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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带按摩踏板的健身器材，

包括机架、两个踏板、两根转轴、飞轮摆臂、飞轮、

阻尼轮、皮带；所述的两个踏板对称安装在机架

上且踏板上带有按摩机构，踏板与转轴连接，转

轴的内端通过轴承与飞轮摆臂外端可旋转的连

接，飞轮摆臂的中部固定套接在飞轮轴的外端，

飞轮轴固定穿置在飞轮上且飞轮轴的中部通过

轴承可旋转的安装在机架上，阻尼轮可旋转的安

装在机架上，皮带绕接在阻尼轮与飞轮上。由于

本发明的踏板设有按摩机构，该按摩机构通过转

轴带动锥形齿轮旋转，驱动按摩机构动作，无需

提供另外的电源即可通过踏步锻炼达到按摩脚

底的效果，具有功能更全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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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按摩踏板的健身器材，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两个踏板、两根转轴、飞轮摆

臂、飞轮、阻尼轮、皮带；所述的两个踏板对称安装在机架上且踏板上带有按摩机构，踏板与

转轴连接，转轴的内端通过轴承与飞轮摆臂外端可旋转的连接，飞轮摆臂的中部固定套接

在飞轮轴的外端，飞轮轴固定穿置在飞轮上且飞轮轴的中部通过轴承可旋转的安装在机架

上，阻尼轮可旋转的安装在机架上，皮带绕接在阻尼轮与飞轮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按摩踏板的健身器材，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踏板包括踏板本

体、顶针组、旋转盘、盘转轴、齿轮组、锥形齿轮；所述的顶针组活动穿置在踏板本体中部的

多个通孔内，顶针组的上端面穿出踏板本体的顶面，顶针组的下端面与旋转盘顶面抵靠，旋

转盘的中央固定套接在盘转轴上端，盘转轴的下端固定套置在齿轮组上，齿轮组可旋转的

安装在踏板本体内且与锥形齿轮啮合，所述锥形齿轮固定套接在踏板机转轴的外端；所述

的顶针组、旋转盘、盘转轴、齿轮组和锥形齿轮组成按摩机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带按摩踏板的健身器材，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旋转盘的顶面为

一个两侧高、中间低的弧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按摩踏板的健身器材，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踏板包括踏板本

体、按摩盘、盘转轴、齿轮组、锥形齿轮；所述的按摩盘活动安装在踏板本体顶面的沉孔内，

按摩盘的中央固定套接在盘转轴的上端，盘转轴的下端固定套置在齿轮组上，齿轮组可旋

转的安装在踏板本体内且与锥形齿轮啮合，所述锥形齿轮固定套接在踏板机转轴的外端，

所述的按摩盘、盘转轴、齿轮组和锥形齿轮组成按摩机构。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带按摩踏板的健身器材，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按摩盘的顶面具

有多个向上凸起的半球体。

6.根据权利要求2或4所述的带按摩踏板的健身器材，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齿轮组由小

锥形齿轮和驱动齿轮组成；所述的小锥形齿轮的上部为圆形齿且下部为锥形齿，小锥形齿

轮下部的锥形齿与锥形齿轮啮合，小锥形齿轮上部的圆形齿与驱动齿轮啮合，驱动齿轮固

定套接在盘转轴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带按摩踏板的健身器材，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过渡齿轮；所述

小锥形齿轮上部的圆形齿与过渡齿轮啮合，过渡齿轮与驱动齿轮啮合。

8.根据权利要求2或4所述的带按摩踏板的健身器材，其特征在于：所述踏板本体的一

端安装有轮子，该轮子滑接在机架的底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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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按摩踏板的健身器材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健身器材，特别是涉及一种带按摩踏板的健身器材。

背景技术

[0002] 踏步机能够使健身者不断重复攀爬楼梯的动作，既能增强心血管系统的功能，又

能充分锻炼大腿和小腿肌肉。踏步机采用车轮转动式踏步设计，设有踏板、飞轮等部件，传

统的踏步机大都无按摩结构设计，功能较为单一，无法给客户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功能更全的带按摩踏板的健身器材。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

本发明是一种带按摩踏板的健身器材，包括机架、两个踏板、两根转轴、飞轮摆臂、飞

轮、阻尼轮、皮带；所述的两个踏板对称安装在机架上且踏板上带有按摩机构，踏板与转轴

连接，转轴的内端通过轴承与飞轮摆臂外端可旋转的连接，飞轮摆臂的中部固定套接在飞

轮轴的外端，飞轮轴固定穿置在飞轮上且飞轮轴的中部通过轴承可旋转的安装在机架上，

阻尼轮可旋转的安装在机架上，皮带绕接在阻尼轮与飞轮上。

[0005] 所述的踏板包括踏板本体、顶针组、旋转盘、盘转轴、齿轮组、锥形齿轮；所述的顶

针组活动穿置在踏板本体中部的多个通孔内，顶针组的上端面穿出踏板本体的顶面，顶针

组的下端面与旋转盘顶面抵靠，旋转盘的中央固定套接在盘转轴上端，盘转轴的下端固定

套置在齿轮组上，齿轮组可旋转的安装在踏板本体内且与锥形齿轮啮合，所述锥形齿轮固

定套接在踏板机转轴的外端；所述的顶针组、旋转盘、盘转轴、齿轮组和锥形齿轮组成按摩

机构。

[0006] 所述的旋转盘的顶面为一个两侧高、中间低的弧面。

[0007] 所述的踏板包括踏板本体、按摩盘、盘转轴、齿轮组、锥形齿轮；所述的按摩盘活动

安装在踏板本体顶面的沉孔内，按摩盘的中央固定套接在盘转轴的上端，盘转轴的下端固

定套置在齿轮组上，齿轮组可旋转的安装在踏板本体内且与锥形齿轮啮合，所述锥形齿轮

固定套接在踏板机转轴的外端，所述的按摩盘、盘转轴、齿轮组和锥形齿轮组成按摩机构。

[0008] 所述的按摩盘的顶面具有多个向上凸起的半球体。

[0009] 所述的齿轮组由小锥形齿轮和驱动齿轮组成；所述的小锥形齿轮的上部为圆形齿

且下部为锥形齿，小锥形齿轮下部的锥形齿与锥形齿轮啮合，小锥形齿轮上部的圆形齿与

驱动齿轮啮合，驱动齿轮固定套接在盘转轴上。

[0010] 本发明还包括过渡齿轮；所述小锥形齿轮上部的圆形齿与过渡齿轮啮合，过渡齿

轮与驱动齿轮啮合。

[0011] 所述踏板本体的一端安装有轮子，该轮子滑接在机架的底板上。

[0012] 采用上述方案后，由于本发明包括机架、两个踏板、两根转轴、飞轮摆臂、飞轮、阻

尼轮、皮带，踏板设有按摩机构，该按摩机构通过转轴带动锥形齿轮旋转，驱动按摩机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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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做踏步锻炼的同时实现对客户脚底的按摩，无需提供另外的电源即可通过踏步锻炼达

到按摩脚底的效果，具有功能更全的优点。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的轴测图；

图2是本发明的立体分解图；

图3是本发明踏板第一个实施例的立体分解图；

图4是本发明踏板第一个实施例的俯视轴测图；

图5是本发明踏板第一个实施例的仰视轴测图；

图6是本发明踏板第二个实施例的立体分解图；

图7是本发明踏板第二个实施例的俯视轴测图；

图8是本发明踏板第二个实施例的仰视轴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如图1、图2所示，本发明是一种带按摩踏板的健身器材，包括机架1、两个踏板2、两

根转轴4、飞轮摆臂5、飞轮6、阻尼轮7、皮带8。

[0016] 所述的两个踏板2对称安装在机架1上且踏板2上带有按摩机构，踏板2与转轴4连

接，转轴4的内端通过轴承41与飞轮摆臂5外端可旋转的连接，飞轮摆臂5的中部固定套接在

飞轮轴61的外端，飞轮轴61固定穿置在飞轮6上且飞轮轴61的中部通过轴承可旋转的安装

在机架1上，阻尼轮7可旋转的安装在机架1上，皮带8绕接在阻尼轮7与飞轮6上.

如图3-图5所示，是踏板的第一个实施例：

所述的踏板2包括踏板本体21、按摩盘22、盘转轴23、齿轮组24、锥形齿轮25。所述的按

摩盘22活动安装在踏板本体21顶面的沉孔211内，按摩盘22的中央固定套接在盘转轴23的

上端，按摩盘22的顶面具有多个向上凸起的半球体221；盘转轴23的下端固定套置在齿轮组

24上，齿轮组24可旋转的安装在踏板本体21内且与锥形齿轮25啮合，所述锥形齿轮25固定

套接在转轴4的外端；所述踏板本体21的一端安装有轮子26，该轮子26滑接在机架1的底板

11上，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的按摩盘22、盘转轴23、齿轮组24和锥形齿轮25组成按摩机构。

[0017] 所述的齿轮组24由小锥形齿轮241、过渡齿轮242、驱动齿轮243组成；所述的小锥

形齿轮241的上部为圆形齿2411且下部为锥形齿2412，小锥形齿轮241下部的锥形齿2412与

锥形齿轮25啮合，小锥形齿轮2412上部的圆形齿2411与过渡齿轮242啮合，过渡齿轮242与

驱动齿轮243啮合，驱动齿轮243固定套接在盘转轴23上。

[0018]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

踩下踏板2，通过踏板机转轴4带动飞轮摆臂5驱动飞轮6旋转，做相应的踏步锻炼，同

时，踏板2自身做圆周运动，使锥形齿轮25旋转，带动齿轮组24转动，通过盘转轴23带动按摩

盘22转动，做踏步锻炼的同时起到按摩人体脚底的作用。

[0019] 如图6-图8所示，是踏板的第二个实施例：

所述的踏板2’包括踏板本体21’、顶针组22’、旋转盘23’、盘转轴24’、齿轮组25’、锥形

齿轮26’。所述的顶针组22’活动穿置在踏板本体21’中部的多个通孔211’内，顶针组2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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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端面穿出踏板本体21’的顶面，顶针组22’的下端面与旋转盘23’顶面抵靠，旋转盘23’的

中央固定套接在盘转轴24’上端，该旋转盘23’的顶面为一个两侧高、中间低的弧面；盘转轴

24’的下端固定套置在齿轮组25’上，齿轮组25’可旋转的安装在踏板本体21’内且与锥形齿

轮26’啮合，锥形齿轮26’固定套接在转轴4的外端，所述踏板本体21’的一端安装有轮子，该

轮子滑接在机架1的底板11上；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的顶针组22’、旋转盘23’、盘转轴24’、齿

轮组25’和锥形齿轮26’组成按摩机构。

[0020] 所述的齿轮组25’由小锥形齿轮251’、过渡齿轮252’、驱动齿轮253’组成；所述的

小锥形齿轮251’的上部为圆形齿2511’且下部为锥形齿2512’，小锥形齿轮251’下部的锥形

齿2512’与锥形齿轮26’啮合，小锥形齿轮2512’上部的圆形齿2511’与过渡齿轮252’啮合，

过渡齿轮252’与驱动齿轮253’啮合，驱动齿轮253’固定套接在盘转轴24’上。

[0021]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

踩下踏板2’，通过踏板机转轴4带动飞轮摆臂5驱动飞轮6旋转，做相应的踏步锻炼，同

时，踏板2’自身做圆周运动，使锥形齿轮26’旋转，带动齿轮组25’转动，通过盘转轴24’带动

旋转盘23’转动，旋转盘23’推顶顶针组22’上下运动，做踏步锻炼的同时起到按摩人体脚底

的作用。

[002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而已，故不能以此限定本发明实施的范围，即依

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及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等效变化与修饰，皆应仍属本发明专利涵盖的范

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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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8 页

7

CN 110051974 A

7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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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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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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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6/8 页

11

CN 110051974 A

11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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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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