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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椅可移动式下肢外骨骼康复训练装置

(57)摘要

一种座椅可移动式下肢外骨骼康复训练装

置，主要包括底座、座椅前后调节机构、座椅、机

械腿左右调节机构、两个机械腿固定台、两个机

械腿和配重控制箱。本发明由于设置了机械腿左

右调节机构，可通过调节两个机械腿之间的宽

度，满足髋关节宽窄不同的训练者的训练要求；

该结构结合座椅移动传动机构，在患者上装置前

使座椅移动到底座前端，克服了患者上下时机械

腿的占位影响；由于两个机械腿的大腿机构、小

腿机构和踝关节机构分别设有驱动机构，可实现

单关节的运动训练和活动度的练习，也可实现单

腿和双机械腿的协调运动训练。髋关节、膝关节

和踝关节单独调节机构可实现大小腿长度的调

节，实现个性化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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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座椅可移动式下肢外骨骼康复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底座；

座椅前后调节机构，架设在底座上并可前后调节；

座椅，架设在座椅前后调节机构上并可在座椅前后调节机构的调节下沿底座前后移

动；

机械腿左右调节机构，架设在底座上并可左右调节；

机械腿固定台，共两个分别连接在机械腿左右调节机构的左右两侧，并可在机械腿左

右调节机构的调节下沿底座左右移动；

机械腿，共两个分别连接在两个机械腿固定台上，并可随机械腿固定台左右移动；

配重控制箱，固定在底座的后部，内装电气设备；

所述座椅前后调节机构包括两个导杆、两个导杆C型滑块、两个导杆固定台和丝杆传动

机构；两个导杆C型滑块对称安装在底座的前部，两个导杆固定台对称安装在底座的中部，

两个导杆分别穿过相应的导杆C型滑块和导杆固定台平行设置，丝杆传动机构安装在两个

导杆之间的底座上并与座椅的后部传动相连；座椅的前部与两个导杆固定相连，座椅在丝

杆传动机构的带动和两个导杆的导引下实现沿底座前后移动；

所述机械腿左右调节机构包括丝杆固定台、丝杆、丝杆螺母和电机传动机构；丝杆固定

台安装在底座上，丝杆穿过丝杆固定台设置，丝杆的左右两端分别连接左右丝杆螺母，电机

传动机构安装在丝杆固定台上并和丝杆传动相连，左右丝杆螺母分别与左右两个机械腿固

定台固定相连，启动电机传动机构带动丝杆转动，实现左右两个机械腿固定台的相向或相

背运动，从而带动左右两个机械腿相向或相背移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座椅可移动式下肢外骨骼康复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座椅

包括支架、座板、靠背和靠背倾角调节机构；支架安装在座椅前后调节机构上，座板连接在

支架上，靠背倾角调节机构安装在座板下并与靠背传动相连，启动靠背倾角调节机构实现

调节靠背的倾角。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座椅可移动式下肢外骨骼康复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械

腿固定台包括固定台本体，在固定台本体的下部设有滑块，上部设有扶手，在底座上设有线

性导轨，机械腿固定台通过滑块与线性导轨的滑动相连实现左右移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座椅可移动式下肢外骨骼康复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械

腿包括大腿机构、小腿机构和踝关节机构，大腿机构与机械腿固定台活动连接，小腿机构与

大腿机构活动连接，踝关节机构与小腿机构活动连接。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座椅可移动式下肢外骨骼康复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大腿

机构包括大腿驱动电动缸、大腿连杆、大腿推杆、大腿套筒、腿托和大腿长度调节机构；大腿

驱动电动缸与机械腿固定台活动连接，大腿连杆与大腿驱动电动缸传动相连，大腿推杆与

大腿连杆固定相连并与机械腿固定台活动连接，大腿套筒套装在大腿推杆上并通过大腿长

度调节机构与大腿推杆可调节相连，实现大腿长度可调，腿托安装在大腿套筒的内侧；所述

小腿机构与大腿套筒活动相连。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座椅可移动式下肢外骨骼康复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小腿

机构包括小腿驱动电动缸、膝关节连接件、膝关节旋转轴、小腿推杆、小腿套筒和小腿长度

调节机构；小腿驱动电动缸安装在大腿机构上，膝关节连接件的一端与小腿驱动电动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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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相连，另一端通过膝关节旋转轴活动连接在大腿套筒前端，小腿推杆通过膝关节旋转轴

与大腿套筒可转动相连，小腿套筒套装在小腿推杆上并通过小腿长度调节机构与小腿推杆

可调节相连，实现小腿长度可调，所述踝关节机构与小腿套筒活动相连。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座椅可移动式下肢外骨骼康复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踝关

节机构包括踝关节步进电机、减速增力机构和脚蹬，踝关节步进电机安装在小腿套筒的外

侧，减速增力机构设置在小腿套筒内并与踝关节步进电机传动相连，脚蹬安装在小腿套筒

的内侧并与减速增力机构传动相连。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座椅可移动式下肢外骨骼康复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座

椅锁死机构，该座椅锁死机构包括固定台、齿轮、齿条和手柄，固定台安装在底座上，齿轮和

齿条配合设置在固定台内，手柄与齿轮相连；在座椅前后调节机构中的一个导杆上的相应

位置设有锁孔，齿条前端设有锁销，扳动手柄转动齿轮可使齿条前端的锁销插入导杆上的

锁孔内将导杆固定，从而实现将座椅锁死。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座椅可移动式下肢外骨骼康复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在踝关节

机构与小腿机构的活动连接部设有踝关节角度传感器，在小腿机构与大腿机构的活动连接

部设有膝关节角度传感器，在脚蹬底部两侧分别设有压力传感器，在两个机械腿固定台旁

边的底座上分别设有机械腿移动限位光电传感器，在座椅前后调节机构旁边的底座上设有

座椅移动限位光电传感器。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座椅可移动式下肢外骨骼康复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在座椅

的支架下部活动连接有脚踏板，在座椅的支架上部安装有磁铁，脚踏板不使用时翻向上方

与磁铁吸连，脚踏板使用时翻向下方用于脚踏。

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座椅可移动式下肢外骨骼康复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

气设备包括电源、电机驱动机组和传感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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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椅可移动式下肢外骨骼康复训练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康复器械，尤其涉及一种座椅可移动式下肢外骨骼康复训练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我国，每年因意外事故、疾病和机体老化等因素造成肢体功能障碍或残疾的患

者日益增多，临床实践证明，对下肢运动功能障碍患者进行科学康复训练，可以补偿和恢复

肢体失去的功能，改善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提高其生活质量。众多科研工作者和医疗机构

都开展了下肢康复机器人的相关研究，并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商业化的下肢康复机

器人有英国MikeTopping公司1987年研制的Handy1。其次另一种成功进入市场的康复机器

人是荷兰Exact  Dynamics公司开发的MANUS康复机器人。早期研发的康复机器人均以单自

由度为主，代表性的产品有美国的NUSTEP康复器、德国的THERA.Vital智能康复训练机器

人，坐卧式的康复机器人最具代表性的是瑞士的WORTEC公司研发的MOTIONMAKER，该机器人

可以实现3自由度运动训练和关节训练，但价格昂贵。在我国，下肢机器人的开发还在研制

阶段。

[0003] 目前的座椅可移动式下肢外骨骼康复训练装置产品能够适应不同身高的患者，可

以根据患者的大腿和小腿的长度进行调节，但是还不具备髋关节间距的调节，无法适应不

同体重的患者，尤其是现代体型偏胖患者较多。同时，目前的外骨骼机械腿部占位影响大，

病人上下装置不方便。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种新型的座椅可移动式下肢外骨

骼康复训练装置。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座椅可移动式下肢外骨骼

康复训练装置，其包括：

[0006] 底座；

[0007] 座椅前后调节机构，架设在底座上并可前后调节；

[0008] 座椅，架设在座椅前后调节机构上并可在座椅前后调节机构的调节下沿底座前后

移动；

[0009] 机械腿左右调节机构，架设在底座上并可左右调节；

[0010] 机械腿固定台，共两个分别连接在机械腿左右调节机构的左右两侧，并可在机械

腿左右调节机构的调节下沿底座左右移动；

[0011] 机械腿，共两个分别连接在两个机械腿固定台上，并可随机械腿固定台左右移动；

[0012] 配重控制箱，固定在底座的后部，内装电气设备。

[0013] 所述座椅前后调节机构包括两个导杆、两个导杆C型滑块、两个导杆固定台和丝杆

传动机构；两个导杆C型滑块对称安装在底座的前部，两个导杆固定台对称安装在底座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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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两个导杆分别穿过相应的导杆C型滑块和导杆固定台平行设置，丝杆传动机构安装在两

个导杆之间的底座上并与座椅的后部传动相连；座椅的前部与两个导杆固定相连，座椅在

丝杆传动机构的带动和两个导杆的导引下实现沿底座前后移动。

[0014] 所述座椅包括支架、座板、靠背和靠背倾角调节机构；支架安装在座椅前后调节机

构上，座板连接在支架上，靠背倾角调节机构安装在座板下并与靠背传动相连，启动靠背倾

角调节机构实现调节靠背的倾角。

[0015] 所述机械腿左右调节机构包括丝杆固定台、丝杆、丝杆螺母和电机传动机构；丝杆

固定台安装在底座上，丝杆穿过丝杆固定台设置，丝杆的左右两端分别连接左右丝杆螺母，

电机传动机构安装在丝杆固定台上并和丝杆传动相连，左右丝杆螺母分别与左右两个机械

腿固定台固定相连，启动电机传动机构带动丝杆转动，实现左右两个机械腿固定台的相向

或相背运动，从而带动左右两个机械腿相向或相背移动。

[0016] 所述机械腿固定台包括固定台本体，在固定台本体的下部设有滑块，上部设有扶

手，在底座上设有线性导轨，机械腿固定台通过滑块与线性导轨的滑动相连实现左右移动。

[0017] 所述机械腿包括大腿机构、小腿机构和踝关节机构，大腿机构与机械腿固定台活

动连接，小腿机构与大腿机构活动连接，踝关节机构与小腿机构活动连接。

[0018] 所述大腿机构包括大腿驱动电动缸、大腿连杆、大腿推杆、大腿套筒、腿托和大腿

长度调节机构；大腿驱动电动缸与机械腿固定台活动连接，大腿连杆与大腿驱动电动缸传

动相连，大腿推杆与大腿连杆固定相连并与机械腿固定台活动连接，大腿套筒套装在大腿

推杆上并通过大腿长度调节机构与大腿推杆可调节相连，实现大腿长度可调，腿托安装在

大腿套筒的内侧；所述小腿机构与大腿套筒活动相连。

[0019] 所述小腿机构包括小腿驱动电动缸、膝关节连接件、膝关节旋转轴、小腿推杆、小

腿套筒和小腿长度调节机构；小腿驱动电动缸安装在大腿机构上，膝关节连接件的一端与

小腿驱动电动缸传动相连，另一端通过膝关节旋转轴活动连接在大腿套筒前端，小腿推杆

通过膝关节旋转轴与大腿套筒可转动相连，小腿套筒套装在小腿推杆上并通过小腿长度调

节机构与小腿推杆可调节相连，实现小腿长度可调，所述踝关节机构与小腿套筒活动相连。

[0020] 所述踝关节机构包括踝关节步进电机、减速增力机构和脚蹬，踝关节步进电机安

装在小腿套筒的外侧，减速增力机构设置在小腿套筒内并与踝关节步进电机传动相连，脚

蹬安装在小腿套筒的内侧并与减速增力机构传动相连。

[0021] 还包括座椅锁死机构，该座椅锁死机构包括固定台、齿轮、齿条和手柄，固定台安

装在底座上，齿轮和齿条配合设置在固定台内，手柄与齿轮相连；在座椅前后调节机构中的

一个导杆上的相应位置设有锁孔，齿条前端设有锁销，扳动手柄转动齿轮可使齿条前端的

锁销插入导杆上的锁孔内将导杆固定，从而实现将座椅锁死。

[0022] 在踝关节机构与小腿机构的活动连接部设有踝关节角度传感器，在小腿机构与大

腿机构的活动连接部设有膝关节角度传感器，在脚蹬底部两侧分别设有压力传感器，在两

个机械腿固定台旁边的底座上分别设有机械腿移动限位光电传感器，在座椅前后调节机构

旁边的底座上设有座椅移动限位光电传感器。

[0023] 在座椅的支架下部活动连接有脚踏板，在座椅的支架上部安装有磁铁，脚踏板不

使用时翻向上方与磁铁吸连，脚踏板使用时翻向下方用于脚踏。

[0024] 所述电气设备包括电源、电机驱动机组和传感变送器，实现控制机械腿的运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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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信号的采集。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6] 1)在结构中引入机械腿左右调节机构，满足髋关节宽窄不同的训练者的训练要

求，避免了因髋关节太宽或太窄引起的不适，保证了患者的训练强度和安全，实现了舒适的

个性化的训练。同时在结构中引入座椅移动传动机构，使座椅在下位机的控制下能够运动

到机械腿前端，克服了患者上下时机械腿的占位影响，极大地方便了下肢功能障碍患者上

座椅进行康复训练。

[0027] 2)两个机械腿的大腿机构、小腿机构和踝关节机构分别设有驱动机构，可实现髋

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单独的调节，实现单关节的运动训练，也可实现关节的同步运动，以

及实现关节的活动度的练习，训练时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渐提高速度，加大难度，实现患

者逐渐康复训练的要求。

[0028] 3)在下肢的各关节部位采用先进的位置空间传感技术，实现关节角度数据的无线

传输，评估数据采用无线传输模式至操作显示器，克服了使用复杂的机械结构来限制运动

范围的缺点。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为本发明中的座椅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3、图4为本发明中的机械腿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5为本发明中的底座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6为本发明中的座椅前后调节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7、图8为本发明中传感器安装状态示意图；

[0035] 图9为本发明中的机械腿左右调节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10为本发明中的机械腿及座椅调节状态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参见图1，本发明的座椅可移动式下肢外骨骼康复训练装置，包括底座1、座椅前后

调节机构2、座椅3、机械腿左右调节机构4、机械腿固定台5、机械腿6和配重控制箱7。

[0038] 配合参见图5，本发明中的底座1包括底板11，在底板11下面安装有四个脚轮12，在

底板11上面安装有两个导杆C型滑块22、两个导杆固定台23，座椅锁死机构8，线性导轨54和

丝杆固定台41。

[0039] 配合参见图2、图6，本发明中的座椅前后调节机构2架设在底座1上并可前后调节。

它包括两个导杆21、两个导杆C型滑块22、两个导杆固定台23和丝杆传动机构24；两个导杆C

型滑块对称安装在底座的前部，两个导杆固定台对称安装在底座的中部，两个导杆分别穿

过相应的导杆C型滑块和导杆固定台平行设置，丝杆传动机构安装在两个导杆之间的底座

上并与座椅的后部传动相连；座椅的前部与两个导杆固定相连，座椅在丝杆传动机构的带

动和两个导杆的导引下实现沿底座前后移动。

[0040] 配合参见图2、图6，本发明中的座椅3架设在座椅前后调节机构2上并可在座椅前

后调节机构的调节下沿底座前后移动；它包括支架31、座板32、靠背33和靠背倾角调节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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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支架安装在座椅前后调节机构上，座板连接在支架上，靠背倾角调节机构安装在座板下

并与靠背传动相连，启动靠背倾角调节机构实现调节靠背的倾角。在座椅的支架31下部活

动连接有脚踏板35，在座椅的支架上部安装有磁铁36，脚踏板不使用时翻向上方与磁铁吸

连，脚踏板使用时翻向下方用于脚踏。在座椅的支架31下部还连接有前轮37。

[0041] 配合参见图9，本发明中的机械腿左右调节机构4架设在底座上并可左右调节。其

包括丝杆固定台41、丝杆42、丝杆螺母43和电机传动机构44；丝杆固定台41安装在底座上，

丝杆42穿过丝杆固定台设置，丝杆的左右两端分别连接左右丝杆螺母43，电机传动机构44

安装在丝杆固定台41上并和丝杆42传动相连，左右丝杆螺母分别与左右两个机械腿固定台

固定相连，启动电机传动机构带动丝杆转动，实现左右两个机械腿固定台的相向或相背运

动，从而带动左右两个机械腿相向或相背移动。经机械腿左右调节机构4调节后的两种状

态，图10A为髋关节间距调到最宽状态，同时座椅移动到最前端，方便病人上座椅，图10B为

髋关节间距调到最窄状态，同时椅子退回到原位。

[0042] 配合参见图9，本发明中的机械腿固定台5共两个分别连接在机械腿左右调节机构

的左右两侧，并可在机械腿左右调节机构的调节下沿底座左右移动。它包括固定台本体51，

在固定台本体的下部设有滑块52，上部设有扶手53，在底座上设有线性导轨54，机械腿固定

台通过滑块与线性导轨的滑动相连实现左右移动。

[0043] 配合参见图3、图4，本发明中的机械腿6共两个分别连接在两个机械腿固定台5上，

并可随机械腿固定台左右移动。它包括大腿机构61、小腿机构62和踝关节机构63，大腿机构

61与机械腿固定台5活动连接，小腿机构62与大腿机构61活动连接，踝关节机构63与小腿机

构62活动连接。

[0044] 大腿机构61包括大腿驱动电动缸611、大腿连杆612、大腿推杆613、大腿套筒614、

腿托615和大腿长度调节机构616；大腿驱动电动缸与机械腿固定台活动连接，大腿连杆与

大腿驱动电动缸传动相连，大腿推杆与大腿连杆固定相连并与机械腿固定台活动连接，大

腿套筒套装在大腿推杆上并通过大腿长度调节机构与大腿推杆可调节相连，实现大腿长度

可调，腿托安装在大腿套筒的内侧；所述小腿机构与大腿套筒活动相连。

[0045] 小腿机构62包括小腿驱动电动缸621、膝关节连接件622、膝关节旋转轴623、小腿

推杆624、小腿套筒625和小腿长度调节机构626。小腿驱动电动缸安装在大腿机构的大腿套

筒上，膝关节连接件的一端与小腿驱动电动缸传动相连，另一端通过膝关节旋转轴活动连

接在大腿套筒前端，小腿推杆通过膝关节旋转轴与大腿套筒可转动相连，小腿套筒套装在

小腿推杆上并通过小腿长度调节机构与小腿推杆可调节相连，实现小腿长度可调，所述踝

关节机构与小腿套筒活动相连。

[0046] 踝关节机构63包括踝关节步进电机631、减速增力机构632和脚蹬633，踝关节步进

电机安装在小腿套筒的外侧，减速增力机构设置在小腿套筒内并与踝关节步进电机传动相

连，脚蹬安装在小腿套筒的内侧并与减速增力机构传动相连。

[0047] 配重控制箱7固定在底座的后部，内装电气设备，包括电源、电机驱动机组和传感

变送器等。

[0048] 配合参见图2、图5、图6，本发明还包括座椅锁死机构8，该座椅锁死机构8包括固定

台81、齿轮82、齿条83和手柄84，固定台安装在底座上，齿轮和齿条配合设置在固定台内，手

柄与齿轮相连；在座椅前后调节机构中的一个导杆上的相应位置设有锁孔，齿条前端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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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销，扳动手柄转动齿轮可使齿条前端的锁销插入导杆上的锁孔内将导杆固定，从而实现

将座椅锁死。

[0049] 配合参见图7、图8，本发明在踝关节机构与小腿机构的活动连接部设有踝关节角

度传感器91，在小腿机构与大腿机构的活动连接部设有膝关节角度传感器92，在脚蹬底部

两侧分别设有压力传感器93、94，在两个机械腿固定台旁边的底座上分别设有机械腿移动

限位光电传感器95、96，在座椅前后调节机构旁边的底座上设有座椅移动限位光电传感器

97、98。踝关节角度传感器91与踝关节转轴同心配合，用来测量踝关节部分在旋转过程中的

运动角度。膝关节角度传感器92与膝关节转轴同心配合，用来测量机械腿在运动过程中大

腿部分与小腿部分所成角度。压力传感器93、94用来测量训练过程中患者足底压力。机械腿

移动限位光电传感器95、96安装在底座对应机械腿固定台移动的两个极限位置处，固定台

的固定板上后侧安装一个小凸台，当固定板移动到最宽及最窄位置时，小凸台和光电传感

器刚好对应上，之间距离处在预设值以内，传感器发出信号，固定板驱动电机停止转动，固

定板停止运动，达到限制机械腿固定台移动范围的作用。同理，座椅移动限位光电传感器

97、98安装在底板对应座椅移动的两个极限位置处，桌椅支撑侧边装有一个小凸台，当座椅

移动到两个极限位置时小凸台和光电传感器刚好对应上，之间距离处在预设值以内，传感

器发出信号，座椅移动驱动电机停止转动，座椅停止移动，达到限制座椅移动范围的作用。

[0050] 本发明的装置还包括显示器，显示器用于机器设定，实现人机交互游戏训练等功

能。

[0051] 采用本发明的机器人，可实现下肢运动训练功能，下肢评估功能，趣味游戏交互功

能，其中被动训练包括双腿交替步行模拟训练，双腿同步模拟下蹲站起屈伸训练，单关节的

运动训练，可适合不同关节病患者的需要。

[0052] 同步屈伸模拟下蹲站起功能，通过调节左右机械腿电机组的运动来说实现，训练

时间长短可选择。训练前，将髋关节间距调到最宽，解除座椅锁定，让座椅移动到最前端，放

下脚踏板，等患者坐在座椅上，脚踏在脚踏板上后，控制座椅回到原位，锁定座椅，然后固定

好小腿，大腿，并让其左右脚分别踩在左右脚蹬上；训练时配上刺激有趣的声音效果和画面

背景效果，可增加患者训练的趣味性，以达到最佳的训练效果。训练可根据患者特点，采取

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渐提高速度，加大难度，实现患者逐渐康复训练的要求。

[0053] 还可以根据患者的需要实现膝关节，踝关节的单关节的运动，也可实现左右腿的

膝关节的同步运动，踝关节的同步运动，实现关节的活动度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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