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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

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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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康复训练机器人通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下肢康复训练机器人的组成分类、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在医院、康复中心等医疗机构进行作业的一般下肢康复训练机器人（以下简称机器

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9706.1  医用电气设备  第1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GB/T 14710  医用电器环境要求及试验方法 

YY 0505  医用电气设备 第1-2部分：安全通用要求-并列标准：电磁兼容-要求和试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康复训练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辅助肢体运动功能障碍或失能人员通过肢体主动或被动运动，恢复、重建或增强肢体功能的过程。 

3.2 

下肢康复训练机器人  lower limb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robot 

在健康护理、助老助残领域，用于下肢功能障碍者进行康复训练的机器人。 

3.3 

被动训练  passive training 

完全由机器人施力于人体的某一部分肢体，从而带动肢体关节做运动的训练，动力来源于设备。 

[来源：GB/T 37704-2019，3.4] 

3.4 

主动训练  active training 

肢体带动机器人运动而进行训练，主要动力来源于受训者肌力。 

[来源：GB/T 37704-2019，3.5] 

4 组成和分类 

4.1 组成 

机器人一般由显示屏、升降机构、底座、末端夹手和手臂组成，具体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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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下肢康复训练机器人示意图 

说明： 

1---显示屏 

2---升降机构 

3---底座 

4---末端夹手 

5---手臂 

4.2 分类 

4.2.1 按训练方式分类 

按训练方式可分为： 

a) 主动训练机器人，即为受训者提供主动训练模式的机器人； 

b) 被动训练机器人，即为受训者提供被动训练模式的机器人； 

c) 主被动训练机器人，即为受训者提供主动和被动混合训练模式的机器人。 

4.2.2 按控制方式分类 

按控制方式可分为： 

a) 全自主控制机器人，即机器人的控制信号全部来源于机器人系统； 

b) 半自主控制机器人，即机器人的控制信号部分来源于机器人系统； 

c) 人工控制机器人，即机器人的控制信号全部来源于使用者； 

d) 其他控制机器人，即除上述方式以外的其他控制方式的机器人。 

5 技术要求 

5.1 结构及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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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外观和结构的要求如下： 

a) 表面应整洁、平整、无尖角、凸起、划痕、毛刺和可能对使用者造成伤害或者损坏衣物的缺陷； 

b) 焊接件表面均匀平整，不应有漏焊、虚焊、焊瘤、夹渣、裂缝、烧穿、飞溅物等缺陷； 

c) 镀（涂）层表面应色泽均匀，光滑平整，不应有擦伤、烧痕、裂纹、针孔、麻点、斑点、毛刺、

鼓包剥落等缺陷； 

d) 脚部和腿部支撑部位应采用软包和弹性绑带。软包物填充应充盈饱满，缝边应牢固规整，外表

面不应有褶皱、褪色，跳线和破损等现象； 

e) 机器人在使用过程中，不应存在训练位与训练位之间或同一训练位之间的器械干涉，运动范围

干涉，人体干涉等现象； 

f) 在训练位正常训练状态下，使用者可触及的区域内，不应存在被剪切、卷入、挤压或碰撞等现

象； 

g) 机器人上所有可移动装置的移动范围不应出现无法控制的偏摆现象； 

h) 主机操作按钮应易操作和识别，字、符号等标识应标注清晰； 

i) 一体机触摸屏应显示清晰易识别，操作灵敏无卡滞现象。 

5.2 功能 

5.2.1 训练模式 

机器人应具有多种可切换的训练模式，如：踝关节运动模式、混合模式、示教模式。 

5.2.2 控制功能 

对机器人控制功能要求如下： 

a) 应具有更换左右脚运动的功能； 

b) 应具有变速功能； 

c) 应具有可以设定屈伸角度保持时间的功能； 

d) 应具有主动训练功能； 

e) 应具有示教训练功能。 

5.2.3 显示功能 

机器人应配有一体机屏幕显示装置。显示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当前的训练模式、训练速度、训练时

间、患者信息。 

显示装置应具有参数设置和数据查看功能。 

5.2.4 软件功能 

5.2.4.1 管理员登录功能 

机器人应提供给使用者身份验证功能，功能包括但不限于：管理员登录、登出管理员账户、修改管

理员密码。 

5.2.4.2 康复者信息查询功能 

机器人应具有康复者信息查询功能，功能包括但不限于：查看所有历史康复者信息、搜索康复者信

息、选取训练患者、添加/修改/删除康复者信息。 

5.2.4.3 添加新的康复者信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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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应具有添加新的康复者信息功能，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康复者基本信息填写、重要关节信息

填写、查看帮助。 

5.2.4.4 创建康复训练功能 

机器人应具有创建康复训练功能，其功能包括但不限于：选取历史训练信息、创建新的训练信息。 

5.2.4.5 机器人参数设定 

机器人应具有参数设定功能，功能包括但不限于： 

a) 原始参数设定，原始参数设定包括患者床面和升降轴中心点高度设定； 

b) 默认参数设定，默认参数设定包括默认速度和默认时长设定。 

5.2.4.6 机器人上电功能 

机器人应具有手动上电开关，且应在上电后执行训练。 

5.2.4.7 机械臂上升、下降操作功能 

机器人机械臂位置应可以进行上下调整。 

5.2.4.8 初位调整、开始训练功能 

机器人机械臂初始位置应可调，并可以在初始位置直接开始训练。 

5.2.4.9 停止康复训练功能 

康复训练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应可随时通过软件控制停止当前训练。 

5.2.4.10 示教模式 

机器人应具有示教模式，示教轨迹应可以进行保存，并可按示教轨迹重复训练。 

5.2.4.11 评估 

机器人应存在可供医生进行康复评估的评估页面，评估页面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功能： 

a) 康复者个人信息显示； 

b) 病因选择功能； 

c) 恢复情况确认功能； 

d) 结果与建议。 

5.2.4.12 查看历史训练信息 

机器人应具有历史信息查询功能，功能包括但不限于： 

按训练时间搜索历史训练信息、查询所有历史训练信息、选择历史训练信息为新训练信息。 

5.2.4.13 查看示教轨迹信息 

机器人应具有查看示教轨迹信息功能，包括但不限于： 

按创建时间搜索示教轨迹信息、查询所有示教轨迹信息、选择示教轨迹信息为新训练信息。 

5.2.4.14 查看历史报警信息 

机器人应具有查看历史报警信息功能，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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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报警时间搜索历史报警信息、查询所有历史报警信息。 

5.2.4.15 机器人状态指示 

机器人应具有指示当前机器人设备状态的功能，功能包括但不限于： 

a) 电源状态标志； 

b) 网络状态； 

c) 机器人状态。 

5.2.4.16 用户使用权限 

获得完整权限应通过用户名密码的方式进行登录。 

5.2.4.17 按键功能锁定 

机器人应具有按键锁定功能。 

5.3 性能 

5.3.1 负载 

机器人搭载额定负载时应运行稳定，无异响。 

5.3.2 噪声 

正常工作时的噪声不应大于声压60 dB（A）。 

5.3.3 机械臂旋转轴心升降运动范围 

旋转轴心升降运动范围为 200 mm±5 mm。 

5.3.4 各关节的运动范围及准确度 

髋关节：范围 10°～120°，允差±10%。 

膝关节：范围 0°～120°，允差±10%。 

踝关节：范围30°～45°，允差±10%。 

5.3.5 各关节的最大运动角速度及准确度 

髋关节：10 °/s，允差±1 °/s。 

膝关节：10 °/s，允差±1 °/s。 

踝关节：18.8 °/s，允差±1 °/s。 

5.3.6 机械臂运动角度准确性 

对于机械臂的运动角度，在运行范围内的任何测量点上，误差应不大于 1°。 

5.3.7 机械臂运动角度重复性 

机械臂的运动角度，在运行范围内每一个重复测量的角度之间，相差应不大于1°，所有测量出的

运动角度准确性应符合5.4.6。 

5.3.8 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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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稳定性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着地平稳，底脚与水平面的差值≤2 mm，并在使用中不应产生晃动； 

b) 应可靠定位，在锁底盘的情况下，施加 200 N水平拉力或者推力时，不应产生位移。 

5.3.9 定时 

机器人应具有定时装置，并在到达设置时间后机器人应自动停止训练。 

5.3.10 意外断电 

电源中断及恢复通电后，固定肢体的支架应保持在停止时的状态，并且手动可以移除；机器人电源

中断恢复通电后，应不可自发的重新启动。 

5.4 安全 

应符合GB 9706.1中的规定。 

5.5 电磁兼容 

应符合YY 0505的规定要求。 

5.6 环境适应性 

应符合GB/T 14710中气候环境II组，机械环境II组的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结构及外观检查 

采用目测、手感、试用、观察等方法检查。 

6.2 功能检测 

按产品说明书中的方法检查。 

6.3 性能检测 

6.3.1 负载 

将额定负载固定于机器人的腿部和脚部支撑板，使机器人正常工作4 h，观察机器人是否稳定运行，

无异响。 

6.3.2 噪声 

机器人置于背景噪声比测点声压级低10 dB的环境中，在额定负荷产生噪声最大的运行状态下进行

测量。 

距离机器人周围1 m的测量半径, 高1 m对称选择4点分别测量噪声，取最大值。 

6.3.3 机械臂旋转轴心升降运动范围 

控制机械臂升降轴运行至最低和最高位置，在机器人上画出标记，使用直尺，测量两标记之间的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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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各关节的运动范围及准确度 

在设备空载情况下，角度测量采用角度仪量取三点（分别为最大值的 100%、50%、20%）测试。 

6.3.5 各关节的最大运动角度及准确度 

在设备空载的情况下，将设备的角度范围设定为最大，用角度仪测量始末位置的角度，同时用电子

秒表测定运动所用的时间，计算角速度。 

6.3.6 机械臂运动角度准确性 

单独控制机械臂大臂旋转轴、小臂旋转轴、脚部支撑板旋转轴以及腿部支撑板旋转轴，分别使其运

动到机器人系统设定的 45°、90°、135°和 180°。测量上述各旋转轴实际的运动角度。 

6.3.7 机械臂运动角度重复性 

单独控制机械臂大臂旋转轴、小臂旋转轴、脚部支撑板旋转轴以及腿部支撑板旋转轴，分别使其运

动到机器人系统设定的 60°和 120°，各旋转轴的运动应至少重复 5次。测量上述各旋转轴实际的重复

运动角度。 

6.3.8 稳定性 

将机器人放置在平板上，用塞尺测量某一底脚与平板间的距离。 

在额定负载下，锁定底盘，并且是正常训练状态的摆动方向或最不利稳定的方向，观察设备是否有

晃动。 

在锁定底盘的情况下，对机器人施加200 N水平拉力或者推力，观察机器人是否产生位移。 

6.3.9 定时 

采用秒表进行计时，选取可设定的最大时间进行检测。 

6.3.10 意外断电 

模拟电源中断、恢复状态，实际操作予以验证。 

6.4 安全检测 

按GB 9706.1中规定的方法检测。 

6.5 电磁兼容试验 

按YY 0505规定进行检测。 

6.6 环境适应性试验 

按GB/T 14710规定的条件进行检测。 



CRIA XXXX—20xx 

8 

参 考 文 献 

[1]GB 24436  康复训练器械 通用技术要求 

[2]YY/T 0708  医用电气设备 第1-4部分：通用安全要求 并列标准：可编程医用电气系统 

[3]YY/T 0997  肘膝关节被动运动设备 

[4]YY 1057 医用脚踏开关通用技术条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