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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ily formed can achieve more plentiful and more complete use function and higher market value.

（57）摘 要 ： 左 右 脚 踏 曲 柄 （1、 2 ） 及 其 相 关 联 动 结 构 采 用 平 行 或 及 交 替 驱 动 的 运 动 器 械 ， 通 过 所 设

置 的 拉 索 式 或 偏 心 凸 轮 式 或 偏 心 轴 承 式 或 曲 轴 式 或 其 它 适 宜 形 式 的 曲 柄 回 位 结 构 系 统 或 及 相 应 的 曲
柄 变 角 机 构 （123 ） 等 ， 使 相 关 运 动 器 械 的 左 右 脚 踏 曲 柄 （1、 2 ） 或 及 其 可 带 动 的左 右 補 圆 （或 圆 周）
运 动 踏 板 （90） 或 及 左 右 手 动 摆 臂 结 构 （9 1） 等 采 用 相 互 平 行 或 及 相 互 交 替 的 驱 动 方 式 ， 且 可 确 保 处
于 彼 此 平 行 关 系 的 左 右 椭 圆 （或 圆 周）运 动 踏 板 （90）等 方 便 地 启 动 ， 并 更 好 地 完 成 360 度 的 全 周 驱 动

过 程 ， 从 而 使 相 应 的 健 身 车 或 椭 圆 机 或 骑 马 机 或 划 船 机 或 自行 车 等 运 动 器 械 及 它 们 之 间 可 更 方 便 地
形 成 的组 合 式运 动 器 械 产 品获 得 更 丰 富 、更 完 善 的使 用 功 能与 更 高 的市 场 价 值 。



左右脚踏 曲柄及其相关联动结构采用平行或及交替驱动的运动器械

所属领域
属于运动和健身器械领域

背景技术
现有的健身车、椭圆机 、自行车等运动器械一般采用左右 曲柄成 180 度 的交替驱

动状态 ，有些健身车、自行车之上也可 同时采用左右 曲柄可 同向的平行驱动状态，但
采用平行驱动时，脚踏 曲柄 的待动位置将对整个运动过程 的启动影响很大，待动位置
若不适宜将无法启动运动过程 ，同时一般情况下 ，单一的踩踏过程只能实现半周驱动 ，
即使采用特制的可 360 度全周驱动的脚踏系统 ，其提带驱动过程可形成 的驱动力也相
对 明显较小 ，这会形成一种矛盾 ，若运动阻力设置的较大 ，则提带驱动过程 的运动速
度会 明显变慢 ，运动的均衡性很差 ，甚至会无法完成整个提带驱动过程及整个 360 度
驱动过程 ，若运动阻力设置的过小，由于双脚平行用力 同时踩踏过程 的驱动力量相对
明显更大 ，故极易采空。如此形成十分 明显的矛盾 ，并成为制约双脚平行驱动过程均
衡完好和相关的健身车、椭 圆机、自行车等运动器械更好发展应用 的关键 问题 。若进
一步考虑要在可采用站立驱动方式 的椭圆机 、健身车 、自行车等器械之上采用站立式
的平行驱动方式，则整个运动过程 的启动和较好 的完成 ，曲柄应具有更好 的待启动位
置和强的 自然 回位能力变得十分重要 。本案通过提 岀相应的拉索式和偏心顶轮式等形
式的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可很好地解决上述矛盾与问题 ，从而使健身车、椭 圆机 、自行
车等运动器械之上可更好地实现左右脚踏 曲柄等结构间相互平行的驱动方式 ，使可 同
时实现平行驱动方式与交替驱动方式的相关运动器械得到大的发展 。

发明创造的 目的
本发 明创造的 目的在于：通过设置一种拉索式或偏心顶轮式的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及相应 的其它结构系统使健身车、自行车、楠 圆机等运动器械的左 、右脚踏 曲柄及其
相应 的其它左 、右连带运动结构间能够很好地实现彼此平行 同步驱动或及彼此交替驱
动的运动锻炼方式 ，从而更好地丰富相关运动器械 的使用功能，形成更好更丰富的锻
炼过程 ，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 ，也会 明显地提升相关产品的价值 。

发 明创造 的内容
本发明创造 的 目的是这样实现 的：相应 的运动器械可 由支架结构 、左右脚踏 曲柄 、

脚踏 曲柄枢轴 、左右脚踏板 、运动传递及联动机构 、运动阻力- 阻尼结构及相应 的其
它结构系统所组成 ；其特征是 ：通过相应设置的拉索式或偏心 凸轮式或 曲轴式或偏心
轴承式或其它适宜形式的曲柄回位结构系统或及相应设置的变角机构、使左右脚踏 曲
柄或及其可带动 的左右椭 圆或 圆周运动踏板结构或及其可带动 的左右手动摆臂结构
或及其它相关的左右连带结构采用相互平行或及相互交替 的驱动方式 ，从而使相应 的
运动器械可获得更丰富、更完善的使用功能与更高的市场价值 。相关运动器械为骑马
机或健身车或椭 圆机或划船机或 自行车或其它适宜的运动器械或及它们 间相互整合
所形成的多功能运动器械 。

左右脚踏 曲柄 间采用相互平行 的固定连接方式 ，或通过相应设置的变角机构 的调
控使左右脚踏 曲柄 间形成相互平行驱动或 180 度彼此交替驱动或其它适宜的可调 的
连接角度关系 。

相应变角机构设在脚踏 曲柄结构与脚踏 曲柄 中轴结构之间，或设在脚踏 曲柄结构
与脚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的相应 的曲轴结构或偏心轴承结构或偏心 凸轮结构之 间，或
设在其它适宜的结构位置之上 ；



设置可分别直接或间接地与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相连接 的左 、右手动摆臂结构 ；
相应 的拉索式或偏心 凸轮式或 曲轴式或偏心轴承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为 由弹簧

提供 回位力 的相应 的弹力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或 由重力提供 回位 力的相应 的重 力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或弹力与重力相互组合 、共 同作用 的相应 的曲柄回系统位结构 。

通过设置拉索式或偏心 凸轮式或 曲轴式或偏心轴承式或及其他适宜形式 的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使处于平行状态 的左右脚踏 曲柄 可 自动地处于脚踏 曲柄 中轴 的上方，
从而使左右脚踏 曲柄及其连带的左右 圆周运动脚踏板或左右椭 圆运动踏板或其它相
应结构处于最适宜的待动状态 。同时，通过弹簧或重力回位力的加减作用 ，可确保处
于彼此平行关系的左右 圆周运动脚踏板或左右椭 圆运动脚踏板或其它相应结构更好
地完成 360 度 的全周驱动过程 ，并使整个运动 的受力过程等更加均衡化 。

曲轴式或偏心轴承式或偏心 凸轮式 曲柄 回位 结构系统的相应 的曲轴 结构或偏心
轴承的内圈结构或偏心凸轮结构直接或间接地与脚踏 曲柄 中轴结构相连接 ，或直接或
间接地与左右脚踏 曲柄结构相连接 。

与 曲轴式或偏心轴承式或偏心 凸轮式 曲柄 回位 结构系统的相应 的 曲轴或偏心轴
承结构或顶轮结构相配合 ，设置相应的回位连杆结构 ，回位连杆结构的一端与 曲轴式
或偏心轴承式或偏心 凸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的相应 的 曲轴结构或偏心轴承 的外 圈
结构或偏心凸轮 的顶轮结构相枢接或连接 ，回位连杆结构的另一端与回位连杆摆臂结
构或其它适宜结构相连接或通过相应 的滚轮结构与相应 的回位连杆轨道结构相配合 。

在回位连杆结构之上可设置相应 的鞍座结构或相应 的脚踏 结构或 同时设置相应
的鞍座结构与相应的脚踏结构 。

回位连杆结构直接或 间接地与相应 的弹力或重力回位结构系统或弹力与重力相
互组合的回位结构系统相连接 。

在相应的运动器械之上 ，可独立地使用拉索式或偏心轴承式或 曲轴式或偏心凸轮
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 ，或与相应 的惯性蓄能结构相联合地使用 ，拉索式或偏心轴承式
或 曲轴式或偏心凸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彼此 间也可相互配合使用 。

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分别拥有 自己独立的相应形式的曲柄回位结构系统或共 同拥
有 同一套相应形式的曲柄回位结构系统 。

设置相应的圆周运动踏板结构或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的一端与
脚踏 曲柄结构相枢接 ，另一端与椭 圆运动踏板摆臂结构或其它适宜结构或通过相应 的
滚轮结构与相应 的椭圆运动踏板轨道结构相配合 。

设置相应 的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与相应 的手动摆臂结构 ，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的一端
与脚踏 曲柄结构相枢接 ，另一端或其它事宜部分直接或间接地与手动摆臂结构相连
接 。

° 手动摆臂结构与相应 的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直接相枢接或通过相应 的手动摆臂连
杆结构与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直接相连接 ；手动摆臂连杆结构的一端通过连杆 - 摆臂枢
轴结构与手动摆臂结构的下端相枢接 ，手动摆臂连杆结构的另一端通过连杆 - 踏板枢
轴结构与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相枢接 ，由此形成包含有完整 的椭 圆机 的结构与功能的相
应 的运动器械 。

与相关产 品的其它结构系统相配合 ，可形成含拉索式或偏心顶轮式或 曲轴式或偏
心轴承式 曲柄 回位 结构系统 的相应 的健身车或椭 圆机或骑 马机或 自行车或其它适宜
的运动器械产 品。

在相应 的健身车或椭 圆机或其它适宜的产 品之上 ，设置相应 的手动摇臂结构、手
动摇臂把手结构及其它相关结构 ，由此可形成含手动摇臂结构系统 的手脚可联动的健
身车或椭 圆机产品或健身车— 椭 圆机组合产品。



在相应的椭 圆机或健身车或其它适宜的运动器械之上，可采用坐式运动的结构形
式或采用站式运动的结构形式或采用 同时可实现坐式运动及站立运动的结构形式。

在相应的椭 圆机或健身车或其它适宜的运动器械之上，可同时采用带靠背或不带
靠背的低位座椅结构，与之相适应可在左 、右手动摆臂结构 的下端或左 、右椭 圆运动
踏板结构的前部或其它适宜的结构位置上设置相应 的配合低位座椅使用 的左 、右低位
脚踏板结构，以使锻炼者 的双腿可实现充分的前后舒展运动 ，并可形成更好的手脚联
动 的运动状态 。

设置在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上或其它适宜的结构位置上 的左 、右低位脚踏板结构可
采用直接设置 的结构形式或釆用可方便地添加与拆下的相应 的结构形式或采用可方
便地折叠或及其它适宜的隐蔽设置的结构形式一 •只在使用 时展开、不使用时收起并
隐蔽起来 的结构形式。

偏心轴承式 曲柄 回位 结构系统 的相关运动器械 与含 曲轴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的
相关运动器械在具体结构上可有许多相近 同的地方 ，彼此可 以相互借鉴 、相互派生、
相互整合，从而可形成结构更适宜 、形式也更丰富的相应 的运动器械产 品。

相关运动器械可 同时实现 电动化— 既在可依靠人体力量实现相关运动的同时，
也可借助相应 的电动驱动系统实现相关的运动过程 ，以使整个运动器械在拥有强的健
身锻炼功能的同时，具有娱乐和康复的功能与价值 ；

为更好地适应可 同时采用站式运动 、高位座式运动或及低位座式运动等多种情况
下人体处于不同相对位置、不 同运动形式等状态的需要，在相应 的椭 圆机或健身车或
其它适宜的运动器械的左右手动摆臂结构系统上可进一步选择加设下述结构系统 ：

1、在相应的椭 圆机或健身车或其它适宜 的运动器械 的左 、右手动摆臂上加设相
应 的手动摆臂纵 向 即前后 向运动位置调角结构系统，通过其 的调节作用 ，可使左 、
右手动摆臂的上部更加靠前或靠后 ，从而可更好地满足人们或站立锻炼或座式锻炼 、
或髙位座式锻炼或低位座式锻炼时，人体 的运动重心、运动位置、运动形式的不 同而
形成的不 同需要 。

2、在相应 的椭 圆机或健身车或其它适宜的运动器械 的左 、右手动摆臂上加设可
使左 、右手动摆臂的上部做横 向— 即左右 向摆动运动或及可使手动摆臂上部横 向变
角、变位锁止的相应的手动摆臂上部横 向运动结构系统 。

3、在相应的椭 圆机或健身车或其它适宜的运动器械 的左 、右手动摆臂上或在前
述的相对独立 的横 向运动 的手动摆臂上加设上下运动摆臂结构系统或上 下运动套 管
结构系统 。

4、在相应的健身车或 自行车或其它适宜 的运动器械上设置相互平行 的左 、右 圆
周驱动手臂、驱动手柄等手圆周驱动结构系统 ，相应 的手圆周驱动系统通过链条或 同
步带结构或 以其它适宜的方式与脚踏 中轴结构 、脚踏 曲柄结构直接或 间接相连接 ，从
而可形成更适于人体锻炼等需要 的新的相应的运动器械 。

附图说明
对 附图 1一 29 做如下说明 ：
附图 l a、 l b 分别为含弹力拉索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且左右脚踏 曲柄 间处于平行

驱动状态的椭 圆机的主视 图、左视 图。
附图 2a、2b 分别为含拉索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 的椭 圆机或健身车的脚踏 曲柄 、

脚踏 曲柄 中轴等结构部分的视 图与剖视 图情况。
附图 3a、3b 分别为含重块拉索式 曲柄 回位结构 的且左右脚踏 曲柄 间处于平行驱

动状态的健身车的主视图、左视 图。
附图 4a、4b 分别为含弹簧拉索式 曲柄回位结构及手圆周驱动结构的健身车的主



视 图、左视 图。
附图 5a、5b 分别为含偏心顶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 的且左右脚踏 曲柄 间处于平行驱

动状态的 自行车的主视 图、左视 图。
附图 6 为含偏心凸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且左右脚踏 曲柄等之 间处于平行驱动

状态的椭 圆机 （及其可与健身车等形成 的组合产 品）的视 图情况 。
附图 7a、7b 分别为含偏心 凸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的椭 圆机或健身车的脚踏 曲

m~ •中轴等结构系统的视 图与剖视 图情况 。
附图 8 为含偏心凸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的椭 圆机或健身车 的脚踏 曲柄 «

心 凸轮等结构系统 的视 图与剖视 图情况 。
附图 9a、％ 分别为相应 的脚踏 中轴偏心 凸轮结构与其顶轮结构处于可相互作用

和完全分离状态的 自行车的视 图情况 。
• 附图 10a、 10b 分别为含偏心轴承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且偏心轴承结构系统前置

的椭圆机 （及其可与骑马机 、健身车等形成的组合产 品）的主视 图、俯视 图。
附图 11a、 lib 均为含偏心轴承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且偏心轴承结构系统后置的

椭 圆机 （及其可与骑马机 、健身车等形成 的组合产 品）的视 图情况 。
附图 12 为含偏心轴承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且 同时设有 回位弹簧 结构 的椭 圆机

（及其可与骑马机 、健身车等形成 的组合产 品）的视 图情况 。
附图 13 为含偏心轴承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且鞍座等结构可充分低 置 的椭 圆机

（及其可与骑马机 、健身车等形成的组合产 品）的视 图情况 。
附图 14a、 14b 分别为含偏心轴承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且左右脚踏 曲柄 间处于平

行驱动状态 的椭 圆机 （及其可与骑马机 、健身车等形成 的组合产 品）的主视 图、俯视
图。

附图 15 为含偏心轴承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及可设低位鞍座等 的多功能组合产 品
的视 图情况 。

附图 16 为含偏心轴承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及前后可滑移鞍座 的多功能组合产 品
的视 图情况 。

附图 17 为含偏心轴承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及手动摇臂驱动系统的多功能组合产
品的视 图情况 。

附图 18 为含偏心轴承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及前后双鞍座系统的多功能组合产 品
的视 图情况 。

附图 19 为含偏心轴承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且 同时可实现脚踏椭 圆机式驱动 、脚
踏健身车式驱动 以及骑马机式驱动等驱动 的 自行车运动产 品的视 图情况 。

附图 20 为含 曲轴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且 同时可实现脚踏椭 圆机式驱动、脚踏健
身车式驱动 以及骑马机式驱动等驱动 的 自行车运动产品的视 图情况 。

附图 2 1a、2 1b 分别为含 曲轴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且 曲轴结构系统前置的相关椭
圆机 （及其可与骑马机 、健身车等形成的组合产 品）的主视 图、俯视 图。

附图 22a、22b 均为含 曲轴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且 曲轴结构系统后置的相关椭 圆
机 （及其可与骑马机、健身车等形成 的组合产 品）的视 图情况 。

附图 23a 为含 曲轴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的椭 圆机与卧式健身车 的组合产 品的视
图情况 。

附图 23b 为含 曲轴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的椭 圆机与鞍座可滑移式健身车或划船
器的组合产 品的视 图情况 。

附图 24a 为含 曲轴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的脚踏式椭 圆机与手脚 同动式健身车 的
组合产品的视 图情况 。



附图 24b 为含 曲轴式 曲柄 回位 结构系统 的手脚 同动式椭 圆机与手脚 同动式健身
车 的组合产品的视 图情况 。

附图 25a、25b 分别为含 曲轴式 曲柄 回位 结构系统且相应 曲轴结构的中心枢轴与
脚踏 曲柄 中轴结构分开设置的相关椭 圆机 （及其可与骑马机 、健身车等形成的组合产
品）的主视 图、俯视 图。

附图 26 为含可调角度手动摆臂系统及可 同时设置使用高位和低位鞍座 的手脚可
同时驱动的健身车 （及其可与骑马机 、椭 圆机等形成 的组合产 品）的视 图情况 。

附图 27 为含可调角度手动摆臂系统或及可 同时设置使用低位及高位鞍座 的手脚
可 同时驱动的椭 圆机 （及其可与骑马机 、健身车等形成 的组合产 品）的视 图情况 。

附图 28 为含上下 向运动的手动摆臂系统或及可 同时设置使用低位和高位鞍座 的
手脚可同时驱动 的椭 圆机 （及其可与骑马机 、健身车等形成的组合产品）的视 图情况 。

附图 29 为含上下 向手动套管结构系统或及可 同时设置使用低位和髙位鞍座 的手
脚可同时驱动的椭 圆机 （及其可与骑马机 、健身车等形成 的组合产 品）的视 图情况 。

具体实施方式
对相关运动器械及其相关结构系统的具体实施方式说明如下 ：

一、含拉索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及其运动器械 的较具体实现方式：
相应 的拉索式 曲柄 回位 结构可分为 由弹簧提供 回位力的弹力拉索式 曲柄 回位结

构和 由重块提供 回位力的重力拉索式 曲柄回位 结构 。其较具体的结构设置及相关运动
器械 的情况结合 附图说 明如下 ：

如附图 1、3、4 等 中所示 ，在相关运动器械 的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适 宜的
位置处或直接在左 、右脚踏心轴结构之上分别设置左 、右回位拉索轴承结构 7、8，
在左、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或部分椭 圆机 的脚踏 圆盘结构 ）的中轴结构 3 ' 的前上
方方 向 （10 点、 11 点附近方 向）两侧的适宜空间位置上设置相应的左 、右第一回位
拉索导轮结构 4 , 同时，在相应 的适宜的结构位置处设置相应 的其它导轮结构 ，依托
和通过上述导轮结构系统的左 、右回位拉索结构 5、6 的一端分别与设置于左 、右脚
踏 曲柄结构 1、2 或直接设置于左 、右脚踏枢轴结构之上的左 、右回位拉索轴承结构
7 > 8 相连接 ，另一端分别直接或 间接地与可设于整个运动器械 的适宜骨架结构之 中
的左 、右回位弹簧结构 9、10 或左 、右 回位重块结构或其它适宜的回位结构系统相连
接 。（如附图 1、3、4 等 中所示 。）

在相关运动器械 的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的反 向沿 出结构 65、66 之上分别设
置 曲柄左 、右回位轴承结构 67、68, 在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或部分椭圆机的
脚踏圆盘结构 ）的中轴结构 3 的后下方方 向 （4 点、5 点附近方 向）两侧的适宜空间
位置上设置相应 的左 、右回位拉索导轮结构 64, 同时，若需要可在相应 的适宜的结
构位置处设置相应 的其它导轮结构，依托和通过上述导轮结构系统的左 、右回位拉索
结构 5、6 的一端分别与设置于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的反 向沿 出结构之上分别设
置的曲柄左 、右回位轴承结构 67、68 相连接 ，另一端分别直接或间接地与可设于整
个运动器械 的适宜骨架结构之 中的左 、右回位弹簧结构 9、10 或左 、右回位重块结构
或其它适宜的回位结构系统相连接 。（如 附图 3 中所示的情况 。）
. 通过上述相应的结构设置 ，回位弹簧或回位重块和左 、右回位拉索一起可使处于
彼此独立状态或相互平行状态的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在待动状态 时 自然地处于
脚踏 曲柄 中轴结构 3 的前上方方 向位置上 （10 点、11 点附近方 向位置上 ），从而使左 、
右脚踏板结构和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及其可带动 的椭 圆机左 、右椭 圆运动踏板
结构 90 或及其它相应结构处于十分便于启动 的待动位置状态 ，同时，通过弹簧或重
块 回位力的加减作用 （— 通过相伴随的回位弹簧结构或回位重块结构系统中弹力势



能或重力势能的相应 的形成 、增加与释放 、减小过程 ），也可很好地确保处于彼此平
行关系的左 、右脚踏板 、左 、右脚踏 曲柄 1、2 等完成 360 度 的全周驱动过程 ，并使
整个运动锻炼过程 的力量分布等更加均衡 、更加适宜。（如附图 1、3、4 等 中所示 。）

' 采用上述回位拉索结构系统连接左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与可设于更适宜位置和
更大空间中的回位弹簧结构系统或回位重块结构系统，一方面可使回位弹簧结构系统
或回位重块结构系统可提供 的回位能力更强大 、更均衡 （可采用更长 的弹簧与相对更
小的变形 ，以使弹力的变化更小 ），另一方面也可使相应 的回位力度 、回位能力 的调
节变得更易实现 ，第三 ，也有利于整个产 品各结构系统的高效配置与优化组合 。

一般情况下 ，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可分别拥有 自己的独立 的回位弹簧结构
系统或回位重块结构系统 ；在一些相应 的运动器械之 中，也可使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共用 同一套回位弹簧结构系统或 同一套回位重块结构系统 。

在回位弹簧结构系统 中，可设置相应 的弹力调节结构系统 ，如可设置相应 的枢接
在弹力调节枢轴 13 之上的弹力调节杆 14, 弹力调节杆 14 的一端 同时与左 、右回位
弹簧 9、10 相连接 ，另一端设置调节手柄结构，同时在适宜的位置处可配合设置一系
列的卡齿式或多位孔式的控位结构 15。当需要增加 回位弹簧结构系统的回位力度 时，
可通过弹力调节杆 14 进一步拉紧回位弹簧 ，使所设置的回位弹力进一步增大 ，同时
利用相应 的反 向力亦可使弹力调节杆 14 被定位在相应 的卡齿式或多位孔式的控位结
构 15 的适宜的加力位置之上 。相反 ，若需要减小回位弹簧结构系统 的回位力度 时，
则可使弹力调节杆 14 处于相应 的减力位置之上 ，以减小对 回位弹簧等 的作用力 。（如
附图 1 中所示 ）。

在回位重块结构系统 中，一方面可设置能够提供一定的基本 回位力量的基础 回位
重块结构 ；另一方面可同时或完全独立地设置可方便地调位 以变换作用力臂的调位重
块结构 16, 借 以实现回位力矩 、力度 的可调节过程 。基础 回位重块结构 11 和调位重
块结构 16 均可设置在相应 的调位摆杆结构 17 之上 ，调位重块结构 16 可在 自身重力
或所设置的弹簧结构 18 的弹力的作用下趋 向于 向某一方 向运动 ，同时可设置与前述
的回位弹簧结构系统中的弹力调节杆结构系统相近 同的结构系统 ，并使其可带动调位
重块结构 16 做与上述的某一方 向相反的运动 ，从而共 同实现调位重块结构 16 的位置
与相应作用力臂及 回位拉索可提供 的回位力量的变化及锁定。（如 附图 3 中所示 ）。

根据需要，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共用 同一套拉索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 ，当
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之 间以 180 度相对关系交替驱动 时，可通过弹力调节杆 14
等相关调节机构使 回位弹簧结构系统或回位重块结构系统 的作用力大大弱化甚至为
零，从而使左 、右脚交替驱动 的受力对称性 、均衡性得到好 的保证 。

在上述情况 中，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脚踏 中轴结构 3 和 回位拉索轴承结
构 7、脚踏驱动轮结构 70 等之 间的较更具体的连接与配合关系可 以为：使脚踏驱动
轮结构 70 固接在脚踏 曲柄 中轴结构 3 的一端之上或使脚踏驱动轮结构 70 与脚踏 曲柄
中轴结构 3 的一端 同体化制造 ，并在此一端的外侧设置相应 的曲柄调角轴道结构 7 1，
在 曲柄调角轴道结构 7 1 之上设置左或右脚踏 曲柄结构 1 或 2 , 通过在脚踏驱动轮结
构 70 之上设置彼此角位关系可为 180 度 的相互对称 的锁孔结构 72 和可在左或右脚踏
曲柄结构 1 或 2 之上设置的锁孔结构及相应 的锁销结构 73 等 ，可使左或右脚踏 曲柄
结构 1 或 2 与脚踏 中轴结构 3 之 间的锁 固连接角度 改变 180 度 。从而使此侧 的左或右
脚踏 曲柄结构 1或 2 可相对于脚踏 曲柄 中轴结构 3 及其另一侧可 固定设置的脚踏 曲柄
结构进行较方便 的角度调节 。（当然 ，根据需要在上述相应 的结构之上也可选择设置
其它适宜的或更 自动化的调角方式 。）。在上述脚踏 曲柄 中轴 3 的另一侧可通过梢型方
孔等方式设置固定连接的左或右脚踏 曲柄结构 1 或 2 , 在此左或右脚踏 曲柄结构 1 或



2 之上 的适宜位置处设置回位拉索轴承结构 7。（如附图 2a、2b 中所示 ）。
根据需要 ，也可使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分别拥有 自己独立 的拉索式 曲柄回

位结构系统 。
根据需要 ，可独立地采用或在采用上述拉索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的同时加设偏心

顶轮式或偏心配重式或其它适宜形式的曲柄回位结构系统 ，并形成相应 的运动器械 。
与相关产 品的其它结构系统相配合 ，可形成含上述拉索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的相

应 的健身车、椭 圆机 、 自行车等运动器械产品。（如附图 1、3、4 等 中所示 ）。
二 、含偏心顶轮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的运动器械 的较具体实现方式 ：

相应 的偏心顶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也可分为 由弹簧提供 回位力 的弹力偏心顶轮式
曲柄回位结构和 由重块提供 回位力的重力偏心顶轮式 曲柄回位结构 ，其较具体 的结构
设置及相关运动器械 的情况结合附图说 明如下 ：

一 ）、偏心顶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及其相关运动器械 的具体结构情况之一
根据需要 ，可使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分别拥有 自己独立 的偏心 凸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
如附图 5、6 等 中所示 ，在相应 的 自行车或健身车或椭 圆机等运动器械 的适宜的

位置之上分别设置与左、右 曲柄结构 1、2 相连接及联动的左 、右偏心顶轮结构 19、
20, 左 、右偏心顶轮结构的外周作用轮廓相对于左 、右 曲柄 中轴结构 3 的轴心为非对
称 的偏心设置形式 ，在弹簧力或重力或其它适宜力量直接或间接作用下 的相应 的左 、
右推压轮结构 21、22 分别直接顶推在左 、右偏心顶轮结构 19、20 的偏心外周轮廓之
上 ，从而使左 、右偏心顶轮 19、20 及其连接和联动的左 、右 曲柄结构 1、2 均可处于
所需的适宜的待动角度位置之上 ，从而实现所需的脚踏 曲柄 回位及脚踏 曲柄全周运动
作用力均衡化 的过程 。

在相应 的 自行车或健身车或椭 圆机等运动器械之上 ，左、右顶轮结构 2 1、22 可
直接地处在弹簧 23 的弹力力或相应重块 的重力或其它适宜力量 的作用之下 。（如 附图
5、6 等 中所示的情况 ）。

在相应 的椭 圆机或健身车等运动器械之上 ，左 、右顶轮结构 2 1、22 可通过相应
的顶推摆杆结构 24 或及拉索等结构 间接地处在弹簧 9、 10 的弹力或相应重力或其它
适宜力量的作用之下。（如附图 6 中所示的情况 ）。

左 、右顶轮结构 21、22 或直接处在弹簧力或重力或其它适宜力量的直接作用下 ，
或通过相应 的摆杆 、拉索等结构 间接地处在弹簧力或重力或其它适宜力量的作用之
下 。（分别如附图 5、6 等 中所示的情况 ）。

（虽然偏心顶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可能易形成会使人体感受到的不适震动 ，但若
设置较大 的顶推导轮和使偏心顶轮 的外轮廓作用面的光洁度较高，则可很好地避免形
成不 良震动 的现象 ，同时使顶推导轮受到更大的弹簧力等力量的直接作用 ，则也可形
成大 的回位作用力与回位作用 能力 ；而使弹簧等 的作用力可调节则可使 曲柄 的回位
力、回位能力的可调节 ，可更好地满足需要 。）。

与相关产 品的其它结构系统相配合 ，可形成含上述偏心顶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的相应 的 自行车 、椭圆机 、健身车等运动器械产 品。（如附图 5、6 等 中所示 ）。

二 ）、偏心顶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及其相关运动器械 的具体结构情况之二
根据需要 ，也可使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共用 同一套偏心 凸轮式 曲柄 回位结

构系统 。
如附图 6、7 等 中所示 ，在相应 的运动器械之上设置与左或右 曲柄结构 1 或 2 相

连接及联动 的偏心 凸轮结构 19, 偏心 凸轮结构 19 的外周作用轮廓相对于左 、右 曲柄
中轴结构 3 的轴心为非对称 的偏心设置形式，在弹簧力或重力或其它适宜力量直接或



间接作用下的相应 的顶轮结构 21 直接顶推在偏心 凸轮结构 19 的偏心外周轮廓之上 ，
从而使偏心凸轮结构 19 及其连接和联动 的左或右 曲柄结构 1 或 2 均可处于所需的适
宜的待动角度位置之上 ，从而实现脚踏 曲柄 自动回位及脚踏 曲柄全周运动作用力均衡
化 的过程 。

在相应 的健身车、 自行车等运动器械之上 ，顶轮结构 2 1 可直接地处在相应 的弹
簧 的弹力力或相应重块的重力或其它适宜力量的作用之下 。

在相应 的椭 圆机 、健身车等运动器械之上 ，顶轮结构 21 可通过相应 的顶推摆杆
结构 24 或及拉索等结构间接地处在弹簧 9 的弹力或相应重力或其它适宜力量 的作用
之下 。（如附图 6 中所示的情况 ）。

在上述情况中，可使可相互平行驱动 的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共用 同一套偏
心 凸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当左、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之 间以 180 度相对关系交
替驱动时，可通过弹力调节杆等相关调节机构使回位弹簧结构系统或回位重块结构系
统的作用力大大弱化甚至为零 ，从而使左 、右脚交替驱动的受力对称性 、均衡性得到
好 的保证 。

在上述情况中，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脚踏 中轴结构 3 和偏心 凸轮结构 19、
脚踏驱动轮结构 70 等之 间的较更具体 的连接与配合关系可 以为：使脚踏驱动轮结构
70 固接在脚踏 中轴结构 3 的一端之上或使脚踏驱动轮结构 70 与脚踏 中轴结构 3 的一
端 同体化制造 ，并在此一端 的外侧设置相应 的调角轴道结构 7 1，在调角轴道结构 71
之上设置左或右脚踏 曲柄结构 1 或 2, 通过在脚踏驱动轮结构 70 之上设置彼此角位
关系可为 180 度 的相互对称 的锁孔结构 72 和可在左或右脚踏 曲柄结构 1 或 2 之上设
置的锁孔结构及相应 的锁销结构 73 等 ，可使左或右脚踏 曲柄结构 1 或 2 与脚踏 中轴
结构 3 之 间的锁 固连接角度改变 180 度 。使此侧 的左或右脚踏 曲柄结构 1 或 2 可相对
于脚踏 中轴结构 3 及其另一侧可固定设置的脚踏 曲柄结构和偏心 凸轮结构 19 进行较
方便 的角度调节 。（当然 ，根据需要在上述相应 的结构之上也可选择设置其它适宜 的
或更 自动化的调角方式。）

偏心 凸轮结构 19 可直接独立地或与其可 固定连接 的同侧 曲柄结构一起通过梢型
方孔等方式固定设置于上述脚踏 中轴结构 3 的另一侧 ，偏心 凸轮结构 19 也可独立地
设置于上述脚踏 中轴结构 3 另一侧之上的相应 的偏心 凸轮调角轴道结构 74 之上 ，同
时在偏心 凸轮结构 19 之上可设置彼此角位关系可为 90 度或及 180 度或及其它适宜角
度 的若干锁孔结构 75, 通过上述锁孔结构 75 和可在左或右脚踏 曲柄结构 1 或 2 之上
设置的相应 的锁孔结构及相应 的锁销结构 73 等一起可调节偏心 凸轮结构 19 与脚踏 曲
柄结构间的角度配合关系 ，从而可更好地适应不 同运动模式情况下 的不 同需要 。（如
附图 7a、7b 中所示 ）。

与相关产 品的其它结构系统相配合 ，可形成含上述偏心顶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的相应 的 自行车、楠圆机 、健身车等运动器械产 品。（如 附图 6 等 中所示 ）。

三 ）、偏心 凸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及其相关运动器械 的具体结构情况之三
可将偏心凸轮结构 19 设于相关运动器械 的脚踏 中轴结构 3 的中部位置，其两侧

可设置脚踏中轴结构 3 的轴承结构、轴座结构及相应 的中轴轴座支架 （骨架 ）结构 。
上述结构形式可与 自行车或健身车或其它相关运动器械 的具体结构方式相融合 ，从而
应用于相应 的运动器械之上 。

当与 自行车或健身车或骑马机或椭 圆机或或其它适宜的运动器械相结合时，相应
的可与顶轮结构 2 1联动 的推杆结构— 顶轮推杆结构 76 可设于相应 的车架等结构之
中，其较具体的设置方式 以 自行车为例说 明如下 ：

如 附图 9 中所示的情况 ，首先 ，可将顶轮推杆结构 76 设于一般 自行车鞍座立管



结构 101 所处在 的 自行车车架竖管结构 77 之 中或车架前下管结构等之 中。顶轮推杆
结构 78 相关定 向运动的确保可通过顶轮推杆结构 78 与车架竖管结构 77 或车架前下
管结构等在截面形状或及相关结构的相互配合来实现 ，同时，可采用 凸凹面配合形式
的顶轮结构 2 1与偏心凸轮结构 19 之 间的接触面或其它适宜的相互配合 的外观形态与
结构形式等也会对顶轮推杆结构 76 的定 向运动发挥好 的控制作用 。

其二，可使设于相应车架竖管结构 77 之 中的下端设有顶轮结构 2 1 的顶轮推杆结
构 76 的上端沿 出于车架竖管结构 77 的顶部之外 ，且保有适当尺寸的长度 ，同时，通
过相应 的结构设置可使 自行车鞍座立管结构 101 插接于上述顶轮推杆结构 76 的上端
之 中。（如附图 9a、9b 中所示 ）。

在车架竖管结构 77之上端和顶轮推杆结构 76 的上端分别设置车架竖管快拆快锁
结构 78 和顶轮推杆快拆快锁结构 79。通过顶轮推杆快拆快锁结构 79 可使可插接于
顶轮推杆结构 76 之 中的 自行车鞍座立管结构 101 被锁止于所需的高度等位置之上 ；
通过车架竖管快拆快锁结构 78 可使处于车架竖管结构 77 之 中的顶轮推杆结构 76 锁
止于所需的髙度等位置之上 ，当使车架竖管快拆快锁结构 78 处于打开状态时，则顶
轮推杆结构 76 在顶轮结构 2 1 和偏心 凸轮结构 19 及人体重量等 的作用下可做相应 的
往复运动 。

通过上述的结构设置 ，可实现如下 目的：当使车架竖管快拆快锁结构 78 处于打
开状态 时，可形成 自行车的鞍座等可上下起伏运动的骑马机运动模式 ；当通过车架竖
管快拆快锁结构 78 将顶轮推杆结构 76 锁 固于超过一定的高度之上后 ，顶轮推杆结构
76 下端的顶轮结构 2 1 将与偏心凸轮结构 19 完全脱离接触 ，从而使与脚踏 曲柄结构
一起旋转的偏心凸轮结构 19 不对顶轮结构 2 1 和顶轮推杆结构 76 以及鞍座立管结构
101 产生任何直接作用 ，鞍座立管结构 101 及其鞍座结构将可处于完全 固定的结构状
态 。（分别如附图 6a 和 附图 6b 中所示 的情况 。）。

通过顶轮推杆快拆快锁结构 79 的调节作用 ，可使完全静止或上下运动 的 自行车
鞍座均处于适宜的髙度等位置之上 。

' 上述结构形式及相应 的原理与过程亦可应用于健身车或其它适宜 的运动器械之
上 。

与相关产 品的其它结构系统相配合，可形成含上述偏心顶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的相应 的 自行车、健身车、骑马机、椭 圆机等运动器械产 品。

四）、对称布局形式的偏心 凸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及其与相关运动器械 的配合
情况

偏心凸轮结构 19 一般可采用使其外缘最低点 （距轴心最近点 ）与外缘最高点 （距
轴心最远点 ）之间相隔 180 度 的角度位置关系的对称布局形式 ，从而使其蓄能、释能
工作过程可分别与脚踏 曲柄等 由最高点运动至最低 点的 “ 前 180 度 ” 的方便踩踏驱动
工作过程和 由最低点返回至最高点的 “ 后 180 度 ” 的不方便驱动乃至无法踩踏驱动的
工作过程相完全对应 。（如 附图 5等 中所示 ）。

采用上述对称形式的偏心 凸轮结构 （19）及其相应 的偏心凸轮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
统 ，同时通过调整脚踏 曲柄与偏心凸轮结构 19 间的相对角度配合关系等 ，可使整个
运动器械产品能够较好较方便地 同时适应高低鞍座 的健身车运动模式、椭 圆机运动模
式、划船机运动模式或及骑马机运动模式等多种不 同运动模式的多种不 同需要 。

当 由前后踩踏发力为主 的划船器或低位座椅健身车等 的运动模式与 由上下踩踏
发力为主的椭 圆机或高位座椅健身车等的运动模式间相互转化 时，可通过对偏心 凸轮
结构 19 和相应 的脚踏 曲柄结构 间的相对 固定配合角度调整 90 度 的方式 ，来确保相应
的偏心 凸轮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始终可提供高效的回位力 ，始终使运动的受力等过程



均衡化 。
五 ）、非对称布局形式的偏心凸轮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及其与相关运动器械 的配

合情况
为使偏心 凸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能更好地 同时适应椭 圆机运动方式和健身车

运动方式 ，以及更好地适应可 同时进行高位鞍座和低位鞍座乃至卧式鞍座运动形式 的
需要，相应 的偏心凸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的偏心 凸轮结构 19 的外缘最低点 （距轴
心最近点 ）A点与外缘最高点 （距轴心最远点）B点之 间可采用相隔 90 度 （也是相隔
270 度 ）或其它适宜的角度位置关系的非对称布局形式 。
' 相隔 90 度 （也是 270 度 ）角度位置关系的非对称布局形式的偏心顶轮式 曲柄回

位结构系统的较具体结构情况与相应 的工作过程为：
当健身车或椭 圆机 的踏板结构 90 等处于最髙端 的工作位置时，顶轮结构 2 1恰好

顶推偏心 凸轮结构 19 的外缘的最低点 A1 点；当健身车或椭 圆机 的踏板结构 90 等处
于最前端的工作位置时，顶轮结构 （21）恰好顶推偏心 凸轮结构 19 外缘 的最高点 B2 点。
这样 ，无论是椭 圆运动 ，还是健身车运动 ，无论是高位鞍座情况 、还是低位鞍座乃至
卧式鞍座情况 ，在双脚均可最好蹬踏发力的踏板结构 90 等 由最高端运动至最前端 ，
相应 的左 、右 曲柄结构 1、2 及偏心 凸轮结构 19 均扫过 90 度 的工作角度 的过程 中，
顶轮结构 21 分别依次与偏心凸轮结构 19 的外缘的最低点、90 度 中间过渡段 的外缘
各点及偏心凸轮结构 19 的外缘 的最高点相接触 、相作用 、相互顶推 ，由此可实现相
应 的增加运动阻力及增加功耗和蓄能的过程 。（如附图 8 中所示 ）。

在双脚驱动踏板结构 90 等 由最前端经最低端和最后端再回到最高端 的过程 ，也
是相应 的左 、右 曲柄结构 1、2 及偏心 凸轮结构 19 均扫过 270 度 的工作角度 的过程 中，
顶轮结构 2 1 分别依次与偏心 凸轮结构 19 的外缘 的最高点 B2 点、270 度 中间过渡段
外缘各点及偏心凸轮结构 19 的外缘 的最低点 A1 点相接触 、相作用 、相互顶推 ，由此
可形成相应的增加运动动力及助动释能的过程 。（如附图 8 中所示 ）。

在上述脚踏 曲柄等扫过 270 度 的工作角度且偏心 凸轮结构 19 等增加运动动力及
助动释能的整个过程 中，在顶轮结构 21 顶推偏心 凸轮结构 19 的最高点之后 的最初 的
90 度 的工作行程 区段中，可考虑采用等高轨迹或减 髙轨迹或略有增高轨迹 的三种结
构形式，即使偏心凸轮结构 19 的外缘在上述 90 度 的范围内采用与最高点高度等高的
延展结构方式或降低高度 的延展结构方式或小量增加高度 的延展结构方式 。

当采用等高轨迹的延展结构方式时，在相应 的 90 度 的工作行程 中，既不形成相
应 的附加阻力也不形成相应 的附加动力；当采用 降低高度 的减高轨迹 的延展结构方式
时，在相应的 90 度 的工作行程 中，将形成相应 的附加动力 ，即已进入可 自动 回位 的
行程阶段 。

当采用小量增加髙度 的延展结构方式时，在相应 的 90 度 的工作行程 中，将形成
相应 的较小的附加阻力，这在低位座椅特别是卧式健身车的运动模式 中，由于 已处于
非蹬踏行程阶段 ，除非依靠相应 的双脚提拉结构的设置与相应 的提拉工作行程 ，则需
要依靠相应 的惯性结构的设置与惯性力的作用冲过此 90 度行程 。

在经过上述 的最初的 90 度 的工作行程之后 ，即在剩余 的 180 度行程 中均采用依
次降低高度 的轨迹延展结构方式，以依靠最初蹬踏工作行程所获得 的储备力实现脚踏
曲柄等 的 自动回位 的工作行程与运动过程 。

根据上述最高点与最低点相隔 90 度 （也是 270 度 ）的角度位置关系的非对称布
局形式的偏心顶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的工作原理 ，结合不 同运动器械产品的工作过
程等的不 同特 点，也可设计和制作最高点与最低点相隔其它适宜角度 的非对称布局形
式的偏心顶轮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及其相应 的整个运动器械产 品。



三 、偏心轴承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及其相关运动器械
在健身车或椭 圆机或其它相应运动器械 的脚踏 曲柄 中轴结构 3 等之上设置相应

的偏心轴承结构 ，可形成相应 的偏心轴承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 ，对偏心轴承式 曲柄 回
位结构系统的较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可将相应 的变角机构 123 设在偏心轴承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的脚踏 曲柄 中轴结
构 3 或脚踏 曲柄结构 1 或 2 与偏心轴承 内圈结构 124 等之 间，以实现脚踏 曲柄 中轴结
构 3 或脚踏 曲柄结构 1 或 2 与偏心轴承 内圈结构 124 之 间的分与合 。

回位连杆结构 80 的前端或后端或其它适宜部分与偏心轴承外圈结构 125 直接或
间接相连接 ，并可与偏心轴承外圈结构 125、偏心轴承 内圈结构 124 等一起相互作用 、
相互联动 。相应地回位连杆结构 80 的后端或前端与相应 的回位连杆摆臂结构 85 相枢
接并相应地做 曲线式的往复运动或通过设置于其上 的滚轮结构在所设定 的回位连杆
轨道结构 130 之上做相应形式的往复运动 。（分别如 附图 10、、 11、 14 等 中所示的情
况 ）。

回位连杆轨道结构 130 即可采用直线直杆式形式 ，也可采用 曲线 曲杆式形式 ，其
一端或两端可采用完全 固定的设置方式或采用高低 、前后位置可调节 的设置方式 ，从
而使其可更好地满足运动与锻炼等 的需要 。（如附图 10、 lib 等 中所示的情况 ）。
. 当通过相应 的脚踏 曲柄调角机构使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 与 2 之 间处于相互平行

的状态时，若 同时通过相应的调角机构 123 使脚踏 曲柄 中轴结构 3 或脚踏 曲柄结构 1
或 2 与偏心轴承 内圈结构 124 之 间处于接合与联动状态 ，则回位连杆结构 80 及其之
上设置的鞍座结构 97 将可做近椭 圆轨迹等 的运动 ，从而可实现骑马机或划船器等运
动模式 。在相应 的骑马机等运动模式中，鞍座结构 97 的起落进退可与左右踏板结构
90 等 的起落进退相互配合 ，彼此 间可形成相差 180 度或及其它适宜角度 的运动配合
关系。从而使相应 的骑马机等运动模式更加真实、更加符合人体一 ~ •生物运动 、锻炼
规律的要求 。

当通过相应的脚踏 曲柄调角机构使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 与 2 之 间处于相互平行
的状态时，若 同时通过相应 的调角机构 123 使脚踏 曲柄 中轴结构 3 或脚踏 曲柄结构 1
或 2 与偏心轴承 内圈结构 124 之 间处于分离与非联动状态 ，则回位连杆结构 80 及其
之上设置的鞍座结构 97 将处于相对静止状态 ，从而可实现鞍座静止 的健身车等运动
模式 。

当通过相应 的脚踏 曲柄调角机构使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 与 2 之 间处于相差 180
度 的角度关系状态时，若 同时通过相应 的调角机构 123 使脚踏 曲柄 中轴结构 3 或脚踏
曲柄结构 1 或 2 与偏心轴承 内圈结构 124 之 间处于分离与非联动状态 ，则回位连杆结
构 80 及其之上设置的鞍座结构 97 将处于相对静止状态 ，从而可实现站立奔跑的椭 圆
机运动模式 以及鞍座静止 的健身车等运动模式 。

在与整个偏心轴承系统相互联动的回位连杆结构 80 之上可设置可调位及可 固定
的或可前后滑移形式的或其它适宜形式 的鞍座结构系统，以更好地可 同时适应骑马机
模式、健身车模式 、或及划船器模式等不同运动与锻炼过程的需要 。（如附图 14、15、
16、 17、 18 等 中所示的情况 ）。
- 设置相应 的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与手动摆臂结构 9 1，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的

~ 端与脚踏 曲柄结构相枢接 ，另一端直接或 间接地与手动摆臂结构 9 1 相连接 ；
手动摆臂结构 9 1与相应 的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直接相枢接或通过相应 的手动摆

臂连杆结构 94 与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直接相连接 ；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 的一端通
过连杆- 摆臂枢轴结构 95 与手动摆臂结构 9 1 的下端相枢接 ，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 的
另一端通过连杆- 踏板枢轴结构 96 与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相枢接 。



相应 的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 的一端通过连杆 - 摆臂枢轴结构 95 与手动摆臂结构
9 1 的下端相枢接 ，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 的另一端通过连杆 - 踏板枢轴结构 96 与椭 圆
运动踏板结构 90 相枢接 。

通过下移设置连杆 - 摆臂枢轴结构 95 和连杆 - 踏板枢轴结构 96 等结构设置方式及
相应的结构设计可使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 的相关部分在整个运动锻炼使用过程 中或
完全处于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的前部或完全处于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的下部，以使
整个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 对整个运动锻炼过程不产生任何的不利影响。由此可形成
更适宜的手脚联动的椭 圆机产 品或楠 圆机一 健身车等组合产 品 （如 附图 10、 12 等
中所示的情况 ）。

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 可采用长度可调节的结构形式 ，从而在其它相关结构不变
的情况下 ，可直接改变连杆 - 摆臂枢轴结构 95 与手动摆臂结构 9 1 的配合位置与运动
轨迹 ；连杆 - 摆臂枢轴结构 95 与手动摆臂结构 91 之 间或 （及 ）连杆 - 踏板枢轴结构
96 与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之 间也可采用相对位置可调节的结构设置方式 ，从而可更
好地适应不 同运动与锻炼模式等 的需要 。（如 附图 10、 12 等 中所示的情况 ）。

当采用手动摆臂结构 9 1与相应 的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直接相枢接的结构方式之
时，相应 的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的长度也可采用可调节的结构形式 ，从而在其它相
关结构不变 的情况下，也可直接改变手动摆臂结构 9 1 的配合位置与运动轨迹 。（如附
图 11a、lib 中所示的情况 ）。

与偏心轴承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的偏心轴承结构相配合 ，以使相关运动器械 的处
于平行状态的左右脚踏 曲柄 、左右脚踏板结构具有更高效的相应 的回位功能，可设置
相应 的左 、右回位弹簧结构 87, 左 、右 回位弹簧结构 87 的一端可分别与左 、右椭 圆
运动踏板结构 90 或左、右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 或左 、右手动摆臂结构 9 1 的下端部
分直接或间接相连接 ，左 、右回位弹簧结构 87 的另一端可与相应 的弹簧拉力调控结
构直接或 间接相连接 。当左右脚踏 曲柄 、左右脚踏板结构等处于双脚易于发力的工作
行程时，左 、右回位弹簧结构 87 被拉长或被压缩而储存能量 ，当左右脚踏 曲柄 、左
右脚踏板结构等处于双脚不易发力的工作行程时，被拉长或被压缩 的左 、右回位弹簧
结构 87 恢复变形前状态而释放能量 ，并直接或 间接地带动和帮助左右脚踏 曲柄 、左
右脚踏板结构顺利完成双脚不易发力的工作行程 。（可如附图 12 中所示的情况 ）。

为更好地适应低位鞍座 的健身车运动模式和可前后滑移鞍座 的划船器运动模式
等的需要 ，可将相应 的前后方 向受力为主的前后踏板结构 126 设置在椭 圆运动踏板结
构 90 或手动摆臂结构 9 1 或其它适宜的结构位置之上 。（可分别如附图 15、16 中所示
的情况

根据需要，可使回位连杆结构 80 等 的设置高度低于偏心轴承结构系统顶部 的高
度 ，从而可使鞍座结构 97 等可获得更低 的设置高度 ，以使相应 的划船机运动模式 、
卧式健身车运动等模式中的人体重心可充分降低 ，同时对立式椭 圆机运动等模式 的不
利影响也可更小化 。（可如附图 13 中所示的情况 ）。

根据需要 ，可设计和生产 同时含偏心轴承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及相应 的手动摇臂
驱动系统的多功能组合产 品。（如附图 17 中所示 的情况 ）。

根据需要，可设计和生产 同时含偏心轴承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及前后设置的双鞍
座结构系统的可 同时供双人锻炼使用 的多功能组合产 品。（如 附图 18 中所示的情况 ）。

根据需要 ，可设计和生产含偏心轴承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且同时可实现脚踏椭 圆
机式驱动 、脚踏健身车式驱动 以及骑马机式驱动等驱动 的 自行车运动产 品，其既可 以
做为运动和锻炼用 自行车 ，也可 以变化成为可 固定使用 的组合式健身器械 。（如 附图
19 中所示的情况 ）。



含偏心轴承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的相关运动器械与前述 的含 曲轴式 曲柄 回位 结
构系统的相关运动器械在具体结构上可有许多相近 同和相互借鉴的地方 ，在许多情况
下 ，偏心轴承式 曲柄回位 结构系统及其相关运动器械总体上 的结构效率可实现 的更
好 。

四、含 曲轴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 的运动器械 的较具体实现方式 ：
曲轴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的可分为 由相应 的重力系统提供 回位力 的重力 曲轴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和 由相应 的弹力系统提供回位力的弹力 曲轴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
重力 曲轴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又可 以分为 以人体重力为主 的人体重力式和 以相应 的
重块结构的重力为主的重块重力式 。

一 ）、曲轴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 的基本结构与工作原理为：
在健身车或椭 圆机或其它相应运动器械 的脚踏 中轴结构 3 之上设置相应 的回位

曲轴结构系统 ，回位 曲轴结构系统 由与回位连杆结构 80 相枢接 的曲轴枢轴结构 8 1 及
曲轴 曲柄结构 82 等一起构成 ，在 曲轴结构系统的两侧设置相应 的左右支架结构 83 与
左右轴承结构 84 及 曲轴左右枢轴结构即脚踏 中轴结构 3; 在 曲轴左右枢轴结构即脚
踏 中轴结构 3 的两侧分别设置左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且使当左右脚踏 曲柄结构 1、
2 相互平行设置时与 曲轴 曲柄结构 82 之 间形成 180 度 的或其它适宜角度 的角位配合
关系 。（如附图 2 1a、2 1b 等 中所示的情况 ）。

通过上述结构 的设置，可使相应 的弹力、重块重力或及人体的重力通过回位连杆
结构 80 等对双脚平行踩踏 的或 以其它适宜方式踩踏 的左右踏板结构和左右脚踏 曲柄
结构 1、2 等形成相应 的反 向平衡力的作用过程 ，从而实现踏板运动前 的待动定位及
踏板运动第一行程阶段的增阻蓄能过程和运动第二行程阶段 的释能助动过程 。

对 曲轴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的结构 、原理等进一步说明如下 ：
曲轴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的回位连杆结构 80 的一端与 曲轴枢轴结构 81相枢接 ，

从而可做 360 度 圆周运动 ，另一端与相应 的回位连杆摆臂结构 85 相枢接并相应地做
曲线式 的往复运动或通过设置于其上 的滚轮结构在所设定 的回位连杆轨道结构 130
之上做相应形式的往复运动 。（分别如附图 22a、22b 等 中所示 的情况 ）。

在后一种情况 中，与回位连杆结构 80 端 的 360 度 圆周运动相配合 ，通过对所
设定的回位连杆轨道结构 130 的形式与结构 的选择 ，可使回位连杆结构 80 之上可设
置的鞍座与鞍座上的锻炼者形成更加有利 的运动轨迹和更加适宜的运动形式 。

回位连杆轨道结构 130 即可采用直线直杆式形式 ，也可采用 曲线 曲杆式形式 ，其
端或两端可采用完全 固定的设置方式或采用高低 、前后位置可调节 的设置方式 ，从

而使其可更好地满足运动与锻炼等 的需要 。（如附图 22b 中所示的情况 ）。
回位连杆摆臂结构 85 或 回位连杆轨道结构 130 可设于回位连杆结构 80 的前端 ，

也可设于回位连杆结构 80 的后端 ，相应地 曲轴枢轴结构 81 则可设于回位连杆结构
80 的后端或前端 。（分别如附 22a、22b、2 1a、2 1b 中所示 的情况 ）。

当设于回位连杆结构 80 之上的鞍座结构 97 处于 曲轴枢轴结构 8 1 的正上方时，
其运动轨迹近为正圆形，当其逐渐远离 曲轴枢轴结构 8 1 时，其近椭 圆运动轨迹逐渐
扁化 （远离正圆化 ），使鞍座结构 87 形成适 当扁化 的椭 圆或近椭 圆运动轨迹可更好地
满足人们进行骑马式等运动锻炼 的需要 。

在回位连杆结构 80 之上可设置相应 的回位重块结构 86 或鞍座结构 97; 通 过调
整回位重块结构 86 或鞍座结构 97 与 曲轴枢轴结构 8 1 之间的位置关系与距离 ，可改
变重力回位力矩与回位能力的大小及鞍座 的运动轨迹 。
. 当鞍座结构 97 设于 曲轴枢轴结构 81 的正上方 时，其运动轨迹近为正圆形 ，当其

逐渐远离 曲轴枢轴结构 8 1 时，其近椭 圆运动轨迹逐渐扁化 （远离正圆化 ），使鞍座结



构 87 形成适 当扁化的椭 圆或近楠 圆运动轨迹可更好地满足人们进行骑马式等运动锻
炼的需要 。

可在回位连杆结构 80 与 曲轴枢轴结构 8 1 的枢接端的外侧加设回位连杆 的增力沿
出结构 88，使重块结构 86 或弹力结构 87 的重力或弹力直接或 间接地作用在增力沿
出结构 88 之上 ，可增强重力或弹力的作用效果 。（如附图 23、24 中所示的情况 ）。

组合式运动器械产 品
可设计和生产含重力或弹力的 曲轴式 曲柄 回位 结构系统 的相应 的椭 圆机 、健身

车、骑马机 、划船器 、 自行车等运动器械或及它们 的组合产 品。（可如附图 2 1、22、
23、24、20 等 中所示的情况 ）。

当在左右脚踏 曲柄结 1、2 之上只设置相应 的健身车踏板结构 89 之 时，则可形成
相应 的健身车产品。

当在左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之上只设置相应 的椭 圆机 的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之
时，则可形成相应 的椭 圆机产 品。

当在左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之上 同时设置健身车踏板结构 89 和椭 圆机 的椭 圆运
动踏板结构 90 之 时，则可形成相应 的健身车 •楠 圆机组合产 品。

当同时设有相应 的摆臂结构 运动浆臂结构及相应 的鞍座与踏板结构之时，则
可形成相应 的划船机产品。

当在上述 的健身车或椭 圆机或健身车一 椭 圆机产 品之上加设划船机所 需 的相应
的可滑动鞍座结构 97 等结构系统之时，则可分别形成相对应 的健身车— 划船机 、
椭 圆机一 划 船机 、健身车 ~ •椭 圆机— 划船机等组合式运动器械产 品。（如附图
23b 中所示 ）。

在上述 的椭 圆机产品或健身车一 ~ •椭 圆机组合产 品之上 ，可设置相应 的手动摆臂
结构 9 1、手动摆臂支架结构 92、手动摆臂摆转枢轴结构 93、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
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 的一端通过连杆- 摆臂枢轴结构 95 与手动摆臂结构 9 1 的下端相
枢接 ，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 的另一端通过踏板 摆臂枢轴结构 96 与椭 圆运动踏板结
构 90 相枢接 ，由此可形成更适宜的含重力 曲轴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的手脚联动的椭
圆机产 品或椭 圆机一 健身车组合产 品 （如附图 2 1、23 等 中所示 ）。

在相应 的含重力 曲轴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的健身车或椭 圆机产 品或健身车—
椭 圆机组合产 品之上 ，可设置相应 的手动摇臂结构 103、手动摇臂把手结构 104 及其
它相关结构 ，由此可形成含手动摇臂结构系统的手脚可联动 的健身车或椭 圆机产 品或
健身车 ~ •椭 圆机组合产 品。（可如附图 24a、24b 中所示的情况 ）。

当同时设有前后车轮结构、转 向结构及其它相关结构之时，可形成相应 的 自行车
产 品或及 自行车与健身车 、自行车与椭 圆机 、自行车与健身车与椭 圆机等 的多功能组
合式产 品。（可如附图 20 中所示 ）。

通过相应 的蓄能运动结构 、支架结构或辅助支撑车轮等结构 的设置，可使上述 自
行车及其与其它相关产 品的组合产 品同时成为可为完全 固定形式的，同时可更适于室
内等空间使用 的产 品。
- 三 ）、含 曲轴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的骑马机及其与健身车或椭 圆机或 自行车等 的

组合产品
当在回位连杆结构 80 之上设置相应 的鞍座结构 97 时，可形成相应 的含 曲轴式 曲

柄 回位结构系统 的骑马机 以及骑马机 与相应 的健 身车或椭 圆机或及 自行车等 的组合
产 品。

当在含 曲轴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的 自行车产 品的回位连杆结构 80 之上设置鞍座



结构 97 之 时即可形成相应 的 自行车— 骑 马机 组合产 品。（可如 附图 10 中所示 ）。
当在 的含 曲轴 式 曲柄 回位 结构 系统 的健 身车— 椭 圆机 组合产 品的 回位 连杆 结

构 80 之上设置鞍座 结构 97 之 时即可形成相应 的健 身车— 椭 圆机— 骑 马机组合产
品。（可如 附图 2 1、24 中所示 ）。

当在 含 曲轴 式 曲柄 回位 结构系 统 的健 身车— 椭 圆机— 划船机 组合产 品 的回
位连杆 结构 80 之上设置鞍座 结构 97 之 时即可形成相应 的健 身车 ~ 椭 圆机— 划船
机— 骑马机组合产 品。

通过相应 的结构设置 ，可形成含 曲轴式 曲柄 回位 结构系统 的脚踏式椭 圆机 与手脚
同动式健身车 的组合产 品。（可如 附图 24a 中所示 ）。

通过相应 的结构设置 ，可形成含 曲轴式 曲柄 回位 结构系统 的手脚 同动式椭 圆机 与
手脚 同动式健身车 的组合产 品。（可如 附图 24b 中所示 ）。

四 ）、采用可变移 、可变化 的组合式鞍座 结构系统 ，形成相应 的含 曲轴式或偏 心
轴承式或其它适 宜形式 的 曲柄 回位 结构系统 的多功 能组合 式产 品 。

在前述 的骑 马机 与健 身车 、骑 马机 与椭 圆机 、骑 马机 与 自行 车等 的组合产 品之 中，
其鞍座 结构系统可分为两种基本情况 。一种情况是 ：在一些产 品之 中可 同时设置完全
独立 的两套鞍座 结构 ，即在 回位连杆 结构 80 之上设置鞍座 结构 97 的同时 ，在相应 的
固定鞍座 的基础结构或其它适宜 结构之上设置独立 的第二鞍座 结构系统 105, 从而可
同时实现相应 的健身车运动模 式或划船机 运动模式等 ，且在 一些情况下可形成可 同时
供双人一起进行运 动和锻炼使用 的相应 的产 品形式 。（可如 附图 24b 中所示 的情况 ）。

另一种情况是 ：当相应 的可调鞍座 结构 97 通 过相应 的基座 结构设置在 回位连杆
结构 80 之上 时即可形成骑马机 的运 动模 式 ，当相应 的可调鞍座 结构 97 设置在相应 的
固定鞍座 的基座 结构或其 它适 宜 结构之 上之 时 即可 形成 的健 身车运 动模 式或划 船机
运动模式等 。故可考虑设置一套可调鞍座 结构 97 加上相应 的两套或及 多套基座 结构
的组合模 式 ，形成 组合式 的鞍座 结构系统 。

在适宜 的空 间位置上加设相应 的专用滑道 结构 99, 专用滑道 结构 99 为完全 固定
式结构或可调位 或可调角或可调长短形式 的结构 ；

相应 的基座 结构可分别 为 ：可设置于 回位连杆 结构 80 之上 的回位 连杆鞍座基座
结构 98, 设置于专用滑道 结构 99 之上 的专用滑道鞍座基座 结构 100, 或及其它适 宜
的基座 结构 。回位连杆鞍座基座 结构 98 和专用滑道鞍座基座 结构 100 在 使用 中均可
进行前后方 向的调位选择与变化 ，它们或可分别完 全锁止于 回位连杆 结构 80 和专用
滑道结构 99 的适宜 的位 置之上或做 为划船机 式 的移动鞍座 结构 的基座 结构可分别往
返移动于 回位连杆 结构 80 和 专用滑道 结构 99 之 上 。

可调鞍座 结构 97 之下可设有鞍座立 管结构 101，在 回位连杆鞍座基座 结构 98 和
专用滑道鞍座基座 结构 100 之上可均设有相应 的快拆 结构 102, 鞍座立管结构 101 可
方便 可靠地与上述快拆结构 （102 ）相 结合锁 固或分 离 ，且通过其配合可 方便 可靠地
实现可调鞍座 结构 97 空 间位 置 的上下调节 ，再加上基座 结构 98 和 100 的可前 后调节
移动变位 ，整个组合式鞍座 结构系统可很好地适应骑 马机运动模式 、划船机运动模 式 、
健 身车运动模 式等 多种运动模 式 的需要 。同时使可调鞍座 结构 97 处于适 宜 的位 置或

使其完全从整个运动器械 的组合式鞍座 结构系统 中撤下 ，将可 充分地满足椭 圆机运动
模 式 的需要 ，相应 的基座 结构 （98）和 （100 ）的结构设置也可紧凑 、高效 。（如 附图
21、23、24、20 中所示 的情况 ）。

上述 回位连杆 结构 80 和专用滑道结构 99 均可全 面或在 必要 的结构 区段采用适宜
的双轨式 的结构形式 ，相应 的双 轨式 的结构形式 一方面可方便 可靠地 与基座 结构 98
和 100 之上设置 的相应 的锁止结构及滚轮或其它适宜 的滑移结构相配合 ，另一方面可



使可调鞍座结构 97 之下设置 的鞍座立管结构 101 始终处于相应 的左右双轨结构之 间，
使其可方便地前后上下 串移变位 ，整个结构配置可更加紧凑高效 。（可如 附图 21a、
2 1b 中所示的情况 ）。

可进一步形成 由处于中部位置的内双轨式形式的回位连杆结构 80 与处于两侧位
置的外双轨式形式 的专用滑道结构 99, 既彼此和谐相处 ，又共 同使整个 结构系统紧
凑、可靠 ，以对整个器械可进行的椭 圆运动等不形成任何不利影响。（可如附图 2 1a、
21b 中所示的情况 ）。

上述设置于回位连杆鞍座基座结构 98 之上的快拆结构 102 还可用于与相应 的回
位重块结构 86 等 的方便可靠 的结合与分离配合过程 ，从而使其可发挥更大的价值 。
（如附图 23a、23b 中所示的情况 ）。

五 ）、含弹力 曲轴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 的健身器械 的较具体实施方式
可借鉴前述 的含拉索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 中的相应结构的设置情况 ，一方面 ，在

曲轴式 曲柄 回位 结构系统 的 曲轴枢轴 结构 8 1 之上 设置相应 的弹 力 回位轴承 结构
（106），同时设置相应的可直接或 间接地发挥作用力的弹簧结构 87 或及相应 的拉索
结构、导轮结构乃至弹力调控结构等 。另一方面 ，相应的弹簧结构 87 等也可直接或
间接地作用于与 曲轴枢轴结构 8 1 相枢接 的回位连杆结构 80, 在这种情况下 ，可较方
便地通过改变弹力在回位连杆结构 80 之上的作用位置而改变相应 的作用力和作用力
臂，从而可调节回位弹力的作用力矩 的大小 ，以更好地满足不 同锻炼过程 的不 同需要 。
（如附图 24a 中所示的情况 ）。

六 ）、同时含有重力和弹力回位力的曲轴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的健身器械
可在回位连杆结构 80 之上 同时加设适宜的重力和弹力，从而可实现相应 的重力

与弹力联合作用形式的复合式回位结构系统 。这样 ，通过相应 的联合设置可更好地满
足一些运动器械产 品之上应设有更强或可更方便地调节的回位结构系统的需要，具体
而言：可在加设相应 的弹力作用结构系统的同时，在工作位置及相应 的作用力臂均方
便可调的回位连杆鞍座基座结构 98 之上加设相应 的重块结构 86, 从而 即可强化总的
回位作用力 ，又使其具体作用能力的大小可方便调节 。（如附图 23a 中所示的情况 ）。

另一方面 ，通过相应 的设置 ，可使回位连杆结构 80 及其之上设置的基座结构 98
等 的重量被相应 的弹力结构系统可提供 的弹力全部或大部分反 向平衡掉 ，从而使人们
在进行双腿交替驱动锻炼等情况下的受力均衡性等不受设置回位结构系统等的影响，
使人们无论是采用双脚平行驱动还是釆用双脚交替驱动均可形成 良好 、高效、均衡和
适宜的锻炼过程 。同时，可通过减小回位连杆结构 80 及其之上设置的基座结构 98 等
的重量来更好地确保双腿交替驱动过程 的受力均衡性等 。

七 ）、根据需要 ，含 曲轴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的相应 曲轴结构 的中心枢轴与脚踏
曲柄 中轴结构也可分开设置 ，彼此之 间可通过相应 的传动机构 ，如轴或皮带或链条结
构 122 等实现相应 的连接与联动过程 。（如附图 25a、25b 中所示的情况 ）。

八 ）、上述含 曲轴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的相关运动器械与前述 的含偏心轴承式 曲
柄回位结构系统的相关运动器械在具体结构上可有许多相近 同的地方 ，彼此可 以相互
借鉴、相互派生、相互整合 ，从而可形成结构更适宜 、形式也更丰富的相应 的运动器
械产品。

五、含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的相关运动器械 的电动化
上述含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的相关运动器械可 同时实现 电动化 •既在可依靠人

体力量实现相关运动的同时，可借助相应 的电动驱动系统实现相关的运动过程 ，以使
整个运动器械在拥有强的健身锻炼功能的同时，具有娱乐和康复的功能与价值 。

在上述可将骑马机运动、椭 圆机运动 、健身车运动等较好地整合在一起 的含 曲轴



式或偏心轴承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 的运动器械之上加设相应 的电动驱动系统 ，即可形
成相应 的可 同时具有 电动骑马机 、电动椭 圆机 、电动健 身车等运动模式及功能的可集
锻炼 、娱乐及康复等为一体 的复合型运动器械 ，从而可更好更全面地满足大众化 的家
用健身等方面 的需要 。

通过相应 的结构设计 ，相关 电动驱动系统 ，或可只具有相应 的电动驱动功能 ，或
可 同时具有发 电乃至作为发 电式 阻力系统 的功能。

六 、相关运动器械 的可折叠化
上述含 曲柄 回位 结构系统等 的相关运动器械 可 同时实现可折 叠化— 通过采用

可伸缩等相应 的结构设置可 同时改变相关运动器械 的左右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左
右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 及底部机座骨架等结构 的总长度 ，并使它们在较长 时间不使
用等必要 的情况下可处于总长度尽量减小的状态 ，从而可 明显缩小相应 的空间 占用范
围。同时，使左右 曲柄等相关结构处于相互平行 的状态也可更有利于减小整个运动器
械 的占空范 围。
- 七 、相关运动器械之上可 同时实现登 山机等 的运动功能

在上述 的含椭 圆机运 动模 式 的相 关运动器械之上可 同时实现 登 山机等 的运动模
式与功能，其具体实现方式可 以为 ：在左 、右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与左右脚踏 曲柄
结构 1 的连接端 （脚踏芯轴处 ）的外侧 （连接端 向后部或前部沿 出部分 ）设置相应 的
固定形式 的或可折 叠形式 的登 山机踏板结构 131， 由于左 、右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在上述连接端 （脚踏芯轴处 ）的 内侧部分 的运动轨迹为水平 向扁平 的近椭 圆轨迹 ，相
应地左 、右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在上述连接端 的外侧部分 ~ 登 山机踏板 结构 131
之上 的运动轨迹则为竖直 向扁平 的近椭 圆运动轨迹 ，且离连接端 （脚踏芯轴处 ）的距
离越远其椭 圆运动轨迹 的上下起伏度越大 ，登 山等运动 的抬腿 幅度 也越 大 。（相关 结
构可分别如附图 6、22b 及 附图 13 中所示 的情况 ）。

可 同时考虑通过结构可伸缩等方式使登 山机踏板 结构 131 与连接端 （脚踏芯轴
处 ）的距离可调节 ，从而改变登 山机踏板结构 131 的运动轨迹 、上下起落幅度等 ，使
其 即可更好地满足不 同人 士的锻炼需要 ，又能够 占据尽可能小 的停放 空间。

可在相关的鞍座结构或其它相应 结构之上设置登 山机扶手结构 132, 或通过相应
的结构设置使左 、右手动摆臂结构 9 1 的位置可调节 以使其 同时可做为登 山机运动 的
扶手结构使用 。（分别如 附图 6、22b 及 附图 13 中所示 的情况 ）。

上述登 山机等 的运动模 式与功 能 的实现方式亦可应用 于包括非前面所述 的其它
各种相关形式 的椭 圆机等运动器械之上 ，从而可丰富相关运动器械 的功能，提升其价
值 。

八、相关 的手脚 同时运动 的椭 圆机 、健身车等运动器械 的部分具体实现方式
（由于将相应 的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变成单一 的运动联动拉杆结构 ，并加设相应 的

鞍座 、脚蹬等结构 ，则相应 的椭 圆机 即变为带手动摆臂结构系统 的相应 的健身车 ，故
这里在许多情况下将相应 的椭 圆机与相应 的健身车 同时进行表述与说 明）

在相应 的椭 圆机 、健身车等运动器械之上 ，设置相应 的与左 、右脚踏 曲柄 1、2
直接或 间接连接及联动 的左 、右联动踏板结构 90 （或左右联动拉杆结构 ）及左 、右
手动摆臂结构 91; 左 、右联动踏板结构 90 （或左右联动拉杆 结构 ）的一端分别与左 、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相枢接 、另一端分别与左 、右手动摆臂结构 9 1 相枢接 。左 、右
脚踏 曲柄结构 1、2 可带动 （或相互带动 ）左 、右联动踏板结构 90 （或左右联动拉杆
结构 ）及左 、右手动摆臂结构 9 1 共 同采用彼此相平行或及彼此相互交替 的运动锻炼
方式 。（如 附图 1、6 等 中所示 的情况 ）。

在相应 的椭 圆机 、健身车等运动器械之上 ，可采用坐式运动 的结构形式或采用站



式运动 的结构形式或采用 同时可实现坐式运动及站立运动的结构形式
在相应 的椭 圆机 、健身车等运动器械之上 ，可 同时采用带靠背或不带靠背 的低位

座椅 34 的结构形式 ，与之相适应可在左 、右手动摆臂结构 9 1 的下端或左 、右椭 圆运
动踏板结构 90 的前部或其它适宜的结构位置上设置相应 的使用低位座椅 34 的左 、右
低位脚踏板结构 35、36，以使锻炼者 的双腿可实现充分的前后舒展运动 ，并可形成
更好 的手脚联动 的运动状态 。（如 附图 26、27 等 中所示的情况 ）。

设置在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上或其它适宜 的结构位置上 的左 、右低位脚踏板结构
35、36 可采用直接设置的结构形式或采用可方便地添加与拆下的相应 的结构形式或
釆用可方便地折叠或及其它适宜的隐蔽设置的结构形式— 只在使用 时展开 、不使用
时收起并隐蔽起来 的结构形式 。

九 、相关运动器械 的其它相关运动结构系统及其较具体实现方式
在相应 的椭 圆机 、健身车等运动器械之上 ，为更好地适应可 同时采用站式运动 、

高位座式运动或及低位座式运动等多种情况下人体处于不 同相对位置、不 同运动形式
等状态 的需要 ，在左右手动摆臂等结构系统上可进一步选择加设下述结构系统 。

1、在相应 的椭 圆机或健身车等运动器械 的左 、右手动摆臂前后运动铰接轴 37 的
上端设可使左 、右手动摆臂的上部 38、39 与左 、右手动摆臂的下部处于不 同角度位
置关系的手动摆臂纵 向 （前后运动 向）调角结构系统 ，通过其 的调节作用 ，可使左 、
右手动摆臂的上部 38、39 更加靠前或靠后 ，从而可更好地满足人们或站立锻炼或座
式锻炼 、或高位座式锻炼或低位座式锻炼 时，人体的运动重心 、运动位置、运动形式
的不 同而形成 的不 同需要 。手动摆臂纵 向调角结构系统可 由相应 的调角骨架结构 40
及 与其相配合 的调角枢轴 4 1、调角锁孔 42、调角锁销 43 等组成 。（如附图 26、27 等
中所示的情况 ）。
' 2、在相应 的楠 圆机 、健身车等运动器械 的左 、右手动摆臂前后运动铰接轴 37 的

上端设使左 、右手动摆臂的上部 38、39 可做横 向 （左右 向）摆动运动或及横 向变角、
变位 的相应 的横 向运动铰接轴结构 ，或及进一步 同时设置可使左 、右手动摆臂上部
38、39 的横 向摆动运动可被完全锁止于多个适宜位置的手动摆臂横 向运动及横 向调
角锁 固结构系统 。

手动摆臂横 向运动及横 向调角锁 固结构系统 的较具体结构可与前述 的手动摆臂
纵 向 （前后 向）调角结构系统相近似 ，即可设置相应 的手动摆臂上部的横 向运动及调
角枢轴结构 44, 横 向调角骨架结构 45, 横 向调角锁孔结构 46, 横 向调角锁销结构 47
等 ，同时还可通过直接或间接地设置相应 的弹簧形式或其它适宜形式的横 向运动阻力
- 阻尼结构 ，使左 、右手动摆臂的上部 38、39 的横 向摆动运动处于适宜的有阻力 、有
阻尼状态 ；（如 附图 1、29 中所示的情况 ）。

上述手动摆臂横 向运动结构系统也可设计成为相对更加独立 的横 向运动 的手动
摆臂结构系统 。

3、在相应 的椭 圆机或健身车等运动器械 的左 、右手动摆臂的上部结构 38、39 的
适当位置上可 以枢接或套接等方式加设可使手臂在推拉整个左 、右手动摆臂结构 32、
33 做前后 向摆动运动的同时，可进行相应 的适宜的上下运动 的 （左 、右手臂 ）上下
运动摆臂结构系统或上下运动套管结构系统 。（如附图 28、29 等 中所示的情况 ）。

也可在前述 的相对更加独立 的横 向运动 的手动摆臂结构上加设相应 的上下运动
摆臂结构系统或上下运动套管结构系统 。

上下运动摆臂结构系统可 由相应 的可直接设置在左 、右手动摆臂 的上部结构 38、
39 之上 的或设置在其它适宜的结构位置之上的左 、右上下运动摆臂结构 49、50, 左 、
右上下运动摆臂枢轴结构 51，左 、右上下运动摆臂把手结构 52，以及相应 的根据需



要使左 、右上下运动摆臂也可 以被选择锁止于某一所需的角度位置的相应 的上下运动
摆臂锁止结构 53, 同时，也可通过直接或 间接设置相应 的上下运动摆臂 的阻力- 阻尼
结构 54，以使左 、右上下运动摆臂结构 49、50 的上下摆动运动处于适宜的有阻力、
有阻尼状态 。（如附图 26、27、28、29 中所示的情况 ）。

在直杆式或等 圆心弯管式的左 、右手动摆臂的上部结构 38、 39 之上 ，可直接套
接直管式或等 圆心弯管 （弯 曲套管 ）式的上下运动套管结构系统 ，上下运动套管结构
系统可 由上下 向运动套管结构 55 上下 向运动套管把手结构 56 或及上下 向运动套管阻
力 - 阻尼结构或及相应的上下 向运动套管结构锁止结构 58 所组成 ，上下 向运动套管结
构 55 直接套接在左 、右手动摆臂的上部结构 38、39 的直杆式或等圆心 曲杆式的相关
结构部分之上 ；上下 向运动套管把手结构 56 直接或间接地设于上下 向运动套管结构
55 之上 ；上下 向运动套管阻力 - 阻尼结构可为直接套接在左 、右手动摆臂的上部结构
38、39 的直杆式或等圆心 曲杆式的相关结构部分之上的弹簧结构 57 或其它相应 的适
宜结构 （如 附图 29 中所示 的情况 ）。

4、在相应 的健身车或 自行车等运动器械上设置相互平行 的左 、右驱动手柄结构
69、70, 相应 的手驱动系统通过链条或 同步带结构 7 1 或其它适宜的方式与脚踏 中轴
3、脚踏 曲柄结构直接或间接相连接 ，从而可形成更适于人体锻炼等需要 的新的相应
的运动器械 。（如附图 4 等 中所示的情况 ）。



权利要求书

i 、左右脚踏 曲柄及其相关联动结构采用平行或及交替驱动 的运动器械 ，其 由支
架结构、左右脚踏 曲柄 、脚踏 曲柄 中轴 、左右脚踏板 、运动传递及联动机构 、运动阻
力- 阻尼结构及相关的其它结构系统所组成 ；其特征是：通过相应设置的拉索式或偏
心 凸轮式或 曲轴式或偏心轴承式或其它适宜形式 的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或及相应设置
的变角机构 、使左右脚踏 曲柄或及其可带动的左右椭 圆或圆周运动踏板结构或及其可
带动的左右手动摆臂结构或及其它相关 的左右连带结构采用相互平行或及相互交替
的驱动方式 ，相关运动器械为骑马机或健身车或椭 圆机或划船机或 自行车或其它适宜
的运动器械或及它们间相互整合所形成的多功能运动器械 。

•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左右脚踏 曲柄 间采用相互平行
的固定连接方式，或通过相应设置的变角机构的调控使左右脚踏 曲柄 间形成相互平行
驱动或 180 度彼此交替驱动或其它适宜的可调的连接角度关系 ；

相应变角机构设在脚踏 曲柄结构与脚踏 曲柄 中轴结构之 间，或设在脚踏 曲柄结构
与脚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的相应 的曲轴结构或偏心轴承结构或偏心 凸轮结构之 间，或
设在其它适宜的结构位置之上；

设置可分别直接或间接地与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相连接 的左 、右手动摆臂结构 ；
设置相应 的拉索式或偏心 凸轮式或偏心轴承式或 曲轴式或及其它适宜形式 的 曲

柄 回位结构系统 ，使处于平行状态 的左右脚踏 曲柄可 自动地处于脚踏 曲柄 中轴 的上
方，从而使左右脚踏 曲柄及其连带的左右 圆周运或左右楠 圆运动踏板结构或及其它 的
结构处于适宜的待动状态 ，进而通过弹簧或重力回位力的加减作用确保处于彼此平行
关系的左右脚踏 曲柄及其连带结构更好地完成 360 度 的全周或其它相应 的驱动过程 。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 ：可设置拉索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
统 ，并形成含拉索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的骑马机或健身车或椭 圆机或划船机或 自行车
或其它适宜的运动器械或及它们 间相互整合所形成的多功能运动器械 ；

相应 的拉索式 曲柄 回位 结构系统为 由弹簧提供 回位力 的弹力拉索式 曲柄 回位 结
构系统或 由重力提供 回位力 的重力拉索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或弹力与重力相互组合
的拉索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 ；

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分别拥有 自己独立的拉索式 曲柄回位 结构系统或
共 同拥有 同一套拉索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

在相应的运动器械之上 ，可独立地使用拉索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或与相应的惯
性蓄能结构相联合地使用拉索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 ，或与偏心凸轮式或 曲轴式或偏心
轴承式或其它适宜形式的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相联合地使用拉索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

4、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3 所述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 ：在相关运动器械 的左 、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适宜的位置处或直接在左 、右脚踏心轴结构之上分别设置
左 、右回位拉索轴承结构 （7 ）、 （8 ），在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或部分椭 圆
机 的脚踏圆盘结构的中轴结构— 脚踏 曲柄 中轴结构 （3 ）的前上方方 向— •类似钟
表 的 10 点、 11 点附近的方 向上的两侧 的适宜空间位置上设置相应 的左 、右第一回位
拉索导轮结构 （4 ），同时，在相应的适宜的结构位置处设置相应 的其它导轮结构 ，依
托和通过上述导轮结构系统的左 、右回位拉索结构 （5 ）、（6 ）的一端分别与设置于左 、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或直接设置于左 、右脚踏枢轴结构之上 的左 、右回位拉索
轴承结构 （7 ）、（8 ）相连接 ，另一端分别直接或间接地与可设于整个运动器械 的适宜
骨架结构之 中的左 、右回位弹簧结构 （9 ）、（10）或左 、右回位重块结构或其它适宜
的回位结构系统相连接 。



5、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3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在相关运动器械 的左 、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的反 向沿 出结构 （65）、（66）之上分别设置 曲柄左 、右回
位轴承结构 （67）、（68），在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或部分椭 圆机 的脚踏 圆
盘结构的中轴结构 脚踏 曲柄 中轴结构 （3 ）的后下方方 向— 类似钟表 的 4
点、5 点附近 的方 向上的两侧 的适宜空间位置上设置相应的左 、右 回位拉索导轮结构
（64），同时，若需要可在相应 的适宜的结构位置处设置相应 的其它导轮结构 ，依托

和通过上述导轮结构系统的左 、右回位拉索结构 （5 ）、（6 ）的一端分别与设置于左 、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的反 向沿 出结构之上分别设置的曲柄左 、右回位轴承结构
（67）、（68）相连接，另一端分别直接或间接地与可设于整个运动器械 的适宜骨架结

构之 中的左 、右回位弹簧结构 （9 ）、（10）或左 、右回位重块结构或其它适宜的回位
结构系统相连接 。

6、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3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 ：在相应 的回位弹簧结
构系统 中，可设置相应 的弹力调节结构系统 ，如可设置相应 的枢接在弹力调节枢轴
（13）之上的弹力调节杆 （14），弹力调节杆 （14）的一端 同时与回位弹簧 （9 ）相连

接 ，另一端设置调节手柄结构 ，同时在适宜 的位置处可配合设置一系列 的卡齿式或多
位孔式 的控位结构 （15 ）; 当需要增加回位弹簧结构系统的回位力度 时，可通过弹力
调节杆 （14）进一步拉紧回位弹簧 ，使所设置的回位弹力进一步增大 ，同时利用相应
的反 向力亦可使弹力调节杆 （14）被定位在相应 的卡齿式或多位孔式的控位结构 （15）
的适宜的加力位置之上。相反，若需要减小回位弹簧结构系统的回位力度 时，则可使
弹力调节杆 （14）处于相应 的减力位置之上 ，以减小对回位弹簧等的作用力 。

7、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3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 ：在重力拉索式 曲柄 回
位结构系统中，一方面可设置能够提供一定的基本 回位力量的基础 回位重块结构 ；另
一方面可 同时或完全独立地设置可方便地调位 以变换作用力臂 的调位重块结构 （16），
借 以实现回位力矩 、力度 的可调节过程 。基础 回位重块结构 （11）和调位重块结构 （16）
均可设置在相应 的调位摆杆结构 （17）之上 ，调位重块结构 （16）可在 自身重力或所
设置的弹簧结构 （18）的弹力的作用下趋 向于 向某一方 向运动 ，同时可设置与前述的
回位弹簧结构系统 中的弹力调节杆结构系统相近 同的结构系统 ，并使其可带动调位重
块结构 （16）做与上述的某一方 向相反的运动 ，从而共 同实现调位重块结构 （16）的
位置与相应作用力臂及回位拉索可提供 的回位力量的变化及锁定 。

8、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3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 ：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脚踏 曲柄 中轴结构 （3 ）和回位拉索轴承结构 （7 ）、脚踏驱动轮结构 （70）

之 间的具体的连接与配合关系可 以为：使脚踏驱动轮结构 （70）固接在脚踏 曲柄 中轴
结构 （3 ）的一端之上或使脚踏驱动轮结构 （70）与脚踏 曲柄 中轴结构 （3 ）的一端 同
体化制造 ，并在此一端的外侧设置相应 的曲柄调角轴道结构 （71 ），在 曲柄调角轴道
结构 （71 ）之上设置左或右脚踏 曲柄结构 （1）或 （2 ），通过在脚踏驱动轮结构 （70）
之上设置彼此角位关系可为 180 度 的相互对称 的锁孔结构 （72）和可在左或右脚踏 曲
柄结构 （1）或 （2 ）之上设置的锁孔结构及相应 的锁销结构 （73）等 ，可使左或右脚
踏 曲柄结构 （1）或 （2 ）与脚踏 中轴结构 （3 ）之 间的锁 固连接角度改变 180 度 ，从
而使此侧的左或右脚踏 曲柄结构 （1）或 （2 ）可相对于脚踏 中轴结构 （3 ）及其另一
侧可固定设置的脚踏 曲柄结构进行较方便 的角度调节 ；在上述相应 的结构之上也可选
择设置其它适宜的或更 自动化 的调角方式 ；在上述脚踏 曲柄 中轴 （3 ）的另一侧可通
过梢型方孔等方式设置固定连接 的左或右脚踏 曲柄结构 （1）或 （2 ），在此左或右脚
踏 曲柄结构 （1）或 （2 ）之上 的适宜位置处设置回位拉索轴承结构 （7 ）。

9、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可设置偏心 凸轮式 曲柄回位结



构系统 ，并形成含偏心凸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的骑马机或健身车或椭 圆机或划船机
或 自行车或其它适宜的运动器械或及它们 间相互整合所形成 的多功能运动器械 ；

相应 的偏心 凸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为 由弹簧提供 回位力 的弹力偏心 凸轮式 曲
柄 回位 结构系统或 由重力提供 回位力 的重力偏心 凸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或弹力与
重力相互组合的凸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

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分别拥有 自己独立 的偏心 凸轮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
统或共 同拥有 同一套偏心 凸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

在相应 的运动器械之上 ，可独立地使用偏心 凸轮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 ，或与相应
的惯性蓄能结构相联合地使用偏心 凸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或与拉索式或 曲轴式或
偏心轴承式或其它适宜形式 的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相联合地使用偏心 凸轮式 曲柄 回位
结'构系统 。

10、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9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在相应运动器械 的适
宜的位置之上分别设置与左 、右 曲柄结构 （1）、（2 ）相连接及联动 的左 、右偏心 凸轮
结构 （19）、（20），左、右偏心 凸轮结构 的外周作用轮廓相对于左 、右 曲柄 中轴结构
（3 ）的轴心为非对称的偏心设置形式，在弹簧力或重力或其它适宜力量直接或间接

作用下 的相应 的左 、右顶轮结构 （21 ）、（22）分别直接顶推在左 、右偏心 凸轮结构 （19）、
（20）的偏心外周轮廓之上 ，从而使左 、右偏心 凸轮 （19）、（20）及其连接和联动 的

左 、右 曲柄结构 （1）、（2 ）均可处于所需的适宜的待动角度位置之上 ，从而实现所需
的脚踏 曲柄 回位及脚踏 曲柄全周运动作用力均衡化 的过程 ；

左 、右顶轮结构 （21 ）、（22）或直接处在弹力或重力或其它适宜力量的直接作用
下 ，或通过相应 的顶推摆杆结构 （24）或拉索结构或其它适宜结构间接地处在弹力或
重力或其它适宜力量的作用之下 。

11、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9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 ：在相应 的运动器械之
上设置与左或右 曲柄结构 （1）或 （2 ）相连接及联动 的偏心 凸轮结构 （19），偏心 凸
轮结构 （19）的外周作用轮廓相对于左 、右 曲柄 中轴结构 （3 ）的轴心为非对称 的偏
心设置形式 ，在弹簧力或重力或其它适宜力量直接或 间接作用下 的相应 的顶轮结构
（21 ）直接顶推在偏心凸轮结构 （19）的偏心外周轮廓之上 ，从而使偏心凸轮结构 （19）

及其连接和联动的左或右 曲柄结构 （1）或 （2 ）均可处于所需 的适宜的待动角度位置
之上 ，从而实现脚踏 曲柄 自动回位及脚踏 曲柄全周运动作用力均衡化 的过程 ；

顶轮结构 （21 ）或直接处在弹力或重力或其它适宜力量的直接作用下 ，或通过相
应 的顶推摆杆结构 （24）或拉索结构或其它适宜结构间接地处在弹力或重力或其它适
宜力量 的作用之下 。

12、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9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 ：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脚踏 中轴结构 （3 ）和偏心 凸轮结构 （19）、脚踏驱动轮结构 （70）等之
间的较更具体的连接与配合关系可 以为：使脚踏驱动轮结构 （70）固接在脚踏 中轴结
构 （3 ）的一端之上或使脚踏驱动轮结构 （70）与脚踏 中轴结构 （3 ）的一端 同体化制
造 ，并在此一端 的外侧设置相应 的调角轴道结构 （71 ），在调角轴道结构 （71 ）之上
设置左或右脚踏 曲柄结构 （1）或 （2 ），通过在脚踏驱动轮结构 （70）之上设置彼此
角位关系可为 180 度的相互对称的锁孔结构 （72）和可在左或右脚踏 曲柄结构 （1）
或 （2 ）之上设置的锁孔结构及相应 的锁销结构 （73）等 ，可使左或右脚踏 曲柄结构
（1）或 （2 ）与脚踏 曲柄 中轴结构 （3 ）之 间的锁 固连接角度改变 180 度 ；使此侧 的

左或右脚踏 曲柄结构 （1）或 （2 ）可相对于脚踏 中轴结构 （3 ）及其另一侧可固定设
置的脚踏 曲柄结构和偏心 凸轮结构 （19）进行较方便 的角度调节；

偏心凸轮结构 （19）可直接独立地或与其可固定连接 的同侧 曲柄结构一起通过梢



型方孔等方式 固定设置于上述脚踏 中轴结构 （3 ）的另一侧 ，偏心 凸轮结构 （19）也
可独立地设置于上述脚踏 中轴结构 （3 ）另一侧之上的相应 的偏心 凸轮调角轴道结构
（74）之上 ，同时在偏心 凸轮结构 （19）之上可设置彼此角位关系可为 90 度或及 180

度或及其它适宜角度的若干锁孔结构 （75），通过上述锁孔结构 （75）和可在左或右
脚踏 曲柄结构 （1）或 （2 ）之上设置的相应 的锁孔结构及相应 的锁销结构 （73）等一
起可调节偏心凸轮结构 （19）与脚踏 曲柄结构间的角度配合关系 ，从而可更好地适应
不 同运动模式情况下的不 同需要。

13、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9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将偏心凸轮结构 （19）
设于相关运动器械 的脚踏 曲柄 中轴结构 （3 ）的中部位置 ，其两侧可设置脚踏 曲柄 中
轴结构 （3 ）的轴承结构、轴座结构及相应 的中轴轴座支架 / 骨架结构 ，上述结构形式
可与 自行车或健身车或其它相关运动器械 的具体结构方式相融合 ，从而应用于相应 的
运动器械之上；

当与健身车、或骑马机或 自行车或其它适宜的运动器械相结合 时，相应 的可与顶
轮结构 轮推杆结构 （76）可设于车架结构之 中或其它适
宜的结构之上 。

14、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9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将偏心凸轮结构 （19）
设于相关运动器械 的脚踏 曲柄 中轴结构 （3 ）的中部位置 ，其两侧可设置脚踏 曲柄 中
轴结构 （3 ）的轴承结构、轴座结构及相应 的中轴轴座支架 / 骨架结构 ，上述结构形式
可与 自行车或健身车或其它相关运动器械 的具体结构方式相融合 ，从而应用于相应 的
运动器械之上 ；

当与健身车、或骑马机或 自行车或其它适宜的运动器械相结合时，相应 的可与顶
轮结构 （21 ）联动 的推杆结构— 顶轮推杆结构 （76）可设于车架结构之 中或其它适
宜的结构之上 ，其较具体的设置方式可 以为：

首先，可将顶轮推杆结构 （76）设于一般 自行车鞍座立管结构 （101 ）所处在 的
自行车车架竖管结构 （77）之 中或车架前下管结构等之 中。顶轮推杆结构 （78）相关
定 向运动的确保可通过顶轮推杆结构 （78）与车架竖管结构 （77）或车架前下管结构
等在截面形状或及相关结构的相互配合来实现 ，同时，可采用 凸凹面配合形式的顶轮
结构 （21 ）与偏心 凸轮结构 （19）之 间的接触面或其它适宜的相互配合 的外观形态与
结构形式等也会对顶轮推杆结构 （76）的定 向运动发挥好的控制作用 ；

其二 ，可使设于相应车架竖管结构 （77）之 中的下端设有顶轮结构 （21 ）的顶轮
推杆结构 （76）的上端沿 出于车架竖管结构 （77）的顶部之外 ，且保有适 当尺寸的长
度 ，同时，通过相应 的结构设置可使 自行车鞍座立管结构 （101 ）插接于上述顶轮推
杆结构 （76）的上端之 中；

在车架竖管结构 （77）之上端和顶轮推杆结构 （76）的上端分别设置车架竖管快
拆快锁结构 （78）和顶轮推杆快拆快锁结构 （79），通过顶轮推杆快拆快锁结构 （79）
可使可插接于顶轮推杆结构 （76）之 中的 自行车鞍座立管结构 （101 ）被锁止于所需
的高度等位置之上 ；通过车架竖管快拆快锁结构 78 可使处于车架竖管结构 （77）之
中的顶轮推杆结构 （76）锁止于所需的高度等位置之上 ，当使车架竖管快拆快锁结构
（78）处于打开状态 时，则顶轮推杆结构 （76）在顶轮结构 （21 ）和偏心 凸轮结构 （19）

及人体重量等 的作用下可做相应 的往复运动 。
’ 15、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9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 ：对称布局形式 的偏心

凸轮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及其与相关运动器械 的配合情况为：
偏心 凸轮结构 （19）一般可采用使其外缘最低 点— 距离轴心最近点与外缘最高

点距离轴心最远点之间相隔 180 度 的角度位置关系的对称布局形式 ，从而使其蓄能、



释能工作过程可分别与脚踏 曲柄等 由最高点运动至最低点的 “ 前 180 度 ” 的方便踩踏
驱动工作过程和 由最低点返回至最高点的 “ 后 180 度 ” 的不方便驱动乃至无法踩踏驱
动的工作过程相完全对应 ；

采用上述对称形式的偏心 凸轮结构 （19）及其相应的偏心 凸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
统 ，同时通过调整脚踏 曲柄与偏心凸轮结构 （19）间的相对角度配合关系等，可使整
个运动器械产 品能够较好较方便地 同时适应 高低鞍座 的健身车运动模式、椭 圆机运动
模式、划船机运动模式或及骑马机运动模式等多种不 同运动模式的多种不同需要 ；

当 由前后踩踏发力为主 的划船器或低位座椅健 身车等 的运动模式与 由上下踩踏
发力为主的椭 圆机或高位座椅健身车等 的运动模式 间相互转化 时，可通过对偏心 凸轮
结构 （19）和相应 的脚踏 曲柄结构 间的相对 固定配合角度调整 90 度 的方式，来确保
相应 的偏心 凸轮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始终可提供高效的回位力 ，始终使运动 的受力等
过程均衡化 。

16、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9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非对称布局形式的
偏心凸轮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及其与相关运动器械 的配合情况为：

为使偏心 凸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能更好地 同时适应椭 圆机运动方式和健身车
运动方式 ，以及更好地适应可 同时进行高位鞍座和低位鞍座乃至卧式鞍座运动形式的
需要 ，相应的偏心 凸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的偏心 凸轮结构 （19）的外缘最低 点—
距离轴心最近点 A点与外缘最高点— 距离轴心最远点 B点之 间可采用相隔 90 度或
相隔 270 度或相隔其它适宜的角度位置关系的非对称布局形式 。

17、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9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 ：非对称布局形式 的
偏心凸轮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及其与相关运动器械 的配合情况为：

为使偏心 凸轮式 曲柄 回位 结构系统 能更好地 同时适应椭 圆机运动方式和健身车
运动方式 ，以及更好地适应可同时进行高位鞍座和低位鞍座乃至卧式鞍座运动形式 的
需要 ，相应的偏心 凸轮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 的偏心 凸轮结构 （19）的外缘最低 点—
距离轴心最近点 A点与外缘最高点— 距离轴心最远点 B点之间可采用相隔 90 度或
相隔 270 度 的非对称布局形式；

相隔 90 度或相隔 270 度 的角度位置关系的非对称布局形式的偏心顶轮式 曲柄 回
位结构系统的较具体结构情况与相应 的工作过程为：

当健身车或椭 圆机 的踏板结构 （90）等处于最高端 的工作位置时，顶轮结构 （21 ）
恰好顶推偏心 凸轮结构 （19）的外缘 的最低点 A1 点；当健身车或椭 圆机 的踏板结构
（90）处于最前端的工作位置时，顶轮结构 （21 ）恰好顶推偏心 凸轮结构 （19）外缘
的最高点 B2 点；这样 ，无论是椭 圆运动 ，还是健身车运动 ，无论是高位鞍座情况 、
还是低位鞍座乃至卧式鞍座情况 ，在双脚均可最好蹬踏发力的踏板结构 90 等 由最高
端运动至最前端 ，相应 的左 、右 曲柄 结构 （1）、（2 ）及偏心 凸轮结构 （19）均扫过
90 度 的工作角度 的过程 中，顶轮结构 （21 ）分别依次与偏心 凸轮结构 （19）的外缘
的最低点、90 度 中间过渡段 的外缘各点及偏心 凸轮结构 （19）的外缘 的最高点相接
M、相作用 、相互顶推 ，由此可实现相应 的增加运动阻力及增加功耗和蓄能的过程 ；

在双脚驱动踏板结构 （90）等 由最前端经最低端和最后端再回到最高端的过程 ，
也是相应 的左 、右 曲柄结构 （1）、（2 ）及偏心凸轮结构 （19）均扫过 270 度 的工作角
度 的过程 中，顶轮结构 （21 ）分别依次与偏心 凸轮结构 （19）的外缘 的最高点 B2 点、
270 度 中间过渡段外缘各点及偏心 凸轮结构 （19）的外缘 的最低点 A1 点相接触 、相
作用 、相互顶推 ，由此可形成相应 的增加运动动力及助动释能的过程 ；

在上述脚踏 曲柄等扫过 270 度 的工作角度且偏心 凸轮结构 （19）等增加运动动力
及助动释能的整个过程 中，在顶轮结构 （21 ）顶推偏心 凸轮结构 （19）的最高点之后



的最初 的 90 度 的工作行程 区段 中，可考虑采用等高轨迹或减高轨迹或略有增 高轨迹
的三种结构形式，即使偏心凸轮结构 （19）的外缘在上述 90 度 的范围内采用与最高
点高度等高的延展结构方式或 降低 高度 的延展 结构方式或小量增加 高度 的延展结构
方式；

当采用等高轨迹的延展结构方式时，在相应 的 90 度 的工作行程 中，既不形成相
应 的附加阻力也不形成相应 的附加动力 ；当采用 降低高度 的减高轨迹 的延展结构方式
时，在相应的 90 度 的工作行程 中，将形成相应 的附加动力，即己进入可 自动回位 的
行程阶段 ；

当采用小量增加高度 的延展结构方式时，在相应 的 90 度 的工作行程 中，将形成
相应的较小的附加阻力，这在低位座椅特别是卧式健身车的运动模式 中，由于 已处于
非蹬踏行程阶段 ，除非依靠相应 的双脚提拉结构的设置与相应 的提拉工作行程 ，则需
要依靠相应 的惯性结构的设置与惯性力的作用冲过此 90 度行程 ；

在经过上述的最初的 90 度 的工作行程之后 ，即在剩余 的 180 度行程 中均采用依
次降低高度 的轨迹延展结构方式 ，以依靠最初蹬踏工作行程所获得的储备力实现脚踏
曲柄等的 自动回位 的工作行程与运动过程 ；

根据上述最高点与最低点相隔 90 一一 也是 270 度 的角度位置关系的非对称布
局形式的偏心顶轮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的工作原理 ，结合不 同运动器械产 品的工作过
程等的不 同特 点，也可设计和制作最高点与最低点相隔其它适宜角度 的非对称布局形
式 的偏心凸轮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及其相应 的整个运动器械产 品。
' 18、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 ：可设置偏心轴承式或 曲轴式或
偏心 凸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并形成含偏心轴承式或 曲轴式或偏心 凸轮式 曲柄 回位
结构系统 的相应 的骑马机或健身车或椭 圆机或划船机或 自行车或其它适宜 的运动器
械或及它们间相互整合所形成 的多功能运动器械 ；

相应偏心轴承式或 曲轴式或偏心 凸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为 由弹簧提供 回位力
的相应 的弹力 曲柄 回位 结构系统或 由重力提供 回位力 的相应 的重力 曲柄 回位 结构系
统或弹力与重力相互组合 、共 同作用 的相应 的曲柄 回系统位结构 ；

曲轴式或偏心轴承式或偏心 凸轮式 曲柄 回位 结构系统 的相应 的 曲轴 结构或偏心
轴承 的内圈结构或偏心凸轮结构直接或间接地与脚踏 曲柄 中轴结构相连接 ，或直接或
间接地与左右脚踏 曲柄结构相连接 ；

设置相应 的回位连杆结构，回位连杆结构的一端与 曲轴式或偏心轴承式或偏心 凸
轮式 曲柄 回位 结构系统的相应 的曲轴结构或偏心轴承 的外 圈结构或偏心 凸轮 的顶轮
结构相枢接或连接 ，回位连杆结构的另一端与回位连杆摆臂结构或其它适宜结构相连
接或通过相应 的滚轮结构与相应 的回位连杆轨道结构相配合 ；

在 回位连杆结构之上可设置相应 的鞍座 结构或相应 的脚踏结构或 同时设置相应
的鞍座结构与相应 的脚踏结构 ；

在相应的运动器械之上 ，可独立地使用偏心轴承式或 曲轴式或偏心 凸轮式 曲柄 回
位结构系统，或与相应的惯性蓄能结构相联合地使用偏心轴承式或 曲轴式或偏心 凸轮
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 ，或与拉索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相联合地使用偏心轴承式或 曲轴
式或偏心凸轮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 ，偏心轴承式或 曲轴式或偏心凸轮式 曲柄回位结构
系统彼此间也可相互配合使用 ；

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分别拥有 自己独立的相应形式的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或共 同拥
有 同一套相应形式的曲柄回位结构系统 ；

设置相应 的圆周运动踏板结构或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的一端与
脚踏 曲柄结构相枢接 ，另一端与椭 圆运动踏板摆臂结构或其它适宜结构或通过相应 的



滚轮结构与相应 的椭 圆运动踏板轨道结构相配合 ；
通过设置偏心轴承式或 曲轴式或偏心 凸轮式或及其它适宜形式 的 曲柄 回位 结构

系统 ，使处于平行状态的左右脚踏 曲柄可 自动地处于脚踏 曲柄 中轴 的上方 ，从而使左
右脚踏 曲柄及其连带的左右 圆周运动脚踏板或左右椭 圆运动踏板或其它相应 结构处
于最适宜的待动状态 ，同时，通过弹簧或重力回位力的加减作用 ，可确保处于彼此平
行关系的左右圆周运动脚踏板或左右椭 圆运动脚踏板或其它相应结构更好地完成 360
度 的全周驱动过程 ，并使整个运动 的受力过程更加均衡化 。

19、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 ：可设置偏心轴承式或 曲轴式或
偏心凸轮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 ，并形成含偏心轴承式或 曲轴式或偏心凸轮式 曲柄回位
结构系统的相应 的骑马机或健 身车或椭 圆机或划船机或 自行车或其它适宜 的运动器
械或及它们 间相互整合所形成 的多功能运动器械 ；

曲轴式或偏心轴承式或偏心 凸轮式 曲柄 回位 结构系统 的相应 的 曲轴 结构或偏心
轴承的内圈结构或偏心凸轮结构直接或间接地与脚踏 曲柄 中轴结构相连接 ，或直接或
间接地与左右脚踏 曲柄结构相连接 ；

设置相应 的回位连杆结构 ，回位连杆结构的一端与 曲轴式或偏心轴承式或偏心 凸
絡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的相应 的 曲轴结构或偏心轴承 的外 圈结构或偏心 凸轮 的顶轮
结构相枢接或连接 ，回位连杆结构的另一端与回位连杆摆臂结构或其它适宜结构相连
接或通过相应的滚轮结构与相应 的回位连杆轨道结构相配合 ；

回位连杆结构直接或 间接地与相应 的弹力或重力 回位 结构系统或弹力与重力相
互组合 的回位结构系统相连接 ；

在相应的运动器械之上 ，可独立地使用偏心轴承式或 曲轴式或偏心 凸轮式 曲柄回
位结构系统，或与相应的惯性蓄能结构相联合地使用偏心轴承式或 曲轴式或偏心 凸轮
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或与拉索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相联合地使用偏心轴承式或 曲轴
式或偏心 凸轮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 ，偏心轴承式或 曲轴式或偏心凸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
系统彼此间也可相互配合使用 ；

左 、右脚踏 曲柄结构分别拥有 自己独立 的相应形式的曲柄回位结构系统或共 同拥
有 同一套相应形式的曲柄回位结构系统 ；
. 设置相应 的圆周运动踏板结构或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的一端与

脚踏 曲柄结构相枢接 ，另一端与椭 圆运动踏板摆臂结构或其它适宜结构或通过相应 的
滚轮结构与相应 的椭 圆运动踏板轨道结构相配合 ；

20、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18 或 19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设置相应 的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与相应 的手动摆臂结构 (91 ) ，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的一
端与脚踏 曲柄结构相枢接 ，另一端或其它事宜部分直接或间接地与手动摆臂结构 (91 )
相连接 ；

手动摆臂结构 (91 ) 与相应 的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直接相枢接或通过相应 的
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 与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直接相连接 ；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 的一端通过连杆- 摆臂枢轴结构 (95) 与手动摆臂结构 (91 ) 的下端相枢接 ，

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 的另一端通过连杆 - 踏板枢轴结构 (96) 与椭 圆运动踏板结
构 (90) 相枢接 ，由此形成包含有完整的椭 圆机 的结构与功能的相应 的运动器械 。

2 1、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18 或 19 所述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 ：设置相应 的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与相应 的手动摆臂结构 (91 ) ，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的一
端与脚踏 曲柄结构相枢接 ，另一端或其它事宜部分直接或间接地与手动摆臂结构 (91 )
相连接 ；

手动摆臂结构 (91 ) 与相应 的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直接相枢接或通过相应 的



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 与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直接相连接 ；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 的一端通过连杆- 摆臂枢轴结构 (95) 与手动摆臂结构 (91 ) 的下端相枢接 ，

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 的另一端通过连杆 - 踏板枢轴结构 (96) 与椭 圆运动踏板结
构 (90) 相枢接，由此形成包含有完整的椭 圆机 的结构与功能的相应 的运动器械 ；

设置相应 的回位连杆结构 (80) ，回位连杆结构 (80) 的前端或后端或其它适宜
部分与相应的偏心轴承外圈结构 ( 125) 或相应 的曲轴枢轴结构 (81 ) 直接或间接相
连接；回位连杆结构 (80) 的后端或前端与相应 的回位连杆摆臂结构 (85) 相枢接并
相应地做 曲线式的往复运动或通过设置于其上 的滚轮结构在所设定的回位连杆轨道
结构 ( 130) 之上做相应形式的往复运动；

回位连杆轨道结构 ( 130) 即可采用直线直杆式形式，也可采用 曲线 曲杆式形式，
其一端或两端可采用完全固定的设置方式或采用高低 、前后位置可调节的设置方式，
从而使其可更好地满足运动与锻炼等的需要 ；

回位连杆摆臂结构 (85) 或 回位连杆轨道结构 ( 130) 可设于回位连杆结构 (80)
的前端，也可设于回位连杆结构 (80) 的后端 ，相应地偏心轴承外圈结构 ( 125) 或
曲轴枢轴结构 (81 ) 则可设于回位连杆结构 (80) 的后端或前端；

在回位连杆结构 (80) 之上设置可固定、可调位或可做前后滑移运动形式的或其
它适宜形式的鞍座结构系统，以更好地同时适应骑马机模式、健身车模式、或及划船
器模式或其它适宜模式的不同运动与锻炼过程的需要；

为更好地适应低位鞍座 的健身车运动模式和可前后滑移鞍座 的划船器运动模式
等 的需要 ，可将相应的前后方 向受力为主的前后踏板结构 ( 126) 设置在椭 圆运动踏
板结构 (90) 或手动摆臂结构 (91 ) 或其它适宜的结构位置之上。

22、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18 或 19 所述的运动器械，其特征是：设置相应的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与相应的手动摆臂结构 (91 ) ，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的一
端与脚踏 曲柄结构相枢接，另一端或其它事宜部分直接或间接地与手动摆臂结构 (91 )
相连接；

手动摆臂结构 (91 ) 与相应 的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直接相枢接或通过相应 的
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 与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直接相连接 ；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 的一端通过连杆- 摆臂枢轴结构 (95) 与手动摆臂结构 (91 ) 的下端相枢接 ，

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 的另一端通过连杆 - 踏板枢轴结构 (96) 与椭 圆运动踏板结
构 (90) 相枢接 ，由此形成包含有完整的椭 圆机 的结构与功能的相应的运动器械 ；

通过下移设置连杆- 摆臂枢轴结构 (95) 和连杆 -踏板枢轴结构 (96) 等结构设置
方式及相应的结构设计可使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 的相关部分在整个运动锻炼使用
过程 中或完全处于椭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的前部或完全处于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的下部 ，以使整个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 对整个运动锻炼过程不产生任何的不利影
响。由此可形成更适宜的手脚联动的椭圆机产品或椭圆机一一 健身车等组合产品；

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 可采用长度可调节的结构形式，从而在其它相关结构不
变 的情况下，可直接改变连杆 - 摆臂枢轴结构 (95) 与手动摆臂结构 (91 ) 的配合位
置与运动轨迹；连杆- 摆臂枢轴结构 (95) 与手动摆臂结构 (91 ) 之 间或 (及 ) 连杆 -
踏板枢轴结构 (96) 与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之 间也可采用相对位置可调节的结构
设置方式，从而可更好地适应不同运动与锻炼模式等的需要；

当采用手动摆臂结构 (91 ) 与相应的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直接相枢接的结构
方式之时，相应的椭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的长度也可釆用可调节的结构形式，从而
在其它相关结构不变的情况下，也可直接改变手动摆臂结构 (91 ) 的配合位置与运动
轨迹 。



23、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18 或 19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 ：在健身车或椭
圆机或其它相应运动器械 的脚踏 曲柄 中轴结构 （3 ）之上设置相应 的偏心轴承结构 ，
可形成相应 的偏心轴承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 ，偏心轴承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的具体情
况为：

相应的离合器结构 （123）设在偏心轴承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的脚踏 中轴结构 （3 ）
或脚踏 曲柄结构 （1）或 （2 ）与偏心轴承 内圈结构 （124）之 间，以实现脚踏 中轴结
构 （3 ）或脚踏 曲柄结构 （1）或 （2 ）与偏心轴承 内圈结构 （124）之 间的分与合 ；

回位连杆结构 （80）的前端或后端或其它适宜部分与偏心轴承外 圈结构 （125）
直接或间接相连接 ，并可与偏心轴承外 圈结构 （125 ）、偏心轴承 内圈结构 （124）
起相互作用 、相互联动 。相应地回位连杆结构 （80）的后端或前端与相应 的回位连杆
摆臂结构 （85）相枢接并相应地做 曲线式的往复运动或通过设置于其上的滚轮结构在
所设定的回位连杆轨道结构 （130）之上做相应形式的往复运动 ；
. 设置相应 的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 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的一端与脚踏 曲

病结构相枢接 ，另一端直接或 间接地与手动摆臂结构 （91 ）相连接 ；
设置相应 的手动摆臂结构 （91 ）, 手动摆臂结构 （91 ）与相应 的椭 圆运动踏板结

构 （90）直接相枢接或通过相应 的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与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直接相连接 ；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的一端通过连杆 - 摆臂枢轴结构 （95）与手动
摆臂结构 （91 ）的下端相枢接 ，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的另一端通过连杆 - 踏板枢
轴结构 （96）与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相枢接 。

24、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18 或 19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在健身车或椭
圆机或其它相应运动器械 的脚踏 曲柄 中轴结构 （3 ）之上设置相应 的回位 曲轴结构系
统 ，回位 曲轴结构系统 由与回位连杆结构 （80）相枢接 的曲轴枢轴结构 （81 ）及 曲轴
曲柄结构 （82）一起构成 ，在 曲轴结构系统 的两侧设置相应的左右支架结构 （83）与
左右轴承结构 （84）及脚踏 曲柄 中轴结构 （3 ）; 在脚踏 中轴结构 （3 ）的两侧分别设
置左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且使 当左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相互平行设置
时与 曲轴 曲柄结构 （82）之 间形成 180 度 的或其它适宜角度 的角位配合关系；

曲轴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的回位连杆结构 （80）的一端与 曲轴枢轴结构 （81 ）相
枢接 ，从而可做 360 度 圆周运动 ，另一端与相应 的回位连杆摆臂结构 （85）相枢接并
相应地做 曲线式的往复运动或通过设置于其上 的滚轮结构在所设定 的回位连杆轨道
结构 （130）之上做相应形式的往复运动 。

25、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18 或 19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在相应 的回位
连杆结构 （80）之上可设置相应 的回位弹力结构或回位重块结构 （86）或鞍座结构 （97 ）;

通过调整回位弹力结构或回位重块结构 （86）或鞍座结构 （97）与脚踏 曲柄 中轴结构
（3 ）之间的位置关系与距离 ，可改变重力回位力矩与回位能力的大小及鞍座 的运动

轨迹 ；
根据需要 ，可在回位连杆结构 （80）与相应 的曲轴枢轴结构 （81 ）的枢接端或与

相应 的偏心轴承外 圈结构 的连接端 的外侧加设回位连杆 的增力沿 出结构 （88），使重
块结构 （86）或弹力结构 （87）的重力或弹力直接或 间接地作用在增力沿 出结构 （88）
之上 ，可增强重力或弹力的作用效果。

26、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18 或 19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在相应 的椭 圆
机或健身车或其它适宜的产 品之上 ，可设置相应 的手动摆臂结构 （91 ）、手动摆臂支
架结构 （92）、手动摆臂摆转枢轴结构 （93）、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手动摆臂连
杆结构 （94）的一端通过连杆 - 摆臂枢轴结构 （95）与手动摆臂结构 （91 ）的下端相
枢接 ，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的另一端通过连杆 - 踏板枢轴结构 （96）与椭 圆运动



踏板结构 （90）相枢接 ，由此可形成更适宜的含 曲轴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的手脚联动
的楠圆机产品或椭 圆机一 健身车组合产 品；

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可采用长度可调节的结构形式 ，从而在其它相关结构不
变 的情况下，可直接改变连杆 - 摆臂枢轴结构 （95）与手动摆臂结构 （91 ）的配合位
置与运动轨迹 ；连杆 - 摆臂枢轴结构 （95）与手动摆臂结构 （91 ）之 间或 （及 ）连杆 -
踏板枢轴结构 （96）与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之 间也可采用相对位置可调节 的结构
设置方式 ，从而可更好地适应不 同运动与锻炼模式等的需要；

当采用手动摆臂结构 （91 ）与相应 的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直接相枢接 的结构
方式之时，相应的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的长度也可采用可调节的结构形式 ，从而
在其它相关结构不变的情况下 ，也可直接改变手动摆臂结构 （91 ）的配合位置与运动
轨迹 。

27、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18 或 19 所述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 ：在相应 的健身
车或椭 圆机或其它适宜的产 品之上 ，设置相应 的手动摇臂结构 （103）、手动摇臂把手
结构 （104）及其它相关结构 ，由此可形成含手动摇臂结构系统的手脚可联动 的健身
车或椭 圆机产 品或健身车— 椭 圆机组合产 品。

28、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18 或 19 所述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在相应 的健身
车或椭 圆 或其它适宜的产 品之上，设置相应 的手动摇臂结构 （103）、手动摇臂把手
结构 （104）及其它相关结构 ，由此可形成含手动摇臂结构系统的手脚可联动 的健身
车或椭 圆机产 品或健身车 椭 圆机组合产 品；

当同时设有前后车轮结构 、转 向结构及其它相关结构之时，可形成相应 的 自行车
产 品或及 自行车与健身车、自行车与椭 圆机 、自行车与健身车与椭 圆机等 的多功能组
合式产品；

通过相应 的蓄能运动结构、支架结构或辅助支撑车轮等结构的设置 ，可使上述 自
行车及其与其它相关产品的组合产品同时成为可为完全 固定形式的，同时可更适于室

内等空间使用 的产 品。
29、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18 或 19 所述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
可形成含偏心轴承式或 曲轴式或偏心 凸轮式 曲柄 回位 结构系统 的相应 的椭 圆机

或健身车或骑马机或划船器或 自行车或其它适宜的运动器械或及它们 的组合产 品；
当在左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之上设置相应 的健身车踏板结构 （89）之时，

可形成相应的健身车产品；
• 当在左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之上设置相应 的椭 圆机 的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 之时，可形成相应的椭 圆机产品；

当在左右脚踏 曲柄结构 （1）、（2 ）之上 同时设置健身车踏板结构 （89）和椭 圆机
的椭圆运动踏板结构 （90）时，可形成相应 的健身车— 椭 圆机组合产 品；

当同时设有相应的摆臂结构— 运动桨臂结构及相应 的鞍座与踏板结构之 时，可
形成相应的划船机产品；

当在 回位连杆结构 （80）之上设置相应 的鞍座结构 （97）时，可形成相应 的含偏
心轴承式或 曲轴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 的骑 马机或健 身车或椭 圆机或 自行车或它们之
间的相应 的组合产 品；

当在相应 的健身车或椭 圆机或健 身车一椭 圆机产 品之上加设划船机所需 的相应
的可滑动鞍座结构 （97）结构系统之时，则可分别形成相对应 的健身车与划船机 、或
椭 圆机与划船机 、或健身车与椭 圆机与划船机 的组合式运动器械 ；

可设计和生产 同时含偏心轴承式或 曲轴式或偏心 凸轮式 曲柄 回位结构系统及前
后设置的双鞍座结构系统的可 同时供双人锻炼使用 的多功能组合产 品；



可设计和生产含偏心轴承式或 曲轴式或偏心 凸轮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且 同时可
实现脚踏椭圆机式驱动、脚踏健身车式驱动 以及骑马机式驱动的 自行车运动产品，其
既可 以做为运动和锻炼用 自行车，也可 以变化成为可固定使用的组合式健身器械 ；

通过相应的结构设置，可形成含偏心轴承式或 曲轴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的脚踏式
椭圆机与手脚 同动式健身车的组合产品；

通过相应 的结构设置，可形成含偏心轴承式或 曲轴式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的手脚 同
动式椭圆机与手脚 同动式健身车的组合产 品。

30、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18 或 19 所述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采用可变移 、
可变化的组合式鞍座结构系统，设置相应的可调鞍座结构 (97) 及与其相配合的相应
的基座结构；

相应的基座结构为：设置于回位连杆结构 80 之上的回位连杆鞍座基座结构 (98) ，
或设置于可在适宜的空间位置上加设的相应的专用滑道结构 (99) 之上 的专用滑道鞍
座基座结构 ( 100), 或其它适宜的基座结构；回位连杆鞍座基座结构 (98) 或专用滑
道鞍座基座结构 ( 100) 在使用 中均可进行前后方 向的调位选择与变化 ，它们或可分
别完全锁止于回位连杆结构 (80) 和专用滑道结构 (99) 的适宜的位置之上或做为划
船机式的移动鞍座结构的基座结构分别往返移动于回位连杆结构 (80) 和专用滑道结
构 (99) 之上。

3 1、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18 或 19 所述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其特征是：通
过设置可变移、可变化的组合式鞍座结构系统，可形成相应 的含 曲轴式或偏心轴承式
或其它适宜形式的曲柄回位结构系统的多功能组合式产 品；

在相应的的骑马机或健身车或椭 圆机或其它适宜的产品及其组合产 品之 中，其鞍
座结构系统进一步可采用两种设置方式，一种方式是：在一些产品之中可同时设置完
全独立的两套鞍座结构，即在回位连杆结构 (80) 之上设置鞍座结构 (97) 的同时，
在相应 的固定鞍座 的基础 结构或其它适宜结构之上设置独立 的第二鞍座 结构系统
( 105) ，从而可 同时实现相应的健身车运动模式、骑马机运动模式或划船机运动模式 ，

且在一些情况下可形成可同时供双人一起进行运动和锻炼使用 的相应的产品形式；
- 另一种方式是：当相应的可调鞍座结构 (97) 通过相应的基座结构设置在回位连
杆结构 (80) 之上时即可形成骑马机的运动模式，当相应的可调鞍座结构 (97) 设置
在相应 的固定鞍座 的基座结构或其它适宜结构之上之 时即可形成 的健身车运动模式
或划船机运动模式，故可考虑采用设置一套可调鞍座结构 (97) 加上相应 的两套或及
多套基座结构的组合模式，形成相应 的组合式的鞍座结构系统 。

32、根据权利要求 1或 2 或 18 或 19 所述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其特征是：设
置可变移、可变化的组合式鞍座结构系统，在适宜的空间位置上加设相应的专用滑道
结构 (99) ，专用滑道结构 (99) 为完全固定式结构或可调位或可调角或可调长短形
式的结构；

设置相应的可调鞍座结构 (97) 及与其相配合的相应的基座结构；
相应 的基座结构为：设置于回位连杆结构 (80) 之上 的回位连杆鞍座基座结构

98, 或设置于可在适宜的空间位置上加设的相应的专用滑道结构 (99) 之上的专用滑
道鞍座基座结构 ( 100), 或其它适宜的基座结构；回位连杆鞍座基座结构 (98) 或专
M 滑道鞍座基座结构 ( 100) 在使用 中均可进行前后方 向的调位选择与变化 ，它们或
可分别完全锁止于回位连杆结构 80 和专用滑道结构 (99) 的适宜的位置之上或做为
划船机式的移动鞍座结构的基座结构分别往返移动于回位连杆结构 (80) 和专用滑道
结构 (99) 之上 。

33、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18 或 19 所述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设置相应的可



调鞍座结构 （97）、回位连杆鞍座基座结构 （98）和专用滑道鞍座基座结构 （100）；
可调鞍座结构 （97）之下可设有鞍座立管结构 （101 ）, 在 回位连杆鞍座基座结构

（98）和专用滑道鞍座基座结构 （100）之上可均设有相应 的快拆结构 （102 ）, 鞍座
立管结构 （101）可方便可靠地与上述快拆结构 （102）相结合锁 固或分离 ，且通过其
配合可方便可靠地实现可调鞍座结构 （97）空间位置的上下调节 ，再加上基座结构 （98）
和 （100）的可前后调节移动变位 ，整个组合式鞍座结构系统可很好地适应骑马机运
动模式、划船机运动模式 、健身车运动模式等多种运动模式的需要 ；同时，使可调鞍
座结构 （97）处于适宜的位置或使其完全从整个运动器械 的组合式鞍座结构系统 中撤
下 ，将可充分地满足椭 圆机运动模式 的需要 ，相应 的基座结构 （98）和 （100）的结
构设置也可紧凑、高效。

34、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18 或 19 所述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 ：设置相应 的可
调鞍座结构 （97）、回位连杆鞍座基座结构 （98）和专用滑道鞍座基座结构 （100 ）;

可调鞍座结构 （97）之下可设有鞍座立管结构 （101 ）, 在 回位连杆鞍座基座结构
（98）和专用滑道鞍座基座结构 （100）之上可均设有相应 的快拆结构 （102 ）, 鞍座

立管结构 （101 ）可方便可靠地与上述快拆结构 （102）相结合锁 固或分离 ，且通过其
配合可方便可靠地实现可调鞍座结构 （97）空间位置的上下调节 ，再加上基座结构 （98）
和 （100）的可前后调节移动变位 ，整个组合式鞍座结构系统可很好地适应骑马机运
动模式、划船机运动模式、健身车运动模式等多种运动模式的需要；同时，使可调鞍
座结构 （97）处于适宜的位置或使其完全从整个运动器械 的组合式鞍座结构系统 中撤
下 ，将可充分地满足椭圆机运动模式 的需要 ，相应 的基座结构 （98）和 （100 ）的结
构设置也可紧凑、高效 。

回位连杆结构 （80）和专用滑道结构 （99）均可全面或在必要 的结构区段采用适
t的双轨式的结构形式 ，相应 的双轨式 的结构形式一方面可方便可靠地与基座 结构
（98 和 （100）之上设置的相应 的锁止结构及滚轮或其它适宜的滑移结构相配合 ，另

一方面可使可调鞍座结构 （97）之下设置 的鞍座立管结构 （101 ）始终处于相应 的左
右双轨结构之 间，使其可方便地前后上下 串移变位 ，整个结构配置可更加紧凑高效 。

3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 ：含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 的相关
运动器械 的电动化及其实现方式为：

含 曲柄 回位 结构系统 的相关运动器械可 同时实现 电动化— 既在可依靠人体力
量实现相关运动的同时，也可借助相应 的电动驱动系统实现相关的运动过程 ，以使整
个运动器械在拥有强的健身锻炼功能的同时，具有娱乐和康复的功能与价值 ；

在含 曲轴式或偏心轴承式或偏心 凸轮式或拉索式 曲柄 回位 结构系统 的运动器械
之上加设相应 的电动驱动系统 ，即可形成相应 的可 同时具有 电动骑马机 、电动椭 圆机 、
电动健身车等运动模式及功能的可集锻炼 、娱乐及康复等为一体的复合型运动器械 ，
从而可更好更全面地满足大众化 的家用健身等方面的需要 ；

通过相应 的结构设计 ，相关 电动驱动系统 ，或可只具有相应 的电动驱动功能，或
可同时具有发 电乃至作为发 电式阻力系统的功能。

36、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 ：含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 的相关
运动器械 的可折叠化及其实施方式为：含 曲柄回位结构系统等的相关运动器械可 同时
实现可折叠化 通过采用可伸缩等相应 的结构设置可 改变相关运动器械 的左右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或左右手动摆臂连杆结构 （94）或及底部机座骨架等结构 的
总长度 ，从而实现相应的结构与功能方面 的调整 ；并使它们在较长时间不使用 的情况
下可处于总长度尽量减小的状态 ，从而可 明显缩小相应 的空间占用范围。

37、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 ：在含椭 圆机运动模式或其它



适宜运动模式的相关运动器械之上可同时实现登 山机 的运动模式与功能，其具体实现
方式可 以为：在左 、右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与左右脚踏 曲柄结构 （1）的连接端
— 脚踏芯轴处的外侧 （连接端 向后部或前部沿 出部分 ）设置相应 的固定形式的或可
折叠形式的登 山机踏板结构 （131 ），由于左 、右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在上述连接
端 （脚踏芯轴处 ）的内侧部分的运动轨迹为水平 向扁平 的近椭 圆轨迹 ，相应地左 、右
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在上述连接端的外侧部分— 登 山机踏板结构 （131 ）之上
的运动轨迹则为竖直 向扁平 的近椭 圆运动轨迹 ，且离连接端 （脚踏芯轴处 ）的距离越
远其椭 圆运动轨迹 的上下起伏度越大 ，登 山等运动 的抬腿幅度也越大 。

38、根据权利要求 1、37 或 37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 ：可 同时考虑通过结
构可伸缩等方式使登 山机踏板结构 （131 ）与连接端— 脚踏芯轴处的距离可调节 ，
从而改变登 山机踏板结构 （131 ）的运动轨迹 、上下起落幅度等 ，使其 即可更好地满
足不 同人士的锻炼需要，又能够 占据尽可能小的停放空间；

可在相关的鞍座结构或其它相应结构之上设置登 山机扶手结构 （132），或通过相
应 的结构设置使左 、右手动摆臂结构 （91 ）的位置可调节 以使其 同时可做为登 山机运
动 的扶手结构使用 ；

上述登 山机等 的运动模式与功能的实现方式亦可应用于包括非前面所述 的其它
各种相关形式的椭 圆机或其它适宜的运动器械之上 ，从而可丰富相关运动器械 的功
能，提升其价值 。

39、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在相应 的椭 圆机或健身车或其
它适宜的运动器械之上 ，可采用坐式运动 的结构形式或采用站式运动的结构形式或采
用 同时可实现坐式运动及站立运动的结构形式 ；

在相应 的椭 圆机或健身车或其它适宜的运动器械之上 ，可 同时采用带靠背或不带
靠背的低位座椅 （34）的结构形式 ，与之相适应可在左 、右手动摆臂结构 （91 ）的下
端或左 、右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 （90）的前部或其它适宜的结构位置上设置相应 的使用
低位座椅 （34）的左 、右低位脚踏板结构 （35）、（36 ）, 以使锻炼者 的双腿可实现充
分的前后舒展运动 ，并可形成更好 的手脚联动 的运动状态 ；

设置在椭 圆运动踏板结构上或其它适宜 的结构位置上 的左 、右低位脚踏板结构
（35）、（36）可采用直接设置 的结构形式或采用可方便地添加与拆下的相应 的结构形

式或采用可方便地折叠或及其它适宜的隐蔽设置的结构形式一 只 在使用时展开 、不
使用时收起并隐蔽起来的结构形式 。
- 40、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 ：在相应 的椭 圆机或健身车或其

它适宜的运动器械 的左、右手动摆臂上加设相应 的手动摆臂纵 向— 即前后 向运动位
置调角结构系统 ，通过其 的调节作用 ，可使左 、右手动摆臂的上部更加靠前或靠后 ，
从而可更好地满足人们或站立锻炼或座式锻炼 、或高位座式锻炼或低位座式锻炼时，
人体的运动重心、运动位置 、运动形式的不 同而形成 的不 同需要 。

4 1、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40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 ：在相应 的椭 圆机或健身
车或其它适宜的运动器械 的左 、右手动摆臂结构的前后运动铰接轴 （37）的上端设可
使左 、右手动摆臂的上部 （38）、（39）与左 、右手动摆臂 的下部处于不 同角度位置关
系的手动摆臂纵 向— 即前后运动 向调角结构系统 ，通过其 的调节作用 ，可使左 、右
手动摆臂的上部 （38）、（39）更加靠前或靠后 ，从而可更好地满足人们或站立锻炼或
座式锻炼 、或高位座式锻炼或低位座式锻炼 时，人体 的运动重心 、运动位置、运动形
式 的不 同而形成 的不 同需要 。手动摆臂纵 向调角结构系统可 由相应 的调角骨架结构
（40）及与其相配合的调角枢轴 （41 ）、调角锁孔 （42）、调角锁销 （43）组成 。

4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 ：在相应 的椭 圆机或健身车或其



它适宜的运动器械 的左、右手动摆臂上加设可使左 、右手动摆臂的上部做横 向— 即
左右 向摆动运动或及可使手动摆臂上部横 向变角 、变位锁止 的相应 的手动摆臂上部横
向运动结构系统 。

43、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42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 ：在相应 的椭 圆机或健身
车或其它适宜的运动器械 的左 、右手动摆臂的前后运动铰接轴 （37）的上端设使左 、
右手动摆臂的上部 （38）、（39）可做横 向— 左右 向摆动运动或及横 向变角、变位 的
相应 的横 向运动铰接轴结构 ，或及进一步 同时设置可使左 、右手动摆臂上部 （38）、
（39）的横 向摆动运动可被完全锁止于多个适宜位置的手动摆臂横 向运动及横 向调角

锁 固结构系统；
手动摆臂横 向运动及横 向调角锁 固结构系统 的较具体结构可与前述 的手动摆臂

纵 向— 前后 向调角结构系统相近似 ，即可设置相应 的手动摆臂上部的横 向运动及调
角枢轴结构 （44），横 向调角骨架结构 （45）、横 向调角锁孔结构 ，横 向调角锁销结构
47 ）, 同时还可通过直接或 间接地设置相应 的弹簧形式或其它适宜形式 的横 向运动 阻
力- 阻尼结构 ，使左 、右手动摆臂 的上部 （38）、（39）的横 向摆动运动处于适宜的有
阻力、有阻尼状态 。

4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在相应 的椭 圆机或健身车或其
它适宜的运动器械 的左、右手动摆臂上或在相对独立的横 向运动的手动摆臂上加设上
下运动摆臂结构系统或上下运动套管结构系统 。

45、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44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在相应 的楠 圆机或健身
车或其它适宜的运动器械 的左 、右手动摆臂的上部结构 （38）、（39）的适 当位置上可
以枢接或套接等方式加设可使手臂在推拉整个左 、右手动摆臂结构 （32）、（33）做前
后 向摆动运动的同时，可进行相应 的适宜的上下运动 的左 、右手臂的上下运动摆臂结
构系统 ；

上下运 动摆臂 结构系统 可 由相应 的可直接 设置在 左 、右手 动摆臂 的上部 结构
（38）、（39）之上 的或设置在其它适宜 的结构位置之上 的左 、右上下运动摆臂结构
（49）、（50 ）, 左 、右上下运动摆臂枢轴结构 （51 ），左 、右上下运动摆臂把手结构 （52），
以及相应的根据需要使左 、右上下运动摆臂也可 以被选择锁止于某一所需的角度位置
的相应 的上下运动摆臂锁止结构 （53），同时，也可通过直接或间接设置相应 的上下
运动摆臂的阻力- 阻尼结构 （54），以使左 、右上下运动摆臂结构 （49）、（50）的上下
摆动运动处于适宜的有阻力 、有 阻尼状态 。

46、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44 所述 的运动器械 ，其特征是：在相应 的椭 圆机或健身
车或其它适宜的运动器械 的左 、右手动摆臂的上部结构 （38）、（39）的适当位置上可
以枢接或套接等方式加设可使手臂在推拉整个左 、右手动摆臂结构 （32）、（33）做前
后 向摆动运动的同时，可进行相应 的适宜的上下运动的左 、右手臂的上下运动套管结
构系统 ；

在直杆式或等 圆心弯管式的左 、右手动摆臂的上部结构 （38）、（39）之上 ，可直
接套接直管式或等 圆心弯管式或弯 曲套管式的上下运动套管结构系统，上下运动套管
结构系统可 由上下 向运动套管结构 （55 ）、上下 向运动套管把手结构 （56）或及上下
向运动套管阻力 - 阻尼结构或及相应 的上下 向运动套管结构锁止结构 （58）所组成 ，
上下 向运动套管结构 （55）直接套接在左 、右手动摆臂 的上部结构 （38）、（39）的直
杆式或等圆心 曲杆式的相关结构部分之上 ；上下 向运动套管把手结构 （56）直接或间
接地设于上下 向运动套管结构 （55）之上 ；上下 向运动套管阻力- 阻尼结构可为直接
套接在左、右手动摆臂的上部结构 （38）、（39）的直杆式或等 圆心 曲杆式的相关结构
部分之上 的弹簧结构 （57）或其它相应的适宜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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