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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健身器材领域，具体为一种安全

的腿部推举机，包括底板，所述底板上端设有靠

背，所述靠背底部设有坐垫，所述坐垫下端设有

支撑板；腿举组件，所述腿举组件包括蹬板，所述

蹬板设置在支撑板上部，通过腿部推动蹬板完成

腿部腿举过程；气囊保护组件，所述气囊保护组

件包括保护气囊，所述保护气囊使用时包覆在人

膝盖处，对膝盖进行保护。在人使用其进行腿部

锻炼的时候，对人的膝盖处进行有效防护，在检

测到即将发生危险时还能及时挺住器械，防止对

人造成重大伤害。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8页

CN 112007328 B

2021.06.15

CN
 1
12
00
73
28
 B



1.一种安全的腿部推举机，包括底板(1)，所述底板(1)上端设有靠背(2)，所述靠背(2)

底部设有坐垫(3)，其特征在于，所述坐垫(3)下端设有支撑板(5)；

腿举组件，所述腿举组件包括蹬板(12)，所述蹬板(12)设置在支撑板(5)上部，通过腿

部推动蹬板(12)完成腿部推举过程；

气囊保护组件，所述气囊保护组件包括气囊(28)，所述气囊(28)使用时包覆在人膝盖

处，对膝盖进行保护；

每个所述气囊(28)与连通管(9)连接，每个所述气囊(28)上设有多个保护杆组，每个所

述保护杆组包括设置在所述气囊(28)中部上表面的第一横杆(31)，所述第一横杆(31)长度

为气囊长度的一半，所述第一横杆(31)朝向气囊(28)中部的断面上设有挠性板(32)，所述

气囊(28)与第一横杆(31)相对的另一端设有第二横杆(35)，所述第二横杆(35)内部设有横

向滑槽(33)，所述挠性板(32)滑动设置在所述横向滑槽(33)内，所述横向滑槽(33)左端面

还设有触动信号发射器(36)，所述气囊(28)表面设有信号收集块(2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腿部推举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板(5)与地面倾斜设

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腿部推举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腿举组件还包括对称设置

在支撑板(5)左右两侧的第一滑动杆(7)，每个所述第一滑动杆(7)上滑动设有滑套(6)，所

述滑套(6)与所述蹬板(12)固定连接，所述支撑板(5)中部设有第一滑动槽(14)，所述第一

滑动槽(14)下部设有挡位块(4)，所述第一滑动槽(14)内滑动设有滑动块(21)，所述滑动块

(21)与所述蹬板(12)底部固定连接，所述蹬板(12)后端还设有负重杆(13)两端长出蹬板

(12)，用于放置配重物。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腿部推举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板(5)上端设有气缸

箱体(8)，所述气缸箱体(8)内滑动设有气缸推板(16)，所述气缸推板(16)与所述气缸箱体

(8)滑动密封连接，所述气缸推板下端设有连接杆(17)，所述连接杆(17)另一端与所述滑动

块(21)上端面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腿部推举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气缸推板(16)与连接杆

(17)中部设有第一通气道(19)，所述第一通气道上方设有压力阀(18)，所述第一通气道

(19)底端设有第二滑动杆(20)，所述第二滑动杆(20)与所述第一通气道(19)滑动密封连

接，所述滑动块(21)内设有与第一通气道(19)联通的通槽(25)，所述通槽(25)左右方向贯

通，所述第二滑动杆(20)末端设有第二连接杆(22)，所述第二连接杆(22)末端左右对称设

有两个第一转动杆(24)，每个所述第一转动杆(24)与所述第二连接杆(22)转动连接，每个

所述第一转动杆(24)另一端设有摩擦块(26)，所述第一转动杆(24)与摩擦块(26)转动连

接，所述第二连接杆(22)末端与通槽(25)底面之间设有第一弹簧(23)，所述第一转动杆

(24)初始时由内向外倾斜向上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腿部推举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气缸箱体(8)上端设有控

制箱(10)，所述控制箱(10)上左右堆成设置有两个电动控制阀门(11)，每个所述电动控制

阀门(11)输出端设有连通管(9)。

7.根据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腿部推举机，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气囊(28)上下端设有粘

接贴块(40)，所述气囊(28)上下的粘接贴块(40)可互相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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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安全的腿部推举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健身器材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安全的腿部推举机。

背景技术

[0002] 人们在对身体进行锻炼的时候，往往会运用到健身器材，包括卧推杆、划船机等等

器械，其中，腿部推举机是为数不多的对腿部进行针对训练的器械，由于腿部肌肉较多，腿

部推举机使用的重量往往较大，如此大的重量下，对膝盖的负担是很大的，而且腿部推举机

使用时膝盖不能伸直，一旦伸直很容易出现大重量下膝盖支持不住小腿向外折翻的情况，

因此，设计一种可以对膝盖进行防护，并且还能检测到快出现危险情况时及时停下器械的

腿部推举机显得十分重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的技术存在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安全的腿部推举机，

能够在腿部推举过程中，对人的膝盖进行防护，还能在检测到危险情况时及时停下器械。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安全的腿部推举机，包括底

板，所述底板上端设有靠背，所述靠背底部设有坐垫，所述坐垫下端设有支撑板；

[0005] 腿举组件，所述腿举组件包括蹬板，所述蹬板设置在支撑板上部，通过腿部推动蹬

板完成腿部推举过程；

[0006] 气囊保护组件，所述气囊保护组件包括保护气囊，所述保护气囊使用时包覆在人

膝盖处，对膝盖进行保护。

[0007] 当人使用腿举机进行腿部推动锻炼前，先将保护气囊穿戴到腿部膝盖处，之后在

进行腿举过程时，当推动蹬板向上运动过程中，可以给保护气囊充气，对人膝盖实现基础防

护。如果因操作不当，人推动时膝盖伸直，并且力量不足以支撑时，气囊保护组件感知后发

出信号，对负重物进行截停限制运动，防止对人造成更大的伤害。

[0008] 所述支撑板与地面倾斜设置。

[0009] 所述腿举组件还包括对称设置在支撑板左右两侧的第一滑动杆，每个所述第一滑

动杆上滑动设有滑套，所述滑套与所述蹬板固定连接，所述支撑板中部设有第一滑动槽，所

述第一滑动槽下部设有挡位块，所述第一滑动槽内滑动设有滑动块，所述滑动块与所述蹬

板底部固定连接，所述蹬板后端还设有负重杆两端长出蹬板，用于放置配重物。两个第一滑

动杆与两个滑套分别设置保证了蹬板及负重杆不会在进行锻炼的时候出现歪斜，防止发生

危险。

[0010] 所述安装板上端设有气缸箱体，所述气缸箱体内滑动设有气缸推板，所述气缸推

板与所述气缸箱体滑动密封连接，所述气缸推板下端设有连接杆，所述连接杆另一端与所

述滑动块上端面固定连接。腿部推举往往重量较大，当气缸箱体与外部联通时，推举需要的

力相比与推动气缸推板在气缸箱体中需要的力要大的多。

[0011] 所述气缸推板与连接杆中部设有第一通气道，所述第一通气道上方设有压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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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一通气道底端设有第二滑动杆，所述第二滑动杆与所述第一通气道滑动密封连接，

所述滑动块内设有与第一通气道联通的通槽，所述通槽左右方向贯通，所述第二滑动杆，末

端设有第二连接杆，所述第二连接杆末端左右对称设有两个第一转动杆，每个所述第一转

动杆与所述第二连接杆转动连接，每个所述第一转动杆另一端设有摩擦块，所述第一转动

杆与摩擦块转动连接，所述第二连接杆末端与通槽底面之间设有第一弹簧，所述第一转动

杆初始时由内向外倾斜向上设置。一旦控制箱收到气囊保护组件的危险信号，会控制两个

电动控制阀门转动，将顶部与通气管的连接断开，此时顶部气缸箱体内部形成密封环境，内

部密封的环境会使气缸推板在气缸箱体中有下移趋势使提供一个较大的阻力，组织气缸推

板的下移，从而避免在人膝盖伸直时，大重量的配重物压力通过蹬板传递至人双腿。。摩擦

快的设置在关闭气缸箱体出口，通过其内部密封的拉力防止蹬板回落的同时，进一步的增

加了底部与第一滑动槽之间的摩擦阻力，进一步确保蹬板被限位住不会在下落对人造成进

一步的伤害。

[0012] 所述气缸箱体上端设有控制箱，所述控制箱上左右堆成设置有两个电动控制阀

门，每个所述电动控制阀门输出端设有连通管。

[0013] 每个所述气囊与连通管连接，每个所述气囊上设有多个保护杆组，每个所述保护

杆组包括设置在所述气囊中部上表面的第一横杆，所述第一横杆长度为气囊长度的一半，

所述第一横杆朝向气囊中部的断面上设有挠性板，所述气囊与第一横杆相对的另一端设有

第二横杆，所述第二横杆内部设有横向滑槽，所述挠性板滑动设置在所述横向滑槽内，所述

横向滑槽左端面还设有触动信号发射器，所述气囊表面设有信号收集块。此处第一横杆与

挠性板、第二横杆组成的保护杆组，使气囊的扩张形状受到限制，在保护杆组的限位下，气

囊填充时会始终会第二横杆贴合膝盖靠近大腿部分，第一横杆贴合膝盖靠近小腿部分，挠

性板处贴合膝盖，保护更充分。同时其与信号发射器配合具有膝盖弯曲情况检测的功能，能

够很好的识别膝盖伸直的情况，发出信号对膝盖进行保护板。

[0014] 每个所述气囊上下端设有粘接贴块，所述气囊上下的粘接贴块可互相贴合。粘接

贴块的设置使气囊夹紧更方便。

[0015]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点：本发明结构简单，在能稳定完成腿部推举运动过

程的同时，气囊保护组件还能通过人的腿举运动对气囊进行充气从而保护人的膝盖，同时

在人因误操作膝盖伸直即将发生危险时，即使停住蹬板及配重物的下落，避免造成更大伤

害。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立体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主视图；

[0018] 图3为图2中A‑A处剖视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侧视图；

[0020] 图5为图4中B‑B处剖视图；

[0021] 图6为图5中D处局部放大图；

[0022] 图7为图1中C处局部放大图；

[0023] 图8为保护杆组处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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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9为图8中E处局部放大图。

[0025] 图中：底板1、靠背2、坐垫3、支撑板5、蹬板12、保护气囊  28、第一滑动杆7、滑套6、

第一滑动槽14、挡位块4、滑动块21、负重杆13、气缸箱体8、气缸推板16、连接杆17、第一通气

道19、压力阀18、第二滑动杆20、通槽25、第二连接杆22、第一转动杆24、摩擦块26、第一弹簧

23、控制箱10、电动控制阀门11、连通管  9、第一横杆31、挠性板32、第二横杆35、横向滑槽

33、触动信号发射器36、信号收集块29、粘接贴块40。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描述，

但本发明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27] 如图1所示，一种安全的腿部推举机，包括底板1，底板1上端设有靠背2，靠背2底部

设有坐垫3，坐垫3下端设有支撑板5；

[0028] 腿举组件，腿举组件包括蹬板12，蹬板12设置在支撑板5上部，通过腿部推动蹬板

12完成腿部推举过程；

[0029] 气囊保护组件，气囊保护组件包括保护气囊28，保护气囊28使用时包覆在人膝盖

处，对膝盖进行保护。

[0030] 当人使用腿举机进行腿部推动锻炼前，先将保护气囊28穿戴到腿部膝盖处，之后

在进行腿举过程时，当推动蹬板12向上运动过程中，可以给保护气囊28充气，对人膝盖实现

基础防护。如果因操作不当，人推动时膝盖伸直，并且力量不足以支撑时，气囊保护组件感

知后发出信号，对负重物进行截停限制运动，防止对人造成更大的伤害。

[0031] 支撑板5与地面倾斜设置。

[0032] 如图2‑6所示，腿举组件还包括对称设置在支撑板5左右两侧的第一滑动杆7，每个

第一滑动杆7上滑动设有滑套6，滑套6与蹬板  12固定连接，支撑板5中部设有第一滑动槽

14，第一滑动槽14下部设有挡位块4，第一滑动槽14内滑动设有滑动块21，滑动块21与蹬板

12底部固定连接，蹬板12后端还设有负重杆13两端长出蹬板12，用于放置配重物。人在穿戴

好气囊28在膝盖处后，坐在坐垫3上，背部靠住靠背2，将双脚弯曲，脚底与蹬板12水平接触。

当做腿部锻炼时，双脚蹬推蹬板12，从而带动与蹬板12固定连接两个滑套6  分别在两个在

第一滑动杆7上向上滑动，两个第一滑动杆7与两个滑套6分别设置保证了蹬板12及负重杆

13不会在进行锻炼的时候出现歪斜，防止发生危险。

[0033] 如图2‑6所示，安装板5上端设有气缸箱体8，气缸箱体8内滑动设有气缸推板16，气

缸推板16与气缸箱体8滑动密封连接，气缸推板下16端设有连接杆17，连接杆17另一端与滑

动块21上端面固定连接。当蹬板12向上移动，带动滑动块21在第一滑动槽14中上移，从而通

过连接杆17推动气缸推板16在气缸中上移。腿部推举往往重量较大，当气缸箱体8与外部联

通时，推举需要的力相比与推动气缸推板16在气缸箱体8中需要的力要大的多。

[0034] 如图2‑6所示，气缸推板16与连接杆17中部设有第一通气道  19，第一通气道上方

设有压力阀18，第一通气道19底端设有第二滑动杆20，第二滑动杆20与第一通气道19滑动

密封连接，滑动块21  内设有与第一通气道19联通的通槽25，通槽25左右方向贯通，第二滑

动杆22末端设有第二连接杆22，第二连接杆22末端左右对称设有两个第一转动杆24，每个

第一转动杆24与第二连接杆22转动连接，每个第一转动杆24另一端设有摩擦块26，第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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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杆24与摩擦块26转动连接，第二连接杆22末端与通槽25底面之间设有第一弹簧23，第一

转动杆24初始时由内向外倾斜向上设置。

[0035] 如图2‑6所示，气缸箱体8上端设有控制箱10，控制箱10上左右堆成设置有两个电

动控制阀门11，每个电动控制阀门11输出端设有连通管9。电动控制阀门11为现有技术，此

处不多赘述，一旦控制箱10收到气囊保护组件的危险信号，会控制两个电动控制阀门11  转

动，将顶部与通气管9的连接断开，此时顶部气缸箱体8内部形成密封环境，内部密封的环境

会使气缸推板16在气缸箱体8中有下移趋势使提供一个较大的阻力，组织气缸推板16的下

移，从而避免在人膝盖伸直时，大重量的配重物压力通过蹬板12传递至人双腿。于此同时，

当气缸推板16继续有下移趋势时，气缸箱体8内部气压减小，有从外界吸气的趋势，此时第

一通气道19中的空气通过压力阀  18进入气缸箱体8内部，第一通气道16中气体的被吸走，

带动了第二滑动杆20在第一通气道19中上移，从而带动第二连接杆22上移，从而带动两个

第一转动杆24与第二连接杆22端向上移动，两个第一转动杆24与第二连接杆22相对转动，

将两个摩擦块26从通槽25中向外推出，与第一滑动槽14的侧壁接触摩擦，产生强大的摩擦

力，从而进一步的阻止蹬板12带着配重物继续下移。摩擦快26的设置在关闭气缸箱体8出

口，通过其内部密封的拉力防止蹬板回落的同时，进一步的增加了底部与第一滑动槽14之

间的摩擦阻力，进一步确保蹬板12被限位住不会在下落对人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0036] 如图7‑9所示，每个气囊28与连通管9连接，每个气囊28上设有多个保护杆组，每个

保护杆组包括设置在气囊28中部上表面的第一横杆31，第一横杆31长度为气囊长度的一

半，第一横杆31朝向气囊28中部的断面上设有挠性板32，气囊28与第一横杆31相对的另一

端设有第二横杆35，第二横杆35内部设有横向滑槽33，挠性板  32滑动设置在横向滑槽33

内，横向滑槽33左端面还设有触动信号发射器36，气囊28表面设有信号收集块29。信号发射

器36为触动按压式信号发射器，信号收集块29为现有技术，此处不赘述。第一横杆31与第二

横杆35与气囊不8上表面连接，当气囊28充气膨胀时会相对转动分开，而挠性板32会在运动

过程中一直贴合膝盖，直至当人腿伸直时，第一横杆31推动挠性板32在第二横杆35中的横

向滑槽33内向左移动，伸直时，挠性板顶部推动横向滑槽33内的信号发射器道信号收集块

29中，当接收到超过一定数量信号时，本实施例中为5个，对控制箱10发出关闭电动控制阀

门信号，使阀门关闭。此处第一横杆31与挠性板35、第二横杆35组成的保护杆组，使气囊28

的扩张形状受到限制，在保护杆组的限位下，气囊填充时会始终会第二横杆35贴合膝盖靠

近大腿部分，第一横杆31贴合膝盖靠近小腿部分，挠性板32处贴合膝盖，保护更充分。同时

其与信号发射器36配合具有膝盖弯曲情况检测的功能，能够很好的识别膝盖伸直的情况，

发出信号对膝盖进行保护板

[0037] 每个气囊28上下端设有粘接贴块40，气囊28上下的粘接贴块40可互相贴合。穿戴

时，将气囊28的保护杆组方向朝上与膝盖贴合，后左右拉近气囊28，再将两个粘接贴块40贴

合，完成固定。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2007328 B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8 页

7

CN 112007328 B

7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8 页

8

CN 112007328 B

8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8 页

9

CN 112007328 B

9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8 页

10

CN 112007328 B

10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8 页

11

CN 112007328 B

11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6/8 页

12

CN 112007328 B

12



图7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7/8 页

13

CN 112007328 B

13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8/8 页

14

CN 112007328 B

1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