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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康复护理装置，属于医疗用

具技术领域。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包括架体和

控制主机，其特征是在架体下侧设有固定底座，

固定底座一侧设有床架固定卡座，床架固定卡座

上侧设有卡座固定滑道，床架固定卡座下侧设有

床架固定把手，床架固定卡座一侧设有卡座滑动

支架，卡座滑动支架和卡座固定滑道嵌套在一

起。本发明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在对下肢骨折病

人康复护理时操作简便、省时省力，能够对活动

量进行灵活调整，减少了并发症的出现，促进了

患者早日康复，减轻了患者的痛苦，降低护理人

员的工作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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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复护理装置，包括架体(1)和控制主机(2)，在架体(1)下侧设有固定底座(3)，固定

底座(3)一侧设有床架固定卡座(4)，床架固定卡座(4)上侧设有卡座固定滑道(5)，床架固

定卡座(4)下侧设有床架固定把手(6)，床架固定卡座(4)一侧设有卡座滑动支架(7)，卡座

滑动支架(7)和卡座固定滑道(5)嵌套在一起，卡座滑动支架(7)和卡座固定滑道(5)之间连

接处设有卡座固定把手(8)，固定底座(3)上侧设有弧形平移固定滑道(9)，弧形平移固定滑

道(9)上侧设有下肢平移活动支架(10)，其特征是：下肢平移活动支架(10)下侧设有平移架

电动升降驱动器(11)，平移架电动升降驱动器(11)下侧设有平移移动滑槽(12)，平移移动

滑槽(12)和平移架电动升降驱动器(11)之间通过平移架固定连接器(13)连接在一起，平移

移动滑槽(12)和弧形平移固定滑道(9)嵌套在一起，平移移动滑槽(12)和弧形平移固定滑

道(9)之间连接处设有平移架固定卡扣(14)，平移架电动升降驱动器(11)上侧设有平移架

升降活动支撑臂(15)，平移架升降活动支撑臂(15)上侧设有大腿固定支架(16)，大腿固定

支架(16)和平移架升降活动支撑臂(15)之间连接处设有大腿架固定连接器(17)，大腿固定

支架(16)上侧设有大腿固定凹槽(18)，大腿固定凹槽(18)里侧设有大腿柔性护垫(19)，大

腿固定凹槽(18)上侧设有大腿固定抱箍(20)，大腿固定抱箍(20)一侧设有大腿绑带卡扣固

定底座(21)，大腿固定抱箍(20)上侧设有大腿辅助固定绑带(22)，大腿辅助固定绑带(22)

一侧通过大腿绑带连接环(23)和大腿固定抱箍(20)连接在一起，大腿辅助固定绑带(22)另

一侧设有大腿绑带连接卡扣(24)，大腿绑带连接卡扣(24)和大腿绑带卡扣固定底座(21)连

接在一起，大腿固定支架(16)下侧设有平移固定挂钩(25)，平移固定挂钩(25)之间设有平

移弹性康复带(26)，平移弹性康复带(26)通过平移弹性带连接挂钩(27)和平移固定挂钩

(25)连接在一起，平移弹性康复带(26)中间设有平移弹性带调节卡扣(28)，下肢平移活动

支架(10)一侧设有下肢屈伸活动支架(29)，下肢屈伸活动支架(29)上侧设有屈伸固定支架

(30)，屈伸固定支架(30)和下肢平移活动支架(10)固定在一起，屈伸固定支架(30)一侧设

有小腿屈伸固定拉钩(31)，屈伸固定支架(30)下侧设有小腿固定支架(32)，小腿固定支架

(32)通过腿部折叠连接转轴(33)和大腿固定支架(16)连接在一起，小腿固定支架(32)上侧

设有小腿固定凹槽(34)，小腿固定凹槽(34)里侧设有小腿柔性护垫(35)，小腿固定凹槽

(34)上侧设有小腿固定抱箍(36)，小腿固定抱箍(36)一侧设有小腿绑带卡扣固定底座

(37)，小腿固定抱箍(36)上侧设有小腿辅助固定绑带(38)，小腿辅助固定绑带(38)一侧通

过小腿绑带连接环(39)和小腿固定抱箍(36)连接在一起，小腿辅助固定绑带(38)另一侧设

有小腿绑带连接卡扣(40)，小腿绑带连接卡扣(40)和小腿绑带卡扣固定底座(37)连接在一

起，小腿固定支架(32)一侧设有小腿屈伸活动拉钩(41)，小腿屈伸活动拉钩(41)和小腿屈

伸固定拉钩(31)之间设有屈伸弹性康复带(42)，屈伸弹性康复带(42)通过屈伸弹性带连接

挂钩(43)分别与小腿屈伸固定拉钩(31)和小腿屈伸活动拉钩(41)连接在一起，小腿固定支

架(32)一侧设有脚部放置踏板(44)，脚部放置踏板(44)通过脚部连接转轴(45)和小腿固定

支架(32)连接在一起，脚部连接转轴(45)一侧设有脚部转轴固定把手(46)，脚部放置踏板

(44)上面设有脚部防滑脚垫(47)，控制主机(2)设置在固定底座(3)的一侧，控制主机(2)一

侧设有电源箱(48)，电源箱(48)外侧设有电源控制开关(49)，电源控制开关(49)一侧设有

外接电源线(50)，外接电源线(50)一端设有专用外接电源插头(51)，控制主机(2)外侧设有

工作指示灯(52)，工作指示灯(52)一侧设有控制线(53)，控制线(53)一端设有控制手柄

(54)，控制手柄(54)上面设有上升按键(55)，上升按键(55)一侧设有下降按键(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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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护理装置

[0001] 技术领域：本发明属于医疗用具技术领域，具体地讲是一种康复护理装置。

[0002] 背景技术：护理工作是整个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常言道：“三分治疗，七

分护理”，这几话虽然不是十分正确，但却反映了护理工作的重要和地位。特别是现在，随着

社会发展，建筑行业以及交通发展迅速，意外事故的发生率越来越大，产生了大量的外科受

伤患者。重者会因为外伤而造成瘫痪，瘫痪的患者卧床时间久了会造成血液循环不畅，肌肉

萎缩，关节僵直等现象。轻者也会造成四肢的骨折，骨折患者经过复位，固定后需要经过骨

折愈合的漫长时期，在此期间，由于关节损伤的复杂性、软组织损伤、疼痛、制动等因素会造

成肢体长期不活动，从而产生缺血性肌挛缩，骨折延迟愈合或不愈合，骨折畸形愈合，关节

挛缩、关节强直等众多骨折后的并发症。目前，一般是人工协助患者做康复护理工作，如果

是手臂受伤，护理起来还较容易，但是如果是下肢骨折，下肢不易活动，护理的难度会很大，

而且稍有不慎，会对患者造成二次伤害。因此需要一种康复护理装置来帮助患者完成腿部

的康复训练，从而减少并发症的出现，促进患者的早日康复，减轻患者痛苦，降低护理人员

的工作强度。

[0003] 发明内容：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在对下肢骨折病人康复护理时操作简便、省

时省力，能够对活动量进行灵活调整，减少并发症，促进患者早日康复的康复护理装置。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包括架体和控制主机，其特征是在架体下侧设有固定底座，

固定底座一侧设有床架固定卡座，床架固定卡座上侧设有卡座固定滑道，床架固定卡座下

侧设有床架固定把手，床架固定卡座一侧设有卡座滑动支架，卡座滑动支架和卡座固定滑

道嵌套在一起，卡座滑动支架和卡座固定滑道之间连接处设有卡座固定把手，固定底座上

侧设有弧形平移固定滑道，弧形平移固定滑道上侧设有下肢平移活动支架，下肢平移活动

支架下侧设有平移架电动升降驱动器，平移架电动升降驱动器下侧设有平移移动滑槽，平

移移动滑槽和平移架电动升降驱动器之间通过平移架固定连接器连接在一起，平移移动滑

槽和弧形平移固定滑道嵌套在一起，平移移动滑槽和弧形平移固定滑道之间连接处设有平

移架固定卡扣，平移架电动升降驱动器上侧设有平移架升降活动支撑臂，平移架升降活动

支撑臂上侧设有大腿固定支架，大腿固定支架和平移架升降活动支撑臂之间连接处设有大

腿架固定连接器，大腿固定支架上侧设有大腿固定凹槽，大腿固定凹槽里侧设有大腿柔性

护垫，大腿固定凹槽上侧设有大腿固定抱箍，大腿固定抱箍一侧设有大腿绑带卡扣固定底

座，大腿固定抱箍上侧设有大腿辅助固定绑带，大腿辅助固定绑带一侧通过大腿绑带连接

环和大腿固定抱箍连接在一起，大腿辅助固定绑带另一侧设有大腿绑带连接卡扣，大腿绑

带连接卡扣和大腿绑带卡扣固定底座连接在一起，大腿固定支架下侧设有平移固定挂钩，

平移固定挂钩之间设有平移弹性康复带，平移弹性康复带通过平移弹性带连接挂钩和平移

固定挂钩连接在一起，平移弹性康复带中间设有平移弹性带调节卡扣，下肢平移活动支架

一侧设有下肢屈伸活动支架，下肢屈伸活动支架上侧设有屈伸固定支架，屈伸固定支架和

下肢平移活动支架固定在一起，屈伸固定支架一侧设有小腿屈伸固定拉钩，屈伸固定支架

下侧设有小腿固定支架，小腿固定支架通过腿部折叠连接转轴和大腿固定支架连接在一

起，小腿固定支架上侧设有小腿固定凹槽，小腿固定凹槽里侧设有小腿柔性护垫，小腿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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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槽上侧设有小腿固定抱箍，小腿固定抱箍一侧设有小腿绑带卡扣固定底座，小腿固定抱

箍上侧设有小腿辅助固定绑带，小腿辅助固定绑带一侧通过小腿绑带连接环和小腿固定抱

箍连接在一起，小腿辅助固定绑带另一侧设有小腿绑带连接卡扣，小腿绑带连接卡扣和小

腿绑带卡扣固定底座连接在一起，小腿固定支架一侧设有小腿屈伸活动拉钩，小腿屈伸活

动拉钩和小腿屈伸固定拉钩之间设有屈伸弹性康复带，屈伸弹性康复带通过屈伸弹性带连

接挂钩分别与小腿屈伸固定拉钩和小腿屈伸活动拉钩连接在一起，小腿固定支架一侧设有

脚部放置踏板，脚部放置踏板通过脚部连接转轴和小腿固定支架连接在一起，脚部连接转

轴一侧设有脚部转轴固定把手，脚部放置踏板上面设有脚部防滑脚垫，控制主机设置在固

定底座的一侧，控制主机一侧设有电源箱，电源箱外侧设有电源控制开关，电源控制开关一

侧设有外接电源线，外接电源线一端设有专用外接电源插头，控制主机外侧设有工作指示

灯，工作指示灯一侧设有控制线，控制线一端设有控制手柄，控制手柄上面设有上升按键，

上升按键一侧设有下降按键。

[0005] 作为优选，所述控制主机一侧设有音乐播放器。

[0006] 作为优选，所述固定底座上侧设有手柄放置架。

[0007] 作为优选，所述固定底座下侧设有防滑垫板。

[0008] 作为优选，所述弧形平移固定滑道两侧设有活动支架限位器。

[0009] 作为优选，所述平移架升降活动支撑臂外侧设有高度指示标线。

[0010] 作为优选，所述脚部放置踏板上面设有脚部辅助固定套。

[0011] 作为优选，所述控制手柄外侧设有手柄防滑套。

[0012] 本发明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在对下肢骨折病人康复护理时操

作简便、省时省力，能够对活动量进行灵活调整，减少了并发症的出现，促进了患者早日康

复，减轻了患者的痛苦，降低护理人员的工作强度。

附图说明：

[0013] 附图1为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4] 附图2为本发明大腿固定抱箍的平面示意图。

[0015] 附图3为本发明小腿固定抱箍的平面示意图。

[0016] 图中1、架体，2、控制主机，3、固定底座，4、床架固定卡座，5、卡座固定滑道，6、床架

固定把手，7、卡座滑动支架，8、卡座固定把手，9、弧形平移固定滑道，10、下肢平移活动支

架，11、平移架电动升降驱动器，12、平移移动滑槽，13、平移架固定连接器，14、平移架固定

卡扣，15、平移架升降活动支撑臂，16、大腿固定支架，17、大腿架固定连接器，18、大腿固定

凹槽，19、大腿柔性护垫，20、大腿固定抱箍，21、大腿绑带卡扣固定底座，22、大腿辅助固定

绑带，23、大腿绑带连接环，24、大腿绑带连接卡扣，25、平移固定挂钩，26、平移弹性康复带，

27、平移弹性带连接挂钩，28、平移弹性带调节卡扣，29、下肢屈伸活动支架，30、屈伸固定支

架，31、小腿屈伸固定拉钩，32、小腿固定支架，33、腿部折叠连接转轴，34、小腿固定凹槽，

35、小腿柔性护垫，36、小腿固定抱箍，37、小腿绑带卡扣固定底座，38、小腿辅助固定绑带，

39、小腿绑带连接环，40、小腿绑带连接卡扣，41、小腿屈伸活动拉钩，42、屈伸弹性康复带，

43、屈伸弹性带连接挂钩，44、脚部放置踏板，45、脚部连接转轴，46、脚部转轴固定把手，47、

脚部防滑脚垫，48、电源箱，49、电源控制开关，50、外接电源线，51、专用外接电源插头，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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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指示灯，53、控制线，54、控制手柄，55、上升按键，56、下降按键，57、音乐播放器，58、手

柄放置架，59、防滑垫板，60、活动支架限位器，61、高度指示标线，62、脚部辅助固定套，63、

手柄防滑套。

[0017] 具体实施方式：包括架体1和控制主机2，其特征是在架体1下侧设有固定底座3，固

定底座3一侧设有床架固定卡座4，床架固定卡座4上侧设有卡座固定滑道5，床架固定卡座4

下侧设有床架固定把手6，床架固定卡座4一侧设有卡座滑动支架7，卡座滑动支架7和卡座

固定滑道5嵌套在一起，卡座滑动支架7和卡座固定滑道5之间连接处设有卡座固定把手8，

固定底座3上侧设有弧形平移固定滑道9，弧形平移固定滑道9上侧设有下肢平移活动支架

10，下肢平移活动支架10下侧设有平移架电动升降驱动器11，平移架电动升降驱动器11下

侧设有平移移动滑槽12，平移移动滑槽12和平移架电动升降驱动器11之间通过平移架固定

连接器13连接在一起，平移移动滑槽12和弧形平移固定滑道9嵌套在一起，平移移动滑槽12

和弧形平移固定滑道9之间连接处设有平移架固定卡扣14，平移架电动升降驱动器11上侧

设有平移架升降活动支撑臂15，平移架升降活动支撑臂15上侧设有大腿固定支架16，大腿

固定支架16和平移架升降活动支撑臂15之间连接处设有大腿架固定连接器17，大腿固定支

架16上侧设有大腿固定凹槽18，大腿固定凹槽18里侧设有大腿柔性护垫19，大腿固定凹槽

18上侧设有大腿固定抱箍20，大腿固定抱箍20一侧设有大腿绑带卡扣固定底座21，大腿固

定抱箍20上侧设有大腿辅助固定绑带22，大腿辅助固定绑带22一侧通过大腿绑带连接环23

和大腿固定抱箍20连接在一起，大腿辅助固定绑带22另一侧设有大腿绑带连接卡扣24，大

腿绑带连接卡扣24和大腿绑带卡扣固定底座21连接在一起，大腿固定支架16下侧设有平移

固定挂钩25，平移固定挂钩25之间设有平移弹性康复带26，平移弹性康复带26通过平移弹

性带连接挂钩27和平移固定挂钩25连接在一起，平移弹性康复带26中间设有平移弹性带调

节卡扣28，下肢平移活动支架10一侧设有下肢屈伸活动支架29，下肢屈伸活动支架29上侧

设有屈伸固定支架30，屈伸固定支架30和下肢平移活动支架10固定在一起，屈伸固定支架

30一侧设有小腿屈伸固定拉钩31，屈伸固定支架30下侧设有小腿固定支架32，小腿固定支

架32通过腿部折叠连接转轴33和大腿固定支架16连接在一起，小腿固定支架32上侧设有小

腿固定凹槽34，小腿固定凹槽34里侧设有小腿柔性护垫35，小腿固定凹槽34上侧设有小腿

固定抱箍36，小腿固定抱箍36一侧设有小腿绑带卡扣固定底座37，小腿固定抱箍36上侧设

有小腿辅助固定绑带38，小腿辅助固定绑带38一侧通过小腿绑带连接环39和小腿固定抱箍

36连接在一起，小腿辅助固定绑带38另一侧设有小腿绑带连接卡扣40，小腿绑带连接卡扣

40和小腿绑带卡扣固定底座37连接在一起，小腿固定支架32一侧设有小腿屈伸活动拉钩

41，小腿屈伸活动拉钩41和小腿屈伸固定拉钩31之间设有屈伸弹性康复带42，屈伸弹性康

复带42通过屈伸弹性带连接挂钩43分别与小腿屈伸固定拉钩31和小腿屈伸活动拉钩41连

接在一起，小腿固定支架32一侧设有脚部放置踏板44，脚部放置踏板44通过脚部连接转轴

45和小腿固定支架32连接在一起，脚部连接转轴45一侧设有脚部转轴固定把手46，脚部放

置踏板44上面设有脚部防滑脚垫47，控制主机2设置在固定底座3的一侧，控制主机2一侧设

有电源箱48，电源箱48外侧设有电源控制开关49，电源控制开关49一侧设有外接电源线50，

外接电源线50一端设有专用外接电源插头51，控制主机2外侧设有工作指示灯52，工作指示

灯52一侧设有控制线53，控制线53一端设有控制手柄54，控制手柄54上面设有上升按键55，

上升按键55一侧设有下降按键56。在使用时，可将本发明放置在病床上，调整卡座滑动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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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的位置，将床架固定卡座4卡在床架上，通过卡座固定把手8可将卡座滑动支架7和卡座固

定滑道5固定在一起，通过床架固定把手6可以将床架固定卡座4与床架固定在一起，可以防

止在康复锻炼发生位移，固定好后，将患者的下肢放置在架体1上，大腿放置在大腿固定支

架16上面的大腿固定凹槽18里，通过大腿固定抱箍20上面的大腿辅助固定绑带22对患者的

大腿进行辅助固定，大腿柔性护垫19可以对患者大腿进行保护，提高大腿的舒适度，通过大

腿绑带连接卡扣24可以对大腿进行快速固定，将患者的小腿放置在小腿固定支架32上侧的

小腿固定凹槽34里，通过小腿固定抱箍36上面的小腿辅助固定绑带38可以对患者的小腿进

行辅助固定，小腿柔性护垫35可以对患者的小腿进行保护，提高小腿的舒适度，通过小腿绑

带连接卡扣40可以对患者小腿进行快速固定，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患者的脚部可以放置

在脚部放置踏板44上面，通过脚部连接转轴45可以对脚部放置踏板44的角度进行调整，以

便于患者放置脚部，脚部防滑脚垫47可以防止患者脚部滑动，当患者需要进行下肢平移康

复锻炼时，可打开平移架固定卡扣14，当患者的下肢进行平移时，下肢平移活动支架10通过

平移移动滑槽12沿弧形平移固定滑道9进行移动，同时平移弹性康复带26产生阻力，可以对

患者下肢大腿部位肌肉进行康复锻炼，通过平移弹性带调节卡扣28可以调整平移弹性康复

带26的弹力，以便于患者根据不同的阶段进行不同力量的锻炼，当患者需要进行小腿屈伸

康复锻炼时，可直接屈伸小腿，小腿固定支架32沿腿部折叠连接转轴33转动，屈伸活动改变

了屈伸固定支架30和小腿固定支架32之间的距离，通过屈伸弹性康复带42产生的阻力，对

患者下肢的肌肉进行屈伸康复锻炼，当需要进行下肢上抬康复锻炼或对高度进行调整时，

可打开电源控制开关49，分别按下控制手柄54上面的上升按键55或下降按键56，控制主机2

控制平移架电动升降驱动器11驱动下肢平移活动支架10进行升降运动，即可以对架体1的

高度进行调整，也可以对患者的下肢进行抬腿康复锻炼。

[0018] 作为优选，所述控制主机2一侧设有音乐播放器57。这样设置，可以愉悦患者的心

情，消除患者的疲惫感。

[0019] 作为优选，所述固定底座3上侧设有手柄放置架58。这样设置，便于对控制手柄54

进行管理，防止乱放。

[0020] 作为优选，所述固定底座3下侧设有防滑垫板59。这样设置，可以提高整体稳定性，

防止在康复锻炼时发生位移。

[0021] 作为优选，所述弧形平移固定滑道9两侧设有活动支架限位器60。这样设置，可以

对平移活动范围进行限定，防止因活动范围过大对患者造成损伤。

[0022] 作为优选，所述平移架升降活动支撑臂15外侧设有高度指示标线61。这样设置，便

于准确掌握患者下肢抬起的高度。

[0023] 作为优选，所述脚部放置踏板44上面设有脚部辅助固定套62。这样设置，可以对患

者的脚部进行辅助固定。

[0024] 作为优选，所述控制手柄54外侧设有手柄防滑套63。这样设置，可以防止在操作时

控制手柄54滑动，影响正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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