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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多功能双人模拟跑攀爬机，

包括机架，所述机架一端水平方向两侧均设有可

绕机架转动的脚踏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相

对脚踏板一端的另一端设有与机架垂直连接的

模拟攀爬机构，所述模拟攀爬机构上设有手持攀

爬组件，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多功能双人模拟跑攀

爬机，具有可以模拟攀岩、登山、爬山等不同健身

方式的优点。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9页

CN 110052003 A

2019.07.26

CN
 1
10
05
20
03
 A



1.一种多功能双人模拟跑攀爬机，包括机架，所述机架一端水平方向两侧均设有可绕

机架转动的脚踏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相对脚踏板一端的另一端设有与机架垂直连接

的模拟攀爬机构，所述模拟攀爬机构上设有手持攀爬组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双人模拟跑攀爬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模拟攀爬机

构与机架之间可摆动至少两个攀爬工位，所述手持攀爬组件设置在模拟攀爬机构相对与机

架连接一端的另一端上，所述机架与模拟攀爬机构之间设有可促使模拟攀爬机构处于各攀

爬工位处实施定位的调整定位装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双人模拟跑攀爬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脚踏板

包括脚踏部和摆动部，所述摆动部通过曲柄与机架连接，所述脚踏部和摆动部通过摆动臂

连接，所述摆动臂一端与脚踏部铰接，所述摆动臂相对脚踏部一端的另一端与摆动部铰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双人模拟跑攀爬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脚踏部和摆

动部至少通过四个摆动臂连接，所述四个摆动臂包括第一摆动臂、第二摆动臂、第三摆动臂

和第四摆动臂，所述第一摆动臂和第二摆动臂设置在脚踏部和摆动部靠近模拟攀爬机构一

端的两侧，所述第一摆动臂和第二摆动臂通过第一铰接轴与脚踏部铰接，所述第一摆动臂

和第二摆动臂通过第二铰接轴与摆动部铰接，所述第三摆动臂和第四摆动臂设置在脚踏部

和摆动部相对第一摆动臂和第二摆动臂一端的另一端，所述第三摆动臂和第四摆动臂通过

第三铰接轴与脚踏部铰接，所述第三摆动臂和第四摆动臂通过第四铰接轴与摆动部铰接，

所述第一摆动臂和第四摆动臂设置在脚踏部和摆动部靠近机架一侧，所述第二摆动臂和第

三摆动臂设置在脚踏部和摆动部相对第一摆动臂和第四摆动臂一侧的另一侧。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双人模拟跑攀爬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摆动部相对

脚踏部一端的另一端设有凸块，所述凸块通过摇杆设有脚踏机构，所述脚踏机构包括脚踏

件及与脚踏件固定连接的摆动件，所述摆动件相对与脚踏件连接一端的另一端设有转动

臂，所述转动臂、凸块和摇杆通过第五铰接轴连接，所述转动臂与摇杆之间设有复位件，所

述复位件一端与转动臂铰接，另一端与摇杆铰接，所述摆动件转动到与摇杆垂直位置时与

摆动部在同一水平面上，所述摇杆上端设有扶手，所述第一摆动臂与摇杆之间设有第一联

动杆，所述第三摆动臂与摇杆之间设有第二联动杆。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双人模拟跑攀爬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模拟攀爬机

构包括支架，所述支架通过第六铰接轴与机架铰接，所述手持攀爬组件设置在支架相对机

架连接一端的另一端，所述调整定位装置包括安装座和第一伸缩杆，所述第一伸缩杆通过

第一套筒设置在安装座上，所述安装座上设有驱动第一伸缩杆伸缩的第一驱动件，所述安

装座通过支撑板与机架连接，所述安装座与支撑板铰接设置，所述第一伸缩杆通过连接件

与支架连接，所述第一伸缩杆与连接件铰接设置。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双人模拟跑攀爬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上设有

可移动装置，所述可移动装置包括万向轮、调节螺杆、设置在调节螺杆一端的手轮及与机架

固定连接的固定架，所述万向轮设置在固定架的下方，所述机架下方设有第一支撑杆和第

二支撑杆，所述第一支撑杆上设有轮子，所述第二支撑杆通过立柱设置在机架靠近脚踏板

的一端，所述第一支撑杆设置在机架相对第二支撑杆一端的另一端，所述立柱上设有转动

轴，所述转动轴上设有供调节螺杆穿过的通孔，所述调节螺杆相对手轮一端的另一端穿过

通孔，并且与固定架螺纹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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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双人模拟跑攀爬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脚踏板与手

持攀爬组件之间设有传动机构，所述传动机构包括第一传动轮、第二传动轮、第三传动轮、

第四传动轮和飞轮，所述第一传动轮和第二传动轮通过第一传动件连接，所述第三传动轮

和第四传动轮通过第二传动件连接，所述第二传动轮、第三传动轮和飞轮同轴设置，所述曲

柄与第一传动轮同轴设置，所述手持攀爬组件与第四传动轮同轴设置。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双人模拟跑攀爬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脚踏板与手

持攀爬组件之间设有传动机构，所述传动机构包括第一传动装置、第二传动装置、联动第一

传动装置和第二传动装置的第三传动装置和飞轮，所述第一传动装置包括第一传动轮、第

二传动轮及连接第一传动轮和第二传动轮的第一传动件，所述第二传动装置包括第三传动

轮和第四传动轮及连接第三传动轮和第四传动轮的第二传动件，所述第三传动装置包括第

五传动轮、第六传动轮及连接第五传动轮和第六传动轮的第三传动件，所述第二传动轮、第

五传动轮和飞轮同轴设置，所述第三传动轮和第六传动轮同轴设置，所述曲柄与第一传动

轮同轴设置，所述手持攀爬组件与第四传动轮同轴设置，所述第三传动件上设有第一调节

装置，所述第一调节装置包括第一安装座及与第三传动件相配合的第一定位件，所述第一

安装座设置在机架上，所述第一定位件通过第一连接件与第二安装座铰接，所述第一安装

座上设有用于调节第一定位件的第一调节手柄。

10.根据权利要求8或9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双人模拟跑攀爬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传

动件上设有第二调节装置，所述第二调节装置包括第二安装座及与第一传动件相配合的第

二定位件，所述第二安装座设置在机架上，所述第二定位件通过第二连接件与第二安装座

铰接，所述第二安装座上设有用于调节第二定位件的第二调节手柄。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双人模拟跑攀爬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上设

有显示器，所述支架包括第一支架及与机架铰接的第二支架，所述第二支架相对与机架铰

接一端的另一端上设有滑轨，所述第一支架上设有与第一滑轨相配合的滑槽，所述第一支

架与第二支架之间设有可促使第一支架沿第二支架上下的滑动的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

包括底座和第二伸缩杆，所述第二伸缩杆通过第二套筒设置在底座上，所述底座上设有驱

动第二伸缩杆的第二驱动件，所述底座通过第一连接杆设置在第二支架上，所述第二伸缩

杆通过第二连接杆与第一支架连接，所述第一支架上设有与第一支架铰接的第三连接杆，

所述第二支架上设有与第二支架铰接的第四连接杆，所述第三连接杆与第四连接杆通过第

七铰接轴铰接，所述第七铰接轴上设有与第二传动件配合的第七传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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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双人模拟跑攀爬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健身设备，特别涉及一种多功能双人模拟跑攀爬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全球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的健康意识增强，各

种健身房、养生馆层出不穷，尤其健身成了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缺少

时间、健身房远不方便等理由阻挡着人们健身的步伐。

[0003] 近几年市场上兴起的健身器材种类很多，有的健身器锻炼肌群单一、功能简单，仅

对身体某一部位进行锻炼，满足不了健身人群对多部位健身的要求；一些健身器材功能较

多，但结构相对复杂，占地空间大，价格较高，大多数消费者难以接受，针对这些问题，现需

要设计出一款新的健身设备，克服结构复杂，功能单一，占地空间大，价格高的缺点，实现健

身器材的多功能性，提高训练效果，价格合理，占地小，噪音低等目的，减少消费者经济负担

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多功能双人模拟跑攀爬机，具有可

以模拟攀岩、登山、爬山等不同健身方式的优点可以现实对手臂、胸肌、背肌等多部位训练。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多功能模拟攀岩健身设备，包

括机架，所述机架一端水平方向两侧均设有可绕机架转动的脚踏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

相对脚踏板一端的另一端设有与机架垂直连接的模拟攀爬机构，所述模拟攀爬机构上设有

手持攀爬组件。

[0006]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用时，根据健身爱好者不同的需求，通过模拟攀爬机构来模

拟模拟攀岩、登山、爬山等不同健身方式，这样设置结构简单，设计合理。

[0007] 本发明更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模拟攀爬机构与机架之间可摆动至少两个攀爬工

位，所述手持攀爬组件设置在模拟攀爬机构相对与机架连接一端的另一端上，所述机架与

模拟攀爬机构之间设有可促使模拟攀爬机构处于各攀爬工位处实施定位的调整定位装置。

[0008]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用时，根据健身爱好者不同的要求，通过调整定位装置来调

节模拟攀爬机构处于不同的攀爬工位，可以模拟不同的锻炼，首先根据健身者的身高，脚放

置在脚踏板上，手握手持攀爬组件，比如可以模拟以下方式；一是通过调整定位装置把模拟

攀爬机构调整到爬山工位，就可以模拟爬山的锻炼方式；二是把模拟攀爬机构调整到攀岩

工位，就可以模拟攀岩的锻炼方式；三是把模拟攀爬机构调整到登山工位，可以模拟登山的

锻炼方式，这样设置可以满足不同身高的人，实现不同攀爬工位的锻炼方式，结构简单，设

计合理。

[0009] 本发明更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脚踏板包括脚踏部和摆动部，所述摆动部通过曲柄

与机架连接，所述脚踏部和摆动部通过摆动臂连接，所述摆动臂一端与脚踏部铰接，所述摆

动臂相对脚踏部一端的另一端与摆动部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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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健身者模拟攀岩、登山、爬山等不同锻炼方式，脚踏板这样

设置可以保证脚部与身体的处于同一直线上，保证脚部不会因不同的模拟方式而与脚踏板

处于打滑状态，更贴合脚部的运动轨迹，保证健身者在使用时身体更协调，锻炼更为舒适，

这样设置结构简单，设计合理。

[0011] 本发明更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脚踏部和摆动部至少通过四个摆动臂连接，所述四

个摆动臂包括第一摆动臂、第二摆动臂、第三摆动臂和第四摆动臂，所述第一摆动臂和第二

摆动臂设置在脚踏部和摆动部靠近模拟攀爬机构一端的两侧，所述第一摆动臂和第二摆动

臂通过第一铰接轴与脚踏部铰接，所述第一摆动臂和第二摆动臂通过第二铰接轴与摆动部

铰接，所述第三摆动臂和第四摆动臂设置在脚踏部和摆动部相对第一摆动臂和第二摆动臂

一端的另一端，所述第三摆动臂和第四摆动臂通过第三铰接轴与脚踏部铰接，所述第三摆

动臂和第四摆动臂通过第四铰接轴与摆动部铰接，所述第一摆动臂和第四摆动臂设置在脚

踏部和摆动部靠近机架一侧，所述第二摆动臂和第三摆动臂设置在脚踏部和摆动部相对第

一摆动臂和第四摆动臂一侧的另一侧。

[0012]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这样设置保证了脚踏部和摆动部运动时动作更加协调，更适

合脚部运动，结构简单，设计合理。

[0013] 本发明更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摆动部相对脚踏部一端的另一端设有凸块，所述凸

块通过摇杆设有脚踏机构，所述脚踏机构包括脚踏件及与脚踏件固定连接的摆动件，所述

摆动件相对与脚踏件连接一端的另一端设有转动臂，所述转动臂、凸块和摇杆通过第五铰

接轴连接，所述转动臂与摇杆之间设有复位件，所述复位件一端与转动臂铰接，另一端与摇

杆铰接，所述摆动件转动到与摇杆垂直位置时与摆动部在同一水平面上，所述摇杆上端设

有扶手，所述第一摆动臂与摇杆之间设有第一联动杆，所述第三摆动臂与摇杆之间设有第

二联动杆。

[0014]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脚踏机构的设置可以满足两个人同时锻炼；复位件的设置使

摆动件转动到一定角度位置时可以自动收起或自动打开，便于使用者操作；摆动件转动到

水平位置时与摆动部在同一水平线上，这样设置保证了两个人同时使用时动作协调，这样

设置结构简单，设计合理。

[0015] 本发明更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模拟攀爬机构包括支架，所述支架通过第六铰接轴

与机架铰接，所述手持攀爬组件设置在支架相对机架连接一端的另一端，所述调整定位装

置包括安装座和第一伸缩杆，所述第一伸缩杆通过第一套筒设置在安装座上，所述安装座

上设有驱动第一伸缩杆伸缩的第一驱动件，所述安装座通过支撑板与机架连接，所述安装

座与支撑板铰接设置，所述第一伸缩杆通过连接件与支架连接，所述第一伸缩杆与连接件

铰接设置。

[0016]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调整定位装置的设置一方面可以便于使用者调节支架的角

度，另一方面可以保证支架的稳定性，这样设置结构简单，设计合理。

[0017] 本发明更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机架上设有可移动装置，所述可移动装置包括万向

轮、调节螺杆、设置在调节螺杆一端的手轮及与机架固定连接的固定架，所述万向轮设置在

固定架的下方，所述机架下方设有第一支撑杆和第二支撑杆，所述第一支撑杆上设有轮子，

所述第二支撑杆通过立柱设置在机架靠近脚踏板的一端，所述第一支撑杆设置在机架相对

第二支撑杆一端的另一端，所述立柱上设有转动轴，所述转动轴上设有供调节螺杆穿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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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孔，所述调节螺杆相对手轮一端的另一端穿过通孔，并且与固定架螺纹连接。

[0018]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需要移动多功能模拟攀岩健身设备时，转动手轮通过调节

螺杆带动第二支撑杆向上运动至第二支撑杆脱离地面，这样就可以移动多功能模拟攀岩健

身设备时，这样设置便于移动，比较省力，结构简单，设计合理。

[0019] 本发明更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脚踏板与手持攀爬组件之间设有传动机构，所述传

动机构包括  第一传动轮、第二传动轮、第三传动轮、第四传动轮和飞轮，所述第一传动轮和

第二传动轮通过第一传动件连接，所述第三传动轮和第四传动轮通过第二传动件连接，所

述第二传动轮、第三传动轮和飞轮同轴设置，所述曲柄与第一传动轮同轴设置，所述手持攀

爬组件与第四传动轮同轴设置。

[0020]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传动机构的设置便于健身者使用，比较省力，动作协调。

[0021] 本发明更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脚踏板与手持攀爬组件之间设有传动机构，所述传

动机构包括第一传动装置、第二传动装置、联动第一传动装置和第二传动装置的第三传动

装置和飞轮，所述第一传动装置包括第一传动轮、第二传动轮及连接第一传动轮和第二传

动轮的第一传动件，所述第二传动装置包括第三传动轮和第四传动轮及连接第三传动轮和

第四传动轮的第二传动件，所述第三传动装置包括第五传动轮、第六传动轮及连接第五传

动轮和第六传动轮的第三传动件，所述第二传动轮、第五传动轮和飞轮同轴设置，所述第三

传动轮和第六传动轮同轴设置，所述曲柄与第一传动轮同轴设置，所述手持攀爬组件与第

四传动轮同轴设置，所述第三传动件上设有第一调节装置，所述第一调节装置包括第一安

装座及与第三传动件相配合的第一定位件，所述第一安装座设置在机架上，所述第一定位

件通过第一连接件与第二安装座铰接，所述第一安装座上设有用于调节第一定位件的第一

调节手柄。

[0022]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这样设置一方面便于健身者使用，比较省力，动作协调，另一

方面使多功能模拟攀岩健身设备结构更加紧凑，第一调节装置的设置是为了调节第三传动

件的松紧，使第一传动装置和第二传动装置的传动更加顺畅，这样设置结构简单，设计合

理。

[0023] 本发明更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一传动件上设有第二调节装置，所述第二调节装

置包括第二安装座及与第一传动件相配合的第二定位件，所述第二安装座设置在机架上，

所述第二定位件通过第二连接件与第二安装座铰接，所述第二安装座上设有用于调节第二

定位件的第二调节手柄。

[0024]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第二调节装置的设置是为了调节第一传动件的松紧，使第一

传动装置传动更加顺畅，这样设置结构简单，设计合理。

[0025] 本发明更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支架上设有显示器，所述支架包括第一支架及与机

架铰接的第二支架，所述第二支架相对与机架铰接一端的另一端上设有滑轨，所述第一支

架上设有与第一滑轨相配合的滑槽，所述第一支架与第二支架之间设有可促使第一支架沿

第二支架上下的滑动的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包括底座和第二伸缩杆，所述第二伸缩杆

通过第二套筒设置在底座上，所述底座上设有驱动第二伸缩杆的第二驱动件，所述底座通

过第一连接杆设置在第二支架上，所述第二伸缩杆通过第二连接杆与第一支架连接，所述

第一支架上设有与第一支架铰接的第三连接杆，所述第二支架上设有与第二支架铰接的第

四连接杆，所述第三连接杆与第四连接杆通过第七铰接轴铰接，所述第七铰接轴上设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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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传动件配合的第七传动轮。

[0026]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用时，健身者根据自身的身高，通过第二驱动件驱动第一支

架沿第二支架滑动来调节适合的高度，第三连接杆设置在第一支架上，第一支架向上滑动

或向下滑动时均可带第三连接杆向上滑动或向下滑动，第七传动轮的位置会随着第三连接

杆而改变，即第七传动轮上的第二传动件相对位置也会发生改变，这样设置便结构简单，设

计合理。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一是根据健身爱好者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身高，通过调整定

位装置调节转动机构靠近脚踏板或远离脚踏板两个方向之间的不同工位，可以模拟不同的

锻炼方式，比如模拟攀、登、爬等不同的方式；二是两个人可以同时锻炼；三是便于移动；四

是本发明综合了腹肌板拉力功能，提高腹肌、背肌及腰部的力量训练，完善肩膀与胸部肌肉

比例，修饰肩膀及背部问题区域，活动肩膀和背部肌肉，达到全身肌肉的运动与训练，针对

不同身高的健身者设计了可调节高度的攀爬训练模式，用来提高手臂力量以及背阔肌群训

练，同时配合脚下的拉伸跑步运动，提高了健身者的整体运动协调性以及持久力。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的脚踏板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种传动结构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二种传动结构示意图；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的转动轴结构示意图；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支架结构示意图；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上”、“下”、“前”、“后”、“左”、“右”、“顶”、

“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

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

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31] 如图1-9所示的一种多功能双人模拟跑攀爬机，包括机架2，机架2一端水平方向两

侧均设有可绕机架转动的脚踏板3，机架2相对脚踏板3一端的另一端设有与机架2垂直连接

的模拟攀爬机构4，模拟攀爬机构4上设有手持攀爬组件5，模拟攀爬机构4与机架2之间可摆

动至少两个攀爬工位，手持攀爬组件5设置在模拟攀爬机构4相对与机架2连接一端的另一

端上，机架2与模拟攀爬机构4之间设有可促使模拟攀爬机构4处于各攀爬工位处实施定位

的调整定位装置1，模拟攀爬机构4包括支架41，支架41通过第六铰接轴42与机架2铰接，手

持攀爬组件5设置在支架41相对机架2连接一端的另一端，调整定位装置1包括安装座11和

第一伸缩杆12，第一伸缩杆12通过第一套筒13设置在安装座11上，安装座11上设有驱动第

说　明　书 4/6 页

7

CN 110052003 A

7



一伸缩杆12伸缩的第一驱动件14，安装座11通过支撑板15与机架2连接，安装座11与支撑板

15铰接设置，第一伸缩杆12通过连接件16与支架41连接，第一伸缩杆12与连接件16铰接设

置，本发明中，调整定位机构也可以选择定位销，支架上设置不同的工位的定位孔，使用定

位销加以定位固定，或螺钉锁紧等；第一驱动件可以选择电机或气缸，当然也可以选择其它

驱动件。

[0032] 本发明更进一步设置为：脚踏板3包括脚踏部31和摆动部32，摆动部32通过曲柄33

与机架2连接，脚踏部31和摆动部32通过摆动臂34连接，摆动臂34一端与脚踏部31铰接，摆

动臂34相对脚踏部31一端的另一端与摆动部32铰接。

[0033] 本发明更进一步设置为：脚踏部31和摆动部32至少通过四个摆动臂34连接，四个

摆动臂34包括第一摆动臂341、第二摆动臂342、第三摆动臂343和第四摆动臂344，第一摆动

臂341和第二摆动臂342设置在脚踏部31和摆动部32靠近模拟攀爬机构4一端的两侧，第一

摆动臂341和第二摆动臂342通过第一铰接轴35与脚踏部31铰接，第一摆动臂341和第二摆

动臂342通过第二铰接轴36与摆动部32铰接，第三摆动臂343和第四摆动臂344设置在脚踏

部31和摆动部32相对第一摆动臂341和第二摆动臂342一端的另一端，第三摆动臂343和第

四摆动臂344通过第三铰接轴37与脚踏部31铰接，第三摆动臂343和第四摆动臂344通过第

四铰接轴38与摆动部32铰接，第一摆动臂341和第四摆动臂344设置在脚踏部31和摆动部32

靠近机架2一侧，第二摆动臂342和第三摆动臂343设置在脚踏部31和摆动部32相对第一摆

动臂341和第四摆动臂344一侧的另一侧。

[0034] 本发明更进一步设置为：摆动部32相对脚踏部31一端的另一端设有凸块321，凸块

321通过摇杆6设有脚踏机构7，摇杆6与支架41铰接，脚踏机构7包括脚踏件71及与脚踏件71

固定连接的摆动件72，摆动件72相对与脚踏件71连接一端的另一端设有转动臂721，转动臂

721、凸块321和摇杆6通过第五铰接轴8连接，转动臂721与摇杆6之间设有复位件73，复位件

73一端与转动臂721铰接，另一端与摇杆6铰接，摆动件72转动到与摇杆6垂直位置时与摆动

部32在同一水平面上，摇杆6上端设有扶手61，第一摆动臂341与摇杆6之间设有第一联动杆

10，第三摆动臂与摇杆6之间设有第二联动杆20，本发明中复位件选择气弹簧，或选择其它

复位件。

[0035] 本发明更进一步设置为：机架2上设有可移动装置21，可移动装置21包括万向轮

211、调节螺杆212、设置在调节螺杆212一端的手轮213及与机架2固定连接的固定架214，万

向轮211设置在固定架214的下方，机架2下方设有第一支撑杆22和第二支撑杆23，第一支撑

杆22上设有轮子221，第二支撑杆23通过立柱24设置在机架2靠近脚踏板3的一端，第一支撑

杆22设置在机架2相对第二支撑杆23一端的另一端，立柱24上设有转动轴25，转动轴25上设

有供调节螺杆212穿过的通孔251，调节螺杆212相对手轮213一端的另一端穿过通孔251，并

且与固定架214螺纹连接。

[0036] 本发明更进一步设置为：脚踏板3与手持攀爬组件5之间设有传动机构30，传动机

构30包括第一传动轮301、第二传动轮302、第三传动轮303、第四传动轮304和飞轮70，第一

传动轮301和第二传动轮302通过第一传动件305连接，第三传动轮303和第四传动轮304通

过第二传动件306连接，第二传动轮302、第三传动轮303和飞轮70同轴设置，曲柄33与第一

传动轮301同轴设置，手持攀爬组件5与第四传动轮304同轴设置，本发明中第一传动轮301、

第二传动轮302、第三传动轮303和第四传动轮304可以优选齿轮，第一传动件305和第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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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件306选择和齿轮配合的链条；当然也可以选择同步轮和同步带；也可以第一传动轮301、

第二传动轮302和第一传动件305选择齿轮和链条，第三传动轮303、第四传动轮304和第二

传动件选择同步轮和同步带。

[0037] 本发明更进一步设置为：脚踏板3与手持攀爬组件5之间设有传动机构60，传动机

构60包括第一传动装置、第二传动装置、联动第一传动装置和第二传动装置的第三传动装

置和飞轮70，第一传动装置包括第一传动轮601、第二传动轮602及连接第一传动轮601和第

二传动轮602的第一传动件605，第二传动装置包括第三传动轮603和第四传动轮604及连接

第三传动轮603和第四传动轮604的第二传动件606，第三传动装置包括第五传动轮607、第

六传动轮608及连接第五传动轮607和第六传动轮608的第三传动件609，第二传动轮602、第

五传动轮607和飞轮70同轴设置，第三传动轮603和第六传动轮608同轴设置，曲柄33与第一

传动轮601同轴设置，手持攀爬组件5与第四传动轮604同轴设置，本发明中第一传动轮601、

第二传动轮602及连接第一传动件605优选齿轮和相配合的链条，可以选择同步轮和相配合

的同步带，第五传动轮607、第六传动轮608和第三传动件609可以选择齿轮和相配合链条；

第一传动轮601、第二传动轮602、第三传动轮603、第四传动轮604、第五传动轮607、第六传

动轮608都可以选择同步轮，第一传动件605、第二传动件606和第三传动件609选择同步带；

第一传动轮601、第二传动轮602、第三传动轮603、第四传动轮604、第五传动轮607、第六传

动轮608都可以选择齿轮，第一传动件605、第二传动件606和第三传动件609选择链条，当然

也可以选择其它的。

[0038] 本发明更进一步设置为：第一传动件305上设有第二调节装置50，第二调节装置包

括第二安装座及与第二传动件相配合的第二定位件，所述第二安装座设置在机架2上，所述

第二定位件通过第二连接件与第二安装座铰接，所述第二安装座上设有用于调节第二定位

件的第二调节手柄，本发明中第一调节装置50和第二调节装置40优选相同的调节装置，当

然也可选择不同的调节装置。

[0039] 本发明更进一步设置为：支架41上设有显示器200，支架41包括第一支架411及与

机架2铰接的第二支架412，第二支架412相对与机架2铰接一端的另一端上设有滑轨4121，

第一支架411上设有与第一滑轨4121相配合的滑槽4111，第一支架411与第二支架412之间

设有可促使第一支架411沿第二支架412上下的滑动的控制装置80，控制装置8包括底座801

和第二伸缩杆802，第二伸缩杆802通过第二套筒803设置在底座801上，底座801上设有驱动

第二伸缩杆802的第二驱动件804，底座801通过第一连接杆805设置在第二支架412上，第二

伸缩杆802通过第二连接杆806与第一支架411连接，第一支架411上设有与第一支架411铰

接的第三连接杆413，第二支架412上设有与第二支架412铰接的第四连接杆414，第三连接

杆413与第四连接杆414通过第七铰接轴90铰接，第七铰接轴90上设有与第二传动件606配

合的第七传动轮100，本发明中第二驱动件选择电机，或者其它驱动件，显示器200的设置可

以连接一些测量心率，热量的仪器等，健身的过程中实时测量健身者心率、热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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