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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立式扭腰机，包括机架、踏板

组件，踏板组件设置于机架上，还包括立柱、控制

组件、驱动组件、传动组件、按摩轮组件，立柱设

置于机架上，驱动组件设置于立柱上并驱动传动

组件，按摩轮组件设置于立柱上并位于传动组件

的上方，控制组件与驱动组件相连接并控制驱动

组件。该立式扭腰机通过以上结构的相互配合，

无需使用者自身用力即可让使用者达到扭腰健

身的效果，大大降低了扭腰健身过程中的疲累

感，促使使用者更积极地进行扭腰健身运动，且

在扭腰健身过程中按摩轮组件还能够对腰部进

行按摩，大大提升了扭腰健身的效果，能够有效

缓解身体疲劳、酸痛等不良症状，且有利于各种

腰椎类疾病的缓解，提高运动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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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式扭腰机，包括机架（1）、踏板组件（2），所述的踏板组件（2）设置于机架（1）上，其

特征在于：还包括立柱（3）、控制组件（8）、驱动组件（4）、传动组件（5）、按摩轮组件（6），所述

的立柱（3）设置于机架（1）上，所述的驱动组件（4）设置于立柱（3）上并驱动传动组件（5），所

述的按摩轮组件（6）设置于立柱（3）上并位于传动组件（5）的上方，所述的控制组件（8）与驱

动组件（4）相连接并控制驱动组件（4），所述的驱动组件（4）包括支撑架（42）、驱动装置

（41），传动组件（5）包括传动齿轮（53）、传动臂杆（51）、推板（57），所述的支撑架（42）设置于

立柱（3）上并支撑驱动装置（41），所述的传动齿轮（53）设置于支撑架（42）上并与驱动装置

（41）相连接，所述的传动臂杆（51）一端与传动齿轮（53）偏心连接，传动臂杆（51）的另一端

与推板（57）相连接，所述的传动组件（5）数量为两组并对称设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立式扭腰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调节旋钮（54）、固定连接杆

（55）、调节支撑杆（52），所述的固定连接杆（55）与支撑架（42）相连接，所述的调节支撑杆

（52）一端与传动臂杆（51）相铰接，调节支撑杆（52）另一端与调节旋钮（54）相铰接，所述的

调节旋钮（54）端部与固定连接杆（55）螺纹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立式扭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两组传动组件（5）中的推板

（57）之间还连接有调节带（5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立式扭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按摩轮组件（6）包括按摩轮

支架（62）、按摩轮（61），所述的按摩轮支架（62）设置于立柱（3）上，所述的按摩轮（61）阵列

设置于按摩轮支架（62）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立式扭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按摩轮支架（62）包括左固定

支架（63）、右固定支架（67）、左转动支架（65）、右转动支架（66），所述的左固定支架（63）、右

固定支架（67）分别设置于立柱（3）上，所述的左转动支架（65）、右转动支架（66）分别与左固

定支架（63）、右固定支架（67）相铰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立式扭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左转动支架（65）与左固定支

架（63）铰接处以及右转动支架（66）与右固定支架（67）铰接处还设置有松紧旋钮（64）。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立式扭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控制组件（8）包括依次电连

接的开关模块（81）、调速模块（82）、正反开关模块（83）、定时模块（84）。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立式扭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踏板组件（2）包括高度调节

台（23）、调节踏板（22）、调节定位件（21），所述的高度调节台（23）设置于机架（1）上，所述的

调节定位件（21）阵列设置于高度调节台（23）上，所述的调节踏板（22）放置于调节定位件

（21）上。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立式扭腰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手臂搁置组件（7），所述的手

臂搁置组件（7）设置于立柱（3）上并位于按摩轮组件（6）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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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式扭腰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扭腰机，尤其涉及立式扭腰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健身来提高身体素质，健

身时人们一般会去健身房进行锻炼，或者购买专门的健身设备在家里锻炼。而扭腰机是一

种主要用于扭腰健臀的健身器材，它可以有效的消耗人体多余的卡路里，改善下肢肌肉萎

缩、静脉曲张等问题，能够让人们保持骨骼、关节的良好状态，能够消除腿部、臀部肌群的各

种酸痛、麻木等不良症状，并兼有美腿之功效，是一种老少皆宜的健身设备。

[0003] 目前市场上的扭腰机在锻炼时采用的都是轴心式左右旋转的运动方式，且锻炼时

必须在人为的驱动下才能运动，这就使得运动者锻炼时容易疲劳，在当今社会生活、精神的

双重压力下，通过目前这种扭腰机进行锻炼并能够坚持下来的人数较少，难以达到很好的

健身效果。另一方面当前大量的办公室人员因久坐办公室，常常会有腰椎类的疾病，而现有

扭腰机轴心式的旋转运动对腰椎类疾病并没有太大的效果，从而降低了有这类需求的人群

的积极性，使得现有的扭腰机无法满足大多数人的健身需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现有扭腰机需要人工驱动，导致运动者容易疲劳而

难以坚持锻炼，健身效果差，无法很好地满足人们的健身需要等缺陷，提供了一种新的立式

扭腰机。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立式扭腰机，包括机架、踏板组件，所述的踏板组件设置于机架上，还包括立柱、控

制组件、驱动组件、传动组件、按摩轮组件，所述的立柱设置于机架上，所述的驱动组件设置

于立柱上并驱动传动组件，所述的按摩轮组件设置于立柱上并位于传动组件的上方，所述

的控制组件与驱动组件相连接并控制驱动组件。

[0007] 机架与立柱作为固定整个装置的核心部位，用于承载各组件，两者构成本发明的

支撑部分，为本发明的平稳、有效运行提供了基础。踏板组件为使用者提供站立的平台，控

制组件用于接收使用者的指令并控制驱动组件的运行，驱动组件在控制组件的控制下能够

驱动传动组件进行运动。传动组件能够推动使用者的身体部分尤其是臀部在固定的路径下

进行往复运动，从而带动使用者的全身进行运动，在使用者被传动组件带动着进行运动的

过程中，按摩轮组件对使用者的腰部进行按摩，从而达到扭腰健身的效果。本发明通过以上

结构的相互配合，无需使用者自身用力即可让使用者达到扭腰健身的效果，大大降低了扭

腰健身过程中的疲累感，促使使用者更积极地进行扭腰健身运动，且在扭腰健身过程中按

摩轮组件还能够对腰部进行按摩，大大提升了扭腰健身的效果，能够有效缓解身体疲劳、酸

痛等不良症状，且有利于各种腰椎类疾病的缓解，提高运动的效率。

[0008] 作为优选，上述所述的立式扭腰机，所述的驱动组件包括支撑架、驱动装置，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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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包括传动齿轮、传动臂杆、推板，所述的支撑架设置于立柱上并支撑驱动装置，所述的

传动齿轮设置于支撑架上并与驱动装置相连接，所述的传动臂杆一端与传动齿轮偏心连

接，传动臂杆的另一端与推板相连接，所述的传动组件数量为两组并对称设置。

[0009] 使用过程中，驱动装置用于带动传动齿轮转动，传动臂杆在传动齿轮的带动下将

做偏心运动并带动推板运动，从而三者不断协作、有机结合，最终使得使用者的臀部在两组

传动组件的推板的推动下往复运动，从而带动使用者的全身运动，达到扭腰健身的效果。

[0010] 作为优选，上述所述的立式扭腰机，还包括调节旋钮、固定连接杆、调节支撑杆，所

述的固定连接杆与支撑架相连接，所述的调节支撑杆一端与传动臂杆相铰接，调节支撑杆

另一端与调节旋钮相铰接，所述的调节旋钮端部与固定连接杆螺纹连接。

[0011] 调节支撑杆两端分别与传动臂杆、调节旋钮相铰接，可使调节支撑杆与调节旋钮

间具有一定的连接自由度，调节旋钮用于调节固定连接杆与调节支撑杆一端之间的距离，

从而通过调节支撑杆调节传动臂杆偏心运动的角度，并最终调节对称设置的两个推板之间

的距离，从而让使用者可根据自身体型情况调节两推板间距离并处于一个合适的位置，确

保使用过程中推板能够有效推动使用者进行运动。其中调节旋钮与固定连接杆螺纹连接，

可提高连接时的稳定性与安全性，且调节时更加方便。

[0012] 作为优选，上述所述的立式扭腰机，所述的两组传动组件中的推板之间还连接有

调节带。

[0013] 调节带一方面能够起到更好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能够防止本发明运行过程中使

用者身体前倾而导致运动伤害，确保使用者的位置不偏离，提高本发明的安全系数。

[0014] 作为优选，上述所述的立式扭腰机，所述的按摩轮组件包括按摩轮支架、按摩轮，

所述的按摩轮支架设置于立柱上，所述的按摩轮阵列设置于按摩轮支架上。

[0015] 按摩轮支架用于支撑按摩轮，阵列设置的按摩轮可从各个方向有效地对使用者的

腰部进行按摩，从而缓解使用者的疲累感以及各类腰椎类疾病的酸痛感。

[0016] 作为优选，上述所述的立式扭腰机，所述的按摩轮支架包括左固定支架、右固定支

架、左转动支架、右转动支架，所述的左固定支架、右固定支架分别设置于立柱上，所述的左

转动支架、右转动支架分别与左固定支架、右固定支架相铰接。

[0017] 左固定支架、右固定支架为按摩轮支架中的固定部分，左转动支架、右转动支架为

按摩轮支架中的转动部分，转动部分不仅可以让使用者轻松进入按摩轮支架内，同时也可

根据具体情况来调节转动部分以适应不同使用者需求。

[0018] 作为优选，上述所述的立式扭腰机，所述的左转动支架与左固定支架铰接处以及

右转动支架与右固定支架铰接处还设置有松紧旋钮。

[0019] 松紧旋钮可进行松开、旋紧操作，使用者可根据其自身腰围对左转动支架与右转

动支架的转动角度进行调节，从而确定左固定支架与左转动支架、右固定支架与右转动支

架之间的角度，找到其运动时的最佳位置，另外松紧旋钮还可确保使用者扭腰健身过程中

左转动支架与右转动支架不会在使用者腰部的压力下偏斜，保证扭腰健身时的按摩效果。

[0020] 作为优选，上述所述的立式扭腰机，所述的控制组件包括依次电连接的开关模块、

调速模块、正反开关模块、定时模块。

[0021] 开关模块用于设置本发明的启动和停止操作，调速模块用于调节本发明运行时的

具体速度，正反开关模块用于调节本发明顺时针或逆时针运行，定时模块用于设定一次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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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所进行的时间等，上述模块根据使用者的需求进行有机协作，提高本发明的适用范围。

[0022] 作为优选，上述所述的立式扭腰机，所述的踏板组件包括高度调节台、调节踏板、

调节定位件，所述的高度调节台设置于机架上，所述的调节定位件阵列设置于高度调节台

上，所述的调节踏板放置于调节定位件上。

[0023] 阵列设置于高度调节台两端的调节定位件用于定位不同的踩踏高度，从而方便使

用者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高度进行扭腰健身运动，适应不同使用者的需求，提高本发

明的适用范围，更加人性化。

[0024] 作为优选，上述所述的立式扭腰机，还包括手臂搁置组件，所述的手臂搁置组件设

置于立柱上并位于按摩轮组件的上方。

[0025] 手臂搁置组件作为驱动过程中手臂的安放处，一方面可有效防止全身运动时手臂

随之摇摆而可能产生的运动伤害，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手臂的搁置使得使用者的上身保持平

稳，从而保护人体健康，提高运动过程中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立式扭腰机的侧面视图；

[0027] 图2为本发明立式扭腰机的正面视图；

[0028] 图3为本发明立式扭腰机中驱动组件与传动组件的俯视图；

[0029] 图4为本发明立式扭腰机中按摩轮组件的俯视图；

[0030] 图5为本发明立式扭腰机按摩轮封闭状态下的俯视图；

[0031] 图6为本发明立式扭腰机按摩轮敞开状态下的俯视图；

[0032] 图7为本发明立式扭腰机控制组件的电路模块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1-7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但它们不是对本

发明的限制：

[0034] 实施例1

[0035] 如图1至图7所示，立式扭腰机，包括机架1、踏板组件2，所述的踏板组件2设置于机

架1上，还包括立柱3、控制组件8、驱动组件4、传动组件5、按摩轮组件6，所述的立柱3设置于

机架1上，所述的驱动组件4设置于立柱3上并驱动传动组件5，所述的按摩轮组件6设置于立

柱3上并位于传动组件5的上方，所述的控制组件8与驱动组件4相连接并控制驱动组件4。

[0036] 当需要健身时，使用者首先站立于踏板组件2上，并使驱动组件4、传动组件5位于

使用者臀部所在的高度，使按摩轮组件6处于使用者腰部所处的高度，接着使用者通过控制

组件8控制驱动组件4启动，则驱动组件4开始运行并驱动传动组件5运行，则传动组件5将推

动使用者的臀部沿着一定的轨迹进行往复运动，从而带动起使用者的全身进行摆动，达到

扭腰健身的效果，且当使用者全身摆动时，按摩轮组件6将对使用者的腰部进行按摩，从而

大大缓解使用者的疲劳感以及酸痛感，提升健身的效率。在健身过程中，使用者可根据需要

通过控制组件8下达各种指令，以满足不同使用者的健身需求。其中控制组件8与驱动组件4

之间可以通过电线连接，也可以通过无线传输方式连接。

[0037] 作为优选，所述的驱动组件4包括支撑架42、驱动装置41，传动组件5包括传动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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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传动臂杆51、推板57，所述的支撑架42设置于立柱3上并支撑驱动装置41，所述的传动齿

轮53设置于支撑架42上并与驱动装置41相连接，所述的传动臂杆51一端与传动齿轮53偏心

连接，传动臂杆51的另一端与推板57相连接，所述的传动组件5数量为两组并对称设置。

[0038] 在健身过程中，当控制组件8控制驱动装置41启动后，驱动装置41将带动与其相连

接的传动齿轮53开始转动，则与传动齿轮53相连接的传动臂杆51开始按照传动齿轮53运行

的轨迹开始偏心运动，使得设置于传动臂杆51另一端的推板57进行相应的偏心运动，从而

推动使用者的臀部沿着一定的轨迹开始运动，进而推动使用者进行全身运动，整个过程中

使用者无需自己发力，只需随着装置进行相应运动，增强了使用者健身的兴趣，提高了健身

的效果。

[0039] 作为优选，还包括调节旋钮54、固定连接杆55、调节支撑杆52，所述的固定连接杆

55与支撑架42相连接，所述的调节支撑杆52一端与传动臂杆51相铰接，调节支撑杆52另一

端与调节旋钮54相铰接，所述的调节旋钮54端部与固定连接杆55螺纹连接。

[0040] 在开始健身前，当使用者站立于本发明的踏板组件2上并使自身的臀部位于传动

组件5所在的高度时，可通过调节旋钮54调整调节支撑杆52另一端与固定连接杆55之间的

距离，从而通过调节支撑杆52一端来控制传动臂杆51偏心运动的轨迹，并最终调节两推板

57之间的距离，从而保证使运动者始终处于适合其运动的舒适位置。

[0041] 作为优选，所述的两组传动组件5中的推板57之间还连接有调节带56。

[0042] 运动过程中，两组推板57以及调节带56之间能够形成一面开放、三面封闭的容纳

空间固定住使用者，从而很好地防止使用者运动时前倾、晃动等，进一步提升健身效果。

[0043] 作为优选，所述的按摩轮组件6包括按摩轮支架62、按摩轮61，所述的按摩轮支架

62设置于立柱3上，所述的按摩轮61阵列设置于按摩轮支架62上。

[0044] 健身过程中，使用者处于按摩轮支架62中间，随着使用者的全身运动，按摩轮61将

对使用者的腰部进行全方位的按摩，从而对腰椎部疾病达到缓解等的效果。

[0045] 作为优选，所述的按摩轮支架62包括左固定支架63、右固定支架67、左转动支架

65、右转动支架66，所述的左固定支架63、右固定支架67分别设置于立柱3上，所述的左转动

支架65、右转动支架66分别与左固定支架63、右固定支架67相铰接。

[0046] 作为优选，所述的左转动支架65与左固定支架63铰接处以及右转动支架66与右固

定支架67铰接处还设置有松紧旋钮64。

[0047] 在进行健身运动前，使用者可先松动松紧旋钮64并使左转动支架65、右转动支架

66转动到如图6所示的位置，然后使用者站立于踏板组件2，接着使用者再次将左转动支架

65、右转动支架66转动到如图5所示的位置并紧固松紧旋钮64，从而保证健身过程中左转动

支架65、右转动支架66不会在使用者腰部的压力下松动，并保证健身过程中使用者的腰部

能够始终与各个按摩轮61，提升健身效果。

[0048] 作为优选，所述的控制组件8包括依次电连接的开关模块81、调速模块82、正反开

关模块83、定时模块84。

[0049] 当需要健身时，先通过调节调速模块82决定健身时驱动组件4驱动的速度，从而调

节整个扭腰健身运动的速度，调节定时模块84来决定此次运动的时间长短，调节正反开关

模块83决定扭腰健身运动为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方向，设置好相关参数后，通过开关模块81

使的发明开始运行并让使用者进行扭腰健身运动。其中当定时模块84所设定的时间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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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本发明将自动停止，从而方便使用者控制扭腰健身运动的时间。在扭腰健身运动过程

中，使用者也可调节调速模块82、正反开关模块83、定时模块84的相关参数以达到最好的运

动体验。

[0050] 作为优选，所述的踏板组件2包括高度调节台23、调节踏板22、调节定位件21，所述

的高度调节台23设置于机架1上，所述的调节定位件21阵列设置于高度调节台23上，所述的

调节踏板22放置于调节定位件21上。

[0051] 在进行扭腰健身运动前，使得者可根据自身的高度情况将调节踏板22放置于不同

高度的调节定位件21上，从而保证扭腰健身运动时的健身效果以及舒适性。

[0052] 作为优选，还包括手臂搁置组件7，所述的手臂搁置组件7设置于立柱3上并位于按

摩轮组件6的上方。

[0053] 总之，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的范围所作的均

等变化与修饰，皆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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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5/7 页

12

CN 106512304 B

12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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