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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械技术领域，涉及一

种拐杖。本实用新型包括支撑架、支撑腿、握杆和

腋托，支撑腿设在支撑架下端，腋托设在支撑架

上端，握杆设在支撑架中部，握杆上设有能够将

手掌对握杆的压力转化为电能的发电机构，腋托

内开设有安装腔二，腋托下侧面上开设有通孔

一，通孔一连通安装腔二，腋托上侧面上开设有

通孔二，通孔二连通安装腔二，安装腔二内设有

风机和蓄电池，蓄电池分别与风机和发电机构电

连接，腋托上侧面上设有缓冲层，缓冲层上开设

有容纳槽，容纳槽的槽面上开设有通气孔，通气

孔和通孔二一一对应且和相对应的通孔二连通。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可以及时排出腋下的汗

液，提高拐杖使用的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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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拐杖，包括支撑架(1)、支撑腿(2)、握杆(3)和腋托(6)，所述支撑架(1)包括支撑

杆一(13)和支撑杆二(14)，所述支撑杆一(13)和支撑杆二(14)的下端均和支撑腿(2)连接，

所述支撑杆一(13)和支撑杆二(14)的上端分别和腋托(6)的两侧连接，所述握杆(3)可拆卸

设置在支撑杆一(13)和支撑杆二(14)之间并且位于腋托(6)正下方，其特征在于，所述握杆

(3)上设置有能够将手掌对握杆(3)的压力转化为电能的发电机构，所述腋托(6)内开设有

安装腔二(61)，所述腋托(6)的下侧面上开设有一个通孔一(62)，所述通孔一(62)连通安装

腔二(61)，所述腋托(6)的上侧面上开设有若干个通孔二(63)，所述通孔二(63)连通安装腔

二(61)，所述安装腔二(61)内设置有风机(8)，所述风机(8)的进气口通过管路和通孔一

(62)连通，所述风机(8)的出气口通过管路和通孔二(63)连通，所述安装腔二(61)内设置有

蓄电池(9)，所述蓄电池(9)与风机(8)电连接，所述发电机构和蓄电池(9)电连接，所述腋托

(6)的上侧面上设置有缓冲层(7)，所述缓冲层(7)的上侧面开设有圆弧形的容纳槽(73)，所

述容纳槽(73)的槽面上开设有若干个通气孔(71)，所述通气孔(71)和通孔二(63)一一对

应，所述通气孔(71)贯穿缓冲层(7)的下侧面并且和相对应的通孔二(63)连通，所述容纳槽

(73)的槽面上设置有若干个呈半球形的凸点(7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拐杖，其特征在于，所述发电机构包括压电材料层(32)，

所述握杆(3)中设置有安装腔一(31)，所述压电材料层(32)的长度方向的两端分别固定在

安装腔一(31)的相对两侧壁上，所述握杆(3)的上侧面上开设有若干个定位孔(33)，所述定

位孔(33)中均滑动设置有圆柱杆(34)，所述圆柱杆(34)的下端通过弹簧(35)和压电材料层

(32)的上侧面固连，在所述弹簧(35)的作用下所述圆柱杆(34)的上端可以伸出所述定位孔

(33)的上边沿，所述压电材料层(32)与蓄电池(9)电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拐杖，其特征在于，所述握杆(3)的下侧面上沿着长度方

向开设有若干个横截面呈弧形的握槽(36)。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拐杖，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腿(2)的下端上水平

固设有支板(4)，所述支板(4)的下侧面上固设有半球形的支脚垫(5)，所述支脚垫(5)的外

壁上设置有橡胶防滑层(51)，所述橡胶防滑层(51)的外壁上具有若干个半球形的橡胶凸部

(52)。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拐杖，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杆一(13)和支撑杆二(14)上

沿着长度方向均匀开设有若干个盲孔一(11)，所述盲孔一(11)内设有LED灯(12)，所述LED

灯(12)与蓄电池(9)电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拐杖，其特征在于，所述圆柱杆(34)的上端设置有呈半球

状的橡胶块(37)。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拐杖，其特征在于，所述腋托(6)的下侧面上设置有充电

接口(91)，所述充电接口(91)与蓄电池(9)电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拐杖，其特征在于，所述握杆(3)的两端均开设有盲孔二

(38)，所述盲孔二(38)内设置有内螺纹，所述支撑杆一(13)和支撑杆二(14)上沿着长度方

向均匀开设有若干个通孔三(15)，所述支撑杆一(13)上的通孔和支撑杆二(14)上的通孔一

一对应，并且相对应的两个通孔同轴设置，所述握杆(3)两端的盲孔二(38)分别通过螺栓和

支撑杆一(13)和支撑杆二(14)上相对应的两个通孔三(15)连接，使得握杆(3)连接在所述

支撑杆一(13)和支撑杆二(14)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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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拐杖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械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拐杖。

背景技术

[0002] 拐杖是老人、下肢残疾人和伤病患者行走时重要的辅助工具，是这些人的行走时

的“第三条腿”。在使用过程中，使用者的腋下长期抵压在拐杖的腋托上，一方面导致腋下疼

痛，另一方面腋下产生的汗液无法及时排出，导致使用者使用不舒服，甚至造成使用者的腋

下长痱子。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现有的技术存在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拐杖，本实用新

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及时排出腋下的汗液，并且提高拐杖使用的舒适性。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拐杖，包括支撑架、支撑腿、

握杆和腋托，所述支撑架包括支撑杆一和支撑杆二，所述支撑杆一和支撑杆二的下端均和

支撑腿连接，所述支撑杆一和支撑杆二的上端分别和腋托的两侧连接，所述握杆可拆卸设

置在支撑杆一和支撑杆二之间并且位于腋托正下方，所述握杆上设置有能够将手掌对握杆

的压力转化为电能的发电机构，所述腋托内开设有安装腔二，所述腋托的下侧面上开设有

一个通孔一，所述通孔一连通安装腔二，所述腋托的上侧面上开设有若干个通孔二，所述通

孔二连通安装腔二，所述安装腔二内设置有风机，所述风机的进气口通过管路和通孔一连

通，所述风机的出气口通过管路和通孔二连通，所述安装腔二内设置有蓄电池，所述蓄电池

与风机电连接，所述发电机构和蓄电池电连接，所述腋托的上侧面上设置有缓冲层，所述缓

冲层的上侧面开设有圆弧形的容纳槽，所述容纳槽的槽面上开设有若干个通气孔，所述通

气孔和通孔二一一对应，所述通气孔贯穿缓冲层的下侧面并且和相对应的通孔二连通，所

述容纳槽的槽面上设置有若干个呈半球形的凸点。

[0005] 在上述的一种拐杖中，所述发电机构包括压电材料层，所述握杆中设置有安装腔

一，所述压电材料层的长度方向的两端分别固定在安装腔一的相对两侧壁上，所述握杆的

上侧面上开设有若干个定位孔，所述定位孔中均滑动设置有圆柱杆，所述圆柱杆的下端通

过弹簧和压电材料层的上侧面固连，在所述弹簧的作用下所述圆柱杆的上端可以伸出所述

定位孔的上边沿，所述压电材料层与蓄电池电连接。

[0006] 在上述的一种拐杖中，所述握杆的下侧面上沿着长度方向开设有若干个横截面呈

弧形的握槽。

[0007] 在上述的一种拐杖中，所述支撑腿的下端上水平固设有支板，所述支板的下侧面

上固设有半球形的支脚垫，所述支脚垫的外壁上设置有橡胶防滑层，所述橡胶防滑层的外

壁上具有若干个半球形的橡胶凸部。

[0008] 在上述的一种拐杖中，所述支撑杆一和支撑杆二上沿着长度方向均匀开设有若干

个盲孔一，所述盲孔一内设有LED灯，所述  LED灯与蓄电池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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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在上述的一种拐杖中，所述圆柱杆的上端设置有呈半球状的橡胶块。

[0010] 在上述的一种拐杖中，所述腋托的下侧面上设置有充电接口，所述充电接口与蓄

电池电连接。

[0011] 在上述的一种拐杖中，所述握杆的两端均开设有盲孔二，所述盲孔二内设置有内

螺纹，所述支撑杆一和支撑杆二上沿着长度方向均匀开设有若干个通孔三，所述支撑杆一

上的通孔和支撑杆二上的通孔一一对应，并且相对应的两个通孔同轴设置，所述握杆两端

的盲孔二分别通过螺栓和支撑杆一和支撑杆二上相对应的两个通孔三连接，使得握杆连接

在所述支撑杆一和支撑杆二之间。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

[0013] 1、使用者在使用本拐杖时，手握在握杆上，腋下支撑在缓冲层上。行走时，腋下对

缓冲层的压力使得缓冲层发生形变，从而增加缓冲层与腋下的接触面积，使得本拐杖对腋

下的压强减小，提高本拐杖使用的舒适性。

[0014] 2、风机将外界空气吸入，并将其排出到缓冲层的上方，从而增加腋下与缓冲层之

间的空气流动，加速汗液挥发，同时也带走腋下的热量，提高本拐杖使用的舒适性。容纳槽

的设置防止通气孔被堵塞，有利于空气的流通。凸点的设置一方面防止容纳槽和通气孔被

堵塞，有利于空气的流通；另一方面增加与腋下的接触面积，提高本拐杖使用的舒适性。

[0015] 3、本装置使用时，手掌对圆柱杆产生压力，使得圆柱杆向下运动，同时弹簧被压

缩。该压力通过弹簧传递到压电材料层上，使得压电材料层发生形变产生电能。压电材料层

产生电能储存在蓄电池内。该发电过程不会产生污染。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中腋托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中握杆的剖视图。

[0019] 图中，1、支撑架；11、盲孔一；12、LED灯；13、支撑杆一；  14、支撑杆二；15、通孔三；

2、支撑腿；3、握杆；31、安装腔一；32、压电材料层；33、定位孔；34、圆柱杆；35、弹簧；36、握

槽；37、橡胶块；38、盲孔二；4、支板；5、支脚垫；51、橡胶防滑层；52、橡胶凸部；6、腋托；61、安

装腔二；62、通孔一；63、通孔二；7、缓冲层；71、通气孔；72、凸点；73、容纳槽；  8、风机；9、蓄

电池；91、充电接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是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

的描述，但本实用新型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21] 参照图1～3所示，一种拐杖，包括支撑架1、支撑腿2、握杆3和腋托6，所述支撑架1

包括支撑杆一13和支撑杆二14，所述支撑杆一13和支撑杆二14的下端均和支撑腿2连接，所

述支撑杆一13和支撑杆二14的上端分别和腋托6的两侧连接，所述握杆3可拆卸设置在支撑

杆一13和支撑杆二14之间并且位于腋托  6正下方，所述握杆3上设置有能够将手掌对握杆3

的压力转化为电能的发电机构，所述腋托6内开设有安装腔二61，所述腋托  6的下侧面上开

设有一个通孔一62，所述通孔一62连通安装腔二  61，所述腋托6的上侧面上开设有若干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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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孔二63，所述通孔二  63连通安装腔二61，所述安装腔二61内设置有风机8，所述风机8的

进气口通过管路和通孔一62连通，所述风机8的出气口通过管路和通孔二63连通，所述安装

腔二61内设置有蓄电池9，所述蓄电池9与风机8电连接，所述发电机构和蓄电池9电连接，所

述腋托6的上侧面上设置有缓冲层7，所述缓冲层7的上侧面开设有圆弧形的容纳槽73，所述

容纳槽73的槽面上开设有若干个通气孔71，所述通气孔71和通孔二63一一对应，所述通气

孔  71贯穿缓冲层7的下侧面并且和相对应的通孔二63连通，所述容纳槽73的槽面上设置有

若干个呈半球形的凸点72。

[0022] 使用者在使用本拐杖时，手握在握杆3上，腋下支撑在缓冲层7上。行走时，腋下对

缓冲层7的压力使得缓冲层7发生形变，从而增加缓冲层7与腋下的接触面积，使得本拐杖对

腋下的压强减小，提高本拐杖使用的舒适性。当缓冲层7远离腋下时，缓冲层7恢复原状。

[0023] 同时，风机8将外界空气吸入，并将其排出到缓冲层7的上方，从而增加腋下与缓冲

层7之间的空气流动，加速汗液挥发，同时也带走腋下的热量，提高本拐杖使用的舒适性。容

纳槽73 的设置防止通气孔71被堵塞，有利于空气的流通。凸点72的设置一方面防止容纳槽

73和通气孔71被堵塞，有利于空气的流通；另一方面增加与腋下的接触面积，提高本拐杖使

用的舒适性。优选的，缓冲层7的横截面为圆弧形，缓冲层7和凸点72的材料为硅胶。

[0024] 此外，握杆3的可拆卸设置有利于调节握杆3的高度，适应于不同高度的使用者。握

杆3上设置的发电机构能够为蓄电池9  提供电能，减少蓄电池9充电时间，并且该发电方式

绿色无污染。

[0025] 具体来说，所述发电机构包括压电材料层32，所述握杆3中设置有安装腔一31，所

述压电材料层32的长度方向的两端分别固定在安装腔一31的相对两侧壁上，所述握杆3的

上侧面上开设有若干个定位孔33，所述定位孔33中均滑动设置有圆柱杆34，所述圆柱杆34

的下端通过弹簧35和压电材料层32的上侧面固连，在所述弹簧35的作用下所述圆柱杆34的

上端可以伸出所述定位孔33的上边沿，所述压电材料层32与蓄电池9电连接。

[0026] 本装置使用时，手掌对圆柱杆34产生压力，使得圆柱杆34  向下运动，同时弹簧35

被压缩。该压力通过弹簧35传递到压电材料层32上，使得压电材料层32发生形变产生电能。

压电材料层32产生电能储存在蓄电池9内。在手掌远离圆柱杆34时，被压缩的弹簧35复原，

使得圆柱杆34的上端伸出定位孔33。该发电过程不会产生污染。

[0027] 优选的压电材料层32的材料为压电陶瓷，圆柱杆34的材料为木杆。

[0028] 具体来说，所述握杆3的下侧面上沿着长度方向开设有若干个横截面呈弧形的握

槽36。

[0029] 握槽36的设置有利于手指的放置，提高手握握杆3时的舒适性。

[0030] 具体来说，所述支撑腿2的下端上水平固设有支板4，所述支板4的下侧面上固设有

半球形的支脚垫5，所述支脚垫5的外壁上设置有橡胶防滑层51，所述橡胶防滑层51的外壁

上具有若干个半球形的橡胶凸部52。

[0031] 支脚垫5、橡胶防滑层51和橡胶凸部52的设置提高支撑腿2  与地面的最大静摩擦，

从而增强本拐杖的防滑性能。

[0032] 具体来说，所述支撑杆一13和支撑杆二14上沿着长度方向均匀开设有若干个盲孔

一11，所述盲孔一11内设有LED灯12，所述LED灯12与蓄电池9电连接。

[0033] 在夜间，LED灯12打开，提醒旁边的行人注意避让以及便于使用者观察道路情况。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10872828 U

5



此外，LED灯的设置还有利于使用者在夜间寻找本拐杖。

[0034] 具体来说，所述圆柱杆34的上端设置有呈半球状的橡胶块  37。

[0035] 所述橡胶块37的设置增加圆柱杆34与手掌的接触面积，从而减少圆柱杆34对手掌

的压强，提高手握握杆3时的舒适性。

[0036] 具体来说，所述腋托6的下侧面上设置有充电接口91，所述充电接口91与蓄电池9

电连接。

[0037] 充电接口91的设置便于蓄电池9充电。

[0038] 具体来说，所述握杆3的两端均开设有盲孔二38，所述盲孔二38内设置有内螺纹，

所述支撑杆一13和支撑杆二14上沿着长度方向均匀开设有若干个通孔三15，所述支撑杆一

13上的通孔和支撑杆二14上的通孔一一对应，并且相对应的两个通孔同轴设置，所述握杆3

两端的盲孔二38分别通过螺栓和支撑杆一13和支撑杆二14上相对应的两个通孔三15连接，

使得握杆3连接在所述支撑杆一13和支撑杆二14之间。

[0039] 通孔三15和盲孔二38的设置便于握杆3的拆装，使得本拐杖能够调节握杆3的高

度，从而适应不同高度的使用者。

[0040] 支撑腿2通过螺栓螺母与支撑杆一13和支撑杆二14连接一起，该结构便于支撑腿2

安装和拆卸。

[0041]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实用新型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

的方式替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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