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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驱动的手部康复设备及其反馈控制电
路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柔性驱动的手部康复
设备及其反馈控制电路，
包括支座和与支座连接
的掌骨板，
外骨骼机构固定连接掌骨板且与手指
各指节位置对应，
手指柔性驱动机构固定连接于
掌骨板，
外骨骼机构连接手指柔性驱动机构。本
实用新型适用于手部功能受损患者进行日常的
手部康复训练，
其结构紧凑，
可靠性较高，
适合进
行居家康复训练，
由于其具有灵活性、便携性等
特点，
可以满足患者的居家使用需求，
而且通过
智能化的控制方式，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范患者
的训练模式，
使康复训练的效果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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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柔性驱动的手部康复设备，
其特征在于：
包括支座(2)和与支座(2)连接的掌骨
板(1) ，
外骨骼机构固定连接掌骨板(1)且与手指各指节位置对应，
手指柔性驱动机构固定
连接掌骨板(1)，
外骨骼机构连接手指柔性驱动机构。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驱动的手部康复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手指柔性驱动机
构包括五个结构相同的柔性驱动，
分别为拇指柔性驱动(12)、
食指柔性驱动(22)、
中指柔性
驱动(32)、
无名指柔性驱动(42)和小指柔性驱动(52)。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柔性驱动的手部康复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柔性驱动包括：
支撑板(211)与掌骨板(1)固定连接，
电机固定件(221)和电机支撑座(222)固定连接在
支撑板(211)上，
分别用于支撑直线电机(223)的末端与中间部分，
使直线电机(223)的轴线
与支撑板(211)平行；
直线位移传感器(224)通过传感器连接杆(225)与弹簧输出连接件
(228)通过螺钉连接，
用于测量直线电机(223)输出端的实际位移量；
弹簧输出连接件(228)
固定连接到滑块(227)上，
并与滑块(227)沿导轨(226)做同步直线运动；
压缩弹簧(229)的
两端分别固定连接在弹簧输出连接件(228)及弹簧输入连接件(2210)上；
弹簧输入连接件
(2210)与直线电机(223)的输出部分相连。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驱动的手部康复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外骨骼机构包括
五个结构相同的外骨骼，
分别为拇指外骨骼(11) ，
食指外骨骼(21) ，
中指外骨骼(31) ，
无名
指外骨骼(41)及小指外骨骼(51)，
且各个外骨骼对应各个手指指节相应位置。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柔性驱动的手部康复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外骨骼包括：
三
组平面四杆机构分别为：
偏置曲柄滑块机构、
摇杆机构和交叉式连杆机构；
偏置曲柄滑块机构由弹簧输出连接件(228)、第一推杆(212)、第二推杆(213)和支撑板
(211)通过铰链连接而成；
摇杆机构由支撑板(211)、第二推杆(213)、第三推杆(214)和第一指节连接件(215)通
过铰链连接而成；
交叉式连杆机构由第三推杆(214)、第一指节连接件(215)、第四推杆(216)和第二指节
连接件(217)通过铰链连接而成。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柔性驱动的手部康复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铰链由销及卡簧
构成。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驱动的手部康复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掌骨板(1)与支
座(2)为可拆卸连接。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驱动的手部康复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支座(2)为采用
光敏树脂材料制成的U型结构，
用于对手臂和手腕部分进行支撑。
9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驱动的手部康复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掌骨板(1)、
外骨
骼机构和手指柔性机构采用具有镂空结构的7075铝合金制成。
10 .一种基于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手部康复设备的反馈控制电路，
其特征在于，
包
括
数据采集系统 ，通过设置于手部康复设备上的直线位移传感器(224)采集直线电 机
(223)输出端的实际位移量，
并将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发送到计算机控制系统中；
计算机控制系统接收到数据采集系统反馈的数据采集数字位移量信号后发送控制指
令到电机驱动器，
通过电机驱动器对直线电机进行控制；
同时直线电机将输出反馈信号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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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驱动的手部康复设备及其反馈控制电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新型服务与医疗康复训练机器人领域，
具体地说是一种柔性驱动
的手部康复设备及其反馈控制电路。
背景技术
[0002] 据统计，
因神经系统疾病或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造成的偏瘫患者以及因交通事
故等造成肢体损伤的人数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其中手部功能受损对患者的日常生活产生
的不良影响极大。手部受损患者在早期治疗中需要采取药物或手术的方式对损伤部位进行
主要的修复，
此时需投入大量的医疗及护理成本。而在治疗的中后期阶段，
患者的一部分手
部功能可以得到恢复，
为了节约医疗费用，
减少护理成本，
降低医护人员的工作强度，
大部
分患者可以选择在家中进行自我康复训练。但由于缺少护理人员的监督，
许多患者的训练
方式不尽合理，
使得康复训练的效果欠佳。
[0003] 手部康复设备可以规范患者训练动作，
并提供多种训练模式，
对患者的康复起到
很大作用。手部康复设备的应用也极大地降低了人工康复的成本。
目前国内外对于手部康
复设备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比如：
体积庞大，
使用时便携性
差；
驱动机构与执行机构多为刚性结构，
安全性较差；
独立驱动数量多，
导致结构复杂性增
加。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适用于手部功能受损患者进行日常的
手部康复训练的柔性驱动的手部康复设备及其反馈控制电路。
[0005] 本实用新型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柔性驱动的手部康复设备，
包括支座2和与支座2连接的掌骨板1，
外骨骼机构
固定连接掌骨板1且与手指各指节位置对应，
手指柔性驱动机构固定连接掌骨板1，
外骨骼
机构连接手指柔性驱动机构。
[0007] 所述手指柔性驱动机构包括五个结构相同的柔性驱动，
分别为拇指柔性驱动12、
食指柔性驱动22、
中指柔性驱动32、
无名指柔性驱动42和小指柔性驱动52。
[0008] 所述柔性驱动包括：
[0009] 支撑板211与掌骨板1固定连接，
电机固定件221和电机支撑座222固定连接在支撑
板211上，
分别用于支撑直线电机223的末端与中间部分，
使直线电机223的轴线与支撑板
211平行；
直线位移传感器224通过传感器连接杆225 与弹簧输出连接件228通过螺钉连接，
用于测量直线电机223输出端的实际位移量；
弹簧输出连接件228固定连接到滑块227上，
并
与滑块227沿导轨226 做同步直线运动；
压缩弹簧229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在弹簧输出连接
件228及弹簧输入连接件2210上；
弹簧输入连接件2210与直线电机223的输出部分相连。
[0010] 所述外骨骼机构包括五个结构相同的外骨骼，
分别为拇指外骨骼11，
食指外骨骼
21，
中指外骨骼31，
无名指外骨骼41及小指外骨骼51，
且各个外骨骼对应各个手指指节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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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0011]

所述外骨骼包括：
三组平面四杆机构分别为：
偏置曲柄滑块机构、摇杆机构和交叉
式连杆机构；
[0012] 偏置曲柄滑块机构由弹簧输出连接件228、
第一推杆212、第二推杆213和支撑板
211通过铰链连接而成；
[0013] 摇杆机构由支撑板211、
第二推杆213、第三推杆214和第一指节连接件215 通过铰
链连接而成；
[0014] 交叉式连杆机构由第三推杆214、
第一指节连接件215、第四推杆216和第二指节连
接件217通过铰链连接而成。
[0015] 所述铰链由销及卡簧构成。
[0016] 所述掌骨板1与支座2为可拆卸连接。
[0017] 所述支座2为采用光敏树脂材料制成的U型结构，
用于对手臂和手腕部分进行支
撑。
[0018] 所述掌骨板1、
外骨骼机构和手指柔性机构采用具有镂空结构的7075铝合金制成。
[0019] 一种柔性驱动的手部康复设备的反馈控制电路，
包括数据采集系统，
通过设置于
手部康复设备上的直线位移传感器224采集直线电机223输出端的实际位移量，
并将模拟信
号转化为数字信号发送到计算机控制系统中；
计算机控制系统接收到数据采集系统反馈的
数据采集数字位移量信号后发送控制指令到电机驱动器，
通过电机驱动器对直线电机进行
控制；
同时直线电机将输出反馈信号通过电机驱动器发送给计算机控制系统，
进行直线电
机输出反馈。
[0020]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及优点：
[0021] 1 .本实用新型通过弹性元件可以有效的避免电机启动时的冲击，
提高了康复过程
中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增强康复的训练效果；
[0022] 2 .本实用新型外形与人体手掌相似，
以便于穿戴；
[0023] 3 .本实用新型采用表面多处镂空的7075铝合金制成，
以减轻设备整体质量，
便于
患者在脱离支撑后的自由活动状态中进行康复训练；
其表面有多处安装孔，
以便于安装柔
性驱动部分及外骨骼部分；
[0024] 4 .本实用新型的指节连接件材质为光敏树脂，
采用激光快速成形方式加工，
以提
高成形效率及表面质量，
防止刮伤手指；
[0025] 5 .本实用新型具有灵活性、
便携性等特点，
可以满足患者的居家使用需求，
而且通
过智能化的控制方式，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范患者的训练模式，
使康复训练的效果得到提
高。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手部康复设备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掌骨板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为支座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为单根手指的柔性驱动和外骨骼连接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为柔性驱动结构示意图；
5

CN 208436011 U
[0031]
[0032]
[0033]

说

明

书

3/4 页

图6为柔性驱动的弹性组件结构示意图；
图7为外骨骼结构示意图；
图8为本实用新型的反馈控制电路连接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35] 如图1所示为本实用新型的手部康复设备结构示意图。
[0036] 手部康复设备包括支座2，
掌骨板1，
手指柔性驱动机构及外骨骼机构，
支座2连接
掌骨板1，
外骨骼机构固定连接掌骨板1且与手指各指节位置对应，
手指柔性驱动机构固定
连接掌骨板1，
外骨骼机构连接手指柔性机构。当直线电机产生直线运动时，
其通过弹性元
件将运动传递至外骨骼机构，
从而驱动外骨骼机构带动患者手指实现屈曲的康复运动。支
座2与掌骨板1可以进行快速连接与拆卸。
[0037] 外骨骼机构包括五个结构相同的外骨骼，
分别为拇指外骨骼11，
食指外骨骼21，
中
指外骨骼31，
无名指外骨骼41及小指外骨骼51，
且各个外骨骼对应各个手指近指节相应位
置。
[0038] 手指柔性机构包括五个结构相同的柔性驱动，
分别为拇指柔性驱动12、食指柔性
驱动22、
中指柔性驱动32、
无名指柔性驱动42和小指柔性驱动52；
且各个柔性驱动对应各个
手指中指节相应位置。
[0039] 如图2所示为掌骨板结构示意图。
[0040] 其外形与人体手掌相似，
其材质为7075铝合金，
表面多处镂空，
以减轻设备整体质
量，
便于患者在脱离支撑后的自由活动状态中进行康复训练；
其表面有多处安装孔，
以便于
安装手指柔性机构及外骨骼机构。
[0041] 如图3所示为支座结构示意图。
[0042] 支座，
用于放置患者手臂位置外表面光滑，
外形与人体手臂外表面形状相似，
用以
在康复训练过程中支撑患者的手臂，
减少疲劳。因其外形曲面较多，
优选的，
采用光敏树脂
材质，
通过激光快速成形的方式加工，
以提高成形效率及表面质量。
[0043] 如图4所示为单根手指的柔性驱动和外骨骼连接结构示意图。
[0044] 包括柔性驱动及外骨骼，
通过固定铰链连接。
[0045] 如图5所示为柔性驱动结构示意图。
[0046] 柔性驱动包括直线电机，
直线位移传感器，
压缩弹簧等。直线电机的线性运动可通
过弹簧传递至外骨骼部分。弹性元件可以有效的避免电机启动时的冲击，
提高了康复过程
中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0047] 电机固定件221和电机支撑座222固定连接在支撑板211上，
分别用于支撑直线电
机223的末端与中间部分，
使得直线电机轴线与支撑板211平行。直线位移传感器224用于测
量直线电机223输出端的实际位移量l1 ，
其滑刷端由传感器连接杆225通过螺钉与弹簧输出
连接件228连接。
[0048] 如图6所示为柔性驱动的弹性组件结构示意图。
[0049] 弹簧输出连接件228固定连接到滑块227上，
并可与滑块227沿导轨226 做同步直
线运动。压缩弹簧229通过粘接的方式，
两端分别固结在弹簧输出连接件228及弹簧输入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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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件2210上。弹簧输入连接件2210与直线电机223的输出部分相连。直线电机223输出端做
直线运动时，
驱动力通过压缩弹簧229 传递到外骨骼部分，
实现柔性驱动。
[0050] 压缩弹簧为圆柱螺旋线形，
其截面为圆形。该压缩弹簧为一线性元件，
其由于发生
弹性形变所产生的恢复力的大小与所发生的形变的大小成正比 ，
且方向相反，
并可采用如
下公式计算：
[0051] F＝K(l1-l2)\*MERGEFORMAT (1)
[0052] 其中，
F是弹性元件由于发生弹性形变而产生施加于连杆上的恢复力，
K为恢复力
大小与压缩弹簧所发生弹性形变大小的比例系数，
l1为直线电机输出轴所移动过的绝对位
置量，
l2为弹簧输出连接件移动的绝对位置量。
[0053] 直线电机可反馈电机输出信息的模拟量信号，
测量电机输出轴的绝对位置，
即公
式(1)中的l1 ；
直线位移传感器可反馈弹簧输出连接件的位置信息，
测量弹簧输出连接件的
绝对位置，
即公式(1)中的l2。
[0054] 如图7所示为外骨骼结构示意图。
[0055] 支撑板211与掌骨板1固定连接，
推杆213与支撑板211通过固定铰链连接。铰链结
构由销及卡簧构成，
所述其余各处铰链结构均与销218及卡簧219 构成的铰链结构相同。柔
性驱动部分末端(包括弹簧输出连接件228、
滑块227、
导轨226)，
第一推杆212，
第二推杆213
与支撑板211构成平面四杆机构一，
为偏置曲柄滑块机构；
支撑板211，
第二推杆213，
第三推
杆214与第一指节连接件215构成平面四杆机构二，
为摇杆机构；
第三推杆214，
第一指节连
接件 215，
第四推杆216，
第二指节连接件217构成平面四杆机构三，
为交叉式连杆机构。柔
性驱动部分做直线运动，
驱动三组平面四杆机构联合运动，
最终可实现外骨骼部分做屈曲
运动。患者手背与掌骨板1接触，
手指近指节与第一指节连接件215由绑带固定，
手指中指节
与第二指节连接件217由绑带固定，
外骨骼部分便可带动手指产生屈曲运动，
进行康复训
练。
[0056] 本实用新型中涉及的连杆机构是由偏置曲柄滑块机构、
摇杆机构和交叉式连杆机
构三种不同形式的机构组成。通过外骨骼部分可将柔性驱动部分产生的线性运动转化为指
节连接件的弯曲联动，
并带动患者手指同步运动，
进行康复训练。
[0057] 如图8所示为本实用新型的反馈控制电路连接图。
[0058] 其中包括带有输出反馈的直线电机，
用于提供输出驱动力；
弹性驱动组件，
包括所
述导轨226，
滑块227，
弹簧输出连接件228，
压缩弹簧229，
弹簧输入连接件2210等；
外骨骼部
分，
包括所述第一推杆212，
第二推杆213，
第三推杆214，
第一指节连接件215，
第四推杆216，
第二指节连接件217，用于实现屈曲运动；
位移传感器，
为直线位移传感器224，用于测量电
机末端位移量；
数据采集系统，
将位移传感器的模拟信号量转化为数字信号；
实时计算机控
制系统，
定时采集直线位移传感器信息，
并运行既定算法；
电机驱动器，
将控制系统的信号
传递到直线电机中，
对电机进行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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