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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n exercise rowing machine with power generation (100) comprises a main machine ：frame (10), a seat cushion (20)
slidably arranged on the main machine ：frame (10), a supporting rod (30) arranged on the main machine ：frame (10), a holding rod
(33) arranged on the supporting rod (30), a damping device (40) and a power generation device (50). The damping device (40) com
prises a belt wheel (41) which i s movably arranged on the supporting rod (30) and connected with the holding rod (33) through a
traction band (35), and a pulley block (43) which i s arranged on the main machine ：frame (10) and connected with the belt wheel (41)
through an elastic band (45). The power generation device (50) comprises an electric generator ( 1) which comprises an input shaft
( 11) and i s arranged between the main machine ：frame (10) and the supporting rod (30), a driving belt (53) which connects the belt
wheel (41) and the input shaft ( 11) of the electric generator ( 1), and a storage battery (70) which i s electrically connected with the
electric generator (51) and used for storing the electric energy produced by the electric generator ( 1) . Said exercise rowing machine
with power generation (100) i s simple in structure, convenient in operation, and safe and environment-Mendly during the power
generation procedure. I t can not only help the user take exercise, but also store the energy produced during the exercising for future
use in case of need, which has the effects of saving energy and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n a certain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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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一种健身发电划船器 （100 ) ，包括：土机架 （10) ，可滑动地设置于土机架 （10 ) 上的坐垫 （20) ，设于

主机架 （10 ) 上的支撑杆 （30) ，设于支撑杆 （30 ) 上的握杆 （33 ) ，阻尼装置 （40 ) 和发电装置 （50 ) 。该阻尼

装置 （40 ) 包括：活动设于支撑杆 （30) 上、并通过牵引带 （35) 与握杆 （33 ) 相连的带轮 （41 ) ，及设于主机架

( 10) 上、并通过弹性带 （45 ) 与带轮 （41 ) 相连的滑轮组 （43 ) 。该发电装置 （50 ) 包括具有输入轴 （51 1) 、

并设于主机架 （10 ) 与支撑杆 （30 ) 之间的发电机 （51 ) ，连接带轮 （41 ) 和发电机 （51 ) 的输入轴 （511 ) 的传

动带 （53 ) ，及与发电机 （51 ) 电连接，用于储存发电机 （51) 所产生的电能的蓄电池 （70) 。上述健身发电划船

器 （100) 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发电过程安全环保，不仅能帮助使用者锻炼身体，而且可将锻炼时产生的能量储

存起来以后需要时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 节能环保的作用。



说明书

发明名称 : 健身发电划船器

[I] 【技术领域】

[2] 本发明涉及一种健身器材，特别是涉及一种具有健身、发电双重功能的健身发

电划船器。

[3] 【背景技术】

[4] 赛艇是水上运动项 目，由桨手运用其肌肉力量，以桨和桨架作为杠杆作械杆划

水，使艇背向桨手前进的一项划船运动。赛艇运动能有效提高人体的心血管和

呼吸系统功能，增强全身肌肉力量，调节神经系统平衡，有利于提高人体的健

康水平。

[5] 模拟上述划船的自然动作，适用于健身房和家庭运动，锻炼手腿腰等部位肌肉

组织，有效地锻炼伸展肌群，对腰背的锻炼尤为明显，能缓解背部酸痛症状，

同吋极大提高腰痛肌群的生理流活性。划船健身器适用于平吋不大活动的人群

，特别适合长期坐在电脑前工作的白领阶层。

[6] 目前市面上的绝大多数的划船机健身器都是釆用气压缸或磁性元件提供运动阻

力，然而，使用者运动吋产生的生物能量没有合理的利用。

[7] 【发明内容】

[8] 基于此，有必要提供一种将健身运动与发电相结合，从而充分利用生物能的健

身发电划船器。

[9] 一种健身发电划船器，包括：主机架；坐垫，可滑动地设置于该主机架上；支

撑杆，设于该主机架上；握杆，设于该支撑杆上；阻尼装置，包括：带轮，活

动设于该支撑杆上，并通过牵引带与该握杆相连；滑轮组，设于该主机架上，

并通过弹性带与该带轮相连；发电装置，包括：发电机，设于该主机架与该支

撑杆之间，包括输入轴；传动带，连接该带轮和该发电机的输入轴；及蓄电池

，与该发电机电连接，用于储存该发电机所产生的电能。

[10] 在优选的实施例中，该主机架上设有两个脚踏板。

[II] 在优选的实施例中，每一脚踏板上设有固定使用者脚的扣带。



[12] 在优选的实施例中，还包括连接该主机架和该支撑杆的连接支架，该发电机设

于该连接支架。

[13] 在优选的实施例中，还包括压紧装置，该压紧装置包括摆动杆、枢接于该摆动

杆一端的压紧轮和作用于该摆动杆另一端的弹性件，该摆动杆的中部可转动地

设置于该连接支架，该压紧轮抵压该传动带。

[14] 在优选的实施例中，还包括设于该支撑杆顶部的检测装置，用于检测该带轮的

转速。

[15] 在优选的实施例中，该发电机为稀土永磁无铁芯发电机。

[16] 在优选的实施例中，还包括与该蓄电池电连接的逆变器，用于调节该蓄电池的

输出电流。

[17] 上述健身发电划船器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发电过程安全环保，不仅锻炼的使

用者的身体，而且可将锻炼吋产生的能量储存起来以后需要吋使用，在一定程

度上起到了节能环保的作用。

[18] 【附图说明】

[19] 通过附图中所示的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的更具体说明，本发明的上述及其它目

的、特征和优势将更加清晰。在全部附图中相同的附图标记指示相同的部分。

并未刻意按实际尺寸等比例缩放绘制附图，重点在于示出本发明的主旨。

[20] 图 1为一实施例的健身发电划船器的立体组装示意图；

[21] 图 2 为图1所示健身发电划船器的立体分解示意图 。

[22] 【具体实施方式】

[23]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 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

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的说明。在下面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

充分理解本发明。但是本发明能够以很多不同于在此描述的其它方式来实施，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不违背本发明内涵的情况下做类似推广，因此本发明不

受下面公开的具体实施的限制。

[24] 请参阅图 1和图 2 ，一实施例的健身发电划船器 100 包括主机架 10 、坐垫 20

、支撑杆 30 、阻尼装置 40 、发电装置 50 及蓄电池 70 。

[25] 主机架 10 大致为横截面为'工'字形的平直件，其前端横向延伸形成支撑脚 11



，其后端设有支撑座 13 ，均用于支撑整个主机架 10 。坐垫 20 可滑动地设置于

主机架 10 上。主机架 10 上还设有两个脚踏板 15 ，每一脚踏板 15 上设有固定

使用者脚的扣带 151 。

[26] 支撑杆 30 竖直设置于主机架 10 靠近中部的位置。支撑杆 30 为空心杆，其顶

部设有检测装置 3 1。支撑杆 30 位于检测装置 3 1下方的位置还设有握杆 33 和

与握杆 33 相连的牵引带 35 。牵引带 35 穿过支撑杆 30 与阻尼装置 40 相连。

[27] 阻尼装置 40 包括可转动地设于支撑杆 30 下端的带轮 4 1 、设于主机架 10 上的

滑轮组 43 ，及连接带轮 4 1和滑轮组 43 的弹性带 45 。牵引带 35 的一端缠绕在

带轮 4 1上。本实施例中，滑轮组 43 包括四个滑轮。弹性带 45 —端固定在带轮

4 1上，另一端依次缠绕在这四个滑轮上，以提供带轮 4 1旋转吋的阻力和回复力

[28] 支撑杆 30 与主机架 10 之间还设有一个倾斜的连接支架 37 。发电装置 50 包括

设于连接支架 37 的发电机 5 1和传动带 53 。

[29] 发电机 5 1优选为稀土永磁无铁芯发电机，其包括输入轴 511 。传动带 53 大致

为环形，其一端套设于输入轴 511 ，另一端套设于带轮 4 1 ，因此带轮 4 1转动

能带动发电机 5 1 的输入轴 511 转动产生电能。

[30] 发电机 5 1会根据带轮 4 1转速的快慢而产生不同电压的电流。该电流对蓄电池

70 充电。本实施例中，健身发电划船器 100 还包括与蓄电池 70 相连的逆变器

80 。蓄电池 70 储存的电能经过逆变器 80 的调节后，变成标准的220V , 50Hz

的交流电，可用于室内照明或家用电器。

[31] 为了防止传动带 53 长吋间使用后松弛乏力，健身发电划船器 100 还包括压紧

装置 60 。压紧装置 60 包括摆动杆 6 1 、压紧轮 63 和弹性件 65 。摆动杆 6 1大

致为长条形，其中部延伸形成可转动地设置于连接支架 37 上的转轴 611 。压紧

轮 63 枢接于摆动杆 6 1—端。弹性件 65 —端固定在主机架 10 上，另一端固定

于摆动杆 6 1远离压紧轮 63 的一端。当弹性件 65 作用于摆动杆 6 1与其相连的

那一端吋，摆动杆 6 1会绕转轴 611 稍稍旋转，使压紧轮 63 与传动带 53 相抵，

以使传动带 53 更为紧密地缠绕在发电机 5 1 的输入轴 511 上。

[32] 使用吋，锻炼者坐于坐垫 20 上，双脚踏于脚踏板 15 上，身体向前倾，双手分



别紧握握杆 33 ，然后克服阻尼装置 40 的阻力向后拉动握杆 33 ，同吋腿部也可

用力使整个身体与坐垫 20 向主机架 10 后部移动，从而可以同吋锻炼腹部、手

部以及腿部肌肉。另外，检测装置 3 1 可以检测带轮 4 1 的转速，从而转化成锻

炼者的运动数据 （如消耗的热量，产生的电能等等），并显示在检测装置 3 1 的

显示屏 (未标示) 上。

[33] 上述健身发电划船器 100 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发电过程安全环保，不仅锻炼

的使用者的身体，而且可将锻炼吋产生的能量储存起来以后需要吋使用，在一

定程度上起到了节能环保的作用。

[34] 可以理解，脚踏板 15 、连接支架 37 、压紧装置 60 、检测装置 3 1 也可省略。

[35]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

并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

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

利要求为准。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健身发电划船器，其特征在于，包括：

主机架；

坐垫，可滑动地设置于该主机架上；

支撑杆，设于该主机架上；

握杆，设于该支撑杆上；

阻尼装置，包括：

带轮，活动设于该支撑杆上，并通过牵引带与该握杆相连；

滑轮组，设于该主机架上，并通过弹性带与该带轮相连；

发电装置，包括：

发电机，设于该主机架与该支撑杆之间，包括输入轴；

传动带，连接该带轮和该发电机的输入轴；及

蓄电池，与该发电机电连接，用于储存该发电机所产生的电能。

[权利要求 2]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健身发电划船器，其特征在于：该主机架上

设有两个脚踏板。

[权利要求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健身发电划船器，其特征在于：每一脚踏板

上设有固定使用者脚的扣带。

[权利要求 4]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健身发电划船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连接

该主机架和该支撑杆的连接支架，该发电机设于该连接支架。

[权利要求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健身发电划船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压紧

装置，该压紧装置包括摆动杆、枢接于该摆动杆一端的压紧轮和

作用于该摆动杆另一端的弹性件，该摆动杆的中部可转动地设置

于该连接支架，该压紧轮抵压该传动带。

[权利要求 6]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健身发电划船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于

该支撑杆顶部的检测装置，用于检测该带轮的转速。

[权利要求 7]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健身发电划船器，其特征在于：该发电机为

稀土永磁无铁芯发电机。

[权利要求 8]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健身发电划船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与该



蓄电池电连接的逆变器，用于调节该蓄电池的输出电流。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No.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PCT/CN2011/070474

A . CLASSIFICATION O F SUBJECT MATTER

See extra sheet

According t o 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IPC) or to both nat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IPC

B . FIELDS SEARCHED

Minimum documentation searched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llowed by classification symbols)

C :A63B21/- A63B22/- A63B23/- A63B69/06 F03G5/-

Documentation searched other than minimum documentation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documents are included in the fields searched

Electronic data base consulted during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 (name of data base and, where practicable, search terms used)

WPI; EPODOC; CNPAT; CNKI; boat+; row+; exercise+; power; electric+; generat+; battery

C DOCUMENT S CONSIDERED TO BE RELEVANT

Category: Citation of document, with indication, where appropriate, o f the relevant passages Relevant t o claim No.

Y CN27051 94Y (LIAO, Laishuqiong) 22. June 2005 (22.06.2005) 1-8

pages 4-6 of description, figures 3-9

Y CN1647832A (XUAN, Bomin) 03 . Aug. 2005 (03 .08.2005) 1-8

page 1 of description, figure 4

Y US47461 12A (FAYAL, James E.) 24. May 1988 (24.05. 1988) 3,6

lines 17-59 of column 2 of description, figures 1-9

図 Further documents are listed in the continuation of Box C . 図 See patent family annex.

* Special categories of cited documents: Τ" later document published after the international filing date
or priority date and not in conflict with the application but

" document defining the general state of the art which is not cited t o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 or theory underlying the
considered t o be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invention

;Έ earlier application or patent but published on or after the X " document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the claimed invention

international filing date cannot be considered novel or cannot be considered to involve
an inventive step when the document i s taken alone

L " document which may throw doubts on priority claim (S) or
Y " document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the claimed invention

which i s cited t o establish the publication date of another
cannot be considered to involve an inventive step when the

citation or other special reason (as specified) document i s combined with one or more other such
" document referring to an oral disclosure, use, exhibition or documents, such combination being obvious t o a person

other means skilled in the art

document published prior t o the international filing date ; & "document member of the same patent family

but later than the priority date claimed

Date of the actual comple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 Date of mail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30. Sep. 201 1 (30. 09. 201 1) 27 Oct. 2011 (27.10.2011)
Name and mailing address of the ISA/CN Authorized officer
The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the P.R.China
6 Xitucheng Rd. ，Jimen Bridge,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China ZHAN Dan
100088 Telephone No. (86-10
Facsimile No. 86-10-62019451

)62413262

Form PCT SA /210 (second sheet) (July 2009)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No.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PCT/CN201 1/070474

C (Continuation). DOCUMENTS CONSIDERED TO BE RELEVANT

Category: Citation of document, with indication, where appropriate, of the relevant passages Relevant to claim No.

CN2776474Y (SHENZHEN XINLONG INDUSTRY CO., LTD.) 03.May 2006
Y

(03.05.2006) abstract, page 3 of description, figures 1, 5

CN2458804Y (LI, Zhao) 07.Nov. 2001 (07. 11.2001)
Y 7,8

claim 3, page 2 of description, figures 1-3

CNl 0 14 17684A (TSANN KUEN CHINA ENTPR. CO., LTD.) 29.Apr. 2009
A 1-8

(29.04.2009) the whole document

Form PCT SA /210 (continuation of second sheet ) (July 2009)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No.
Information on patent family members

PCT/CN20 11/070474

Patent Documents referred Publication Date Patent Family Publication Date
in the Report

CN2705194Y 22.06.2005 NONE

CN1647832A 03.08.2005 NONE

US4746112A 24.05.1988 NONE

CN2776474Y 03.05.2006 NONE

CN2458804Y 07.11.2001 NONE

CN101417684A 29.04.2009 NONE

Form PCT/ISA /210 (patent family annex) (July 2009)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No.

PCT/CN201 1/070474

A . CLASSIFICATION O F SUBJECT MATTER

A63B69/06 (2006. 0 1) i

A63B21/22 (2006. 0 1) i

F03G5/00 (2006. 0 1 ) i

Form PCT/ISA /210 (extra sheet) (July 2009)



国 际检 索 报 告 PCT/CN201 1/070474

A . 主题的分类

见 附加 页

按 照 国际专利分 类 (IPC) 或 者 同时按 照 国家分类 和 IPC 两 种 分 类

B . 检 索领 域

检 索 的最低 限度文 献 (标 明分类 系 统和 分 类 号）

IPC: A63B21/- A63B22/- A63B23/- A63B69/06 F03G5/-

包 含 在 检 索领 域 中 的除最低 限度 文 献 以外 的检 索文献

在 国际检 索 时查 阅 的 电子数 据库 (数 据 库 的名 称 ，和 使 用 的检 索词 （如 使用 ））

WPI; EPODOC; CNPAT; CNKI; 划 船 ；健 身；发 电；电池 ；boat+; row+; exercise+; power; electric+; generat+;

battery

C . 相关文件

类 型 引用 文件 ，必 要 时 ，指 明相 关段 落 相 关 的权利 要 求

Y CN2705 194Y (廖 赖 淑 琼） 2 . 6 月 2005 (22.06.2005) 1-8

说 明书第 4-6 页 、 图 3-9

Y CN1647832A (宣伯 民）03. 8 月 2005 (03.08.2005) 1-8

说明书第 1 页、图 4

Y US47461 12A (FAYAL, James E.) 24. 5 月 1988 (24.05. 1988) 3,6

说 明书第 2 栏 第 17-59 行 、 图 1-9

Y CN2776474Y (深 圳 信 隆实业 股份 有 限公 司）03.5 月 2006 (03.05.2006)

摘 要 、说 明书第 3 页 、 图 1,5

Y CN2458804Y (李 钊 ）07. 1 1 月 2001 (07. 1 1.2001) 7,8

权 利 要 求 3、说 明书第 2 页 、 图 1-3

其 余文件 在 C 栏 的续 页 中列 出 见 同族 专利 附件 。

* 引用文件 的具体类型： "T" 在申请 日或优先权日之后公布，与申请不相抵触，但为了

"A" 认为不特别相关的表示了现有技术一般状态的文件 理解发明之理论或原理的在后文件
"E" 在国际申请日的¾ ¾ ¾ 公布 先申请或 "X" 特别相关的文件 ，单独考虑该文件 ，认定要求保护的

"L" 可能对优先权要求构成怀疑的文件 ，或为确定另一篇 发明不是新颖的或不具有创造性

引用文件的公布 日而引用的或者因其他特殊理由而引 "Y" 特别相关的文件 ，当该文件与另一篇或者多篇该类文件

用的文件 （如具体说明的） 结合并且这种结合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为显而易见时，
"O" 涉及 口头公开、使用、展览或其他方式公开的文件 要求保护的发明不具有创造性

"P" 公布 日先于国际申请 日但迟于所要求的优先权 日的文件 "&" 同族专利的文件

国际检 索 实 际完成 的 日期 国际检 索报 告 邮寄 日期
30. 9 月 0 1 1 ( 30. 09. 201 1 ) 27.10 月 2011 (27.10.2011)

ISA/CN 的名称和邮寄地址： 受 权 官 员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家 知识产权局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蓟 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100088 张丹

传真号： （86-10)62019451 电话 号码 ：（86-10) 62413262

PCT/ISA/210 表(第 2 页）（2009 年 7 月）



国际检 索报告 PCT/CN201 1/070474

c (续). 相 关文件

类 型 引用文件 ，必要时，指 明相关段落 相关 的权利要求

A CN101417684A (厦 门灿坤 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9.4 月 2009 (29.04.2009) 1-8

全文

PCT/ISA/210 表(第 2 页续页）（2009 年 7 月）



国际检 索报告 PCT/CN201 1/070474
关于 同族专利的信息

检索报告中引用的 公布日期 同族专利 公布日期
专利文件

CN2705 194Y 22.06.2005 无
CN1647832A 03.08.2005 无

US47461 12A 24.05. 1988 无

CN2776474Y 03.05.2006 无

CN2458804Y 07. 11.2001 无

CN101417684A 29.04.2009 无

PCT/ISA/210 表(同族专利附件）(2009 年 7 月）



国 际检 索报 告 PCT/CN201 1/070474

A . 主题的分类

A63B69/06 ( 2006. 0 1) i

A63B21/22 ( 2006. 0 1) i

F03G5/00 (2006. 01 ) i

PCT/ISA/210 表(附加页）(2009 年 7 月）


	abstract
	description
	claims
	drawings
	wo-search-report
	wo-search-re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