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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运动装置，其包含骨架、二

个踏板、二个摇摆管、二个脚踏管、阻力装置、二

个连动管、二个曲柄、二个滑动管，以及步幅调整

装置。每个该摇摆管具有两端，其中一端枢接该

骨架，另一端枢接对应脚踏管的一端，而该对应

脚踏管的另一端连接对应踏板。该阻力装置具有

轴心。每个曲柄的一端连接该轴心，另一端连接

对应该连动管的一端，而该连动管的另一端与该

脚踏管的区域枢接。每个踏板滑动地连接对应滑

动管，且滑动管的一端可动地连接步幅调整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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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运动装置，其特征在于包含：

骨架，包含基座与主架，该基座位于支撑面或地面上方，该主架位于该基座上方；

二个摇摆管，分别位于该骨架的左右两侧，每个该摇摆管的第一端枢接该骨架；

二个脚踏管，连接该二个摇摆管，每个该脚踏管的第一端枢接对应摇摆管的第二端；

二个踏板，连接该二个脚踏管，每个该踏板连接对应脚踏管的第二端；

阻力装置，设置于该骨架，具有轴心，提供操作阻力；

二个曲柄，分别位于该阻力装置的两侧，每个该曲柄的第一端连接该轴心；

二个连动管，连接该二个曲柄与该二个脚踏管，每个该连动管的第一端连接对应曲柄

的第二端，每个该连动管的第二端与对应脚踏管的区域枢接；

二个滑动管，每个该滑动管的第一端与该骨架的该基座枢接，该二个踏板滑动地连接

该二个滑动管；

步幅调整装置，设置于该骨架，并能动地连接每个该滑动管的第二端,该步幅调整装置

包含马达、螺杆，以及套筒，该套筒具有内螺纹啮合该螺杆，该马达用于驱动该螺杆旋转，使

得该套筒沿着该螺杆朝接近或远离马达的方向移动，该马达的一端与该骨架的该主架枢

接，该套筒的一端连接横杆，每个该滑动管的第二端连接该横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运动装置，其特征在于：尚包含第一连杆、二个第二连杆，该马

达的一端与该骨架的该基座枢接，该第一连杆的第一端枢接该主架，该第一连杆的第二端

枢接该套筒，该二个第二连杆位于该第一连杆的两侧，每个该第二连杆的第一端与该第一

连杆两端之间的部位枢接，每个该第二连杆的第二端与该横杆枢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运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每个该滑动管的形状为弧线，其

圆心的方向，指向使用者的部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运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该二个滑动管与垂直方向的夹角

愈大，则该二个踏板的步幅愈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运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每个该踏板具有倾斜角，且该踏

板运动至低点时的该倾斜角的角度，小于该踏板运动至高点时的该倾斜角的角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运动装置，其特征在于：尚包含二个压覆轮组，每个该压覆轮

组连接一个该脚踏管，并能在对应的该滑动管上做往复运动，其中每个该压覆轮组包含前

轮、固定机构，以及后轮，该前轮与该后轮分别位于该滑动管的前方与后方并与该固定机构

枢接。

7.一种运动装置，其特征在于包含：

骨架，包含基座与主架，该基座位于支撑面或地面上方，该主架位于该基座上方；

二个摇摆管，分别位于该骨架的左右两侧，每个该摇摆管的一端枢接该骨架；

二个脚踏管，连接该二个摇摆管，每个该脚踏管的一端枢接对应摇摆管的另一端；

二个踏板，连接该二个脚踏管，每个该踏板连接对应脚踏管的另一端；

阻力装置，设置于该骨架，具有轴心，提供操作阻力；

二个曲柄，分别位于该阻力装置的两侧，每个该曲柄之一端连接该轴心；

二个连动管，连接该二个曲柄与该二个脚踏管，每个该连动管的一端连接对应曲柄的

另一端，每个该连动管的另一端与对应脚踏管的区域枢接；

二个滑动管，每个该滑动管的第一端与该骨架的该主架枢接，该二个踏板滑动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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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二个滑动管；

步幅调整装置，设置于该骨架，并可动地连接每个该滑动管的第二端，该步幅调整装置

包含马达、螺杆，以及套筒，该套筒具有内螺纹啮合该螺杆，该马达用于驱动该螺杆旋转，使

得该套筒沿着该螺杆朝接近或远离马达的方向移动；

滑座；

滑轨；以及

二个套环，该马达的一端与该骨架的该基座枢接，该套筒枢接该滑座，该滑轨设置于该

基座，该滑座设置于该滑轨上并可在该滑轨上滑动，该二个套环连接该滑座并分别位于该

滑座的左右端，每个该滑动管的第一端枢接该主架，每个该滑动管的第二端穿过一个对应

套环。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运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该二个滑动管与垂直方向的夹角

愈小，则该二个踏板的步幅愈小。

9.一种运动装置，其特征在于包含：

骨架，包含基座与主架，该基座位于支撑面或地面上方，该主架位于该基座上方；

二个摇摆管，分别位于该骨架的左右两侧，每个该摇摆管的一端枢接该骨架；

二个脚踏管，连接该二个摇摆管，每个该脚踏管的一端枢接对应摇摆管的另一端；

二个踏板，连接该二个脚踏管，每个该踏板连接对应脚踏管的另一端；

阻力装置，设置于该骨架，具有轴心，提供操作阻力；

二个曲柄，分别位于该阻力装置的两侧，每个该曲柄之一端连接该轴心；

二个连动管，连接该二个曲柄与该二个脚踏管，每个该连动管的一端连接对应曲柄的

另一端，每个该连动管的另一端与对应脚踏管的区域枢接；

二个滑动管，每个该滑动管的第一端与骨架的该主架枢接，该二个踏板滑动地连接该

二个滑动管；

步幅调整装置，设置于该骨架，并可动地连接每个该滑动管的第二端，该步幅调整装置

包含马达、螺杆，以及套筒，该套筒具有内螺纹啮合该螺杆，该马达用于驱动该螺杆旋转，使

得该套筒沿着该螺杆朝接近或远离马达的方向移动；

滑座；以及

二个套环，该马达的一端与该骨架的该基座枢接，该套筒枢接该滑座，该滑座设置于该

基座上并可在该基座上滑动，该二个套环连接该滑座并分别位于该滑座的左右端，每个该

滑动管的第一端枢接该主架，每个该滑动管的第二端穿过一个对应套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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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关于一种运动装置，特别是一种踏步机。

背景技术

[0002] 踏步机是一种运动器材，可提升心跳速率、燃烧卡路里，以及提升心肌耐久力。

[0003] 传统踏步机设计中，使用者站在具有预定阻力的两个踏板上，双脚施力使两踏板

交替提升，脚步的动作如同连续沿着楼梯往上，借此锻炼腿部与臀部的肌肉。相较于跑步

机，踏步机对于腿部的冲击力较小，但使用上必须注意，以避免膝盖受伤。

[0004] 图1A与图1B显示两种传统踏步机的结构与其踏板的运动轨迹。图1A是一种定轴单

连杆的结构，而图1B是一种定轴双连杆的结构。踏板20固定于连杆22，而连杆22的一端连接

轴21，使得踏板的运动轨迹P呈外弧型，其中心指向背离使用者，此种运动轨迹不符人体工

学，无法模拟实际的踏步、跨步，或登山运动。

[0005] 美国专利US20120077645揭露一种踏步机，其中曲柄(crank  arm)施力给摆管

(linking  units)，使得与摆管连接的连杆(pedal  link)做前后位移。连杆具有滚轮

(rollable  anti-friction  member)与踏板(pedal)枢接。当连杆往前位移，借由滚轮带动

踏板，沿着爬升杆(ramp  rod)往斜前上方移动。在上述结构中，踏板上升的推力不足，难以

模拟实际的踏步、跨步，或登山运动。

[0006] 关于现有习知技术的踏步机，还可参考台湾专利I458519，题为「可调式踏步机」，

以及台湾专利I442955，题为「踏步机」等专利申请案。

[0007] 现有习知技术的踏步机，无法克服「死点(dead  point)」的问题。「死点」是指连杆

机构中，当曲柄与连杆成一条直线时，无法推动曲柄旋转。

[0008] 此外，现有习知技术的踏步机，无法针对不同的使用者，调整步幅的大小。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踏步机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运动装置，特别是一

种踏步机，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在连杆机构中，当曲柄与连杆成一条直线时，能够推动曲

柄旋转，同时可以针对不同的使用者，调整步幅的大小。

[0010] 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一种运动装置，其包含骨架、二个摇摆管、二个脚踏管、二

个踏板、阻力装置、二个曲柄、二个连动管、二个滑动管，以及步幅调整装置。该二个摇摆管

分别位于该骨架的左右两侧，每个该摇摆管的一端枢接该骨架。该二个脚踏管连接该二个

摇摆管，每个该脚踏管的一端枢接对应摇摆管的另一端。该二个踏板连接该二个脚踏管，每

个踏板连接对应脚踏管的另一端。该阻力装置设置于该骨架，具有轴心，提供操作阻力。该

二个曲柄分别位于该阻力装置的两侧，每个该曲柄的一端连接该轴心。该二个连动管连接

该二个曲柄与该二个脚踏管，每个该连动管的一端连接对应曲柄的另一端，每个该连动管

的另一端与对应脚踏管的区域枢接。每个该滑动管的一端与骨架枢接，该二个踏板滑动地

连接该二个滑动管。该步幅调整装置设置于该骨架，并可动地连接每个该滑动管的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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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在一个实施例，该步幅调整装置包含马达、螺杆，以及套筒，该套筒具有内螺纹啮

合该螺杆，该马达可驱动该螺杆旋转，使得该套筒沿着该螺杆朝接近或远离马达的方向移

动。

[0012] 在一个实施例，该骨架包含基座与主架，该基座位于支撑面或地面上方，该主架位

于该基座上方。

[0013] 在一个实施例，该马达的一端与该骨架的该主架枢接，该套筒的一端连接横杆，该

二个连动管的一端连接该横杆。

[0014] 在一个实施例，该运动装置尚包含第一连杆、二个第二连杆，以及横杆，该马达的

一端与该骨架的该基座枢接，该第一连杆的第一端枢接该主架，该第一连杆的第二端枢接

该套筒，该二个第二连杆位于该第一连杆的两侧，每个该第二连杆的第一端与该第一连杆

两端之间的部位枢接，每个该第二连杆的第二端与该横杆枢接，每个该滑动管的第一端连

接该横杆，每个该滑动管的第二端枢接骨架的该基座。

[0015] 在一个实施例，该运动装置尚包含滑座、滑轨、二个套环，该马达的一端与该骨架

的该基座枢接，该套筒枢接该滑座，该滑轨设置于该基座，该滑座设置于该滑轨上并可在该

滑轨上滑动，该二个套环连接该滑座并分别位于该滑座的左右端，每个该滑动管的第一端

枢接该主架，每个该滑动管的第二端穿过一个对应套环。

[0016] 在一个实施例，该运动装置尚包含滑座以及二个套环，该马达的一端与该骨架的

该基座枢接，该套筒枢接该滑座，该滑座设置于该基座上并可在该滑轨上滑动，该二个套环

连接该滑座并分别位于该滑座的左右端，每个该滑动管的第一端枢接该主架，每个该滑动

管的第二端穿过一个对应套环。

[0017] 在一个实施例，其中每个该滑动管的形状为弧线，其圆心的方向，指向使用者的部

位。

[0018] 在一个实施例，其中该二个滑动管与垂直方向的夹角愈大，则该二个踏板的步幅

愈小。

[0019] 在一个实施例，其中该二个滑动管与垂直方向的夹角愈小，则该二个踏板的步幅

愈小。

[0020] 在一个实施例，其中每个该踏板具有倾斜角，且该踏板运动至低点时的该倾斜角

的角度，小于该踏板运动至高点时的该倾斜角的角度。

[0021] 在一个实施例，该运动装置尚包含二个压覆轮组，每个该压覆轮组连接一个该脚

踏管，并可在对应的该滑动管上做往复运动。

[0022] 在一个实施例，其中每个该压覆轮组包含前轮、固定机构，以及后轮，该前轮与该

后轮分别位于该滑动管的前方与后方并与该固定机构枢接。

[0023] 在一个实施例，其中该前轮与该后轮具有一凹槽配合该滑动管的外形，使得该前

轮与该后轮紧靠该滑动管。

[0024] 借由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至少具有以下优点：在连杆机构中，当曲柄与连杆成一

条直线时，能够推动曲柄旋转，同时可以针对不同的使用者，调整步幅的大小，还可以模拟

实际的踏步、跨步，或登山运动。

[0025] 上述说明仅是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概述，为了能够更清楚了解本发明的技术手段，

而可依照说明书的内容予以实施，并且为了让本发明的上述和其他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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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明显易懂，以下特举较佳实施例，并配合附图，详细说明如下。

附图说明

[0026] 图1A和图1B显示现有习知踏步机的结构与其踏板的运动轨迹。

[0027] 图2为立体图，显示根据本发明第一(较佳)实施例的运动装置。

[0028] 图3为局部立体图，显示根据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运动装置。

[0029] 图4为侧视图，显示图2运动装置的操作。

[0030] 图5为立体图，显示图2运动装置的操作。

[0031] 图6为侧视图，显示图2运动装置的操作。

[0032] 图7为侧视图，显示图2运动装置的操作。

[0033] 图8为局部立体图，显示根据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运动装置。

[0034] 图9为侧视图，显示根据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运动装置。

[0035] 图10为侧视图，显示根据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运动装置。

[0036] 图11为局部立体图，显示根据本发明第三实施例的运动装置。

[0037] 图12为侧视图，显示根据本发明第三实施例的运动装置。

[0038] 图13为侧视图，显示根据本发明第三实施例的运动装置。

[0039]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

[0040] 1：运动装置                           2：运动装置

[0041] 3：运动装置                           10：骨架

[0042] 11：摇摆管                            12：脚踏管

[0043] 13：阻力装置                          14：曲柄

[0044] 15：连动管                            16：滑动管

[0045] 17：踏板                              18：步幅调整装置

[0046] 19：压覆轮组                          20：踏板

[0047] 21：轴                                22：连杆

[0048] 23：操作界面                          101：基座

[0049] 102：主架                             103：立管

[0050] 130：轴心                             132：皮带轮

[0051] 134：飞轮                             181：马达

[0052] 182：螺杆                             183：套筒

[0053] 190：前轮                             192：后轮

[0054] 194：固定机构                         1012：轴

[0055] 1013：轴                              1021：第一连杆

[0056] 1022：第二连杆                        1023：横杆

[0057] 1024：轴                              1026：滑轨

[0058] 1027：滑座                            1028：套环

[0059] L1：步幅                              L2：步幅

[0060] L3：步幅                              L4：步幅

[0061] L5：步幅                              L6：步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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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P：运动轨迹                           P1：运动轨迹

[0063] P2：运动轨迹                          P3：运动轨迹

[0064] θ1：夹角                             θ2：夹角

[0065] θ3：夹角                             θ4：夹角

[0066] θ5：夹角                             θ6：夹角

具体实施方式

[0067] 以下将详述本案的各实施例，并配合图式作为例示。在一些实施例中，图中显示的

范例可依照比例，但在其他实施例中，不需要按照比例。在一些实施例中，相同或相似的元

件符号可代表相同、相似，或类比的元件及/或元素，但在某些实施例中，也可以表示不同的

元件。在一些实施例中，描述方向的名词，例如上、下、左、右、往上、往下、超过、上方、下方、

后面、前面等可根据字面意义解释，但在其他实施例中，也可以不根据字面意义解释。此外，

为了清楚表示本发明的某些元件，图示中可能省略部分元件。在说明书的描述中，为了使读

者对本发明有较完整的了解，提供了许多特定细节；然而，本发明可能在省略部分或全部这

些特定细节的前提下，仍可实施。

[0068] 图2为立体图，图3为局部立体放大图，显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也是较佳实施例的

运动装置1，其主要元件包含骨架10、二个摇摆管11、二个脚踏管12、阻力装置13、二个曲柄

14、二个连动管15、二个滑动管16，二个踏板17、步幅调整装置18。

[0069] 参考图2和图3，上述二个摇摆管11与二个脚踏管12分别位在骨架10的左右两侧。

每个摇摆管11与脚踏管12具有第一端和第二端。每个摇摆管11的第一端枢接骨架10，每个

摇摆管11的第二端枢接对应脚踏管12的第一端，而该对应脚踏管12的第二端连接对应的踏

板17。在本实施例，骨架10包含但不限于，基座101与主架102。基座101位于支撑面或地面

上，主架102位于基座101上方。作为例示而非限制，主架102上方具有立管103，而立管103的

一端连接主架102，另一端具有操作界面23供使用者操作或控制。

[0070] 参考图2和图3，上述二个曲柄14分别位于阻力装置13的两侧。阻力装置具有轴心

130，每个曲柄14和每个连动管15具有第一端和第二端。每个曲柄14的第一端连接轴心130，

第二端枢接对应连动管15的第一端，而该连动管15的第二端可与对应脚踏管12的两端点之

间或中段部位枢接或连接。上述二个滑动管16各具有第一端和第二端。其中每个滑动管16

的第一端可动地连接步幅调整装置18，第二端与骨架10枢接，例如，与骨架10的基座101枢

接。步幅调整装置18可改变滑动管16与垂直方向的角度，此将在稍后详述。

[0071] 参考图2和图3，当使用者的双脚站在左右踏板17上，阻力装置13提供阻力给予使

用者。此阻力的值可通过骨架10上方的操作界面23控制。在本较佳实施例，阻力装置13可包

含但不限于，皮带轮132以及飞轮134。皮带轮132的轴心130可具有双向轴承(未图示)连接

上述两曲柄130的第一端。使用者的踩踏操作，经由曲柄14驱动皮带轮132，而皮带轮132可

驱动飞轮134旋转。

[0072] 参考图2和图3，在本较佳实施例，运动装置1还包含两个压覆轮组19，每个压覆轮

组19分别包含前轮190与后轮192，其中后轮192的中心轴连接一个脚踏管12。前轮190与后

轮192可分别位于滑动管16的前后方，且前轮190与后轮192具有凹槽配合滑动管16的外形，

使得前轮190与后轮192紧靠滑动管16。每个压覆轮组19还可包含固定机构194，用于固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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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190与后轮192的位置。其中，固定机构194可为连接片，前轮190与固定机构194枢接，后轮

192与脚踏管12枢接，且后轮192的尺寸可大于前轮190。借由上述结构，踏板17会被限制沿

着滑动管16的弧线外型，在其上端与下端之间运动。图4显示压覆轮组19的运动轨迹P1，并

带动踏板17做弧形的运动轨迹P2。其中，当踏板17运动至低点时，其角度略为前倾或接近水

平；运动至高点时，则较为倾斜，此符合踏步、跨步，或登山运动的人体功学，使操作者不会

感到不适。另外，每个该压覆轮组19可随滑动管16的弧线外型而改变倾斜角，当压覆轮组19

运动至高点，压覆轮组19较为水平；当压覆轮组19运动至低点，压覆轮组19较为倾斜。借此，

压覆轮组19可紧贴滑动管16。根据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压覆轮组19，能提升踏板17运动时

的稳固性。当踏板17的速度增快时，不会脱离滑动管16。

[0073] 如图4所示，运动装置1在操作时，摇摆管11和连动管15带动脚踏管12沿着往复运

动轨迹P3运动。如图4所示，根据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运动装置，左右踏板17的运动轨迹P2，

分别为弧线，其圆心约略指向使用者的某部位，例如小腿或脚。现有习知技术运动装置的踏

板的运动轨迹，不符人体工学；然而，本案运动装置1的踏板17的运动轨迹，符合人体工学。

此外，由于曲柄14直接施力给脚踏管12，可改善现有习知技术的踏板往上推力不足的缺陷，

配合人体工学的踏板运动轨迹P2，使与实际的踏步、跨步，或登山运动接近。此外，本案运动

装置1的踏板运动轨迹P2很滑顺，可提升使用的舒适性，消除「顿点」。所谓「顿点」是指使用

者踩踏时所感受的停滞。

[0074] 图5为立体图，显示图2运动装置1的踏板17的操作。如图5所示，当曲柄14与连动管

15重迭，此时左右踏板17并非在最上方与最下方的位置，左右踏板17可继续被施力作动，避

免现有习知运动装置所产生「死点」的缺陷。

[0075] 图6和图7为侧视图，显示根据本发明图2较佳实施例的运动装置1。参考图2、图3、

图6和图7，步幅调整装置18的一端枢接于骨架10，例如枢接于基座101的轴1012(图2)，而步

幅调整装置18的另一端可动地连接滑动管16。例如，步幅调整装置18可包含马达181、螺杆

182、套筒183。其中马达181可驱动螺杆182旋转，套筒183具有内螺纹啮合螺杆182，当马达

181驱动螺杆182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套筒183沿着螺杆182朝接近马达181或远离马达181

的方向位移。此外，运动装置1可通过连杆组，例如，第一连杆1021、二个第二连杆1022，以及

横杆1023，与滑动管16的一端可动地连接。其中，第一连杆1021的第一端枢接骨架10的主架

102，第一连杆1021的第二端枢接套筒183。二个第二连杆1022位于第一连杆1021的两侧，每

个第二连杆1022的第一端与第一连杆1021两端之间的部位枢接，每个第二连杆1022的第二

端与横杆1023枢接。每个滑动管16的第一端连接横杆1023，每个滑动管16的第二端枢接骨

架10的基座101。如图6所示，当马达181驱动螺杆182，使得套筒183沿着螺杆182朝远离马达

181的方向移动，此时滑动管16与垂直方向的夹角为θ1，此状态下使用者的步幅L1，亦即左

右踏板17之间的距离为最大。如图7所示，当马达181驱动螺杆182，使得套筒183沿着螺杆

182朝接近马达181的方向移动，套筒183通过第一连杆1021、第二连杆1022，以及横杆1023

拖曳滑动管16，使得滑动管16与垂直方向的夹角变更为为θ2，其中θ2大于θ1。此状态下使用

者的步幅L2为最小。使用者可通过操作界面23控制步幅调整装置18，以调整至适当的步幅；

例如，可借由调整滑动管16与垂直方向的夹角介于θ1和θ2之间，获得合适的步幅。

[0076] 本领域技艺人士可根据上述实施例，做适当的修饰、变更，或替换，而这些修饰、变

更，或替换均属于本发明的范畴。例如，在本发明其他实施例，滑动管16与垂直方向的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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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介于10°和60°之间。例如，在本发明其他实施例，步幅调整装置18可枢接骨架10的其他部

位，例如主架102。例如，步幅调整装置18可不需要通过连杆组(例如第一连杆1021与第二连

杆1022)，而直接通过横杆1023连接滑动管16。例如，在本案其他实施例，步幅调整装置18可

动地连接(直接或间接)滑动管16的另一端，亦即下端。

[0077] 图8为局部立体图，图9和图10为侧视图，显示根据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运动装置

2。

[0078] 参考图8，运动装置2与运动装置1的主要不同处在于步幅调整装置18与滑动管16

的连接关系。在本实施例，步幅调整装置18的一端枢接于骨架10，例如枢接于骨架10的主架

102的轴1024，而步幅调整装置18的另一端可动地连接滑动管16。步幅调整装置18可包含前

述的马达181、螺杆182、套筒183。此外，步幅调整装置18可通过横杆1023，可动地连接滑动

管16的一端。例如，套筒183连接横杆1023，每个滑动管16的第一端连接横杆1023，每个滑动

管16的第二端枢接骨架10的基座101。值得注意的是，在另一实施例，步幅调整装置18的一

端可枢接于骨架10的基座101，而不是枢接于主架102。

[0079] 如图9所示，当马达181驱动螺杆182，使得套筒183沿着螺杆182朝远离马达181的

方向移动，此时滑动管16与垂直方向的夹角为θ3，此状态下使用者的步幅L3，亦即左右踏板

17之间的距离为最大。如图10所示，当马达181驱动螺杆182，使得套筒183沿着螺杆182朝接

近马达181的方向移动，套筒183通过横杆1023拖曳滑动管16，使得滑动管16与垂直方向的

夹角变更为为θ4，其中θ4大于θ3。此状态下使用者的步幅L4为最小。使用者可通过操作界面

23控制步幅调整装置18，以调整至适当的步幅；例如，可调整滑动管16与垂直方向的夹角介

于θ3和θ4之间，以获得适当的步幅。

[0080] 图11为局部立体图，图12和图13为侧视图，显示根据本发明第三实施例的运动装

置3。

[0081] 参考图11，运动装置3与运动装置1的主要不同处在于步幅调整装置18与滑动管16

的连接关系。在本实施例，步幅调整装置18的一端枢接于骨架10，例如枢接于骨架10的基座

101的轴1013，而步幅调整装置18的另一端可动地连接滑动管16，例如，可动地连接滑动管

16的下端。步幅调整装置18可包含前述的马达181、螺杆182、套筒183。例如，步幅调整装置

18可通过滑座1027，可动地连接滑动管16的一端。例如，步幅调整装置18的套筒183，可枢接

滑座1027，滑轨1026设置于基座101，滑座1027设置于滑轨1026并可在滑轨1026上滑动。滑

座1027的左右两端各连接套环1028，每个滑动管16的第一端枢接主架102，每个滑动管16的

第二端穿过对应套环1028。借此，步幅调整装置18可控制滑动管16第二端(下端)的移动。

[0082] 如图12所示，当马达181驱动螺杆182，使得套筒183沿着螺杆182朝远离马达181的

方向移动，此时滑动管16与垂直方向的夹角为θ5，此状态下使用者的步幅L5，亦即左右踏板

17之间的距离为最大。如图13所示，当马达181驱动螺杆182，使得套筒183沿着螺杆182朝接

近马达181的方向移动，套筒183通过滑座1027拖曳滑动管16的下端，使得滑动管16与垂直

方向的夹角变更为为θ6，其中θ6小于θ5。此状态下使用者的步幅L6为最小。使用者可通过操

作界面23控制步幅调整装置18，以调整至适当的步幅；例如，可调整滑动管16与垂直方向的

夹角介于θ5和θ6之间，以获得适当的步幅。

[0083]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发明另一实施例中，滑轨1026被省略，而滑座1027直接设在基

座101上，并可在基座101上滑动。其余细节与第三实施例相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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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借此，本发明运动装置1/2/3的步幅调整装置18，可经由调整滑动管16一端的位

置，获得适当的步幅。

[0085]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做任何形式上的限制，虽

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做出些许更动或修饰

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

对以上实施例所做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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