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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杆绣球的绣球架，包括固定在底座上

的竖杆和固定安装在竖杆顶部的彩环，所述彩环

包括安装座、固定安装在安装座上的保持架以及

可伸缩圈，所述保持架包括四根呈环形分布的弧

形金属管和四个串联相邻弧形金属管的伸缩铰

链组件，所述可伸缩圈包括四根环形分布的伸缩

软管和四个串联相邻伸缩软管的气动柔性伸缩

器，所述伸缩软管位于相邻的弧形金属管之间，

伸缩软管的两头与弧形金属管滑动配合连接，所

述气动柔性伸缩器位于弧形金属管内部，相邻的

气动柔性伸缩器之间通过设置在所述伸缩软管

内的气管进行连接。本发明通过电动气泵对气动

柔性伸缩器充放气来调节彩环的大小，满足技术

训练的需求，帮助练习者提高抛球技术水平，丰

富比赛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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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杆绣球的绣球架，包括固定在底座(1)上的竖杆(2)和固定安装在竖杆(2)顶

部的彩环，其特征是：所述彩环包括安装座(3)、固定安装在安装座(3)上的保持架(4)以及

可伸缩圈(5)，所述保持架(4)包括四根呈环形分布的弧形金属管(41)和四个串联相邻弧形

金属管(41)的伸缩铰链组件(42)，所述可伸缩圈(5)包括四根环形分布的伸缩软管(51)和

四个串联相邻伸缩软管(51)的气动柔性伸缩器(52)，所述伸缩软管(51)位于相邻的弧形金

属管(41)之间，伸缩软管(51)的两头与弧形金属管(41)滑动配合连接，所述气动柔性伸缩

器(52)位于弧形金属管(41)内部，相邻的气动柔性伸缩器(52)之间通过设置在所述伸缩软

管(51)内的气管(53)进行连接，相邻所述弧形金属管(41)之间设有拉伸弹簧(44)，所述安

装座(3)上设有电动气泵(31)和为电动气泵(31)供电的蓄电池(32)，所述电动气泵(31)连

接气动柔性伸缩器(52)，所述竖杆(2)底部设有控制电动气泵(31)充气或抽气的控制面板

(21)，所述气动柔性伸缩器(52)包括柔性缸筒(521)和柔性缸筒(521)两端的弹性活塞杆

(522)，弹性活塞杆(522)外端设有气管接头(523)，弹性活塞杆(522)内端设有活塞，活塞与

柔性缸筒(521)内壁滑动密封连接，所述弹性活塞杆(522)内设有连通气管接头(523)与活

塞的气体通道(524)，所述弹性活塞杆(522)外端与伸缩软管(51)的一端进行螺纹连接，所

述气管接头(523)连接所述气管(53)，所述柔性缸筒(521)中部设有活塞限位套(525)，活塞

限位套(525)位于两个活塞之间，活塞限位套(525)上设有与柔性缸筒(521)内部连通的气

泵连接口(526)，所述柔性缸筒(521)两边的端面上设有透气孔(52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杆绣球的绣球架，其特征是：所述伸缩铰链组件(42)包

括两个分别套接在相邻的弧形金属管(41)上的滑套(421)，所述弧形金属管(41)的前后两

侧设有导轨(411)，所述滑套(421)内孔与导轨(411)滑动配合连接，两个所述滑套(421)的

前后两侧之间铰接若干个连杆(422)，两个所述滑套(421)的内侧之间连接有弹性金属条

(42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杆绣球的绣球架，其特征是：所述竖杆(2)顶部设有横

杆(22)，横杆(22)上侧设有两根相互平行的直线导轨(23)，其中一根直线导轨(23)与所述

安装座(3)滑动连接，另一根直线导轨(23)上滑动安装有配重块(291)，所述直线导轨(23)

的两端设有带轮(24)，两个所述带轮(24)上安装有一圈的皮带(29)，所述皮带(29)中一根

与安装座(3)固定连接，所述皮带(29)中的另一根与配重块(291)固定连接，所述带轮(24)

连接有驱动电机(25)，所述驱动电机(25)与蓄电池(32)、控制面板(21)电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杆绣球的绣球架，其特征是：所述横杆(22)与竖杆(2)

之间设有180度翻转底座(26)，180度翻转底座(26)上设有用于驱动的舵机(27)，所述横杆

(22)下侧设有横向电动伸缩杆(28)。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杆绣球的绣球架，其特征是：所述保持架(4)外套还设

有波纹保护套管(43)，波纹保护套管(43)的边上缠有彩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杆绣球的绣球架，其特征是：所述绣球架上还设有一套

包括有风力发电机(61)、摄像头(62)、比分屏(63)、存储单元(64)、显示器(65)和控制单元

(66)的视频监控系统(6)，所述摄像头(62)位于所述竖杆(2)附近以用于拍摄绣球运动的图

像，所述比分屏(63)设置在竖杆(2)上用于显示比分，所述存储单元(64)和显示器(65)设置

在后台并统一连接到控制单元(66)上，所述控制单元(66)与控制面板(21)之间通过无线模

块收发模块(67)进行无线连接，所述摄像头(62)实时采集投球环处的视频图像，并将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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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数据无线传输到后台，存储在存储单元(64)中，工作人员通过显示器(65)查看现场图

像，利用控制单元(66)将双方的比分打在比分屏(63)上，所述风力发电机(61)可以为蓄电

池(32)、比分屏(63)和摄像头(62)进行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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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杆绣球的绣球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体育器材，尤其涉及一种高杆绣球的绣球架。

背景技术

[0002] 抛绣球是广西少数民族的体育比赛项目。绣球采用绸布装满沙子缝合，直径5‑

6cm，并系一根90cm的细绳。器材由高杆和彩环组成，整个高杆高度为9m。彩环直径为1m。比

赛主要通过在规定时间内，在距离投球杆两侧7m的固定场地向投球内圈进行抛球，通过进

球数决出比赛胜负。现有的运动器材十分简陋，彩环的位置和大小固定，无法进行调整。因

此现有抛绣球的基本技术训练方法一般采用对墙瞄准抛球的练习方法。侧位站立，左肩对

着墙，在墙上画一个相当于比赛时彩环直径的圆圈或直径更小的圆圈，进行抛球练习。掌握

技术动作后在增加难度，背对抛球方向进行背向抛球练习。这样练习时的彩环位置、大小与

实际比赛场景差异较大，练习者往往事倍功半，技术水平提升缓慢。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高杆绣球的绣球架，可以调节

彩环的大小，满足技术训练的需求，帮助练习者迅速提高抛球技术水平。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一种高杆绣球的绣球架，包括固定在底

座上的竖杆和固定安装在竖杆顶部的彩环，所述彩环包括安装座、固定安装在安装座上的

保持架以及可伸缩圈，所述保持架包括四根呈环形分布的弧形金属管和四个串联相邻弧形

金属管的伸缩铰链组件，所述可伸缩圈包括四根环形分布的伸缩软管和四个串联相邻伸缩

软管的气动柔性伸缩器，所述伸缩软管位于相邻的弧形金属管之间，伸缩软管的两头与弧

形金属管滑动配合连接，所述气动柔性伸缩器位于弧形金属管内部，相邻的气动柔性伸缩

器之间通过设置在所述伸缩软管内的气管进行连接，相邻所述弧形金属管之间设有拉伸弹

簧，所述安装座上设有电动气泵和为电动气泵供电的蓄电池，所述电动气泵连接气动柔性

伸缩器，所述竖杆底部设有控制电动气泵充气或抽气的控制面板。所述气动柔性伸缩器包

括柔性缸筒和柔性缸筒两端的弹性活塞杆，弹性活塞杆外端设有气管接头，弹性活塞杆内

端设有活塞，活塞与柔性缸筒内壁滑动密封连接，所述弹性活塞杆内设有连通气管接头与

活塞的气体通道，所述弹性活塞杆外端与伸缩软管的一端进行螺纹连接，所述气管接头连

接所述气管，所述柔性缸筒中部设有活塞限位套，活塞限位套位于两个活塞之间，活塞限位

套上设有与柔性缸筒内部连通的气泵连接口，所述柔性缸筒两边的端面上设有透气孔。

[0005] 为了进一步完善，所述伸缩铰链组件包括两个分别套接在相邻的弧形金属管上的

滑套，所述弧形金属管的前后两侧设有导轨，所述滑套内孔与导轨滑动配合连接，两个所述

滑套的前后两侧之间铰接若干个连杆，两个所述滑套的内侧之间连接有弹性金属条。

[0006] 进一步完善，所述竖杆顶部设有横杆，横杆上侧设有两根相互平行的直线导轨，其

中一根直线导轨与所述安装座滑动连接，另一根直线导轨上滑动安装有配重块，所述直线

导轨的两端设有带轮，两个所述带轮上安装有一圈的皮带，所述皮带中一根与安装座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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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所述皮带中的另一根与配重块固定连接，所述带轮连接有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与

蓄电池、控制面板电连接。

[0007] 进一步完善，所述横杆与竖杆之间设有180度翻转底座，180度翻转底座上设有用

于驱动的舵机，所述横杆下侧设有横向电动伸缩杆。

[0008] 进一步完善，所述保持架外套还设有波纹保护套管，波纹保护套管的边上缠有彩

带。

[0009] 进一步完善，所述绣球架上还设有一套包括有风力发电机、摄像头、比分屏、存储

单元、显示器和控制单元的视频监控系统，所述摄像头位于所述竖杆附近以用于拍摄绣球

运动的图像，所述比分屏设置在竖杆上用于显示比分，所述存储单元和显示器设置在后台

并统一连接到控制单元上，所述控制单元与控制面板之间通过无线模块收发模块进行无线

连接，所述摄像头实时采集投球环处的视频图像，并将视频图像数据无线传输到后台，存储

在存储单元中，工作人员通过显示器查看现场图像，利用控制单元将双方的比分打在比分

屏上，所述风力发电机可以为蓄电池、比分屏和摄像头进行供电。

[0010] 本发明有益的效果是：1、本发明的彩环包括可伸缩圈，所述可伸缩圈包括四根环

形分布的伸缩软管和四个串联相邻伸缩软管的气动柔性伸缩器，通过电动气泵抽放气来控

制气动柔性伸缩器伸缩，实现对可伸缩圈的大小的调节，满足技术训练的需求，帮助练习者

迅速提高抛球技术水平；2、可伸缩圈外部设有保持架，所述保持架包括四根呈环形分布的

弧形金属管和四个串联相邻弧形金属管的伸缩铰链组件，所述伸缩软管位于相邻的弧形金

属管之间，伸缩软管的两头与弧形金属管滑动配合连接，所述气动柔性伸缩器位于弧形金

属管内部，相邻的气动柔性伸缩器之间通过设置在所述伸缩软管内的气管进行连接，保持

架可以提高可伸缩圈的结构强度，保持可伸缩圈在伸缩过程中不会剧烈变形，维持一个较

为规整的圆形；3、本发明还设有视频监控系统，在后台的显示器上通过摄像头监控绣球通

过彩环的情况，方便比分计数，然后将比分显示在比分屏上，方便比赛双方了解现场的比分

情况，避免裁判误判的情形；4、本发明的结构新颖，功能多样，可以对传统的比赛方法进行

进一步丰富和创新，提高比赛的可玩性、观赏性和娱乐性。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彩环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为图1的局部结构放大示意图；

[0014] 图4为直线导轨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5] 图5为气动柔性伸缩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6为视频监控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7] 附图标记说明：1、底座，2、竖杆，21、控制面板，22、横杆，23、直线导轨，24、带轮，

25、驱动电机，26、180度翻转底座，27、舵机，28、横向电动伸缩杆，29、皮带，291、配重块，3、

安装座，31、电动气泵，32、蓄电池，4、保持架，41、弧形金属管，411、导轨，42、伸缩铰链组件，

421、滑套，422、连杆，423、弹性金属条，43、波纹保护套管，44、拉伸弹簧，5、可伸缩圈，51、伸

缩软管，52、气动柔性伸缩器，521、柔性缸筒，522、弹性活塞杆，523、气管接头，524、气体通

道，525、活塞限位套，526、气泵连接口，527、透气孔，53、气管，6、视频监控系统，61、风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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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62、摄像头，63、比分屏，64、存储单元，65、显示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9] 参照附图1‑5：本实施例中一种高杆绣球的绣球架，包括固定在底座1上的竖杆2和

固定安装在竖杆2顶部的彩环，所述彩环包括安装座3、固定安装在安装座3上的保持架4以

及可伸缩圈5，所述保持架4包括四根呈环形分布的弧形金属管41和四个串联相邻弧形金属

管41的伸缩铰链组件42，所述可伸缩圈5包括四根环形分布的伸缩软管51和四个串联相邻

伸缩软管51的气动柔性伸缩器52，所述伸缩软管51位于相邻的弧形金属管41之间，伸缩软

管51的两头与弧形金属管41滑动配合连接，所述气动柔性伸缩器52位于弧形金属管41内

部，相邻的气动柔性伸缩器52之间通过设置在所述伸缩软管51内的气管53进行连接，相邻

所述弧形金属管41之间设有拉伸弹簧44，所述安装座3上设有电动气泵31和为电动气泵31

供电的蓄电池32，所述电动气泵31连接气动柔性伸缩器52，所述竖杆2底部设有控制电动气

泵31充气或抽气的控制面板21。所述伸缩铰链组件42包括两个分别套接在相邻的弧形金属

管41上的滑套421，所述弧形金属管41的前后两侧设有导轨411，所述滑套421内孔与导轨

411滑动配合连接，两个所述滑套421的前后两侧之间铰接若干个连杆422，两个所述滑套

421的内侧之间连接有弹性金属条423。

[0020] 所述气动柔性伸缩器52包括柔性缸筒521和柔性缸筒521两端的弹性活塞杆522，

弹性活塞杆522外端设有气管接头523，弹性活塞杆522内端设有活塞，活塞与柔性缸筒521

内壁滑动密封连接，所述弹性活塞杆522内设有连通气管接头523与活塞的气体通道524，所

述弹性活塞杆522外端与伸缩软管51的一端进行螺纹连接，所述气管接头523连接所述气管

53，所述柔性缸筒521中部设有活塞限位套525，活塞限位套525位于两个活塞之间，活塞限

位套525上设有与柔性缸筒521内部连通的气泵连接口526，气泵连接口526可以连接电动气

泵。所述柔性缸筒521两边的端面上设有透气孔527。电动气泵充气时，气体从气泵连接口

526充入柔性缸筒521内，推动两边的活塞活动，弹性活塞杆522伸出，气动柔性伸缩器52长

度边长，推动彩环直径变大，透气孔527可以连通柔性缸筒521内部与弧形金属管41内部，传

递气压，进一步推动伸缩软管51伸缩。

[0021] 工作原理：例如在抛绣球的基本技术训练中，练习者可以通过控制面板21调节彩

环直径，得到比赛时的圆圈或直径更小的圆圈，增加难度，进行抛球练习，帮助练习者快速

掌握技术动作，提高技术水平。控制面板21可以启动电动气泵31，对弧形金属管41内气动柔

性伸缩器52进行抽气或充气，使气动柔性伸缩器52进行伸缩，推动伸缩软管51在弧形金属

管41上伸缩，实现可伸缩圈5的变大或变小，伸缩时，伸缩铰链组件42的滑套421内孔与弧形

金属管41的导轨411滑动配合连接，可以避免伸缩软管51的位置发生折弯；滑套421的前后

两侧之间铰接若干个连杆422，可以避免前后弯折，避免伸缩软管51处扭转；两个所述滑套

421的内侧之间连接有弹性金属条423，可以避免彩环塌掉，提高可伸缩圈的结构强度，保持

可伸缩圈在伸缩过程中不会剧烈变形，维持一个较为规整的圆形。相邻所述弧形金属管41

之间还设有拉伸弹簧44，拉伸弹簧44位于伸缩软管51的外侧，可以利用弹力对彩环进行整

形，提高彩环的圆度，并且提升保持架的结构强度，促进彩环缩小，缩短彩环变小时间。

[0022] 所述竖杆2顶部设有横杆22，横杆22上侧设有两根相互平行的直线导轨23，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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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直线导轨23与所述安装座3滑动连接，另一根直线导轨23上滑动安装有配重块291，所述

直线导轨23的两端设有带轮24，两个所述带轮24上安装有一圈的皮带29，所述皮带29中一

根与安装座3固定连接，所述皮带29中的另一根与配重块291固定连接，所述带轮24连接有

驱动电机25，所述驱动电机25与蓄电池32、控制面板21电连接。抛绣球练习时，练习者可以

通过控制面板21启动驱动电机25进行正反转动，通过带轮24上的皮带29驱动安装座3及其

上的彩环进行在直线导轨23上进行左右移动，进一步提高练习难度，还可以丰富比赛的玩

法，增强比赛的观赏性和娱乐性，与此同时，配重块291与安装座3之间相对运动，进行重力

平衡，避免绣球架重心发生移动而侧翻。

[0023] 所述横杆22与竖杆2之间设有180度翻转底座26，180度翻转底座26上设有用于驱

动的舵机27，所述横杆22下侧设有横向电动伸缩杆28。控制面板21可以启动舵机27，通过

180度翻转底座26将彩环180度翻下，然后控制两边的横向电动伸缩杆28伸出，作为抛绣球

时的高度标准，抛绣球未达到抛绣球高度者，判失败。

[0024] 所述保持架4外套还设有波纹保护套管43，可以进行保护，避免雨淋使器材生锈，

波纹保护套管43的边上缠有彩带，更加美观。

[0025] 所述绣球架上还设有一套包括有风力发电机61、摄像头62、比分屏63、存储单元

64、显示器65和控制单元66的视频监控系统6，所述摄像头62位于所述竖杆2附近以用于拍

摄绣球运动的图像，所述比分屏63设置在竖杆2上用于显示比分，所述存储单元64和显示器

65设置在后台并统一连接到控制单元66上，所述控制单元66与控制面板21之间通过无线模

块收发模块67进行无线连接，所述摄像头62实时采集投球环处的视频图像，并将视频图像

数据无线传输到后台，存储在存储单元64中，工作人员通过显示器65查看现场图像，利用控

制单元66将双方的比分打在比分屏63上，保证进球统计的准确性，所述风力发电机61可以

为蓄电池32、比分屏63和摄像头62进行供电。

[0026] 所述竖杆2可以进一步采用升降杆结构，在进行基本动作练习时，可以调节抛球高

度，遵循由低到高，抛球距离由近及远的原则，提高练习者的练习质量。

[0027] 下面结合比赛方法对本发明的绣球架的结构和功能做进一步阐述。

[0028] 比赛方法1：在进行比赛时，在场地中间树立绣球架，裁判通过控制面板21启动舵

机27，通过180度翻转底座26将彩环180度翻下，然后控制两边的横向电动伸缩杆28伸出，作

为抛绣球时的高度标准，抛绣球未达到抛绣球高度者，判失败。在比赛时，双方队员抛绣球

时以事先规定好的不同姿势将绣球抛出，例如第一轮用侧面单手抛，第二轮用背回抛绣球。

接球队队员要看清绣球的来势，选好位置和角度接绣球，还要有优美的接球姿势，如果能接

住绣球，接球方胜利，否则抛绣球方胜利。胜利方可以剔除败方的一名队员，然后由胜方发

球。如此轮流直至一方“全军覆没”，比赛结束。

[0029] 比赛方法2：在比赛方法1的基础上增加难度，裁判通过控制面板21启动舵机27，通

过180度翻转底座26将彩环180度翻上，抛球方必须将球从彩环中抛过，否则抛球方失败，自

动剔除一名队员，其余规则不变。

[0030] 比赛方法3：在比赛方法2的基础上增加难度，在抛球过程中，裁判可以在每抛过几

次次球后，就减小一次彩环直径，抛球方必须将球从彩环中抛过，否则抛球方失败，自动剔

除一名队员，并且裁判可以决定是否对败方的彩环进行进一步缩小，其余规则不变。

[0031] 比赛方法4：在比赛方法2的基础上增加难度，裁判通过启动驱动电机25进行正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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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通过带轮24上的皮带29驱动安装座3及其上的彩环进行在直线导轨23上进行左右移

动，抛球方必须将球从彩环中抛过，否则抛球方失败，自动剔除一名队员，其余规则不变。

[0032] 虽然本发明已通过参考优选的实施例进行了图示和描述，但是，本专业普通技术

人员应当了解，在权利要求书的范围内，可作形式和细节上的各种各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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