩关节炎的康复很有帮助。某

些健身器材也提供手臂的拉绳阻力练习，但其练习的动作反而是诱发肩关节炎的拉、提、扩

胸等动作。该方案通过多个限位件，使患者仅活动正常劳动不会涉及的“反旋臂”动作，避免

加重病情，提高康复效果。

[0047] 4.运动方式灵活，可单脚，双脚，单手，双手，双手双脚等

[0048] 5.对重症患者也提供电机辅助运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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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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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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