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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婴幼儿手臂力量的运动装置

(57)摘要

增强婴幼儿手臂力量的运动装置，它涉及一

种婴幼儿玩乐装置，具体涉及一种增强婴幼儿手

臂力量的运动装置。它包含上横梁、数根支撑杆、

数个支撑杆底板、手臂锻炼带，上横梁的顶部设

置有数个定时按钮和音乐播放器，上横梁的下部

设置有数根支撑杆，支撑杆两两对应分别设置在

上横梁的底部，两两对应的支撑杆相互成一定锐

角并向斜下方延伸；上横梁的底部设置有两个手

臂锻炼带，两个手臂锻炼带分别只在在支撑杆底

部中间两侧。本发明既可以主动手握锻炼，又可

以被动锻炼，锻炼的时间可以通过本发明自动提

醒，既能保证锻炼的效果，又不会导致锻炼过度，

对婴幼儿的身体造成损伤。本发明能促进婴幼儿

手臂力量的锻炼，安全性高，锻炼效果好。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2页

CN 107320909 B

2019.04.09

CN
 1
07
32
09
09
 B



1.增强婴幼儿手臂力量的运动装置，其特征在于：它包含上横梁(1)、数根支撑杆(2)、

数个支撑杆底板(3)、手臂锻炼带(4)，上横梁(1)的顶部设置有数个定时按钮(11)和音乐播

放器(12)，上横梁(1)的下部设置有数根支撑杆(2)，支撑杆(2)两两对应分别设置在上横梁

(1)的底部，两两对应的支撑杆(2)相互成一定锐角并向斜下方延伸；上横梁(1)的底部设置

有两个手臂锻炼带(4)，两个手臂锻炼带(4)分别只在支撑杆(2)底部中间两侧；所述的手臂

锻炼带(4)包含上连接带(41)、下连接带(42)、调节扣(43)、方形握把(44)，所述的上横梁

(1)的底部中间两侧设置有两个悬挂扣(13)，手臂锻炼带(4)穿过悬挂扣(13)连接在上横梁

(1)的底部，上连接带(41)穿过悬挂扣(13)并固定在悬挂扣(13)上，上连接带(41)的下部连

接在调节扣(43)上并可以调节长度，调节扣(43)的下部固定连接有下连接带(42)，下连接

带(42)的底部设置有方形握把(4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增强婴幼儿手臂力量的运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定时按

钮(11)分别为关闭按钮、30秒按钮、45秒按钮、60秒按钮、120秒按钮，定时按钮(11)的右侧

设置有音乐播放器(1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增强婴幼儿手臂力量的运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撑杆

(2)由上杆(21)、下杆(22)、锁紧螺丝(23)组成，上杆(21)和下杆(22)相互套接，在上杆(21)

和下杆(22)的连接处设置有锁紧螺丝(2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增强婴幼儿手臂力量的运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撑杆

底板(3)为平板结构，支撑杆底板(3)的上表面中部设置有凹槽(31)，凹槽(31)内设置有铰

接轴(3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增强婴幼儿手臂力量的运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调节扣

(43)的下方在下连接带(42)的同方向上设置有伸缩带(45)，伸缩带(45)的上部连接在调节

扣(43)的下部，伸缩带(45)的下部设置有圆形套(46)，伸缩带(45)的中部设置有伸缩扣

(47)。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增强婴幼儿手臂力量的运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方形握

把(44)的四角均设置有圆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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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婴幼儿手臂力量的运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婴幼儿玩乐装置，具体涉及一种增强婴幼儿手臂力量的运动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的各类婴幼儿娱乐、开发智力、开发力量的玩具几乎数不胜数，这些玩

具都一定的趣味性，能吸引婴幼儿的注意力，但是对于婴幼儿的力量训练起不到任何作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孩子的培养和教育越来越重视，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人们从备孕、胎教、幼教都开始了对孩子的培养。

[0003] 目前对婴幼儿来说，已经有一些开发智力的玩具，但是对于婴幼儿的力量训练特

别是手臂力量的训练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装置和设备。锻炼婴幼儿的手臂可以辅助骨骼发

育，但是又不能过度锻炼；目前也有一些家长通过人工的方式对婴幼儿的手臂进行锻炼，这

些方式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大部分家长对于婴幼儿的手臂力量的情况并不了解，在锻

炼程度上也难以控制。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和不足，提供一种增强婴幼儿手臂力量的

运动装置，它能促进婴幼儿手臂力量的锻炼，且锻炼的力量方便调节，安全性高，锻炼效果

好。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是：它包含上横梁1、数根支撑杆2、数

个支撑杆底板3、手臂锻炼带4，上横梁1的顶部设置有数个定时按钮11和音乐播放器12，上

横梁1的下部设置有数根支撑杆2，支撑杆2两两对应分别设置在上横梁1的底部，两两对应

的支撑杆2相互成一定锐角并向斜下方延伸；上横梁1的底部设置有两个手臂锻炼带4，两个

手臂锻炼带4分别只在在支撑杆2底部中间两侧。

[0006] 所述的定时按钮11分别为关闭按钮、30秒按钮、45秒按钮、60秒按钮、120秒按钮，

定时按钮11的右侧设置有音乐播放器12。

[0007] 所述的支撑杆2由上杆21、下杆22、锁紧螺丝23组成，上杆21和下杆22相互套接，再

上杆21和下杆22的连接处设置有锁紧螺丝23。上下杆套接设计可以保证支撑杆2可以调节

长度，锁紧螺丝23可以保证上下杆之间的稳定。

[0008] 所述的支撑杆底板3为平板结构，支撑杆底板3的上表面中部设置有凹槽31，凹槽

31内设置有铰接轴32，支撑杆2的下杆22通过铰接轴32与支撑杆3相铰接。采用上述铰接的

方式连接，方便支撑杆底板3放在不平整的平台上时的使用，例如放在婴儿床上、放在摇篮

中等等地方方便调节，保持上横梁1的稳定。

[0009] 所述的上横梁1的底部中间两侧设置有两个悬挂扣13，手臂锻炼带4穿过悬挂扣13

连接在上横梁1的底部。

[0010] 所述的手臂锻炼带4包含上连接带41、下连接带42、调节扣43、方形握把44，上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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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41穿过并固定在悬挂扣13上，上连接带41的下部连接在调节扣43上并可以调节长度，调

节扣43的下部固定连接有下连接带42，下连接带42的底部设置有方形握把44。

[0011] 所述的调节扣43的下方在下连接带42的同方向上设置有伸缩带45，伸缩带45的上

部连接在调节扣43的下部，伸缩带45的下部设置有圆形套46，伸缩带45的中部设置有伸缩

扣47。伸缩扣47方便调节伸缩带45的整体长度。

[0012] 所述的方形握把44的四角均设置有圆弧连接。

[0013] 本发明在使用中只需要通过数根支撑杆2将本发明支撑在婴幼儿的上方，由于本

发明中支撑杆2的长度可调且可以锁紧，支撑杆2的底部有设置有可以转动角度的底板，两

者共同对上横梁1进行稳定支撑，不仅仅能支撑上横梁，还能保持上横梁1的稳定，支撑完成

后。调节扣43的长度使得方形握把44的高度适合婴幼儿抓手的高度，用户轻轻托起婴幼儿

的背部，让他的手部抓在握把44上，放开托起的婴幼儿，让婴幼儿通过手臂的力量悬挂对婴

幼儿的手臂得到相应的锻炼，开始锻炼时，用户直接设置有锻炼时间，例如15秒、30秒等等。

用户只需要在对应的按钮上按下即表示开始计时，例如按30秒，锻炼结束后，音乐播放器12

报警提示当前锻炼阶段完成，此时只需要按下关闭按钮即可关闭音乐，也关闭计时系统，此

时让婴幼儿放开握把即可克。

[0014] 如果婴幼儿还不能足以自行握住握把44，则将伸缩带45下部的圆形套46套接在婴

幼儿的手臂上并适当收紧，同时通过伸缩扣47调节伸缩带45的长度。

[0015]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发明既可以主动手握锻炼，又可以被动锻炼，锻炼的时间

可以通过本发明自动提醒，既能保证锻炼的效果，又不会导致锻炼过度，对婴幼儿的身体造

成损伤。本发明能促进婴幼儿手臂力量的锻炼，且锻炼的力量方便调节，安全性高，锻炼效

果好。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

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7]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中上横梁1的俯视图；

[0019] 图3是发明中支撑杆底板3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是图1的左视图。

[0021] 附图标记说明：上横梁1、数根支撑杆2、数个支撑杆底板3、手臂锻炼带4、定时按钮

11、音乐播放器12、悬挂扣13、上杆21、下杆22、锁紧螺丝23、凹槽31、铰接轴32、连接带41、下

连接带42、调节扣43、方形握把44、伸缩带45、圆形套46、伸缩扣47。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参看图1-图4所示，本具体实施方式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它由上横梁1、数根支撑杆

2、数个支撑杆底板3、手臂锻炼带4组成，上横梁1的顶部设置有数个定时按钮11和音乐播放

器12，上横梁1的下部设置有数根支撑杆2，支撑杆2两两对应分别设置在上横梁1的底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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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对应的支撑杆2相互成一定锐角并向斜下方延伸；上横梁1的底部设置有两个手臂锻炼带

4，两个手臂锻炼带4分别只在在支撑杆2底部中间两侧。

[0023] 所述的定时按钮11分别为关闭按钮、30秒按钮、45秒按钮、60秒按钮、120秒按钮，

定时按钮11的右侧设置有音乐播放器12。

[0024] 所述的支撑杆2由上杆21、下杆22、锁紧螺丝23组成，上杆21和下杆22相互套接，再

上杆21和下杆22的连接处设置有锁紧螺丝23。上下杆套接设计可以保证支撑杆2可以调节

长度，锁紧螺丝23可以保证上下杆之间的稳定。

[0025] 所述的支撑杆底板3为平板结构，支撑杆底板3的上表面中部设置有凹槽31，凹槽

31内设置有铰接轴32，支撑杆2的下杆22通过铰接轴32与支撑杆3相铰接。采用上述铰接的

方式连接，方便支撑杆底板3放在不平整的平台上时的使用，例如放在婴儿床上、放在摇篮

中等等地方方便调节，保持上横梁1的稳定。

[0026] 所述的上横梁1的底部中间两侧设置有两个悬挂扣13，手臂锻炼带4穿过悬挂扣13

连接在上横梁1的底部。

[0027] 所述的手臂锻炼带4包含上连接带41、下连接带42、调节扣43、方形握把44，上连接

带41穿过并固定在悬挂扣13上，上连接带41的下部连接在调节扣43上并可以调节长度，调

节扣43的下部固定连接有下连接带42，下连接带42的底部设置有方形握把44。

[0028] 所述的调节扣43的下方在下连接带42的同方向上设置有伸缩带45，伸缩带45的上

部连接在调节扣43的下部，伸缩带45的下部设置有圆形套46，伸缩带45的中部设置有伸缩

扣47。伸缩扣47方便调节伸缩带45的整体长度。

[0029] 所述的方形握把44的四角均设置有圆弧连接。

[0030] 本具体实施方式在使用中只需要通过数根支撑杆2将本具体实施方式支撑在婴幼

儿的上方，由于本具体实施方式中支撑杆2的长度可调且可以锁紧，支撑杆2的底部有设置

有可以转动角度的底板，两者共同对上横梁1进行稳定支撑，不仅仅能支撑上横梁，还能保

持上横梁1的稳定，支撑完成后。调节扣43的长度使得方形握把44的高度适合婴幼儿抓手的

高度，用户轻轻托起婴幼儿的背部，让他的手部抓在握把44上，放开托起的婴幼儿，让婴幼

儿通过手臂的力量悬挂对婴幼儿的手臂得到相应的锻炼，开始锻炼时，用户直接设置有锻

炼时间，例如15秒、30秒等等。用户只需要在对应的按钮上按下即表示开始计时，例如按30

秒，锻炼结束后，音乐播放器12报警提示当前锻炼阶段完成，此时只需要按下关闭按钮即可

关闭音乐，也关闭计时系统，此时让婴幼儿放开握把即可克。

[0031] 如果婴幼儿还不能足以自行握住握把44，则将伸缩带45下部的圆形套46套接在婴

幼儿的手臂上并适当收紧，同时通过伸缩扣47调节伸缩带45的长度。

[0032]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具体实施方式既可以主动手握锻炼，又可以被动锻炼，锻

炼的时间可以通过本具体实施方式自动提醒，既能保证锻炼的效果，又不会导致锻炼过度，

对婴幼儿的身体造成损伤。本具体实施方式能促进婴幼儿手臂力量的锻炼，且锻炼的力量

方便调节，安全性高，锻炼效果好。

[0033] 以上所述，仅用以说明本具体实施方式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对本具体实施方式的技术方案所做的其它修改或者等同替换，只要不脱离本具体实施方

式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均应涵盖在本具体实施方式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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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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