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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反弓式腰腹部力量训练装

置，包括下肢限位机构和躯干支撑机构，下肢限

位机构包括脚限位杆、膝部限位杆、第一连接杆

和下肢调整用板，膝部限位杆、第一连接杆和脚

限位杆装配成工字型结构，第一连接杆径向两侧

分别安装有一个下肢调整用板且第一连接杆与

下肢调整用板通过第一转轴和下肢调整用销钉

连接，两个下肢调整用板同轴装配且两个下肢调

整用板轴向与膝部限位杆轴向平行；下肢调整用

板通过支撑连接件与支撑构件连接，支撑连接件

上端与躯干支撑机构连接。本发明通过调整大腿

和小腿之间的夹角来减少大腿肌肉群的涨紧负

荷，避免大腿肌肉在锻炼腰腹力量时出现轻微拉

伤，有利于人们进行适宜的健康科学性的循序渐

进性力量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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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弓式腰腹部力量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下肢限位机构和躯干支撑机构，所述

下肢限位机构包括脚限位杆(6)、膝部限位杆(7)、第一连接杆(8)和下肢调整用板(3)，所述

膝部限位杆(7)、所述第一连接杆(8)和所述脚限位杆(6)装配成工字型结构，所述第一连接

杆(8)径向两侧分别安装有一个所述下肢调整用板(3)且所述第一连接杆(8)与所述下肢调

整用板(3)通过第一转轴(23)和下肢调整用销钉(25)连接，两个所述下肢调整用板(3)同轴

装配且两个所述下肢调整用板(3)轴向与所述膝部限位杆(7)轴向平行；所述下肢调整用板

(3)通过支撑连接件(2)与支撑构件(1)连接，所述支撑连接件(2)上端与所述躯干支撑机构

连接；所述下肢调整用板(3)上绕所述下肢调整用板(3)轴向设置有多个限位孔(22)；在通

过调整所述第一连接杆(8)轴向与竖直方向的夹角以调整所述下肢限位机构并使得所述下

肢限位机构适于不同人使用时，先将所述下肢调整用销钉(25)取出，然后转动所述第一连

接杆(8)，在所述下肢限位机构调整好之后将所述下肢调整用销钉(25)插入相应的所述限

位孔(22)以使所述第一限位杆姿态固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反弓式腰腹部力量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杆

(8)包括上连接杆和下连接杆，所述膝部限位杆(7)中段与所述上连接杆上端固定连接，所

述上连接杆下端与安装盘(24)固定连接，所述安装盘(24)与所述下连接杆上端固定连接，

所述下连接杆下端与所述脚限位杆(6)固定连接；所述上连接杆和所述下连接杆同轴；所述

安装盘(24)与所述下肢调整用板(3)通过所述第一转轴(23)和所述下肢调整用销钉(25)连

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反弓式腰腹部力量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膝部限位杆

(7)两端上设有膝部限位弹性材料套筒(5)，所述膝部限位弹性材料套筒(5)侧壁上设有凹

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反弓式腰腹部力量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脚限位杆(6)

两端上设有脚限位弹性材料套筒(4)，所述脚限位弹性材料套筒(4)侧壁上设有限位槽。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的反弓式腰腹部力量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躯干

支撑机构包括躯干支撑台(9)、滑台(13)、臀部限位构件(14)、背部支撑构件(15)和限位螺

钉(18)，所述臀部限位构件(14)和所述背部支撑构件(15)分别安装在滑台(13)上，所述滑

台(13)安装在所述躯干支撑台(9)上且与所述躯干支撑台(9)滑动连接，所述躯干支撑台

(9)第一端与所述支撑构件(1)通过第二转轴(11)和U形连接件(10)铰接；所述限位螺钉

(18)将所述滑台(13)在所述躯干支撑台(9)上的位置进行固定；所述臀部限位构件(14)位

于所述下肢限位机构和所述背部支撑构件(15)之间且与所述背部支撑构件(15)相邻。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反弓式腰腹部力量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臀部限位构件

(14)和所述背部支撑构件(15)上均设有与数据采集器通信连接的压力传感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反弓式腰腹部力量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臀部限位构件

(14)第二端与所述背部支撑构件(15)第一端连接；可充气辅助气囊(16)第一端设置在所述

臀部限位构件(14)第二端上，所述可充气辅助气囊(16)第二端设置在所述背部支撑构件

(15)第一端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反弓式腰腹部力量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躯干支撑台(9)侧

壁上设有限位条形槽，所述限位条形槽内固定安装有弹性防滑材料条(12)；当所述限位螺

钉(18)将所述滑台(13)在所述躯干支撑台(9)上的位置固定时，所述限位螺钉(18)顶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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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弹性防滑材料条(12)紧密接触。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反弓式腰腹部力量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躯干支撑台

(9)第二端通过设置在躯干姿态调整板(19)上的安装孔(20)内的躯干姿态调整用销钉(25)

与所述躯干姿态调整板(19)可拆卸连接；在需要调整所述躯干支撑台(9)与水平夹角时，将

所述躯干调整用销钉(25)插入相应的所述安装孔(20)内并使所述躯干支撑台(9)与所述躯

干姿态调整板(19)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反弓式腰腹部力量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躯干姿态调

整板(19)安装在基座(21)上；所述滑台(13)上设有松紧带绑定构件(17)，所述松紧带绑定

构件(17)与松紧带的一端可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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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弓式腰腹部力量训练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健身器材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反弓式腰腹部力量训练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用到腰腹力量的场合较少，而且时间较短，人们很容易忽视对

腰腹力量的锻炼。但是当长时间体力活动时，一些人往往容易感觉疲惫，尤其是感觉躯干力

量(主要为腰腹力量)不足，这使得一些人在长时间体力活动之后喜欢瘫坐在沙发或椅子

上。而现有的一些腰腹力量锻炼运动，效果并不好，例如仰卧起坐，尤其是在腰腹力量进阶

训练过程中，仰卧起坐只能满足腰腹力量初级增强，却无法再进一步提高腰腹力量。在借助

器械锻炼腰腹力量时，现有的器械普适性较差，例如腿部肌肉群柔韧性较差的人不适合使

用现有的腹肌板进行锻炼，其原因在于使用现有的腹肌板锻炼时，大腿肌肉群张紧负荷较

大，在锻炼腰腹力量时容易造成大腿肌肉群轻微拉伤。

发明内容

[0003] 为此，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反弓式腰腹部力量训练装置，通

过调整大腿和小腿之间的夹角来减少大腿肌肉群的涨紧负荷，避免大腿肌肉在锻炼腰腹力

量时出现轻微拉伤，有利于人们进行适宜的健康科学性的循序渐进性力量锻炼。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5] 反弓式腰腹部力量训练装置，包括下肢限位机构和躯干支撑机构，所述下肢限位

机构包括脚限位杆、膝部限位杆、第一连接杆和下肢调整用板，所述膝部限位杆、所述第一

连接杆和所述脚限位杆装配成工字型结构，所述第一连接杆径向两侧分别安装有一个所述

下肢调整用板且所述第一连接杆与所述下肢调整用板通过第一转轴和下肢调整用销钉连

接，两个所述下肢调整用板同轴装配且两个所述下肢调整用板轴向与所述膝部限位杆轴向

平行；所述下肢调整用板通过支撑连接件与支撑构件连接，所述支撑连接件上端与所述躯

干支撑机构连接；所述下肢调整用板上绕所述下肢调整用板轴向设置有多个限位孔；在通

过调整所述第一连接杆轴向与竖直方向的夹角以调整所述下肢限位机构并使得所述下肢

限位机构适于不同人使用时，先将所述下肢调整用销钉取出，然后转动所述第一连接杆，在

所述下肢限位机构调整好之后将所述下肢调整用销钉插入相应的所述限位孔以使所述第

一限位杆姿态固定。

[0006] 上述反弓式腰腹部力量训练装置，所述第一连接杆包括上连接杆和下连接杆，所

述膝部限位杆中段与所述上连接杆上端固定连接，所述上连接杆下端与安装盘固定连接，

所述安装盘与所述下连接杆上端固定连接，所述下连接杆下端与所述脚限位杆固定连接；

所述上连接杆和所述下连接杆同轴；所述安装盘与所述下肢调整用板通过所述第一转轴和

所述下肢调整用销钉连接。

[0007] 上述反弓式腰腹部力量训练装置，所述膝部限位杆两端上设有膝部限位用弹性材

料套筒，所述膝部限位用弹性材料套筒侧壁上设有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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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上述反弓式腰腹部力量训练装置，所述脚限位杆两端上设有脚限位用弹性材料套

筒，所述脚限位用弹性材料套筒侧壁上设有限位槽。

[0009] 上述反弓式腰腹部力量训练装置，所述躯干支撑机构包括躯干支撑台、滑台、臀部

限位构件、背部支撑构件和限位螺钉，所述臀部限位构件和所述背部支撑构件分别安装在

滑台上，所述滑台安装在所述躯干支撑台上且与所述躯干支撑台滑动连接，所述躯干支撑

台第一端与所述支撑构件通过第二转轴和U形连接件铰接；所述限位螺钉将所述滑台在所

述躯干支撑台上的位置进行固定；所述臀部限位构件位于所述下肢限位机构和所述背部支

撑构件之间且与所述背部支撑构件相邻。

[0010] 上述反弓式腰腹部力量训练装置，所述臀部限位构件和所述背部支撑构件上均设

有与数据采集器通信连接的压力传感器。

[0011] 上述反弓式腰腹部力量训练装置，所述臀部限位构件第二端与所述背部支撑构件

第一端连接；可充气辅助气囊第一端设置在所述臀部限位构件第二端上，所述可充气辅助

气囊第二端设置在所述背部支撑构件第一端上。

[0012] 上述反弓式腰腹部力量训练装置，躯干支撑台侧壁上设有限位条形槽，所述限位

条形槽内固定安装有弹性防滑材料条；当所述限位螺钉将所述滑台在所述躯干支撑台上的

位置固定时，所述限位螺钉顶端与所述弹性防滑材料条紧密接触。

[0013] 上述反弓式腰腹部力量训练装置，所述躯干支撑台第二端通过设置在躯干姿态调

整板上的安装孔内的躯干姿态调整用销钉与所述躯干姿态调整板可拆卸连接；在需要调整

所述躯干支撑台与水平夹角时，将所述躯干调整用销钉插入相应的所述安装孔内并使所述

躯干支撑台与所述躯干姿态调整板连接。

[0014] 上述反弓式腰腹部力量训练装置，所述躯干姿态调整板安装在基座上；所述滑台

上设有松紧带绑定机构，所述松紧带绑定机构与松紧带的一端可拆卸。

[001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取得了如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16] 1.本发明通过调整小腿和大腿之间的角度来缓和大腿肌肉群拉伸状态，进而使得

大腿肌肉群处于张紧与产生同疼痛感之间的临界状态，不仅可以避免大腿肌肉群拉伤或撕

裂，还可以使大腿肌肉群在人们进行腰腹力量锻炼时得到锻炼。

[0017] 2 .本发明利用可充气辅助气囊调整腰椎脊椎打开程度，而且还有利于调整腹直

肌、腹外斜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腱膜以及腹肌沟韧带的拉伸程度，有利于对腹肌锻炼强

度进行调整，使得锻炼人员进行循序渐进式的锻炼。

[0018] 3.本发明利用松紧带对脊柱进行辅助式固定，避免躯干支撑台第二端低于躯干支

撑台第一端时锻炼人员出现脊椎滑脱，进而避免运动损伤。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反弓式腰腹部力量训练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中反弓式腰腹部力量训练装置的下肢限位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图2另一种视向下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1‑支撑构件；2‑支撑连接件；3‑下肢调整用板；4‑脚限位用弹性材料套筒；5‑

膝部限位用弹性材料套筒；6‑脚限位杆；7‑膝部限位杆；8‑第一连接杆；9‑躯干支撑台；10‑U

形连接件；11‑第二转轴；12‑弹性防滑材料条；13‑滑台；14‑臀部限位构件；15‑背部支撑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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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16‑可充气辅助气囊；17‑松紧带绑定构件；18‑限位螺钉；19‑躯干姿态调整板；20‑安装

孔；21‑基座；22‑限位孔；23‑第一转轴；24‑安装盘；25‑下肢调整用销钉。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3所示，本发明反弓式腰腹部力量训练装置，包括下肢限位机构和躯干支

撑机构，所述下肢限位机构包括脚限位杆6、膝部限位杆7、第一连接杆8和下肢调整用板3，

所述膝部限位杆7、所述第一连接杆8和所述脚限位杆6装配成工字型结构，所述第一连接杆

8径向两侧分别安装有一个所述下肢调整用板3且所述第一连接杆8与所述下肢调整用板3

通过第一转轴23和下肢调整用销钉25连接，两个所述下肢调整用板3同轴装配且两个所述

下肢调整用板3轴向与所述膝部限位杆7轴向平行；所述下肢调整用板3通过支撑连接件2与

支撑构件1连接，所述支撑连接件2上端与所述躯干支撑机构连接；所述下肢调整用板3上绕

所述下肢调整用板3轴向设置有多个限位孔22；在通过调整所述第一连接杆8轴向与竖直方

向的夹角以调整所述下肢限位机构并使得所述下肢限位机构适于不同人使用时，先将所述

下肢调整用销钉25取出，然后转动所述第一连接杆8，在所述下肢限位机构调整好之后将所

述下肢调整用销钉25插入相应的所述限位孔22以使所述第一限位杆姿态固定。所述支撑构

件1为空心支撑柱，所述支撑连接件2为U形支撑板。

[0024] 其中，所述第一连接杆8包括上连接杆和下连接杆，所述膝部限位杆7中段与所述

上连接杆上端固定连接，所述上连接杆下端与安装盘24固定连接，所述安装盘24与所述下

连接杆上端固定连接，所述下连接杆下端与所述脚限位杆6固定连接；所述上连接杆和所述

下连接杆同轴；所述安装盘24与所述下肢调整用板3通过所述第一转轴23和所述下肢调整

用销钉25连接。本实施例中，所述膝部限位杆7两端上设有膝部限位弹性材料套筒5，所述膝

部限位弹性材料套筒5侧壁上设有凹槽；所述脚限位杆6两端上设有脚限位弹性材料套筒4，

所述脚限位弹性材料套筒4侧壁上设有限位槽。所述凹槽和所述限位槽的设置是为了避免

脚面支撑点和膝部支撑点处的肌肉或皮肤被挤压出现损伤。

[0025] 个人体质上的差异导致了大腿肌肉群中股直肌、缝匠肌、股内侧肌和股外侧肌可

拉伸程度不一样，而通过调整所述第一连接杆8与竖直方向的夹角的大小来调整所述下肢

限位机构的姿态，进而调整进行腰腹部力量训练时小腿与大腿之间的夹角，从而避免大腿

肌肉群中股直肌、缝匠肌、股内侧肌和股外侧肌处于过度拉伸的状态，也就避免了大腿肌肉

群中股直肌、缝匠肌、股内侧肌和股外侧肌被拉伤。

[0026] 所述躯干支撑机构包括躯干支撑台9、滑台13、臀部限位构件14、背部支撑构件15

和限位螺钉18，所述臀部限位构件14和所述背部支撑构件15分别安装在滑台13上，所述滑

台13安装在所述躯干支撑台9上且与所述躯干支撑台9滑动连接，所述躯干支撑台9第一端

与所述支撑构件1通过第二转轴11和U形连接件10铰接；所述限位螺钉18将所述滑台13在所

述躯干支撑台9上的位置进行固定；所述臀部限位构件14位于所述下肢限位机构和所述背

部支撑构件15之间且与所述背部支撑构件15相邻。其中，所述臀部限位构件14和所述背部

支撑构件15上均设有与数据采集器通信连接的压力传感器，所述压力传感器如图1中所述

背部支撑构件上小圆圈所示；所述臀部限位构件14第二端与所述背部支撑构件15第一端连

接；可充气辅助气囊16第一端设置在所述臀部限位构件14第二端上，所述可充气辅助气囊

16第二端设置在所述背部支撑构件15第一端上；所述躯干支撑台9侧壁上设有限位条形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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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限位条形槽内固定安装有弹性防滑材料条12；当所述限位螺钉18将所述滑台13在所述

躯干支撑台9上的位置固定时，所述限位螺钉18顶端与所述弹性防滑材料条12紧密接触；所

述躯干支撑台9第二端通过设置在躯干姿态调整板19上的安装孔20内的躯干姿态调整用销

钉25与所述躯干姿态调整板19可拆卸连接；在需要调整所述躯干支撑台9与水平夹角时，将

所述躯干调整用销钉25插入相应的所述安装孔20内并使所述躯干支撑台9与所述躯干姿态

调整板19连接；所述躯干姿态调整板19安装在基座21上；所述滑台13上设有松紧带绑定构

件17，所述松紧带绑定构件17与松紧带的一端可拆卸。将所述臀部限位构件14和所述背部

支撑构件15设置在所述滑台13上且所述滑台13在所述躯干支撑台9上可以自由滑动，从而

满足不同身高的人使用同一台装置进行腰腹部力量锻炼。本实施例中，将所述臀部限位构

件14和所述背部支撑构件15一体化加工，即在一个工件上开挖出一个用于避免臀部向两侧

横移的U形侧开口半槽，并在工件上设置一个弧形凸起以便于背部脊柱打开，使得胸腔打

开，而所述可充气辅助气囊16设置在U形侧开口半槽和弧形凸起交界处，如图1所示。

[0027] 本发明通过将所述躯干支撑台9第二端在竖直方向上所处位置的调整来调整所述

躯干支撑台9的姿态，以使锻炼人员在锻炼过程中躯干姿态满足个人锻炼需要，同时加设所

述松紧带，可以使在进行腰腹部力量锻炼的锻炼人员脊柱受到一定的约束力，避免自身体

重或进行起坐时发力过猛导致的脊椎滑脱，提高锻炼安全性，避免运动损伤。

[0028] 而在实际的腰腹部力量锻炼时，腰椎至骶骨之间的打开程度影响着腹部肌肉群中

腹直肌、腹外斜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腱膜以及腹肌沟韧带的拉伸程度，腹部肌肉群中腹

直肌、腹外斜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腱膜以及腹肌沟韧带的拉伸程度与腹部肌肉群力量锻

炼有着直接关系，但个人体质因素又对其能够承受的腹部肌肉群拉伸程度有着影响，因而

以同一腹部肌肉群拉伸程度要求不同的人来进行腰腹部力量锻炼会致使一部分人的腹部

肌肉拉伤，而本发明中通过所述可充气辅助气囊16来调整腹部肌肉群拉伸程度，可以有效

避免腹部肌肉群在硬拉伸情况下出现肌肉拉伤，而且所述可充气辅助气囊16。

[0029] 所述数据采集器可以通过所述压力传感器采集腰部以及背部对背部支撑构件15

的压力，通过压力作用时间和大小变化来分析背部肌肉状态以及力量大小，从而可以进行

有针对性的锻炼，促进腰腹部力量的整体性提高。

[0030]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对

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

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由此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

变动仍处于本专利申请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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