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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单下肢康复训练器械，包括

杆子(1)，旋转器(2)，底座(3)，根基(4)，螺栓

(5)，钢珠(6)；所述杆子(1)与所述底座(3)、所述

根基(4)固定连接；所述旋转器(2)的中心有一个

圆环盘(2.3)，所述圆环盘(2.3)的中心有一个孔

洞(2.1)，所述圆环盘(2.3)的上下左右四侧有四

个旋转横板(2 .4)，所述杆子(1)穿过所述孔洞

(2.1)；所述底座(3)设有圆环凹槽(3.1)，所述圆

环凹槽(3.1)设置凹坑(3.2)，所述凹坑(3.2)中

放置所述钢珠(6)；所述杆子(1)的顶端与水平杆

(9)固定连接；所述螺栓(5)穿过所述根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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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单下肢康复训练器械，包括杆子(1)，旋转器(2)，底座(3)，根基(4)，螺栓(5)，钢

珠(6)；其特征是：所述杆子(1)与所述底座(3)、所以根基(4)固定连接；旋转器(2)包括孔洞

(2.1)，圆环凸起(2.2)，圆环盘(2.3)，旋转横板(2.4)；所述旋转器(2)的中心有一个所述圆

环盘(2.3)，所述圆环盘(2.3)的中心有一个所述孔洞(2.1)，所述圆环盘(2.3)的下端有至

少三圈所述圆环凸起(2.2)，所述圆环盘(2.3)的上下左右四侧有四个所述旋转横板(2.4)，

所述杆子(1)穿过所述孔洞(2.1)；所述底座(3)设有与所述圆环凸起(2.2)相同数量的圆环

凹槽(3.1)，所述圆环凹槽(3.1)设置凹坑(3.2)，所述凹坑(3.2)之间的间距至少为5cm，所

述凹坑(3.2)中放置所述钢珠(6)；所述圆环凸起(2.2)的位置与所述圆环凹槽(3.1)的位置

对应，所述圆环凸起(2.2)嵌入所述圆环凹槽(3.1)内；所述杆子(1)的顶端与水平杆(9)固

定连接；所述螺栓(5)有至少4个，并穿过所述根基(4)；

所述旋转横板(2.4)的一侧设置了穿绳孔(2.5)，绳子(7)穿过所述穿绳孔(2.5)并系个

8字结，所述绳子(7)另一端穿过一个圆锥体(8)，并且在末端打个结，所述圆锥体(8)中心穿

孔；

所述杆子(1)的顶端与水平杆(9)固定连接，所述水平杆(9)与所述杆子(1)连接的前半

部分为直杆，中间有一个弯角，后半部分为圆弧形状。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7149746 B

2



一种单下肢康复训练器械

[0001] 本申请是申请日为2015年4月12日，申请号为2015101684883，发明名称为“一种下

肢的康复器材”的专利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体育用品，具体的说是一种单下肢康复训练器械。

背景技术

[0003]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也日益增加。户外健身

器材成了都市人必备的生活设施。但是现在的健身器材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0004] 第一，多为健全人设置，几乎没有针对单个下肢暂时性损伤或单下肢短小的人设

置的康复训练器材。由于这部分人群本身就行动不方便，不能在家门口做康复训练，而要去

比较远的专门的康复中心，或者医院去做康复训练，所以往往需要有人陪同。很多人由于没

有人陪同就无法去做康复训练，从而耽误了治疗的时机。

[0005] 第二，健身器材功能单一，不利于节约资源。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

[0007] 第一，针对单个下肢暂时性损伤或单下肢短小的人设置的康复训练器材。

[0008] 第二，可以是为健全人提供锻炼的健身器材。

[0009] 第三，具有多种功能。

[0010] 一种单下肢康复训练器械，也可以说是一种康复器械，包括杆子(1)，旋转器(2)，

底座(3)，根基(4)，螺栓(5)，钢珠(6)；其特征是：所述杆子(1)与所述底座(3)、所述根基(4)

固定连接；旋转器(2)包括孔洞(2.1)，圆环凸起(2.2)，圆环盘(2.3)，旋转横板(2.4)；所述

旋转器(2)的中心有一个所述圆环盘(2 .3)，所述圆环盘(2 .3)的中心有一个所述孔洞

(2.1)，所述圆环盘(2.3)的下端有至少三圈所述圆环凸起(2.2)，所述圆环盘(2.3)的上下

左右四侧有四个所述旋转横板(2.4)，所述圆环盘(2.3)的直径为90cm-150cm；所述杆子(1)

穿过所述孔洞(2.1)；所述底座(3)设有与所述圆环凸起(2.2)相同数量的圆环凹槽(3.1)，

所述圆环凹槽(3.1)设置凹坑(3.2)，所述凹坑(3.2)之间的间距至少为5cm，所述凹坑(3.2)

中放置所述钢珠(6)；所述圆环凸起(2.2)的位置与所述圆环凹槽(3.1)的位置对应，所述圆

环凸起(2.2)嵌入所述圆环凹槽(3.1)内；所述杆子(1)的顶端与水平杆(9)固定连接；所述

螺栓(5)有至少4个，并穿过所述根基(4)。

[0011] 本发明也可以说是一种具有下肢康复训练功能的健身器械，其特征是：所述圆环

盘(2.3)的上下左右四侧有四个旋转横板(2.4)，所述旋转横板(2.4)的一侧设置了穿绳孔

(2.5)，绳子(7)穿过所述穿绳孔(2.5)并系个8字结，所述绳子(7)另一端穿过一个圆锥体

(8)，并且在末端打个结，所述圆锥体(8)中心穿孔。

[0012] 本发明也可以说是一种多功能的单下肢康复训练器械，其特征是：所述杆子(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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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与水平杆(9)固定连接，所述水平杆(9)是一根直杆。

[0013] 本发明也可以说是一种多功能的康复训练器械，其特征是：所述杆子(1)的顶端与

水平杆(9)固定连接，所述水平杆(9)中间有90°的弯角。

[0014] 本发明也可以说是一种单下肢康复训练器械，其特征是：所述水平杆(9)有2个，以

所述杆子(1)的横截面的圆心为中心点，中心对称分布。

[0015] 本发明也可以说是一种具有腿部健身功能的器械，其特征是：所述杆子(1)的顶端

与水平杆(9)固定连接，所述水平杆(9)与所述杆子(1)连接的前半部分为直杆，中间有一个

弯角，后半部分为圆弧形状。

[0016] 本发明也可以说是一种具有健身功能的康复器械，其特征是：水平杆(9)包括圆弧

杆(9.1)，直杆(9.2)，所述为圆弧杆(9.1)圆弧形状，所述圆弧杆(9.1)上的中心点与所述直

杆(9.2)的一端固定连接，所述直杆(9.2)的另一端与杆子(1)固定连接。

[0017] 本发明还可以是这样的：所述圆环凹槽(3.1)的底面为中间低两端高的弧形。

[0018] 本发明还可以是这样的：所述圆环凸起(2.2)的底面为中间高两端低的弧形。

[0019] 本发明还可以是这样的：所述圆环凹槽(3.1)放置黄油，将所述钢珠(6)均匀地嵌

在黄油中。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实施方式一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实施方式一的分解的细节示意图。

[0022] 图3为实施方式二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实施方式一的分解的细节示意图。

[0024] 图5为实施方式三的俯视图。

[0025] 图6为实施方式四的俯视图。

[0026] 图7为实施方式五的俯视图。

[0027] 图8为实施方式六的俯视图。

[0028] 图9为实施方式七的俯视图。

[0029] 图10为实施方式八的局部细节图。

[0030] 图1-10中，1为杆子，2为旋转器，3为底座，4为根基，5为螺栓，6为钢珠，7为绳子，8

为圆锥体，9为水平杆，2.1为孔洞，2.2为圆环凸起，2.3为圆环盘，2.4为旋转横板，2.5为穿

绳孔，3.1为圆环凹槽，3.2凹坑，9.1为圆弧杆，9.2为直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实施方式一，参见图1-2，杆子(1)与底座(3)、根基(4)固定连接。这样杆子是固定

的，不会旋转。

[0032] 旋转器(2)的中心有一个圆环盘(2.3)，圆环盘(2.3)的中心有一个孔洞(2.1)，所

述杆子(1)穿过所述孔洞(2.1)；这样设计的作用是，圆环盘(2.3)可以围绕着杆子(1)旋转。

[0033] 所述圆环盘(2.3)的下端有至少三圈所述圆环凸起(2.2)，所述底座(3)设有与所

述圆环凸起(2.2)相同数量的圆环凹槽(3.1)，这样设计的作用是，为了使得旋转器(2)和使

用者的重力能够均匀的附加在底座(3)的平面上，这样旋转器(2)能平稳地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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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所述圆环凹槽(3.1)放置黄油，将所述钢珠(6)均匀地嵌在黄油中。这样设计的作

用是，黄油起润滑和固定作用，使得所述钢珠(6)不会随意在所述圆环凹槽(3.1)中滚动，也

就是说所述钢珠(6)均匀地放置在圆环凹槽(3.1)，这样旋转器(2)就能比较平稳地旋转。钢

珠(6)在凹槽中滚动带动圆环凸起(2.2)旋转，从而带动圆环盘(2.3)旋转。

[0035] 圆环凸起(2 .2)的底面为中间高两端低的弧形。这样设计的作用是，圆环凸起

(2.2)与钢珠(6)接触面很小，可以减少阻力。

[0036] 所述圆环凸起(2 .2)的位置与所述圆环凹槽(3 .1)的位置对应，所述圆环凸起

(2.2)嵌入所述圆环凹槽(3.1)内；这样设计的作用是，圆环凸起(2.2)可以固定旋转器(2)

与底座(3)的相对位置，不会左右移动。

[0037] 由于旋转器(2)的荷载都在钢珠(6)上，为了延长钢珠的使用寿命，圆环凸起(2.2)

的底面为中间高两端低的弧形。这样可以将作用在钢珠(6)上垂直方向的重力分解为两个

侧面的分力，使得原来对钢珠(6)表面一个点的磨损变为对钢珠(6)表面一个圆弧面的磨

损，磨损面大，磨损程度就小，钢珠(6)就能更长时间保持外观为圆形，也就延长钢珠的使用

寿命。

[0038] 所述螺栓(5)有至少4个，并穿过所述根基(4)；用螺栓(5)将根基(4)是固定在坚硬

的水泥地上，并埋在地下或者用水泥浇注表面。这样能起到固定作用，防止倾倒。

[0039] 所述圆环盘(2.3)的直径为90cm-150cm；这样设计的作用是，使得圆环盘(2.3)有

至少可以容纳站1-2个人的面积。

[0040] 实施方式一的使用方法有两种：

[0041] 第一种方法，站在本发明的圆环盘(2.3)上面，手扶住杆子(1)，用两只脚向后蹬圆

环盘(2.3)，使得圆环盘(2.3)旋转。

[0042] 第二种方法，站在本发明的圆环盘(2.3)上面，手扶住杆子(1)，用一只脚蹬地，使

得旋转器(2)旋转。当然手扶住扶住杆子(1)时，不能握太紧，否则容易磨伤皮肤，因为杆子

(1)是固定的，不会旋转。正确的握法是将手臂肘部跨在杆子(1)上。

[0043] 第一种方法，针对单个下肢暂时性损伤或单下肢短小的人的康复训练的使用方

法，由于两只脚向后蹬圆环盘(2.3)，位于圆环盘(2.3)外侧的脚在运动时的力度和幅度都

比位于圆环盘(2.3)外侧的脚要大，所以对于针对单个下肢暂时性损伤或单下肢短小的人，

可以正对性地对于单个下肢进行康复训练。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本发明所指的单个下肢

暂时性损伤，这里的损伤是指比较轻度的损伤。并且进行康复训练的前提条件是，在生理功

能已经修复完毕，再利用本发明来锻炼其运动机能。本发明所指的单下肢短小的人，是能够

独立站立和行走的人，由于各种原因使得一侧下肢比另一侧下肢要更短小，并且肌力也要

更弱些。

[0044] 第二种方法，是近固定的运动方式，使小腿屈，小腿伸直时可使大腿伸，相当于后

踢腿跑和后蹬跑动作，锻炼了人腿部的小腿三头肌和股二头肌。在第二种方法中，人是会随

着旋转器(2)一起旋转的，所以这种方法还可以锻炼人克服晕眩的感觉。

[0045] 以上这二种方法都可以针对单个下肢提供康复训练，也就是针对单个下肢暂时性

损伤或单下肢短小的人提供的康复训练。

[0046] 实施方式二，参见图3-4，所述旋转横板(2.4)的一侧设置了穿绳孔(2.5)，绳子(7)

穿过所述穿绳孔(2.5)并系个8字结，所述绳子(7)另一端穿过一个圆锥体(8)，并且在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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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个结，所述圆锥体(8)中心穿孔。这样设计的作用是，绳子(7)可以在旋转器(2)旋转的时

候，离地作圆周运动。当然旋转器(2)旋转速度要达到一定的速率，否则向心力不足以使得

绳子(7)圆周运动。圆锥体(8)是为了增加绳子(7)末端的重量，使绳子(7)晃起来比较直，不

会飘起来。

[0047] 实施方式二的使用方法有二种：

[0048] 第一种方法和第二种方法，与实施方式一的相同，同时其他的使用者可以站在本

发明的四个方向，当旋转器(2)旋转起来，其他的使用者可以双脚跳起跃过绳子，每转一圈

可以跳四下，最多可以有四个人同时使用。

[0049] 这两种方法都既能够对于针对单个下肢暂时性损伤或单下肢短小的人进行康复

训练。又能够使得其他人锻炼的下肢的跳跃能力，并提高身体的敏捷度。

[0050] 实施方式三，参见图5。在实施方式一和二的第一种方法中，如果觉得单脚站立不

稳，可以用手扶住杆子(1)。但是由于杆子(1)是垂直的，且离人的身体比较远，使用者只能

一只手扶住，且不好抓握，也就是说用手扶住杆子(1)比较费劲。所以实施方式三将杆子(1)

进行改进，所述杆子(1)的顶端与水平杆(9)固定连接，所述水平杆(9)是一根直杆。由于水

平杆(9)位于圆环盘(2.3)的上空，这样使用者可以双手就可以不费力地抓住水平杆(9)。如

果累了，还可以用双手撑住水平杆(9)将脚吊起来休息一会儿。

[0051] 当然在实施方式三中，就不能够使用第二种方法了。

[0052] 实施方式四，参见图6。在实施方式三中，可以用手扶住水平杆(9)，如果累了，用双

手撑住水平杆(9)，将脚吊起来休息一会儿。但是，一般人用双手的力气没有那么大，不一定

能够撑起整个身体。所以实施方式三将杆子(1)进行改进，所述杆子(1)的顶端与水平杆(9)

固定连接，所述水平杆(9)中间有90°的弯角。这样使用者如果累了，可以用双手撑住水平杆

(9)的同时，还可以用胳臂放在水平杆(9)中间有90°的弯角处，借助胳臂的臂力撑起身体，

将脚吊起来休息一会儿，这样就省力多了。而且从安全角度考虑，所述水平杆(9)中间的90°

的弯角的后半部分的水平杆(9)相当于保险杠的作用，具有使用者防止滑落旋转器(2)的功

能。

[0053] 实施方式五，参见图7。所述水平杆(9)有2个，以所述杆子(1)的横截面的圆心为中

心点，中心对称分布。这样设计的作用是，所述水平杆(9)有2个，可以同时提供2个使用者同

时使用本发明。

[0054] 实施方式六，参见图8。所述杆子(1)的顶端与水平杆(9)固定连接，所述水平杆(9)

与所述杆子(1)连接的前半部分为直杆，中间有一个弯角，后半部分为圆弧形状。这样设计

的作用是，相对于实施方式四而言，后半部分为圆弧形状，更符合人体功能学，因为人的手

臂弯曲时就类似于圆弧形状，用胳臂放在水平杆(9)的圆弧形状部分，这样使用者会感觉更

为舒适。

[0055] 实施方式七，参见图9。对于实施方式四，五和六而言，使用者只能针对左脚(右脚)

进行康复训练，但是，由于有的使用者需要对左脚进行康复训练，而有的使用者需要对右脚

进行康复训练，这样就无法满足使用者的多种需求。所以水平杆(9)包括圆弧杆(9.1)，直杆

(9.2)，所述为圆弧杆(9.1)圆弧形状，所述圆弧杆(9.1)上的中心点与所述直杆(9.2)的一

端固定连接，所述直杆(9.2)的另一端与杆子(1)固定连接。这样设计那么就可以满足使用

者无论是左脚还是右脚的需求。针对左脚进行康复训练的，使用者可以将左脚放在圆环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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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的外侧，将左手臂放置圆弧杆(9.1)上起支撑作用；同理，针对右脚进行康复训练的，

使用者可以将左脚放在圆环盘(2.3)的外侧，将右手臂放置圆弧杆(9.1)上起支撑作用。

[0056] 实施方式八，参见图10。实施方式一中，底座(3)设有一个圆环凹槽(3.1)，所述圆

环凹槽(3.1)设置至少所述10个钢珠(6)。这样有可能钢珠(6)会在圆环凹槽(3.1)滚动，造

成钢珠(6)在圆环凹槽(3.1)分布不均匀，从而会影响旋转器(2)平稳旋转，同时也会造成对

器械的不均匀磨损，这样既影响使用者使用器械，又会减少器械的寿命。所以实施方式九，

所述圆环凹槽(3.1)设置凹坑(3.2)，所述凹坑(3.2)中放置所述钢珠(6)；使得钢珠(6)在圆

环凹槽(3.1)分布均匀，旋转器(2)能够平稳旋转。

[0057] 所述凹坑(3.2)之间的间距至少为5cm，是考虑到钢珠(6)的承载力，将使用者和旋

转器(2)的重力都附加在钢珠上，所以钢珠(6)的数量不能太少，否则由于压力太大，钢珠

(6)的磨损就会过快，减少使用寿命。钢珠(6)的数量太多，一方面增加摩擦力，使得旋转器

(2)旋转比较费力，甚至使用者无法转动旋转器，从而达不到本发明的目的；另一方面制造

成本也会增加。

[0058] 实施方式九，前述实施方式一到八，可以在合理范围内组合使用。

[0059] 本发明比较好地解决了现有技术的缺陷问题：

[0060] 第一，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一到实施方式九都是针对单个下肢暂时性损伤或单下肢

短小的人设置的康复训练器材。

[0061] 第二，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二，实施方式九既针对单个下肢暂时性损伤或单下肢短

小的人设置的康复训练器材，又可以同时是为能够使得其他人锻炼的下肢的跳跃能力，并

提高身体的敏捷度。

[0062] 第三，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一和实施方式二分别都有二种使用方法，以及实施方式

三到实施方式九也有多种使用方式，而且这些使用方法可以锻炼人下肢的不同部位的肌肉

群，解决了以往健身器材功能单一的缺陷，并且也利于节约资源。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107149746 B

7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0 页

8

CN 107149746 B

8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10 页

9

CN 107149746 B

9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10 页

10

CN 107149746 B

10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10 页

11

CN 107149746 B

11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10 页

12

CN 107149746 B

12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6/10 页

13

CN 107149746 B

13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7/10 页

14

CN 107149746 B

14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8/10 页

15

CN 107149746 B

15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9/10 页

16

CN 107149746 B

16



图10

说　明　书　附　图 10/10 页

17

CN 107149746 B

1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DRA00016
	DRA00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