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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自由泳陆上训练器，底座上

并列设置转动支撑装置，转动支撑装置上分别设

置前躺板、后躺板；电机传动装置驱动转动支撑

装置带动前躺板、后躺板左右转动；转动支撑装

置通过转动轮带动转动杆推动转动支撑杆在限

位槽筒内上下移动，转动支撑杆分别带动前躺

板、后躺板左右转动；前躺板两侧设置伸缩导引

轨道，伸缩导引轨道内设置滑轮，滑轮上连接有

手套、拉线；底座一端设置风阻器和拉线杆，风阻

器内设置转速传感器，风叶轮转轴上设置传动

轮；拉线杆上设置有拉线轮，滑轮上拉线绕过拉

线轮、传动轮接入拉力传感器与弹性拉线连接。

本发明可真实模拟最佳水中划臂动作教学训练，

并收集划臂和转体的配合数据方便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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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由泳陆上训练器，包括底座，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上并列设置转动支撑装

置，所述转动支撑装置上分别设置前躺板、后躺板，所述前躺板、后躺板前后纵向设置；

所述转动支撑装置由支撑架固定在底座上，所述支撑架上端固装有限位槽筒，所述支

撑架分别设置在底座左右两侧且支撑架之间安装有转动轴，所述转动轴两端安装有转动

轮，所述转动轮端面设置转轴；

所述前躺板、后躺板下面分别固装横梁，所述横梁两端分别穿入铰接轴铰接转动支撑

杆，所述转动支撑杆套装在限位槽筒内可上下移动并可沿横梁转动，所述横梁一端设置滑

槽，所述铰接轴设置在滑槽内并可移动；

所述转动支撑杆下端铰接转动杆，所述转动杆铰接在转动轮端面的转轴上，所述转动

轮转动通过转动杆推动转动支撑杆在限位槽筒内上下移动，所述转动支撑杆分别带动前躺

板、后躺板左右转动；

所述前躺板、后躺板下面两侧分别设置纵向平衡板，所述纵向平衡板分别固接在转动

支撑杆上；

所述前躺板两侧分别设置有伸缩导引轨道，所述伸缩导引轨道内设置滑轮，所述滑轮

上连接有手套、拉线；

所述底座一端设置风阻器和拉线杆，所述风阻器内设置风叶轮转轴及风叶轮、转速传

感器，所述风叶轮转轴上设置传动轮；所述传动轮带动风叶轮转轴及风叶轮转动，所述拉线

杆上设置有拉线轮，所述滑轮在伸缩导引轨道上绕行且所述滑轮上拉线绕过拉线轮、传动

轮与弹性拉线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由泳陆上训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前躺板、后躺板两

侧转动轴之间安装传动轴，所述后躺板的转动轴由电机传动装置驱动，所述传动轴驱动前

躺板的转动轴转动，所述前躺板、后躺板左右转动角度不同可调节且转动频率一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由泳陆上训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滑轮上拉线为非弹

性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由泳陆上训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滑轮上拉线绕过拉

线轮、传动轮接入拉力传感器与弹性拉线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由泳陆上训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拉线包括弹性

金属线、弹性金属板等。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由泳陆上训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前躺板前部设置脸

孔，所述前躺板后部设置有绑带；所述后躺板上设置有下肢固定装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一种自由泳陆上训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转速传感器和

拉力传感器分别接入计算机电脑。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1729280 A

2



一种自由泳陆上训练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体育运动器材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自由泳陆上训练器。

背景技术

[0002] 自由泳是游泳比赛项目之一，自由泳是手臂从水面移臂在水下划水，并且两只手

臂不断交替进行的一种泳姿。运动员的游泳速度主要通过上肢划水来提供总推力的85％，

打腿和不打腿的游泳速度差距只在10％左右。所以两臂的划水对于自由泳的成绩来说十分

重要，同时两臂需要与转身相配合才能更好的完成技术动作。

[0003] 从自由泳教学可知，自由泳动作分自由泳手臂动作和自由泳躯体转动的动作。自

由泳手臂动作：1)入水：手臂完成空中移臂后，大臂内旋，手指伸直并自然并拢，以高肘低手

的姿势，掌心向斜外下方自然插入水中；2)抱水：手掌掌心开始由斜向外下转为斜向内后，

逐渐弯手肘、弯曲手腕，手肘始终高于手臂；3)划水：手臂配合肩膀的旋转，大臂内旋，带动

小臂，弯曲的手臂逐渐往大腿方向伸直划水，掌心由斜内下方转为斜内上方，从下往上划水

之大腿；4)出水：掌心转向大腿，手指向上先划出水面，稍微弯曲手肘，手臂放松，大臂带动

小臂，上提手肘部位，掌心转为后上方，整个出水过程必须连贯快速不停顿；5)空中移臂：手

肘处于上提状态，此时手肘高于手臂，向身体前方移臂，手有些感觉像要插入水的动作，进

入下一个入水动作的准备；自由泳躯体转动的动作：从抱水动作的开始，躯体随着抱水动作

相抱水侧手臂转动，直至出水动作完成时转动到最大角度(男19.7度，女24度为最佳角度)，

然后随着空中移臂的动作转回到水平位。

[0004] 目前在自由泳训练中，均采用陆上站立位和水中身体倾斜位进行分解练习，在学

习初期或将技术动作加以改进时，这些练习过于抽象，效果并不佳。现有公开的陆上游泳模

拟机，由于其对于自由泳姿而言，没有特定的轨道不能很好地纠正动作和完成划手和转身

的配合，不能达到良好的标准划臂动作的动作定型和标准划臂动作的肌肉记忆训练。

[0005] 自由泳与蛙泳是大众游泳健身所最为常用的两种泳姿，与蛙泳不同，自由泳教学

的陆上曲臂训练更为抽象难懂，而手臂技术与练习对于自由泳训练来说尤为重要，但是对

于初学者或者运动爱好者而言并没有较好的改进自由泳划臂技术动作的辅助器械，特别对

于游泳教学而言，自由泳曲臂划水教学及转身的配合是自由泳教学中的一个难点。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要解决的问题是自由泳训练中自由泳曲臂划水教学及转身的配合的自由

泳教学难点，陆上没有特定装置纠正动作和完成划手和转身的配合，为达到标准划臂动作

的动作定型和标准划臂动作的肌肉记忆训练，提供一种自由泳陆上训练器，可真实模拟最

佳的水中划臂动作，实现划臂和转体的配合以及划臂的指标数据，用于自由泳陆上泳姿教

学与训练方便有效。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自由泳陆上训练器，包括底

座，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上并列设置转动支撑装置，所述转动支撑装置上分别设置前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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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后躺板，所述前躺板、后躺板前后纵向设置；

[0008] 所述转动支撑装置由支撑架固定在底座上，所述支撑架上端固装有限位槽筒，所

述支撑架分别设置在底座左右两侧且支撑架之间安装有转动轴，所述转动轴两端安装有转

动轮，所述转动轮端面设置转轴；

[0009] 所述前躺板、后躺板下面分别固装横梁，所述横梁两端分别穿入铰接轴铰接转动

支撑杆，所述转动支撑杆套装在限位槽筒内可上下移动并可沿横梁转动，所述横梁一端设

置滑槽，所述铰接轴设置在滑槽内并可移动；

[0010] 所述转动支撑杆下端铰接转动杆，所述转动杆铰接在转动轮端面的转轴上，所述

转动轮转动通过转动杆推动转动支撑杆在限位槽筒内上下移动，所述转动支撑杆分别带动

前躺板、后躺板左右转动；

[0011] 所述前躺板、后躺板下面两侧分别设置纵向平衡板，所述纵向平衡板分别固接在

转动支撑杆上；

[0012] 所述前躺板两侧分别设置有伸缩导引轨道，所述伸缩导引轨道内设置滑轮，所述

滑轮上连接有手套、拉线；

[0013] 所述底座一端设置风阻器和拉线杆，所述风阻器内设置风叶轮转轴及风叶轮、转

速传感器，所述风叶轮转轴上设置传动轮；所述传动轮带动风叶轮转轴及风叶轮转动，所述

拉线杆上设置有拉线轮，所述滑轮在伸缩导引轨道上绕行且所述滑轮上拉线绕过拉线轮、

传动轮与弹性拉线连接。

[0014] 作为优选，所述前躺板、后躺板两侧转动轴之间安装传动轴，所述后躺板的转动轴

由电机传动装置驱动，所述传动轴驱动前躺板的转动轴转动，所述前躺板、后躺板左右转动

角度不同可调节且转动频率一致。

[0015] 作为优选，所述滑轮上拉线为非弹性线。

[0016] 作为优选，所述滑轮上拉线绕过拉线轮、传动轮接入拉力传感器与弹性拉线连接。

[0017] 作为优选，所述弹性拉线包括弹性金属线、弹性金属板等。

[0018] 作为优选，所述前躺板前部设置脸孔，所述前躺板后部设置有绑带；所述后躺板上

设置有下肢固定装置。

[0019] 作为优选，所述转速传感器和拉力传感器分别接入计算机电脑。

[0020] 本发明具有的优点和积极效果是：

[0021] 1、本发明自由泳陆上训练器，由于转动支撑装置上设置前、后躺板，及与自由泳手

臂划水相一致的伸缩导引轨道，前、后躺板长度与练习者俯卧姿势相匹配，均可根据使用者

身高调节，转动支撑杆带动前、后躺板转动角度不同且转动角度可调节，但转动频率一致；

伸缩导引轨道与研究的最佳自由泳划手路线相一致，可根据不同使用者臂长进行伸缩调

节；练习者俯卧在训练器，可训练自由泳划臂的标准划臂动作，学习和改善自由泳的划臂动

作，身体应划臂的抱水、划水、出水、空中移臂以及入水的速度变化和阻力变化，以达到标准

划臂动作的动作定型和标准划臂动作的肌肉记忆训练。

[0022] 2、本发明自由泳陆上训练器，由于前、后躺板下面两侧支撑架上端固装有限位槽

筒，后躺板的转动轴带动转动轮转动，并带动转动杆及转动支撑杆在限位槽筒内上下移动，

转动轮通过电机传动装置驱动转动轴带动，完成转动支撑杆在限位槽筒内上下移动；同时

带动前躺板、后躺板在转动支撑装置上分别左右转动，前躺板左、右转动角度控制与后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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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转动角度控制不一样，但转动频率一致，启动电机，选择慢速档位可以训练自由泳划

臂的标准划臂动作时的左右转身动作。

[0023] 3、本发明自由泳陆上训练器，由于前躺板两侧分别设置有伸缩导引轨道用于练习

者左右臂膀训练，伸缩导引轨道内安装滑轮和拉线，传动轮带动风叶轮转轴及风叶轮转动，

风阻器传导阻力，转速传感器及拉力传感器可以测试完成各个体位的速度和阻力的变化，

练习者双手分别套在手套上带动滑轮绕行伸缩导引轨道，而拉线绕过拉线轮、传动轮接入

拉力传感器与弹性拉线连接，练习者即可练习自由泳划臂的标准划臂动作和身体转动之间

的配合，学习和改善自由泳的划臂动作，达到快速划臂时的动作模式定型。

[0024] 4、本发明自由泳陆上训练器可使练习者俯卧在训练器，可训练自由泳划臂的标准

划臂及转身配合动作，通过电机传动装置控制快慢档速度，且通过转速传感器及拉力传感

器获取训练指标数据，不仅可以用于初学者的动作模式学习，还可用于专业运动员的陆上

专项力量训练。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的使用状态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的结构主视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的传动支撑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本发明的转动支撑杆结构示意图；

[0029] 图5是本发明的手套、拉线及滑轮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6-8是本发明的练习者使用伸缩导引轨道手臂运动轨迹示意图。

[0031] 1-伸缩导引轨道，2-脸孔，3-绑带，4-前躺板，5-下肢固定装置，6-后躺板，7-纵向

平衡板，8-限位槽筒，9-电机传动装置，10-转动轮，11-底座，12-传动轴，13-支撑架，14-转

动杆,15-转动支撑杆，16-传动轮，17-风阻器，18-拉线轮,19-拉线杆，20-拉线，21-滑轮，

22-弹性拉线，23-拉力传感器，24-横梁，25-转轴，26-手套，27-转速传感器，28-风叶轮转

轴，29-转动支撑装置，30-传动支撑杆，31-转动轴，32-滑槽，33-铰接轴。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33] 参见图1-8，本发明提供一种自由泳陆上训练器。底座11用底板及支撑脚制成，或

直接采用基座平台。

[0034] 底座11上前后并列安装两个转动支撑装置29，两个转动支撑装置29上分别安装前

躺板4、后躺板6，前躺板4、后躺板6分别前后纵向设置，前躺板4与后躺板6与练习者俯卧姿

相匹配，上半身俯卧前躺板4和下半身俯卧后躺板6。前躺板4前部有脸孔2便于头部向下时

脸部呼吸，前躺板4上安装有绑带3便于绑定练习者上半身；后躺板6上安装有下肢固定装置

55为安全挡板，挡板为弧形，与身体相贴合绑定练习者下半身。

[0035] 转动支撑装置29主要包括支撑架13、限位槽筒8、横梁24，转动支撑杆15，转动杆

14，转动轴31、转动轮10，转轴25等。转动支撑装置29用支撑架13固装在底座11上，支撑架13

采用钢制抗压力材料，支撑架13上端固装限位槽筒8，支撑架13分别设置在底座11左右两

侧，支撑架13之间安装转动轴31，在转动轴31两端分别安装转动轮10，转动轮10端面安装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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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25。

[0036] 前躺板4、后躺板6下面分别固装横梁24，横梁24两端分别穿入铰接轴33，铰接轴33

上铰接转动支撑杆15，转动支撑杆15套装在限位槽筒8内，转动支撑杆15一端沿横梁24及铰

接轴33转动，同时转动支撑杆15可在限位槽筒8内上下移动，其中横梁24一端制作成滑槽

32，滑槽32呈长条槽形，转动支撑杆15的铰接轴33安装在滑槽32内并可移动。

[0037] 转动支撑杆15下端铰接转动杆14，转动杆14的一端可沿转动支撑杆15转动，转动

杆14的另一端铰接在转动轮10的转轴25上，转动轮10端面上安装转轴25，转轴25可以是轴

上安装轴承，转动杆14一端套装在轴承上，转动轮10可带动转动杆14转动，转动杆14带动转

动支撑杆15在限位槽筒8内上下移动。

[0038] 前躺板4、后躺板6下面两侧分别设置纵向平衡板7，两块纵向平衡板7垂直横梁24

设置，纵向平衡板7分别固接在转动支撑杆15上，底座11上并列设置转动支撑装置29分别带

动前躺板4、后躺板6左右转动。

[0039] 前躺板4、后躺板6的转动轴31之间安装传动轴12，传动轴12由传动支撑杆30支撑

在底座11，后躺板6的转动轴31由电机传动装置9驱动，电机传动装置9驱动后躺板6的转动

轴31并带动传动轴12转动，同时传动轴12驱动前躺板4的转动轴31转动，前躺板4、后躺板6

的转动轴31分别驱动转动支撑装置29并带动前躺板4、后躺板6转动，前躺板4、后躺板6左右

转动角度不同可调节且转动频率一致；前躺板4左右转动角度与水平所成夹角可选为男生

19.7度和女生24度档位。后躺板6左右转动角度与水平所成夹角可选为女生6.9度和男生

12.5度两个档位。

[0040] 前躺板4两侧分别安装有伸缩导引轨道1，伸缩导引轨道1内设置滑轮21，伸缩导引

轨道1内侧与滑轮21相接处为光滑面，伸缩导引轨道1外围为柔性材料包裹滑轮21，滑轮21

上连接有手套26、拉线20；练习者手位于大小合适的手套26内，手套26与滑轮21相连，滑轮

21与拉线20相连。

[0041] 底座11一端安装风阻器17和拉线杆19，风阻器17内主要有风叶轮转轴28、风叶轮

等，在风阻器17内安装转速传感器27，风阻器17外端的风叶轮转轴28上安装传动轮16，传动

轮16带动风叶轮转轴28及风叶轮转动，拉线杆19上安装有拉线轮18，滑轮21在伸缩导引轨

道1绕行，滑轮21上拉线20绕过拉线轮18、传动轮16并接入拉力传感器23为非弹性拉线，再

与弹性拉线22连接，风阻器17上的传动轮16为粗糙接触面，与拉线20摩擦传动，使非弹性拉

线带动风阻器17的叶轮转轴25及风叶轮转动，转速传感器27可及时传输风叶轮转速。

[0042] 拉线20分为弹性线和非弹性线，从滑轮21上连接拉线20绕过拉线轮18、传动轮16，

再接入拉力传感器23为非弹性线，拉力传感器23到拉线20末端为弹性拉线22，弹性拉线22

可以用弹性金属线、弹性金属板等制作，拉力传感器23可及时传输弹性拉线22所产生的弹

力的大小。转速传感器27和拉力传感器23分别接入计算机电脑，电脑接收信号转换成数字

即可对转速和拉力数据进行分析。

[0043] 使用自由泳路上训练器时，先选取合适半径大小的转动轮10将其装配在转动支撑

装置29上，及选取合适的转轴25至转动轮10侧面圆心的距离，并装配好转动杆14；再将躺板

调至水平，并在电机传动装置9上根据躯体转动速度调整电机快慢档转速，练习者俯卧于自

由泳训练器上，脸部落入脸孔2，调整与身高臂长相匹配的前躺板4、前躺板4长度，根据使用

者的身高臂长调整伸缩导引轨道1的大小和位置。带上手套26，将前躺板4绑带3固定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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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躺板6的下肢固定装置5将下半身固定，防止身体在转动中滑落，做好预备姿势，双手

向前伸直，打开电机。

[0044] 电机开启驱动后躺板6的转动轴31转动，后躺板6的转动轴31带动其上传动轴12和

两侧的转动轮10转动，传动轴12带动前躺板4转动轴31转动；转动轮10转动带动位于转动轮

10一端的转动杆14沿转动轮10圆心转动的同时绕转轴25转动，通过转动杆14的运动，使位

于转动杆14上端的转动支撑杆15在转动杆14的带动下，在槽筒内上下移动，并带动横梁24

发生旋转。由于横梁24与躺板固接，则前后躺板6可在电机的带动下发生旋转，练习者跟随

电机带动的前后躺板6旋转进行节律性的转身划臂练习。伸缩导引轨道1为现阶段研究的高

水平运动员最佳自由泳手臂滑动路径，自由泳划臂手套26通过滑轮21在伸缩导引轨道1内

滑动，并带动拉线20通过传动轮16带动风阻器17模拟水中划臂的阻力变化，慢速划臂练习

时可学习和纠正划臂动作，进行标准的自由泳转身划臂练习，快速划臂时可进行专项力量

训练。练习者练习时，转速传感器27和拉力传感器23可采集使用中的生物力学数据并反馈

给教练员，从而进一步改善练习者的训练计划。

[0045] 以上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了详细说明，但所述内容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

不能被认为用于限定本发明的实施范围。凡依本发明范围所作的均等变化与改进等同，均

应仍归属于本专利涵盖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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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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