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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中国式摔跤的训练器械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体育竞技训练器械，特

别涉及一种中国式摔跤的训练器械。本实用新型

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中国式摔跤的训练器

械，包括有底座，底座上固设有协调性练习机构、

腿力练习机构、手指抓力练习机构及腰力练习机

构，协调性练习机构包括有均布于底座上的若干

桩体；腿力练习机构包括有架设于底座上并与底

座垂直设置的支撑架、可沿支撑架纵向往复移动

且可更换的负重块，支撑架相对于与底座连接一

端的另一端处设有与其垂直衔接的横杆，负重块

上设有绕横杆延伸至外的拉绳，拉绳上设有供脚

部踩踏的扣。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提供了一种可

实施统一训练、结构简单的中国式摔跤的训练器

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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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中国式摔跤的训练器械，其特征在于：包括有底座，底座上固设有协调性练习机

构、腿力练习机构、手指抓力练习机构及腰力练习机构，所述的协调性练习机构包括有均布

于底座上的若干桩体；所述的腿力练习机构包括有架设于底座上并与底座垂直设置的支撑

架、可沿支撑架纵向往复移动且可更换的负重块，支撑架相对于与底座连接一端的另一端

处设有与其垂直衔接的横杆，负重块上设有绕横杆延伸至外的拉绳，拉绳上设有供脚部踩

踏的扣环；所述的手指抓力练习机构包括有与底座垂直衔接的安装杆，安装杆上设有与其

垂直衔接的连接杆，连接杆的轴向两端分别设有环状且具有开口的弹性抓力练习套；所述

的腰力练习机构包括有设于底座上供练习者平躺的平躺区域，底座位于该平躺区域处设架

设悬架，悬架处于平躺区域的上方，悬架上悬挂有供练习者脚步触碰且可沿悬架横向平移

或纵向升降的触碰组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国式摔跤的训练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弹性抓力练习套

包括由钢丝缠绕成型的本体及套设于本体外且与本体适配的塑料外套，本体及塑料外套通

过旋转轴与连接杆连接，连接杆上设有对旋转轴锁定的锁定螺杆。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中国式摔跤的训练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塑料外套的外表

面上设有若干组供手指指尖放置的捏合槽。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中国式摔跤的训练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抓力练习

套的本体内设有重力感应传感器，该重力感应传感器上设有与本体内壁的抵触的重力感应

推杆，底座上设有用于接收该重力感应器信号并将信号转换为数值的显示器。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中国式摔跤的训练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桩体包括

有两段可调节升降的伸缩柱，其中与底座固定连接的一段为主柱体，另一段为套设于主柱

体外可沿主柱体升降的调节柱体，调节柱体的内壁与主柱体的外壁之间分别设有导轨导槽

以及用于锁定调节的调节螺栓及调节螺孔。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中国式摔跤的训练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平躺区域

为架设于底座上的平躺垫，所述的悬架包括有与底座垂直衔接的支杆及与支杆垂直衔接的

横杆，所述的触碰组件包括有悬挂于横杆上的球体，球体与横杆之间通过可伸缩的连接条

连接，横杆上设有沿其轴向开设的调节滑槽，连接条与横杆连接的一端处具有可沿调节滑

槽往复滑移的滑块。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中国式摔跤的训练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杆包括有与

滑块连接的杆体及套设于杆体外可沿杆体往复伸缩的伸缩杆体，伸缩杆体与杆体之间通过

调节销定位。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中国式摔跤的训练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平躺区域为架设

于底座上的平躺垫，所述的悬架包括有与底座垂直衔接的支杆及与支杆垂直衔接的横杆，

所述的触碰组件包括有悬挂于横杆上的球体，球体与横杆之间通过可伸缩的连接条连接，

横杆上设有沿其轴向开设的调节滑槽，连接条与横杆连接的一端处具有可沿调节滑槽往复

滑移的滑块。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中国式摔跤的训练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底座相对

于设置协调性练习机构、腿力练习机构、手指抓力练习机构及腰力练习机构一端的另一端

处均布有滚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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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摔跤的训练器械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体育竞技训练器械，特别涉及一种中国式摔跤的训练器械。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式摔跤是中国最古老的体育项目之一。古代称之为角力、角抵、相扑、争跤等。

早在四千年前的黄帝时代就有古代摔跤活动。据《礼记-月令》记载，周代把摔跤与射箭和驾

车三者列为军事训练项目。其后，中国式摔跤逐渐成为具有观赏性的娱乐及比赛项目。

[0003] 中国式摔跤的进攻方式主要体现于“揣”和“入”两类技法。

[0004] 其中“揣”俗称倒口袋，适合身材矮小的人使用。它是在与对方背脸时，以腰背部正

背对方，使对方向前翻倒的技术。使揣这类咬绊，要充分运用杠杆的国学原理去摔对方。以

腰背部为支点，在躬身弯腰背对方的过程中，底部和以工代臀部分别为两个力点，并配合头

部、上身与下肢的动作去摔对方。底手向下拉（或掳）和躬身是向下用力，与此同时拱臀（充

分运用了臀部的弹力）和崩腿（两腿绷直）、拉擦（两脚向后移步）是向上用力，迫使对方下肢

离开地面。在这两个力点同时用力的作用下，使对方的头部和上身朝下、下肢朝上，最后使

对方被背翻摔倒。

[0005] “入”，它是在与对方背脸时，以腰背部斜背对方，使对方向前翻倒的技术。使入这

类跤绊，也是充分运用了杠杆的力学原理去摔对方。以腰背部为支点，在低头俯身背对方的

过程中，底手和臀部分别为两个力点，并配合头部、止身、上手与下肢的动作去摔对方。底手

向斜下方拉（或掳），头部和止身也随之向斜下方用力，上手也配合用力（因抓反部位不同，

用力方向各异，如夹脖往下卷，抠后带则向上提掀），与此同时拱臀、崩腿、拉擦是向上用力。

因两手揪抓把位分别用力而造成对方被我斜背在身。在两个力点同时用力以及上手用力配

合的作用下，使对方的头部和上身朝左（右）下方，下肢朝右（左）上方，被背斜身翻倒。

[0006] 由此可见，中国式摔跤对于身体的柔韧、协调和上、下肢灵活性、手指的抓力以及

腿部力量的具有较高的要求。

[0007] 目前，中国式摔跤在训练过程中，主要依靠古代流传下来的训练装置实施训练，如

石锁、小棒子、揉大缸、太极球等工具。

[0008] 石锁为由石头打造，呈锁状的训练工具，通过不断的抓举训练臂力及腰力。小棒子

则是若干根通过橡皮筋或绳子捆绑的柱体，在训练过程中，两只手对其实施反向的揉搓，以

此训练手指的抓力；揉大缸则是准备水缸一口，双手抓住缸沿旋转，依次训练臂力及手指的

抓力；太极球可以放在地上旋转，锻炼腰腿力量。

[0009] 此类工具分别具有不同的训练功效，其为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贵财富，皆为传统瑰

宝。然而，此类工具不仅笨重，而且其貌不扬，不具有统一性，已逐渐被现代人摒弃。导致中

国式摔跤这类体育运动逐渐失去市场，训练的人越来越少。因此，如何实施统一有效的训练

一直是该领域技术人员无法克服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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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内容

[0010]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可实施统一训练、结构简单的

中国式摔跤的训练器械。

[0011]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中国式摔跤的训练器械，

其特征在于：包括有底座，底座上固设有协调性练习机构、腿力练习机构、手指抓力练习机

构及腰力练习机构，所述的协调性练习机构包括有均布于底座上的若干桩体；所述的腿力

练习机构包括有架设于底座上并与底座垂直设置的支撑架、可沿支撑架纵向往复移动且可

更换的负重块，支撑架相对于与底座连接一端的另一端处设有与其垂直衔接的横杆，负重

块上设有绕横杆延伸至外的拉绳，拉绳上设有供脚部踩踏的扣环；所述的手指抓力练习机

构包括有与底座垂直衔接的安装杆，安装杆上设有与其垂直衔接的连接杆，连接杆的轴向

两端分别设有环状且具有开口的弹性抓力练习套；所述的腰力练习机构包括有设于底座上

供练习者平躺的平躺区域，底座位于该平躺区域处设架设悬架，悬架处于平躺区域的上方，

悬架上悬挂有供练习者脚步触碰且可沿悬架横向平移或纵向升降的触碰组件。

[0012]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协调性练习机构、腿力练习机构、手指抓力练习机构及腰力

练习机构分别集成于一底座上，训练者在训练时可有序的对训练项目实施合理的安排，一

方面便于训练，另一方面上述机构在完成训练后无需训练者对其实施规制，不会遗失。训练

者通过在桩体上行走，以此练习运动中的步伐及上半身与下半身的协调能力；当需要对腿

力实施训练时，训练者将足部套设于扣环内，通过抬腿拉动负重块，能够有效的对腿部的力

量实施训练，且负重块可更换，训练者可根据自身的需要对不同重量的负重块实施选择。具

有开口的弹性抓力练习套的设置可供训练者用手部实施抓取及揉搓，其不易损坏，代替了

传统的小棒子，而且外型美观。当需要实时腰部训练时，仅需平躺于底座上的平躺区域，两

腿并拢，通过抬腿，使脚部触碰到触碰组件，依次循环便可对腰部力量实施练习。

[001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弹性抓力练习套包括由钢丝缠绕成型的本体及套设于

本体外且与本体适配的塑料外套，本体及塑料外套通过旋转轴与连接杆连接，连接杆上设

有对旋转轴锁定的锁定螺杆。

[0014] 其中，塑料外套的外表面上设有若干组供手指指尖放置的捏合槽。

[0015]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体通过钢丝缠绕成型不仅弹性力不易丧失，不易损坏，而且

使用寿命长，塑料外套的设置则可对训练者的手指提供保护作用，而且在训练过程中受伤。

本体及塑料外套通过旋转轴与连接杆实施连接，促使本体及塑料外套处于连接杆上的方向

可实施调节，依次满足训练者实施不同角度的抓力练习。捏合槽的设置则可使训练者在训

练过程中手指具有更好的着力点，不易由塑料外套上松脱。

[0016] 本实用新型更进一步设置为：弹性抓力练习套的本体内设有重力感应传感器，该

重力感应传感器上设有与本体内壁的抵触的重力感应推杆，底座上设有用于接收该重力感

应器信号并将信号转换为数值的显示器。

[001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这样设置可使训练者知晓其抓力的训练程度。

[0018] 本实用新型更进一步设置为：桩体包括有两段可调节升降的伸缩柱，其中与底座

固定连接的一段为主柱体，另一段为套设于主柱体外可沿主柱体升降的调节柱体，调节柱

体的内壁与主柱体的外壁之间分别设有导轨导槽以及用于锁定调节的调节螺栓及调节螺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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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这样设置使训练者可根据自身的需要对桩体的高度实施调

节，以此实施更为顺畅的训练。

[0020] 本实用新型更进一步设置为：平躺区域为架设于底座上的平躺垫，所述的悬架包

括有与底座垂直衔接的支杆及与支杆垂直衔接的横杆，所述的触碰组件包括有悬挂于横杆

上的球体，球体与横杆之间通过可伸缩的连接条连接，横杆上设有沿其轴向开设的调节滑

槽，连接条与横杆连接的一端处具有可沿调节滑槽往复滑移的滑块。

[0021] 其中，连接杆包括有与滑块连接的杆体及套设于杆体外可沿杆体往复伸缩的伸缩

杆体，伸缩杆体与杆体之间通过调节销定位。

[0022]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球体可升降及沿连接条位移，可满足训练者在不同训练时段

的抬腿高度，更为人性化，同时通用性强，促使不同段位的训练者皆可使用。

[0023] 本实用新型更进一步设置为：底座相对于设置协调性练习机构、腿力练习机构、手

指抓力练习机构及腰力练习机构一端的另一端处均布有滚轮。

[0024]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这样设置促使该器械便于运输及移动。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图1的I部放大示意图；

[0028]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腿力练习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手指抓力练习机构的弹性抓力练习套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桩体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腰力练习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7为图6的A-A剖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如图1—图7所示的一种中国式摔跤的训练器械，包括有底座1，底座1上固设有协

调性练习机构2、腿力练习机构3、手指抓力练习机构4及腰力练习机构5，协调性练习机构2

包括有均布于底座1上的若干桩体21；腿力练习机构3包括有架设于底座1上并与底座1垂直

设置的支撑架31、可沿支撑架31纵向往复移动且可更换的负重块32，支撑架31相对于与底

座1连接一端的另一端处设有与其垂直衔接的横杆33，负重块32上设有绕横杆33延伸至外

的拉绳34，拉绳34上设有供脚部踩踏的扣环35；手指抓力练习机构4包括有与底座1垂直衔

接的安装杆41，安装杆41上设有与其垂直衔接的连接杆42，连接杆42的轴向两端分别设有

环状且具有开口的弹性抓力练习套43；腰力练习机构5包括有设于底座1上供练习者平躺的

平躺区域51，底座1位于该平躺区域51处设架设悬架52，悬架52处于平躺区域51的上方，悬

架52上悬挂有供练习者脚步触碰且可沿悬架52横向平移或纵向升降的触碰组件53。上述方

案中，将协调性练习机构2、腿力练习机构3、手指抓力练习机构4及腰力练习机构5分别集成

于一底座1上，训练者在训练时可有序的对训练项目实施合理的安排，一方面便于训练，另

一方面上述机构在完成训练后无需训练者对其实施规制，不会遗失。训练者通过在桩体21

上行走，以此练习运动中的步伐及上半身与下半身的协调能力；当需要对腿力实施训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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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者将足部套设于扣环35内，通过抬腿拉动负重块32，能够有效的对腿部的力量实施训

练，且负重块32可更换，训练者可根据自身的需要对不同重量的负重块32实施选择。具有开

口的弹性抓力练习套43的设置可供训练者用手部实施抓取及揉搓，其不易损坏，代替了传

统的小棒子，而且外型美观。当需要实时腰部训练时，仅需平躺于底座1上的平躺区域51，两

腿并拢，通过抬腿，使脚部触碰到触碰组件53，依次循环便可对腰部力量实施练习。

[0034]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里中，弹性抓力练习套43包括由钢丝缠绕成型的本体431及套

设于本体431外且与本体431适配的塑料外套432，本体431及塑料外套432通过旋转轴433与

连接杆42连接，连接杆434上设有对旋转轴433锁定的锁定螺杆434。本体431通过钢丝缠绕

成型不仅弹性力不易丧失，不易损坏，而且使用寿命长，塑料外套432的设置则可对训练者

的手指提供保护作用，而且在训练过程中受伤。本体431及塑料外套432通过旋转轴433与连

接杆434实施连接，促使本体431及塑料外套432处于连接杆434上的方向可实施调节，依次

满足训练者实施不同角度的抓力练习。为了使训练者在训练过程中手指具有更好的着力

点，不易由塑料外套432上松脱。塑料外套432的外表面上设有若干组供手指指尖放置的捏

合槽4321。

[0035] 为了使训练者知晓其抓力的训练程度，从而提高其抓力训练中的力量或抓取姿

势。本实用新型实施里中的弹性抓力练习套43的本体431内设有重力感应传感器44，该重力

感应传感器44上设有与本体431内壁的抵触的重力感应推杆441，底座1上设有用于接收该

重力感应器44信号并将信号转换为数值的显示器。显示器中具有用于接收重力传感器44的

信号接收模块及将其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的处理器。

[0036] 由于训练者处于不同的段位对于桩体21与底座1之间高度的要求不一。因此，本实

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桩体21包括有两段可调节升降的伸缩柱，其中与底座1固定连接的一段

为主柱体211，另一段为套设于主柱体211外可沿主柱体211升降的调节柱体212，调节柱体

212的内壁与主柱体211的外壁之间分别设有导轨导槽213以及用于锁定调节的调节螺栓

214及调节螺孔215。

[0037] 底座1上的平躺区域51为架设于底座1上的平躺垫，悬架52包括有与底座1垂直衔

接的支杆521及与支杆521垂直衔接的横杆522，触碰组件53包括有悬挂于横杆522上的球

体，球体与横杆522之间通过可伸缩的连接条54连接，横杆522上设有沿其轴向开设的调节

滑槽5221，连接条54与横杆522连接的一端处具有可沿调节滑槽5221往复滑移的滑块55。连

接杆54包括有与滑块55连接的杆体541及套设于杆体541外可沿杆体541往复伸缩的伸缩杆

体542，伸缩杆体542与杆体541之间通过调节销543定位。调节滑槽5221及滑块55的横截面

分别呈燕尾状。球体可升降及沿连接杆54位移，可满足训练者在不同训练时段的抬腿高度，

更为人性化，同时通用性强，促使不同段位的训练者皆可使用。

[0038] 为了使该器械便于运输及移动。底座1相对于设置协调性练习机构2、腿力练习机

构3、手指抓力练习机构4及腰力练习机构5一端的另一端处均布有滚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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