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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骨骼康复机器人在脊髓损伤
 Exoskeleton rehabilitation robot in spinal cord injury（SCI）

（SCI）患者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patients in dail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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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

张某

聂某



                               P-E-O
张某 聂某

     P

男、61、工人、高中文化
2010年因车祸致胸7椎体骨折致
脊髓损伤：T8完全性脊髓损伤   ASIA：A
级
双下肢功能障碍：双下肢肌力0级、肌张力
低下、大小便失禁。
心态较好，已经适应。

男、 26岁、原为修理工、高中文化
2016年由于意外砸伤背部，经诊断胸12椎体脱
位，腰1椎体爆裂性骨折。
脊髓损伤：马尾神经损伤     ASIA：C级
双下肢功能障碍：左下肢肌力2级、右下肢肌
力2—级、双踝关节无主动运动功能、足下垂、
二便轻度障碍、双下肢有感觉异常（麻木）、
心理压力大。

   

    E

已婚、与妻子一起生活、有一女儿已结婚、
现已退休、工伤、常年住院，病房在二楼、
室内卫生间有扶手、医院楼内有超市、商
场离着远大约5公里、经济条件好、

未婚、在杭州一家公司工作、和单位同事关系
融洽、家人有机会会去杭州看望他、单位和住
宿地都在一栋楼内3楼、有电梯、室内卫生间
有改造进出方便、超市离公司1500米左右，不
能坐公交车，出行要打车

     O
ADL评估中度障碍、改良Barthel指数 50分；
平时出行轮椅代步、喜欢聚会、钓鱼、手
工艺、下棋、做饭；每天坚持康复训练PT、
OT、按摩等。

ADL评估轻度障碍、改良Barthel指数 70分；  
平时出行轮椅代步，喜欢旅游、打羽毛球、聚
会、唱歌；受伤前在汽车修理厂工作，现在公
司工作。



                              COPM
      重要性                                              
(importance)

     表现
      (expression)

    满意度
(degree of satisfaction) 

    步行
   (walk) 聂某10分、张某10分 聂某2分、张某1分 聂某2分、张某1分

    洗澡
   (have  a  
bath)

聂某8分、张某7分 聂某5分、张某4分 聂某5分、张某3分

    工作
    (work) 聂某10分 聂某3分 聂某2分

    聚会
(get together)

         
 聂某8分、张某7分  聂某3分、张某4分 聂某2分、张某3分

       旅游
   (take a 
tirp)

 聂某8分、张某8分 聂某4分、张某4分 聂某2分、张某2分





近期目标：
（Immediate objectives):

       1 张某在6周内能够少量辅助下社区内活动（如步行、洗澡、聚会、小区
内购物、旅游等）
       2 聂某在6周内能够监护下社会性活动（如坐地铁、超市购物等）

远期目标：
(Long-term objectives):

        1 张某在12周内能够社区内活动（如监护下步行、独立洗澡、参加聚会
或旅游）
        2 聂某在12周内能够独立社会性活动（如独立室外步行1-3个小时、轻体
力工作、独立洗澡、独立去参加聚会或旅游）



          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ICF）                      

身体结构与功能
（body structure Function)

活  动
(Active motion)

参  与
(Parameter and)

健康状况
（障碍或疾病） 

health condition 
(an obstacle or disease)

环境因素
(environmental  factor)

个体因素
(Individual factors)





           步行训练(ambulation exercise)

KAFO训练
    (KAFO training)



截瘫步行器训练

Paraplegic walker training



    以患者为中心



                       外骨骼（dermatoskeleton)

概念：外骨骼是一种能够提供对生物柔软
内部器官进行构型，建筑和保护的坚硬的
外部结构。





                 外骨骼康复机器人
            (Exoskeleton rehabilitation robot）

l外骨骼康复机器人是一种结合了人工智能、机械动力装置和机械能量的

人机结合的可穿戴设备，按结构可将外骨骼机器人分为上肢、下肢、全

身及各类关节机器人。

l外骨骼目前专注于可穿戴外骨骼智能机器人技术在专业医疗康复领域运

用；专注脊髓损伤患者康复治疗，以患者自主行走能力为核心，利用意

图检测分析用户意图，准确判断并作出响应。促进截瘫患者神经系统部

分重建,进而逐步改善双下肢瘫痪患者自主独立行走能力。





外骨骼核心设计理念（Exoskeleton core design concept） 
人工智能核心GPU计算引擎

意图检测、机器学习、步态控制、康复功
能包

状态显示呼吸灯

语音提示系统

    可拆卸电池模块
（一次充电持续4小时）

世界顶级伺服系统

长度快速调节

压力传感器

基本性能参数

步行速度1m/s（可

调）

蹬踏高度0.3m（可

调）



外骨骼机器人结构(Exoskeleton robot structure)

 

智能手柄训练控制器及

移动通信单元 

髋部微型驱动电机及传

感器单元,可随用户宽度

调节

足部支持及传感器单元 膝部微型驱动电机及传

感器单元,可随用户腿长

调节

 



   外骨骼机器人结构  
        (Exoskeleton robot structure)

l 可穿戴外骨骼智能康复机器人标准化产品，拥有广泛患者适用范围(患者体重不超过90公斤，身高150-

190厘米之间)，无需针对不同患者进行特别定制;能同时保存几千名患者参数设置及使用监测数据 

l 可穿戴外骨骼智能康复机器人自重约为25公斤，患者无需负担设备自重，完全由设备自身承担，持续应
用电池可续航4小时，间断应用可续航8小时。

 



                  外骨骼康复机器人应用范围和目的 

范围（scope）：

外骨骼康复机器人应用范围目前为T4以下脊髓损伤患者

目的(purpose）：
辅助患者站立、步行
预防或减少泌尿系感染
维持内脏器官的正常功能、促进排便，增
强消化系统的活动
防止压力性损伤（压疮）
增强上肢及腰背肌肌力
加强心肺系统功能，防止水肿、骨质疏松
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和工作中的行走能
力
扩大社交范围，减轻心理压力



       外骨骼连续性智能治疗理念 
                The concept of continuous intelligent treatment of exoskeleton

患者可快速穿

戴设备。同一

套设备对每位

患者的不同情

况进行调节、

信息存储

深度学习视

觉技术勘测

路况确保安

全

以机器步态，

矫正伤友步

态

在患者恢复

一定程度后，

可增加上下

楼梯功能，

增加行走步

数

视觉技术判

断环境状况，

与环境交互

调整步态，

预警和防止

摔倒。



           外骨骼机器人核心技术（功能）
                     Exoskeleton Robot Core Technology (function)

步速&步态调节

外骨骼率先实现步态、步速动态调节技术，
可随用户的意图动态调整行走姿态。

仿生设计

采用仿生学设计，舒适贴合人体，通过4套国
际顶级伺服系统驱动，可轻松实现行走、上
下楼梯、起立坐下等动作。

意图检测

国内首家整机集成50多个精密传感器，根据
用户当前动作分析用户意图，准确判断并作
出响应，无需用户主动控制。

机器视觉

配套基于深度学习的机器视觉可以准确判断
环境状况，与环境交互调整步态、防止摔倒。

机器学习

自行设计基于GPU的高性能人工智能控制核心，
采用多种机器学习算法，对用户的使用习惯
进行自主学习，提供协助与保护。

云数据处理

外骨骼云端实时保存用户产生的运行数据，
并使用大数据技术进行计算分析，为用户群
体提供了完整、专业的康复解决方案。



   外骨骼软件功能（手机端App）
      Exoseleton software functionality (App on the phone)

日、周、月、总  达标记录
心率、血氧

生命体征记录 绑定设备，获取最新数据 实时获取当前位置



    外骨骼软件功能（手柄控制器）
       Exoskeleton software function (handle controller)

起立、坐下、行走、上下台阶
等基本训练模式 单关节选择训练 定时循环抬腿训练 平衡角度，角度判断



外骨骼软件功能（云平台数据分析）
Exoskeleton Software functionality (Cloud platform data Analysis)

云平台包含计算、存储、网络、安全、大数据、人工智能，不同身份通过

不同账号登陆云平台，根据登录人的身份进行相关数据的显示，云平台对

应的角色分别有：管理员、患者和患者家属、医护人员、技术人员等 



                  临床应用
         功能性活动训练（站起、坐下）

        Functional walking training (stand up and sit down)



                                 站立平衡与步行训练
                （Standing balance and walking training）



                                      乘坐电梯训练
                （traininElevatorg）



 模拟购物训练和炒菜训练
（Simulated shopping and cooking training）



       实用性活动训练（Practical walking training）

独立穿外骨骼                                   站起

坐下                                        步行训练



办公 上下楼

入电梯 出电梯



  生活训练



                临床效果比较
         （Comparison of clinical effects）

 
患者平均耗氧量比较

（单位：毫升／千克／公里）

患者6分钟行走距离比较
（单位：米）

患者10米行走距离耗时
（单位：秒）

外骨骼产品

传统下肢矫形器

可穿戴外骨骼智能康复机器人与使用传统下肢矫形器比较: 患者承担负荷更少;步行距离更长;行走速度
更快。 



                             VS



                              COPM
      重要性                                              
(importance)

     表现
      (expression)

    满意度
(degree of satisfaction) 

    步行
   (walk) 聂某10分、张某10分 聂某7分（2分）、张某

6分（1分）
聂某8分（2分）、张
某8分（1分）

    洗澡
   (have  a  
bath)

聂某8分、张某7分 聂某9分（5分）、张某
8分（4分）

聂某8分（5分）、张
某8分（3分）

    工作
    (work) 聂某10分 聂某9分（3分） 聂某10分（2分）

    聚会
(get together)

         
 聂某8分、张某7分  聂某9分（3分）、张

某8分（4分）
聂某9分（2分）、张
某8分（3分）

       旅游
   (take a 
tirp)

 聂某8分、张某8分 聂某9分（4分）、张某
8分（4分）

聂某9分（2分）、张
某9分（2分）



            感应人心     通晓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