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0054852.X

(22)申请日 2020.01.12

(73)专利权人 胡江勇

地址 321300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经济开

发区九鼎路100号浙江百事特工贸有

限公司

(72)发明人 胡江勇　

(74)专利代理机构 浙江杭州金通专利事务所有

限公司 33100

代理人 李德强

(51)Int.Cl.

A63B 22/00(2006.01)

A63B 23/02(2006.01)

A63B 21/02(2006.01)

A63B 21/008(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前后摆动双杆多功能健身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前后摆动双杆多功

能健身器，所述的立柱两侧设有踏脚杆轴和拉杆

轴，左右踏脚杆对应连接在踏脚杆轴与左右踏脚

之间，拉杆轴与左右踏脚的挂片之间对应铰接有

左右平衡拉杆；左右踏脚联动机构包括轴座、转

动设置在轴座上的转动座、左右球头下连杆、左

右推动板，左右推动板对应固定在左右踏脚杆

上，左右球头下连杆铰接在左右推动板与转动座

之间；扭腰联动机构包括固定在机座上左右支

架，铰接左右支架上的左右摆臂，连接在左右摆

臂上部的左右扶手，铰接在左右摆臂与左右推动

板之间的左右球头上连杆。采用上述结构后，具

有结构简单、能起到助力作用、健身效果好、集扭

腰登山踏步训练功能于一体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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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前后摆动双杆多功能健身器，包括机座(9)、固定在机座(9)上的立柱(2)、左右

踏板座(18)、对应固定在左右踏板座(18)上的左右踏板(19)、踏板联动机构、扭腰联动机

构，其特征是：所述的立柱(2)两侧对称设有上固定轴(13)和下固定轴(12)，左右踏板座

(18)上对应设有上销轴(17)和下销轴(16)，立柱(2)两侧的上固定轴(13)和下固定轴(12)

与左右踏板座(18)上的上销轴(17)和下销轴(16)之间对应铰接有左右上连杆(15)和左右

下连杆(14)并相互构成左右踏板(19)的平行四边形运动结构；所述的踏板联动机构包括固

定在机座(9)上的轴座(8)、可转动设置在轴座(8)上的转动座(7)、左右球头下连杆(6)、左

右推动板(11)，轴座(8)位于立柱(2)的正前方，左右推动板(11)对应固定在左右下连杆

(14)上，左右球头下连杆(6)对应铰接在左右推动板(11)与转动座(7)两侧之间；所述的扭

腰联动机构包括固定在机座(9)上左右支架(5)，对应铰接左右支架(5)上的左右摆臂(4)，

对应连接在左右摆臂(4)上部的左右扶手(1)，以及对应铰接在左右摆臂(4)的下端与左右

推动板(11)之间的左右球头上连杆(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前后摆动双杆多功能健身器，其特征是：所述左右下连杆(14)

的连接座与机座(9)前部两侧的连接座之间对应铰接有阻尼油缸(1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前后摆动双杆多功能健身器，其特征是：所述左右推动板(11)

的连接座与机座(9)后部两侧的连接座之间对应连接有弹性牛筋片(2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前后摆动双杆多功能健身器，其特征是：所述左右推动板(11)

的连接座与机座(9)后部两侧的连接座之间对应连接有阻尼弹簧(23)。

5.根据权利要求2或3或4所述的前后摆动双杆多功能健身器，其特征是：所述的左右踏

板座(18)上对应设有减震垫块(21)。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前后摆动双杆多功能健身器，其特征是：所述的立柱(2)上设

有统计运动量大小和运动时间的计数仪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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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摆动双杆多功能健身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运动健身器材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集扭腰、登山、踏步训练功能

于一体的前后摆动双杆多功能健身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居民收入和生活条件不断提高，交通工具也逐步

被机动车辆所代替，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应酬越来越多，参与健身运动的时间越来越

少，最终导致营养过剩、脂肪沉积，不论是儿童、年轻人还是中年人和老年人都大量出现肥

胖现象，全民身体素质不断下降。为此，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

[0003] 为了提高身体素质，许多人充分利用如扭腰机、登山机、踏步机等健身器材在室内

进行组合训练，并收到了较好的训练效果，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训练，深受广大消费者喜

欢。但上述的健身器材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上述健身器材虽然可以单独进行

扭腰训练、登山训练以及踏步训练，也可以进行相互交叉训练，但不能进行同步训练，达不

到扭腰、登山及踏步同步训练的效果。二是为了达到相应的训练效果，必须购置不同的健身

器材，需要更大的训练场所，存在着购置成本高和训练场所大的问题。三是双手虽然能与双

脚联动，但不能起到助力作用，对身体素质相对较差的人群不能长时间运动，达不到应有的

训练效果。为此，许多生产厂家和有识之士针对上述问题进行开发和研究，但至今尚未有较

理想的产品面世。

发明内容

[0004] 为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合理、

操作使用方便、训练功能多、能起到助力作用、健身效果好、集扭腰登山踏步训练功能于一

体的前后摆动双杆多功能健身器。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它包括机座、固定在机座上的立

柱、左右踏板座、对应固定在左右踏板座上的左右踏板、踏板联动机构、扭腰联动机构，所述

的立柱两侧对称设有上固定轴和下固定轴，左右踏板座上对应设有上销轴和下销轴，立柱

两侧的上固定轴和下固定轴与左右踏板座上的上销轴和下销轴之间对应铰接有左右上连

杆和左右下连杆并相互构成左右踏板的平行四边形运动结构；所述的踏板联动机构包括固

定在机座上的轴座、可转动设置在轴座上的转动座、左右球头下连杆、左右推动板，轴座位

于立柱的正前方，左右推动板对应固定在左右下连杆上，左右球头下连杆对应铰接在左右

推动板与转动座两侧之间；所述的扭腰联动机构包括固定在机座上并位于轴座两侧的左右

支架，对应铰接左右支架上的左右摆臂，对应连接在左右摆臂上部的左右扶手，以及对应铰

接在左右摆臂的下端与左右推动板之间的左右球头上连杆。

[0006]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方案，所述左右下连杆的连接座与机座前部两侧的连接座之

间对应铰接有阻尼油缸。

[0007]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方案，所述左右推动板的连接座与机座后部两侧的连接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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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对应连接有弹性牛筋片。

[0008]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方案，所述左右推动板的连接座与机座后部两侧的连接座之

间对应连接有阻尼弹簧。

[0009]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方案，所述的左右踏板座上对应设有减震垫块。

[0010]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方案，所述的立柱上设有统计运动量大小和运动时间的计数

仪表。

[0011] 采用上述结构后，与现有技术相比有如下优点和效果：一是由于左右踏板在上下

运动过程中通过踏板联动机构相互联动，左右扶手通过扭腰联动机构与左右踏板相互联

动，可以同时进行扭腰训练、踏步训练和登山训练，可以起到较好的训练效果，运动不枯燥，

娱乐性好，趣味性强。二是由于立柱两侧的上固定轴和下固定轴与左右踏板座上的上销轴

和下销轴之间对应铰接有左右上连杆和左右下连杆并相互构成左右踏板的平行四边形运

动结构，上下左右踏板时安全、平稳，左右踏板上下运动时稳定性好。三是由于左右踏板与

左右扶手相互联动，在左右踏板上下运动过程中可以借助左右扶手的力量对左右踏板进行

助力，使身体素质相对较差的人群也能长时间运动，从而可大幅度提高训练效果。四是由于

左右两侧下连杆的连接座与机座前部两侧的连接座之间对应设有阻尼油缸，不仅可以调节

和平衡训练力量，而且可以保证训练时有较好的阻尼缓冲效果，提高运动的舒适性。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实用新型另一方向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为本实用新型左踏板向下运动时的配合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为本实用新型右踏板向下运动时的配合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为本实用新型第二种具体实施方案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为本实用新型第三种具体实施方案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其中1扶手，2立柱，3球头上连杆，4摆臂，5支架，6球头下连杆，7转动座，8轴座，9机

座，10阻尼油缸，11推动板，12下固定轴，13上固定轴，14下连杆，15上连杆，16下销轴，17上

销轴，18踏板座，19踏板，  20计数仪表，21减震垫块，22弹性牛筋片，23阻尼弹簧。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图1至图4所示，为本实用新型前后摆动双杆多功能健身器的第一种具体实施方

案，它包括机座9、固定在机座9上的立柱2、左右踏板座18、对应固定在左右踏板座18上的左

右踏板19、踏板联动机构、扭腰联动机构，所述的立柱2两侧对称设有上固定轴13和下固定

轴12，左右踏板座18上对应设有上销轴17和下销轴16，立柱2两侧的上固定轴13和下固定轴

12与左右踏板座18上的上销轴17和下销轴16之间对应铰接有左右上连杆15和左右下连杆

14并相互构成左右踏板19的平行四边形运动结构；所述的踏板联动机构包括固定在机座9

上的轴座8、可转动设置在轴座8上的转动座7、左右球头下连杆6、左右推动板11，轴座8位于

立柱2的正前方，左右推动板11对应固定在左右下连杆14上，左右球头下连杆6对应铰接在

左右推动板11与转动座7两侧之间；所述的扭腰联动机构包括固定在机座9上并位于轴座8

两侧的左右支架5，对应铰接左右支架5上的左右摆臂4，对应连接在左右摆臂4上部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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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手1，以及对应铰接在左右摆臂4的下端与左右推动板11之间的左右球头上连杆3。在左右

踏板19上下运动过程中可以借助左右扶手1的力量对左右踏板19进行助力。

[0020] 为了便于调节运动力量，提高运动的舒适性，所述左右下连杆14的连接座与机座9

前部两侧的连接座之间对应铰接有阻尼油缸10，通过阻尼油缸10实现阻尼缓冲效果。

[0021] 为了减少左右踏板19上下运动时与机座9碰撞的振动力，所述的左右踏板座18上

对应设有减震垫块21。为了方便统计运动量，所述的立柱2上设有统计运动量大小和运动时

间的计数仪表20。

[0022] 图5所示，为本实用新型前后摆动双杆多功能健身器的第二种具体实施方案，与第

一种具体实施方案不同之处是所述左右推动板11的连接座与机座9后部两侧的连接座之间

对应连接有弹性牛筋片22，通过弹性牛筋片22实现阻尼缓冲效果。

[0023] 图6所示，为本实用新型前后摆动双杆多功能健身器的第三种具体实施方案，与第

一种具体实施方案不同之处是所述左右推动板11的连接座与机座9后部两侧的连接座之间

对应连接有阻尼弹簧23，通过阻尼弹簧23实现阻尼缓冲效果。

[0024] 本实用新型的运动过程如下：双脚站立在相对应的左右踏板19上，双手对应抓住

左右扶手1，当左脚用力带动左侧踏板19向下运动时，左侧踏板19通过左侧上下连杆15、14

对应绕左侧上下固定轴13、12转动，与左侧下连杆14固定的左侧推动板11通过左侧球头下

连杆6推动转动座7向右侧方向转动，转动座7的另一侧通过右侧球头下连杆6推动右侧推动

板11及右侧下连杆14绕右侧的下固定轴12转动并通过上下连杆15、14带动右侧踏板19向上

运动，与此同时，左侧推动板11通过左侧球头上连杆3推动左侧摆臂4，左侧摆臂4带动左侧

扶手1向后摆动，右侧推动板11通过右侧球头上连杆3拉动右侧摆臂4，右侧摆臂4带动右侧

扶手1向前摆动；如果在左侧踏板19向下运动时左手拉动左侧扶手1，右手推动右侧扶手1，

左右扶手1可以对左侧踏板18向下运动时进行助力，如图所示3。

[0025] 当右脚用力带动右侧踏板19向下运动时，右侧踏板19通过右侧上下连杆15、14对

应绕右侧上下固定轴13、12转动，与右侧下连杆14固定的右侧推动板11通过右侧球头下连

杆6推动转动座7向左侧方向转动，转动座7另一侧通过左侧球头下连杆6推动左侧推动板11

及左侧下连杆14绕左侧的下固定轴12转动并通过上下连杆15、14带动左侧踏板19向上运

动，与此同时，右侧推动板11通过右侧球头上连杆3推动右侧摆臂4，右侧摆臂4带动右侧扶

手1向后摆动，左侧推动板11通过左侧球头上连杆3拉动左侧摆臂4，左侧摆臂4带动左侧扶

手1向前摆动；如果在右侧踏板19向下运动时右手拉动右侧扶手1，左手推动左侧扶手1，左

右扶手1可以对右侧踏板19向下运动时进行助力，如图所示4。如此往复运动，不仅可以进一

步延长训练时间，提高训练效果，而且可以进一步提高双手双脚互动的协调性能，从而实现

扭腰、踏步及登山的训练功能。阻尼油缸10、弹性牛筋片22以及阻尼弹簧23所起到的作用相

同，在实施方案中主要起阻尼缓冲作用。

[0026] 以上所述，只是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并非对本实用新型作出任何形式上的

限制，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基础上，所作出的简单修改、等同变化或修饰，均落

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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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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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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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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