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 行 机 器 人

使 用 说 明 书

 非常感谢您使用助行机器人产品

 请在仔细阅读本说明书的基础上，正确、安全地使用本产品

 请务必在使用前阅读“安全注意事项”

 请妥善保管本使用说明书





知识产权

本使用说明书及其对应产品的知识产权属于深圳市迈步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迈步公司”）。

© 2020 深圳市迈步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未经迈步公司书面同意，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得复制、修改或翻译本使用说明书的任何部

分。

， 是迈步公司的注册商标。

声明

迈步公司对本说明书拥有最终解释权。

在满足下列全部要求的情况下，迈步公司才认为应对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和性能负责：

(1) 装配操作、扩充、重调、改进和修理均由迈步公司认可的专业人员进行；

(2) 所有维修涉及更换的部件以及配套使用的附件、耗材均是迈步公司原配（原装）的；

(3) 有关的电气设备符合国家标准和本说明书要求；

(4) 产品操作按照本说明书进行。

(5) 本使用说明书也为技术说明书。

请在使用设备前详细阅读本说明书，未按本说明书操作设备而引起的任何形式的损失或

伤害，均与本公司无关。



维修服务

本产品的标准保修期为一年，耗材：主要包括绑带；耗材：指在每次使用后需要更换的

一次性消耗材料或定期更换的易损材料，耗材没有保修。

保修期限以发票上的发货日期开始计算。

保修期内，产品皆可享受免费售后服务；但请您留意，即使在保修期内，由于以下原因

造成产品需要维修之情况，迈步公司将实行收费维修服务，您需要支付维修费及配件费：

 人为损坏；

 使用不当；

 电网电压超出产品规定范围；

 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更换或使用未经迈步公司认可的部件、附件、耗材或由非迈步公司授权人员维

修；

 其它非产品本身所引起的故障。

保修期满后，迈步公司可以继续提供收费维修服务。

您若不支付或迟延支付收费维修服务费用，迈步公司将暂时中止维修服务直至您支付为

止。

售后服务单位

深圳市迈步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营销部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七道国家工程实验室大楼 B 座 502

电话： +86 755 86544279

关于设备的使用周期

此设备含有污染环境的危害性组件和材料（例如：PCB 电路板，电子组件等等），当设

备的使用周期结束时，上述组件和材料将会变得有危害。根据国际、国内和当地法规，

认为这些物质是有害的废弃物。

制造商建议当设备的使用周期结束时，请与制造商所授权的代理商或者授权的废物管理

公司联系处理这些废弃物。



前言

感谢您购买助行机器人。

使用设备前，请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的内容，以便正确使用该设备。

阅读后请妥善保存本使用说明书，以便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查阅。

产品名称：助行机器人

规格型号：MAX-1

软件发布版本：V1.0

结构组成：助行机器人、肩带和电源适配器等组成。

适用范围：本产品适用于辅助髋关节力量不足的人群行走、适用于可以独自站立并想增

强步行能力、提高行走速度的人群。

产品有效期：5年。

产品生产日期：详见产品标签。

本使用说明书发行日期：2020-10-23。

本说明书可能因软件、产品设计或技术规格的变更而升版，恕不另行通知，请以最新的

产品功能、配置及实物为准！



读者

本使用说明书的读者对象为使用助行机器人的用户，也包括：

 进行设备日常操作的人员；

 进行设备维护和故障处理的人员；

 学习设备操作的人员。

警告：本设备仅限于经迈步公司或迈步公司的代理商培训的专业人员操作使用。

内容

本使用说明书为助行机器人使用说明书。本使用说明书主要是帮助用户了解产品的原理

结构、操作使用、日常维护、故障处理等内容。请按照本使用说明书的说明进行操作。

如需电子版说明书，请联系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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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安全

1.1 符号定义

在说明书中，“ 危险”、“ 警告”、“ 小心”和“注意”是用来表示

使用过程中的有关注意事项、禁止事项等警告内容，它们的具体含义如下。阅读本说明

书前，请仔细理解并记住这些词汇的意思。

符号和词汇 含义

危险 如不加以避免，则有可能造成死亡或重要伤害的直接危险。

警告 如不加以避免，则有可能造成死亡或重要伤害的间接或潜在危险。

小心
如不加以避免，则有可能造成轻伤或中等程度伤害的危险，并有可

能造成财产损坏。

注意 如何正确使用机器的有关提示。

1.2 安全符号

产品上将使用以下安全符号。其含义如下：

符号 详细说明 符号 详细说明

开机 关机

生产日期 制造商

序列号 交流电符号

环保使用期限

表示电气设备和电子设备的废物

不能如未经分类的都市性废物般

弃置，应分别进行处理。请与制造

商所授权的代理商或者授权的废

物管理公司联系，获取关于处理废

弃设备的相关信息。

警告 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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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碎物品 怕雨

堆码层数极限 禁止翻滚

温度极限 湿度极限

大气压极限

1.3 安全注意事项

为保证使用者和操作人员的安全，在使用本系统时请严格遵守下列安全注意事项。

类型 安全注意事项内容

危险
切勿在有易燃气体（如麻醉剂）或易燃液体存在的环境中使用本系统，

否则有爆炸的危险。

警告

1. 设备无任何防水装置，切勿在可能会有水进入机内的地方使用。切

勿将任何液体泼洒在机器上或让其流入机器内，否则会有电击危险。

如果不慎将液体泼洒在机器上，请与本公司的销售办事处、用户服

务部或代理商联系。

2. 清洁本机前，务必切断电源。一旦系统发生故障，可能导致电击。

3. 切勿打开设备的外壳或面板，否则会造成短路或电击危险。任何对

设备的维修和升级必须由经迈步公司培训和授权的服务人员进行。

4. 用户或者非专业人员在场，请勿进行设备维修。

5. 禁止使用未经迈步公司认可的部件、附件。

小心
1. 设备只能由合格的具有专业资格的医疗人员操作。

2. 操作过程中，不适当的掉电可能导致系统故障。

注意

1. 请勿试图拆除或者取代任何部件，必须请专业维护人员进行维护。

2. 请勿试图更改系统软件，可能会导致系统功能损坏，禁止使用非本

公司提供的任何软件。

3. 在安装、操作和维护阶段，专业人员必须带有测试设备。

4. 请勿试图更换任何硬件设备，可能会导致系统功能损坏。

1.4 使用注意事项

为了设备长久使用，在使用设备时请遵守下列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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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使用注意事项内容

1 未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不得使用此设备。

2 首次使用本设备的用户必须经过适当的培训和讲解。

3

机器使用环境请注意以下事项：

1) 请按使用说明操作设备；

2) 设备无防水装置，应设置在不易溅到水的地方使用；

3) 设置在不易受到气压、温度、湿度、通风条件、日照、灰尘，及含盐、

硫等空气等不良影响的地方；

4) 请不要将设备设置在化学药品的保管场所，及有害气体产生的场所；

5) 请注意电源频率、电压及容许电流值；

4

机器在使用之前的注意事项：

1) 确认已穿戴好设备，腿部和腰部绑带均已绑定牢固；

2) 禁止在设备绑带未绑定时开启电源；

3) 检查所有连接处是否没有松动，包括左右绑腿板铰链、左右腰部横杆

铰链的连接处；

4) 如果在穿戴之前无意触碰到开机键，应立即关机；

5) 确认开机后没有提示电源电量过低；

5

机器在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1) 首次使用必须有专业人员陪同；

2) 应时刻观察设备有无异常现象；

3) 一旦发现异常，应立即关机，切断运动部件电源。非专业人士不得随

意打开修理，以免发生危险；

4) 禁止设备在运行过程中解开绑带；

6

机器使用后的注意事项：

1) 设备应先按下电源开关关机后，再解开绑带；

2) 使用者可以在关机的情况下自行解开绑带，但是要按顺序操作，先解

开腿部绑带，然后解开腰部绑带；

3) 存放场所需注意以下事项：

a) 存放在不宜溅到水的地方；

b) 存放在不易受到气压、温度、湿度、通风条件、日照、灰尘，及

含盐、硫等空气等不良影响的地方；

c) 请不要存放在化学药品的保管场所及有害气体产生的场所；

4) 清洁设备时用柔软的湿布擦拭本产品表面，可使用常规清洁剂（除有

机溶剂外），勿用侵蚀性、腐蚀性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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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发生故障时，不要随意检查，必须按照提示进行恰当的处理，维修则应

委托专业人员。

8 禁止擅自改造设备。

9

维修保养的检查：

1) 设备和零件需要定期检查；

2) 暂时停用的设备再次使用时，一定要在使用之前确认设备是否正常，

是否安全运转；

10 按照相关使用说明书，正确操作设备。

1.5 禁忌

 无法独自站立者，禁止使用本设备；

 无法独自控制平衡者，禁止使用本设备；

 无法自主行走者，禁止使用本设备；

 骨骼损伤（如非稳定性骨折，严重的骨质疏松症，脊柱不稳等）；

 严重认知或者视觉缺陷；

 严重的心脏疾病、高血压；

 不合作或有攻击行为；

 精神疾病、心理疾病患者；

 需要长期输液或医生要求卧床休息的患者；

 孕妇、儿童、身体虚弱者；

 其他医生或医疗机构认为不适合站立或行走的患者。

注意：本产品非医疗器械！年老体弱者请在监护人陪同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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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产品组成

本章主要是介绍产品的结构组成。

2.1 开箱

开箱清单

MAX-1助行机器人 1台
电源适配器 1个
产品说明书 1本

2.2 产品组成

助行机器人主要由背包、左右腿驱动单元、左右绑腿板、腰带、腰垫、左右腿绑带组成，

如下图。背包主要用于安装控制器和电池；左右腿驱动单元用于给腿部提供助力；腰带用于

将助行机器人固定在使用者腰部；腰垫通过魔术贴固定在腰带上，腰垫是海绵材质；左右腿

绑带用于将助行机器人的绑腿板与使用者腿部固定。

电源适配器

助行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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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带

腰带

大腿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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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基本操作

本章主要说明设备的操作流程。

3.1 穿戴

警告：在确认完全按照要求穿戴好之前，禁止按下电源开机键开机。

注意：穿戴之前检查肩带、腰带、左右腿绑带完整无破损且安装牢固。

3.1.1 适合穿戴人群

身高：150cm~190cm

体重：45kg~90kg

腰围：70cm~115cm

大腿围：34cm~61cm

大腿围测量方法：膝盖以上 15cm~20cm处测量大腿围的大小，如下图所示。

大腿绑带处于不同安装孔位时的建议使用大腿围如下，出厂默认处于安装孔位 2，调整

安装孔位的方法见 3.1.3的第 5步。

孔位 1的可穿戴大腿围范围：34cm~48cm；

大腿围测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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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位 2的可穿戴大腿围范围：41cm~54cm；

孔位 3的可穿戴大腿围范围：48cm~61cm；

3.1.2 安装肩带

注意：如果肩带已经安装好，请忽略这一步。

在使用者进行穿戴之前，需要先安装肩带，肩带的安装步骤如下：

1. 将助行机器人放置在平整的桌面，正面朝上如下图所示；

2. 肩带采用的 Y型，将 Y型肩带只有一个卡扣的那端与机器人背部卡扣扣紧，如下图

所示：

肩带安装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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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背部卡扣扣紧之后，将肩带上另外两个卡扣分别与助行机器人左右侧面的卡扣扣

紧；

4. 左右肩带安装完成之后如下图所示；

长度调节卡扣



3-14 / 29

3.1.3 穿戴助行机器人

注意：穿戴之前请确保肩带已经按要求安装，且调好肩带长度之后再穿戴。

在使用助行机器人之前，使用者需要按要求穿戴好机器人，这一步非常重要。助行机器

人穿戴的具体步骤如下：

1. 如果腰带和腿部绑带卡扣是扣紧状态，先松开腰部和腿部绑带的卡扣，松开卡扣的方

法见 3.2.4；

2. 首先需要调整好肩带的长度，将肩带长度调整到使左右腿电机对齐人体左右腿髋关节

处为最佳；

3. 将背包放在背后，左右腿电机对齐左右腿髋关节处，背上肩带；

4. 拉紧腰带，确保魔术贴粘贴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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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左右腿的腿部绑带绑在左右腿大腿处，并且拉紧；腿部绑带绑紧步骤如下：

5.1 腿部绑带由长绑带、短绑带、锁扣、锁扣带组成。腿部绑带没绑定的状态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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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将锁扣带插进锁扣中进行锁紧。锁扣上有一个锁环，掰一下锁一格，可以用于

锁紧的微调。锁扣上有一个凸起式的解锁扣，按下之后拉开锁扣带，可以使锁扣带与锁

扣解锁，用于解脱绑带。

注意：绑紧时，长绑带与短绑带可能会重叠，重叠时，长绑带在下，短绑带

在上。

5.3 在长绑带上留有三个孔，出厂时将锁扣带安装在中间的第 2个孔位，如果大腿

太瘦绑不紧，可以用十字螺丝刀将锁扣带移到 1 号孔位，反之则移到 3 号孔位。

6. 完成之后，检查肩带、腰带、腿部绑带是否绑紧。正常穿戴完成后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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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肩带、腰带、腿部绑带的松紧度在不影响血液循环的情况下，适当绑

紧。

小心：在锁紧腿部绑带的卡扣时，不要太快，小心夹伤。

3.2 操作说明

3.2.1 启动设备

警告：在按要求穿戴好之前，禁止启动设备。

1. 按要求穿戴好之后，按下开机键，开机键在右侧电机壳上面；

2. 按下开机键之后会看到蓝色开机指示灯亮，表示开机正常；

开机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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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机之后会听到提示音，提示音如下：

3.1 欢迎词，“欢迎使用迈步机器人”；

3.2 再次提醒系好绑带，“请确认系好绑带”；

3.3 提示用户可以正常开始行走，“请开始行走”；

4. 听到可以开始行走提示之后，用户可以正常开始行走；

5. 行走的第一步用于检测用户的行走步态，不提供助力，如果可以正常识别用户步态，

则在一步之后会有“开始助力”的提示音，然后开始给髋关节提供助力。如果用户走了两步

之后还没开始助力，则说明无法识别用户的步态，这时候用户可以抬腿高一点、髋关节抬快

一点再多走几步，如果尝试之后一直没有助力，请联系售后人员。

警告：首次使用设备，请在有人看护的情况下使用。

注意：在“开始助力”提示音之后，抬腿过程中有一个助力，请控制好平衡。

3.2.2 查看电量

有两种查看电量的方式：

1. 在开机状态下，如果电量低于 15%，会有提示音“电池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听

到提示音后，请在十分钟内关机充电，如果电量低于 5%会自动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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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以在手机 APP（选配）上查看电池电量的具体百分比，如果电量低于 15%，电池显

示为红色，这时候请在十分钟内关机充电；

警告：设备充电时，请勿开机。

警告：设备充电时，请勿穿戴。

小心：电量低于 5%自动关机时，会突然失去助力，请注意保持平衡。

注意：充电时，请将设备放置平稳，不要压到充电插头；

3.2.3 停止设备

请在站立状态下，按开关机键关机，开关机键上的蓝色指示灯灭，说明已经关机。

警告：禁止在关机之前解开绑带。

注意：请在站立、静止状态下关机。

3.2.4 脱下设备

警告：脱下设备之前一定要确保关机。

关机之后需要将设备从身上脱下来，脱设备按如下步骤进行：

1. 首先解开两条腿的绑带，腿部绑带的组成以及使用方法见 3.1.2 的第 6 步。一只手按

住锁扣上的解锁扣，另一只手往外拉锁扣带直到锁扣带与锁扣完全脱离为止。将两条腿的绑

带都用这样的方式解开；

2. 解开腰带，一只手按住腰带卡扣的两侧，另一只手将卡扣往外拉，直到两边卡扣完全

脱离；

3. 解开胸口固定带的卡扣，卡扣的解开方式与第 2 步中解开腰带卡扣的方式相同；

4. 脱下肩带；

5. 将设备收好，放入箱内或者充电。

3.2.5 充电

注意：在关机状态下充电。

注意：充电过程中避免开机。

1. 将助行机器人放置在平整的桌面，背部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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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充电器一端插入充电口，另一端接插座;

3. 适配器上有充电指示灯，红色代表正在充电，绿色代表电池电量已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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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手机 APP

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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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维护与运输

为了确保设备持续安全使用，必须制定定期维护计划，用户需要提供规律的定期维护和

维修。

小心：未能执行定期检查与维护可能导致工作条件恶化而不被发觉，恶化

的工作条件可能导致设备故障，进一步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

有两种级别的维护，第一种是由用户/操作人员进行的维护，第二种是由专业维护人员进

行的维护。

4.1 操作人员工作维护

第一次定期维护应该在安装后 6 个月进行，而以后每隔 12 个月应进行一次定期维护。

这种定期维护工作应包括下述项目：

危险：不要拆除任何机箱盖，不要拆卸或处理设备的内部组件。上述操作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和/或设备损坏。

警告：设备启动后，切勿试图清洁任何设备部件。清洁之前，确保始终关

闭设备并断开主电源。

1. 关闭系统；

2. 从外观上检查系统各个主要组件之间的连接是否正常；

3. 经常清洁设备（本产品无需进行灭菌处理），特别是沾染到腐蚀性化学物质时。

将软布在混有常规的清洁剂的水中浸湿后清洁设备的外壳和表面，特别是与使

用者接触的部件。使用在清水中浸湿的软布进行擦洗。

可使用常规清洁剂（除有机溶剂外），勿用侵蚀性、腐蚀性消毒剂；因为它们

会使漆变暗或弄脏文字。

4.2 专业人员的维护

只有接受过专业培训的维护人员才能对该设备进行维修和维护。设备厂商的维护建议是：

在设备安装并运行之后的 3个月后 6个月内，进行第一次维护。并根据设备运行状况，在正

常情况下，以后每 12 个月进行一次整机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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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贮存条件

包装后的产品应贮存在环境温度-20℃～55℃、相对湿度不超过 93％、大气压力：86 kPa～

106 kPa，无腐蚀性气体且通风良好的室内，应避免阳光的直射。

4.4 运输要求

产品经包装后允许使用常用的交通工具（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运输，具体方式

由合同规定。严禁与腐蚀性物质同时装运，严禁野蛮装卸，应避免雨淋和机械碰撞，运输环

境温度为-20℃～55℃、相对湿度不超过 93％、大气压力：86 kPa～106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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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系统规格

A.1 环境规格

工作环境

温度条件 0 ℃ ～ 40 ℃

相对湿度 30 ％ ～ 80 ％

大气压力 700hPa ～ 1060hPa

储存/运输环境

温度条件 -20 ℃ ～ 55 ℃

相对湿度 10 ％ ～ 95 ％

大气压力 700hPa ～ 1060hPa

A.2 充电电源条件

输入电源 220V～

电源频率 50Hz

A.3 整机规格

规格型号 MAX-1

设备尺寸 长 480mm×宽 447mm×高 294mm，误差±5%

重量 3.5kg±5%

助力等级 五档可调

助力大小 最大 12Nm

电池 锂电池，DC25.2V

续航时间 约 120min

充电时间 2h

使用环境 室内或户外（雨天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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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产品配置表

该产品配置表代表产品出厂的实际配置

部件名称 MAX-1

助行机器人 1

电源适配器 1

使用说明书 1

手机 APP（选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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