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1102383.8

(22)申请日 2018.09.2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01138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2.18

(73)专利权人 国武时代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

限公司

地址 100000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七区

17号楼4层404室

(72)发明人 孔岐忠　任何　何平　田青　

(51)Int.Cl.

A63B 23/035(2006.01)

(56)对比文件

US 2012/0329624 A1,2012.12.27,说明书

第[0018]段至第[0026]段，附图1-6.

CN 104740836 A,2015.07.01,说明书第

[0025]段至第[0032]段，附图1-3.

CN 108175586 A,2018.06.19,全文.

CN 107174791 A,2017.09.19,全文.

US 2015/0273269 A1,2015.10.01,全文.

US 6682466 B1,2004.01.27,全文.

审查员 张喆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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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便携式体育锻炼器械及其使

用方法，包括底板、脚板、固定套、电动推杆、支撑

板、靠板、转动杆、连接板、第一绑带、手柄、第一

固定杆、第一滑杆、转动套、安装板、放置板、第二

绑带、第二固定杆、第二滑杆，该便携式体育锻炼

器械及其使用方法，结构巧妙，功能强大，操作简

单，通过使用该装置，当使用人员对双臂进行锻

炼时，可同步带动双腿进行锻炼，当使用人员对

双腿进行锻炼时，可同步对双臂进行锻炼，以此

让使用人员的四肢处于同步锻炼的状态，有效的

提高了使用人员的锻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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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便携式体育锻炼器械，其特征在于包括底板、脚板、固定套、电动推杆、支撑板、靠板、

转动杆、连接板、第一绑带、手柄、第一固定杆、第一滑杆、转动套、安装板、放置板、第二绑

带、第二固定杆、第二滑杆，所述的脚板位于底板右侧，所述的脚板与底板螺纹相连，所述的

固定套位于底板顶部左侧，所述的固定套与底板螺纹相连，所述的电动推杆位于固定套内

部，所述的电动推杆与固定套螺纹相连，所述的支撑板位于电动推杆顶部，所述的支撑板与

电动推杆螺纹相连，所述的靠板位于支撑板顶部左侧，所述的靠板与支撑板螺纹相连，所述

的转动杆贯穿支撑板右侧前后两端，所述的转动杆与支撑板转动相连，所述的连接板位于

转动杆顶部，所述的连接板与转动杆螺纹相连，所述的第一绑带位于连接板顶部右侧，所述

的第一绑带两端与连接板铆钉相连，所述的手柄位于连接板顶部右侧，所述的手柄与连接

板螺纹相连，所述的第一固定杆位于脚板顶部左侧前后两端，所述的第一固定杆与脚板螺

纹相连，所述的第一滑杆位于第一固定杆内部，所述的第一滑杆与第一固定杆滑动相连，且

所述的第一滑杆与支撑板螺纹相连，所述的转动套贯穿于第一固定杆，所述的转动套与第

一固定杆转动相连，所述的安装板位于转动套内侧，所述的安装板与转动套螺纹相连，所述

的放置板位于安装板内侧，所述的放置板与安装板螺纹相连，所述的第二绑带位于放置板

内侧，所述的第二绑带两端与放置板铆钉相连，所述的第二固定杆位于安装板外侧，所述的

第二固定杆与安装板螺纹相连，所述的第二滑杆位于第二固定杆内部，所述的第二滑杆与

第二固定杆滑动相连，且所述的第二滑杆与连接板螺纹相连。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携式体育锻炼器械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使用人员坐立在支撑板上；

(2)、使用人员背部靠在靠板上，以此让使用人员处于标准的坐姿；

(3)、使用人员用手开启电动推杆，以此让电动推杆推动或拉动支撑板连同第一滑杆、

第二滑杆以及使用人员沿着第一固定杆和第二固定杆的方向做上下移动，以此对使用人员

坐立的高度进行调节，直至使用人员的脚部与脚板相接触后，使用人员用手关闭电动推杆；

(4)、使用人员再将双臂放在相对应的连接板上，并将双臂穿过第一绑带与连接板之间

的间隙处，再手握手柄，在第一绑带的作用下，使得使用人员的手臂与连接板连接稳固；

(5)、使用人员再将小腿穿过相对应的第二绑带与放置板之间的间隙处，在第二绑带的

作用下，使得使用人员的腿部与放置板连接稳固；

(6)、使用人员再将双臂先相背、后相向、再相背的往复式运动，以此让使用人员的双臂

带动手柄联动连接板、第二滑杆以及第二固定杆连同安装板、放置板以及使用人员的双腿

做先相背、后相向、再相背的往复式运动，在转动套的作用下，确保了安装板连同放置板以

及患者的腿部往复运动的稳定性，通过以上方式，便于使用人员通过对双臂的锻炼驱动双

腿的同步锻炼；

(7)、使用人员再将双腿先相背、后相向、再相背的往复式运动，以此让使用人员的双腿

带动放置板联动安装板、第二固定杆以及第二滑杆连同连接板以及使用人员的双臂做先相

背、后相向、再相背的往复式运动，在转动套的作用下，确保了安装板连同放置板以及患者

的腿部往复运动的稳定性，通过以上方式，便于使用人员通过对双腿的锻炼驱动双臂的同

步锻炼。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便携式体育锻炼器械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3)步骤

中还设有蓄电池，所述的蓄电池位于底板内部，所述的蓄电池与底板螺纹相连，所述的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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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用于给电动推杆进行能量供应,所述的蓄电池与电动推杆导线相连，所述的电动推杆型

号优选为SYSE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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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体育锻炼器械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体育锻炼领域，尤其涉及便携式体育锻炼器械及其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体育器材(sporting  equipment)，竞技体育比赛和健身锻炼所使用的各种器械、

装备及用品的总称。体育器材与体育运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体育运动的普及和运动项目

的多样化使体育器材的种类、规格等都得到发展。

[0003] 目前，市场上未有四肢同步锻炼的体育锻炼器械，导致使用人员需要以此对手臂

以及腿部进行先后锻炼，极大的降低了使用人员的锻炼效果。鉴于以上缺陷，实有必要设计

便携式体育锻炼器械及其使用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便携式体育锻炼器械及其使用方法，来解

决背景技术提出的问题。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便携式体育锻炼器械及其使用方法，

包括底板、脚板、固定套、电动推杆、支撑板、靠板、转动杆、连接板、第一绑带、手柄、第一固

定杆、第一滑杆、转动套、安装板、放置板、第二绑带、第二固定杆、第二滑杆，所述的脚板位

于底板右侧，所述的脚板与底板螺纹相连，所述的固定套位于底板顶部左侧，所述的固定套

与底板螺纹相连，所述的电动推杆位于固定套内部，所述的电动推杆与固定套螺纹相连，所

述的支撑板位于电动推杆顶部，所述的支撑板与电动推杆螺纹相连，所述的靠板位于支撑

板顶部左侧，所述的靠板与支撑板螺纹相连，所述的转动杆贯穿支撑板右侧前后两端，所述

的转动杆与支撑板转动相连，所述的连接板位于转动杆顶部，所述的连接板与转动杆螺纹

相连，所述的第一绑带位于连接板顶部右侧，所述的第一绑带两端与连接板铆钉相连，所述

的手柄位于连接板顶部右侧，所述的手柄与连接板螺纹相连，所述的第一固定杆位于脚板

顶部左侧前后两端，所述的第一固定杆与脚板螺纹相连，所述的第一滑杆位于第一固定杆

内部，所述的第一滑杆与第一固定杆滑动相连，且所述的第一滑杆与支撑板螺纹相连，所述

的转动套贯穿于第一固定杆，所述的转动套与第一固定杆转动相连，所述的安装板位于转

动套内侧，所述的安装板与转动套螺纹相连，所述的放置板位于安装板内侧，所述的放置板

与安装板螺纹相连，所述的第二绑带位于放置板内侧，所述的第二绑带两端与放置板铆钉

相连，所述的第二固定杆位于安装板外侧，所述的第二固定杆与安装板螺纹相连，所述的第

二滑杆位于第二固定杆内部，所述的第二滑杆与第二固定杆滑动相连，且所述的第二滑杆

与连接板螺纹相连。

[0006] 进一步，所述的便携式体育锻炼器械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使用人员坐立在支撑板上；

[0008] (2)、使用人员背部靠在靠板上，以此让使用人员处于标准的坐姿；

[0009] (3)、使用人员用手开启电动推杆，以此让电动推杆推动或拉动支撑板连同第一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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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第二滑杆以及使用人员沿着第一固定杆和第二固定杆的方向做上下移动，以此对使用

人员坐立的高度进行调节，直至使用人员的脚部与脚板相接触后，使用人员用手关闭电动

推杆；

[0010] (4)、使用人员再将双臂放在相对应的连接板上，并将双臂穿过第一绑带与连接板

之间的间隙处，再手握手柄，在第一绑带的作用下，使得使用人员的手臂与连接板连接稳

固；

[0011] (5)、使用人员再将小腿穿过相对应的第二绑带与放置板之间的间隙处，在第二绑

带的作用下，使得使用人员的腿部与放置板连接稳固；

[0012] (6)、使用人员再将双臂先相背、后相向、再相背的往复式运动，以此让使用人员的

双臂带动手柄联动连接板、第二滑杆以及第二固定杆连同安装板、放置板以及使用人员的

双腿做先相背、后相向、再相背的往复式运动，在转动套的作用下，确保了安装板连同放置

板以及患者的腿部往复运动的稳定性，通过以上方式，便于使用人员通过对双臂的锻炼驱

动双腿的同步锻炼；

[0013] (7)、使用人员再将双腿先相背、后相向、再相背的往复式运动，以此让使用人员的

双腿带动放置板联动安装板、第二固定杆以及第二滑杆连同连接板以及使用人员的双臂做

先相背、后相向、再相背的往复式运动，在转动套的作用下，确保了安装板连同放置板以及

患者的腿部往复运动的稳定性，通过以上方式，便于使用人员通过对双腿的锻炼驱动双臂

的同步锻炼。

[0014] 进一步，所述的第(3)步骤中还设有蓄电池，所述的蓄电池位于底板内部，所述的

蓄电池与底板螺纹相连，所述的蓄电池用于给电动推杆进行能量供应，所述的蓄电池与电

动推杆导线相连，所述的电动推杆型号优选为SYSE40。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该便携式体育锻炼器械及其使用方法，结构巧妙，功能强大，操

作简单，通过使用该装置，当使用人员对双臂进行锻炼时，可同步带动双腿进行锻炼，当使

用人员对双腿进行锻炼时，可同步对双臂进行锻炼，以此让使用人员的四肢处于同步锻炼

的状态，有效的提高了使用人员的锻炼效果。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便携式体育锻炼器械及其使用方法的局部主视剖视图；

[0017] 图2是便携式体育锻炼器械及其使用方法的局部右视图。

[0018] 底板1、脚板2、固定套3、电动推杆4、支撑板5、靠板6、转动杆7、连接板8、第一绑带

9、手柄10、第一固定杆11、第一滑杆12、转动套13、安装板14、放置板15、第二绑带16、第二固

定杆17、第二滑杆18、蓄电池101.

[0019]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在下文中，阐述了多种特定细节，以便提供对构成所描述实施例基础的概念的透

彻理解。然而，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很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可以在没有这些特定细节

中的一些或者全部的情况下来实践。在其他情况下，没有具体描述众所周知的处理步骤。

[0021] 如图1、图2所示，便携式体育锻炼器械，包括底板1、脚板2、固定套3、电动推杆4、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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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板5、靠板6、转动杆7、连接板8、第一绑带9、手柄10、第一固定杆11、第一滑杆12、转动套

13、安装板14、放置板15、第二绑带16、第二固定杆17、第二滑杆18，所述的脚板2位于底板1

右侧，所述的脚板2与底板1螺纹相连，所述的固定套3位于底板1顶部左侧，所述的固定套3

与底板1螺纹相连，所述的电动推杆4位于固定套3内部，所述的电动推杆4与固定套3螺纹相

连，所述的支撑板5位于电动推杆4顶部，所述的支撑板5与电动推杆4螺纹相连，所述的靠板

6位于支撑板5顶部左侧，所述的靠板6与支撑板5螺纹相连，所述的转动杆7贯穿支撑板5右

侧前后两端，所述的转动杆7与支撑板5转动相连，所述的连接板8位于转动杆7顶部，所述的

连接板8与转动杆7螺纹相连，所述的第一绑带9位于连接板8顶部右侧，所述的第一绑带9两

端与连接板8铆钉相连，所述的手柄10位于连接板8顶部右侧，所述的手柄10与连接板8螺纹

相连，所述的第一固定杆11位于脚板2顶部左侧前后两端，所述的第一固定杆11与脚板2螺

纹相连，所述的第一滑杆12位于第一固定杆11内部，所述的第一滑杆12与第一固定杆11滑

动相连，且所述的第一滑杆12与支撑板5螺纹相连，所述的转动套13贯穿于第一固定杆11，

所述的转动套13与第一固定杆11转动相连，所述的安装板14位于转动套13内侧，所述的安

装板14与转动套13螺纹相连，所述的放置板15位于安装板14内侧，所述的放置板15与安装

板14螺纹相连，所述的第二绑带16位于放置板15内侧，所述的第二绑带16两端与放置板15

铆钉相连，所述的第二固定杆17位于安装板14外侧，所述的第二固定杆17与安装板14螺纹

相连，所述的第二滑杆18位于第二固定杆17内部，所述的第二滑杆18与第二固定杆17滑动

相连，且所述的第二滑杆18与连接板8螺纹相连。

[0022] 所述的便携式体育锻炼器械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3] (1)、使用人员坐立在支撑板5上；

[0024] (2)、使用人员背部靠在靠板6上，以此让使用人员处于标准的坐姿；

[0025] (3)、使用人员用手开启电动推杆4，以此让电动推杆4推动或拉动支撑板5连同第

一滑杆12、第二滑杆18以及使用人员沿着第一固定杆11和第二固定杆17的方向做上下移

动，以此对使用人员坐立的高度进行调节，直至使用人员的脚部与脚板2相接触后，使用人

员用手关闭电动推杆4；

[0026] (4)、使用人员再将双臂放在相对应的连接板8上，并将双臂穿过第一绑带9与连接

板8之间的间隙处，再手握手柄10，在第一绑带9的作用下，使得使用人员的手臂与连接板8

连接稳固；

[0027] (5)、使用人员再将小腿穿过相对应的第二绑带16与放置板15之间的间隙处，在第

二绑带的作用下，使得使用人员的腿部与放置板15连接稳固；

[0028] (6)、使用人员再将双臂先相背、后相向、再相背的往复式运动，以此让使用人员的

双臂带动手柄10联动连接板8、第二滑杆18以及第二固定杆17连同安装板14、放置板15以及

使用人员的双腿做先相背、后相向、再相背的往复式运动，在转动套13的作用下，确保了安

装板14连同放置板15以及患者的腿部往复运动的稳定性，通过以上方式，便于使用人员通

过对双臂的锻炼驱动双腿的同步锻炼；

[0029] (7)、使用人员再将双腿先相背、后相向、再相背的往复式运动，以此让使用人员的

双腿带动放置板15联动安装板14、第二固定杆17以及第二滑杆18连同连接板8以及使用人

员的双臂做先相背、后相向、再相背的往复式运动，在转动套13的作用下，确保了安装板14

连同放置板15以及患者的腿部往复运动的稳定性，通过以上方式，便于使用人员通过对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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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的锻炼驱动双臂的同步锻炼。

[0030] 所述的第(3)步骤中还设有蓄电池101，所述的蓄电池101位于底板1内部，所述的

蓄电池101与底板1螺纹相连，所述的蓄电池101用于给电动推杆4进行能量供应，所述的蓄

电池101与电动推杆4导线相连，所述的电动推杆型号优选为SYSE40。

[0031] 该便携式体育锻炼器械及其使用方法，结构巧妙，功能强大，操作简单，通过使用

该装置，当使用人员对双臂进行锻炼时，可同步带动双腿进行锻炼，当使用人员对双腿进行

锻炼时，可同步对双臂进行锻炼，以此让使用人员的四肢处于同步锻炼的状态，有效的提高

了使用人员的锻炼效果。

[0032]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具体的实施方式，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从上述构思出发，

不经过创造性的劳动，所做出的种种变换，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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