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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适用于电竞健身和家

用及狭小空间健身的拉线式多功能健身器，结合

大量的训练实验和电竞健身的特殊要求，通过对

传统健身器材的改良设计，得出了本实用新型中

的健身器，将拉线通过两组可调节的力量延伸杆

进行不同角度的调节，一个健身器材能够同时满

足7个以上的主要肌肉群组，而且通过实验将力

量延伸杆的延伸方向做了固定和编组，能够满足

目前国内很多没有健身经验的人员使用；本实用

新型通过可折叠坐凳，可在不增加占地面积的同

时固化基本位置，适于电竞健身的运动的安全要

求；另外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通过折叠和可调

节的设计能够最大限度的节省健身器材的占用

面积，更加方便家庭和其它狭小空间健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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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拉线式多功能健身器，其特征在于，包括：本体，所述本体内部设置有配重箱；

所述本体上左右对称设置有可调节方向的力量延伸杆，所述力量延伸杆有一对或者多

对；

还包括拉手握把和游戏握把，所述拉手握把通过力传导机构与所述配重箱连接，所述

游戏握把设置在所述本体上，用以操控电竞游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拉线式多功能健身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力量延伸杆为两对，

分别设置在所述本体的上部和中部，且所有的所述力量延伸杆与所述本体通过安装座相铰

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拉线式多功能健身器，其特征在于：上部的所述安装座与所述

本体正侧面之间的夹角为135°，中部的所述安装座与所述本体正侧面之间的夹角为110°，

所有的铰接件均分别设置在所述安装座内。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拉线式多功能健身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力量延伸杆与所述本

体之间通过齿轮和固定在所述安装座上的齿轮定位杆相铰接，通过所述齿轮和齿轮定位杆

能够将力量延伸杆定位到某一特定延伸方向的位置。

5.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拉线式多功能健身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拉手握把

通过拉线与所述配重箱相连接，所述拉手握把和所述配重箱连接的拉线上依次设置有拉线

卡球、万向滑轮组、拉力延伸杆。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拉线式多功能健身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拉力延伸杆通过调节

件可与所述本体在垂直方向上调节呈0°、45°、90°、135°和180°五个角度方向。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拉线式多功能健身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支撑结构，且所述

支撑结构可折叠的设置在所述本体的正面，所述支撑结构用以支撑锻炼者，以方便锻炼者

更加稳定和标准体位的健身；所述游戏握把设置在所述支撑机构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拉线式多功能健身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结构包括座椅和

靠背，且所述座椅和所述靠背通过可折叠支架与所述本体相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拉线式多功能健身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座椅下侧面的左右两

侧分别设置有配合电竞健身的游戏握把。

10.根据权利要求6-9中任一项所述的拉线式多功能健身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延长

带，所述延长带用于练习时使所述拉手握把与锻炼者的腿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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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线式多功能健身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健身器材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占地面积小的拉线式多功能健

身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健身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日常活动，尤其是通过健身

器材进行系统的健身练习，但目前的健身器材多为单一肌肉群的练习，很少具有能够同时

满足三个以上的肌肉群练习的器材；一般的健身器材占用面积较大，大部分只能在健身房

使用，尤其是目前城市内居住面积较小的情况下，很难将通用的健身器材安装在家里使用；

另外，随着VR技术、5G技术应用，电竞健身已成为家庭健身的最佳选择，但市场上没有一种

能简便、安全、实现多个肌肉群锻炼的电竞健身配套多功能器材。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适用于电竞健身和家

用及狭小空间健身的拉线式多功能健身器，将拉线通过两组(每组两个)可调节的力量延伸

杆进行不同角度的调节，一个健身器材能够同时满足7个组合、15个以上电竞健身的标准动

作，锻炼胸、肩、背、腰、腹、腿、臂等7个以上的主要肌肉群组，而且通过实验将力量延伸杆的

延伸方向做了固定和编组，能够满足目前国内很多没有健身经验的人员使用；本实用新型

通过可折叠坐凳，可在不增加占地面积的同时固化基本位置，适于电竞健身运动的安全要

求；另外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通过折叠和可调节的设计能够最大限度的节省健身器材的

占用面积(折叠后健身器材占地可以小于0.1平方米)，更加方便家庭和其它狭小空间健身

使用。

[0004]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拉线式多功能健身器，包括：本体，所述本

体内部设置有配重箱，传感器，传感器用以感应配重箱的运动，以实现电竞游戏中采集锻炼

数据；所述本体上左右对称设置有可调节方向的力量延伸杆，所述力量延伸杆有一对或者

多对；还包括拉手握把和游戏握把，所述拉手握把通过力传导机构与所述配重箱连接，所述

游戏握把设置在所述本体上，用以操控电竞游戏。

[0005]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力量延伸杆为两对，分别设置在所述本

体的上部和中部，且所有的所述力量延伸杆与所述本体通过安装座相铰接。

[0006]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上、中部安装座与所述本体正侧面之间的夹

角有所不同，其中上部的所述安装座与所述本体正侧面之间的夹角为135°，中部的所述安

装座与所述本体正侧面之间的夹角为110°，所有的铰接件均分别设置在所述安装座内。

[0007]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力量延伸杆与所述本体之间通过齿轮和

固定在所述安装座上的齿轮定位杆相铰接，通过所述齿轮和齿轮定位杆能够将力量延伸杆

定位到某一特定延伸方向的位置。

[0008]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拉手握把通过拉线与所述配重箱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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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所述拉手握把和所述配重箱连接的拉线上依次设置有拉线卡球、万向滑轮组、拉力延伸

杆。

[0009]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拉力延伸杆通过调节件可与所述本体在

垂直方向上调节呈0°、45°、90°、135°和180°五个角度方向。

[0010]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还包括支撑结构，且所述支撑结构可折叠的

设置在所述本体的正面，所述支撑结构用以支撑所述健身器的锻炼者，以方便锻炼者规范

健身位置要求和适应电竞健身(头戴VR头盔情况下)的安全要求，所述游戏握把设置在所述

支撑机构上。

[0011]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支撑结构包括座椅和靠背，且所述座椅

和所述靠背通过可折叠支架与所述本体相连接。

[0012]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座椅下侧面的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配合

电竞健身的游戏握把。

[0013]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还包括延长带，所述延长带用于特定练习时

使所述拉手握把满足锻炼者相应动作初始位置要求。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通过在本体上左右对称设置的力量延伸杆，且调节不

同方向能够实现练习不同肌肉群组的效果，从而达到了多功能的目的，另外通过上部和中

部力量延伸杆的不同方向角度的组合，能够在锻炼者不间断练习的情况下(尤其是电竞健

身情况下)实现不同肌肉的练习；通过设置安装座和铰接件，能够实现力量延伸杆的不同角

度调节，而且经过大量实验得出了在安装座设定的一定角度下，通过调节力量延伸杆的方

向能够实现不同肌肉群的练习，而且能够达到最佳的效果；通过在本体的正面设置可折叠

的支撑结构，可以方便锻炼者在保持坐姿情况下进行13组以上力量练习，使锻炼者的身体

更加的稳定，锻炼更加的安全和科学(站姿或其他姿态可达50组以上)；为了适应电竞健身

(带VR头盔)情况下动作转换盲操作要求，还设置了延长带，锻炼者能够通过延长带在盲操

作下更加方便地使用；另外，通过在座椅的下侧面设置游戏握把，能够适应电竞健身中游戏

操作要求，从而革命性地解决锻炼时的枯燥乏味问题，使健身者健身中产生愉快感觉，有利

于使健身活动坚持下去。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实用新型拉线式多功能健身器材未使用状态下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拉线式多功能健身器材力量延伸杆未使用而支撑结构打开状态

下的侧面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实用新型拉线式多功能健身器材使用状态下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本实用新型拉线式多功能健身器材使用装填下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本体；2、力量延伸杆；3、配重箱；4、拉手握把；41、拉线卡球；42、万向滑轮

组；5、安装座；51、齿轮；52、定位杆；10、支撑结构；11、靠背；12、座椅；13、游戏握把；14、可折

叠支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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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进行详细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

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

提下所得到的所有其它实施方式，都属于本实用新型所保护的范围。

[0021] 如图1、图2、图3和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拉线式多功能健身器，包括：本

体1，本体1内部设置有配重箱3；本体1上左右对称设置有可调节方向的力量延伸杆2，力量

延伸杆2有一对或者多对，拉手握把4，拉手握把4通过力传导机构穿过力量延伸杆2与配重

箱3连接，且拉手握把4和配重箱3连接的拉线上依次设置有拉线卡球41、万向滑轮组42、拉

力延伸杆。优选的，力量延伸杆2为两对，分别设置在本体1的上部和中部，通过上部和中部

设置力量延伸杆2，两对力量延伸杆2相结合，锻炼者能够通过调节两者的角度实现对身体

不同肌肉群的锻炼，从而达到更好的锻炼效果；另外，通过将力量延伸杆2调节到与本体1正

侧面之间为0°或者180°的情况下(本实用新型中默认当上部力量延伸杆2下落与本体1平行

时为0°)，能够最小限度的缩小本实用新型健身器材的实际占用面积和空间占用面积，从而

使本实用新型的健身器材更加方便的安装在家里，方便人们的日常锻炼使用。

[0022] 为了更好的达到训练效果，以及结合分部在本体1上部和中部的力量延伸杆2，本

技术方案的实用新型人结合人体肌肉学原理进行反复锻炼实验，得出了通过限定上部和中

部力量延伸杆2的特定位置，能够锻炼身体的某一个特定的肌肉群组，且通过所有的力量延

伸杆2与本体1通过安装座5相铰接，并且根据实验结果将上部力量延伸杆2的安装座5与本

体1正侧面之间的夹角为135°(如图3中夹角2所示)，中部力量延伸杆2的安装座5与本体1正

侧面之间的夹角为110°(如图3中夹角1所示)，能够将配重箱3中的重力引伸到正确的方向，

更加符合人体学的原理，更适合锻炼者进行锻炼。所有的铰接件均分别设置在安装座5内，

在横向上控制了力量延伸杆2的方向。为了更好的对健身器材的力量延伸杆2进行定位和增

加其使用时的稳定性，在纵向上本实用新型力量延伸杆2与本体1之间通过齿轮51和固定在

安装座5上的齿轮51定位杆52相铰接，通过齿轮51和齿轮51定位杆52能够将力量延伸杆2定

位到某一特定延伸方向的位置，达到锻炼某一特定肌肉群的效果；通过实验当拉力延伸杆

通过调节件与本体1在垂直方向上调节呈0°、45°、90°、135°(如图4中夹角3所示角度)和

180°五个角度方向时，能够达到最佳的锻炼效果，具体的本体1上部一对力量延伸杆2与中

部一对力量延伸杆2的组合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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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0024] 如上表中，利用本实用新型中健身器材根据人体学中的“胸、肩、背、腰、腹、腿、臂、

核心”7个位置的肌肉群及核心肌群，通过实验总结出了7个训练组合，科学搭配出了“胸、

背、腿、肩、核心”五个训练选项，供锻炼者每周训练选用。下面列举一个锻炼背臂部肌肉群

的使用实例(即组合3)：该锻炼对应的是第2、3、12三行，锻炼前根据“A2、A2、B5”将上部一对

力量延伸杆2同时调节为与本体1之间的夹角为135°(位置2)，将中部的一对力量延伸杆2同

时调节为与本体1之间的夹角为0°(位置5)；保持坐姿，并身体面向健身器材，手握上部力量

延伸杆2对应的拉手握把4，依次做高位下拉背数组(锻炼背肌)、夹臂下拉数组(肱三头肌)

的锻炼动作，然后手握中部力量延伸杆2对应的拉手握把4，做低位上拉背数组(背肌)的动

作，按照自己的情况进行练习，建议每个动作做24次、5组，整体在30分钟内做完该组合动

作，即能达到主要锻炼背部肌肉群组和辅助锻炼肱三头肌的效果。

[002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为了使锻炼者达到更好的锻炼效果，还在本体1上设置了

支撑结构10，且支撑结构10可折叠的设置在本体1的正面，支撑结构10用以支撑健身器的锻

炼者，以方便锻炼者更加稳定的健身，通过折叠设置能够在不使用的时候减小健身器材的

占用面积，而且通过将支撑结构固定在本体1上，能够给锻炼者指示正确的放置位置，适应

电竞健身(头戴VR头盔情况下)的安全要求。本实用新型中的支撑结构10中的可折叠支架14

为金属或者硬质PVC材料通过轴接或者铰接的方式组合而成。随着科技的发展，VR技术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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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中，为了顺应时代科技的发展，本实用新型中的健身器材在座椅12

下侧面的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游戏握把13，游戏握把13上设置有操作按钮，锻炼者可以佩

戴VR头盔，结合虚拟游戏一边玩游戏一边健身，游戏握把13可以通过有线或者无线技术与

VR中的虚拟游戏和虚拟教练的科学健身课程相连接，达到操控的目的，使锻炼更加有趣和

科学，针对电竞游戏健身可以参考专利号201910194344.3”，本实用新型的健身器材也将结

合该技术使用。

[0026] 另外，为适应电竞健身(头戴VR头盔情况下)的盲操作需要，本实用新型由于中部

的力量延伸杆2使用的局限性，某些特定动作方便盲操作情况下更换握把，所以设置了延长

带，延长带用特定动作初始位置便于抓握需要。

[0027]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

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

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所述以权

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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