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163583.5

(22)申请日 2020.03.10

(71)申请人 郑州师范学院

地址 450000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大学城

北区英才街6号

(72)发明人 郭鹏飞　

(74)专利代理机构 郑州芝麻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41173

代理人 郭尊言

(51)Int.Cl.

A63B 69/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与羽毛球球网配套使用的羽毛球击球

技术练习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与羽毛球球网配套使用的

羽毛球击球技术练习器。球架装置控制训练球在

空间的位置和角度，包括支架，支架上设弹性绳

索，C型架的开口处通过水平设置的细绳连接有

训练球，细绳与训练球连接处为转动连接，训练

球内壁均布有永磁体，训练球内与细绳同轴设置

有螺线管，螺线管通电后可依靠磁力驱动训练球

绕细绳旋转，支架上还设有给弹性绳索施加阻尼

以控制弹性绳索的弹性力的阻尼装置；球拍装置

击打训练球，滑杆上滑动装配有滑动击球杆，滑

动击球杆与椭圆形框架的靠近球杆的一端之间

连接有拉簧，挥动球拍装置时滑动击球杆可沿滑

杆移动，通过滑动击球杆击打训练球进行球技的

练习。可练习球拍击球点、接发旋转球且使用所

需空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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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与羽毛球球网配套使用的羽毛球击球技术练习器,其特征在于，包括球架装置

和球拍装置；

球架装置，用于控制训练球在空间的位置和角度，包括支架，支架包括自下而上设置的

底座、竖杆和横杆，支架上设有弹性绳索，弹性绳索的一端从横杆的外端向下延伸并连接有

开口向下设置的C型架，弹性绳索的另一端连接在C型架的侧边，弹性绳索提供给C型架朝向

其静止状态所处位置的弹性作用力，C型架的开口处通过水平设置的细绳连接有训练球，细

绳与训练球连接处为转动连接，训练球内壁均布有永磁体，训练球内与所述细绳同轴设置

有螺线管，螺线管通电后可依靠磁力驱动训练球绕细绳旋转，所述支架上还设有通过给弹

性绳索施加阻尼以控制弹性绳索的弹性作用力的阻尼装置；

球拍装置，用于击打所述训练球，包括球杆、手柄和椭圆形框架，椭圆形框架内设有至

少两根沿球杆长度方向延伸的滑杆，滑杆上滑动装配有滑动击球杆，滑动击球杆与椭圆形

框架的靠近球杆的一端之间连接有拉簧，挥动球拍装置时滑动击球杆可沿滑杆移动，通过

滑动击球杆击打所述训练球进行球技的练习。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羽毛球模拟训练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阻尼装置包括U形

架以及并列设置在U型架的两边之间的多根紧绷的阻尼绳，所述弹性绳索从多根阻尼绳中

的至少两根之间交错绕过。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羽毛球模拟训练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绳索与C型架

的侧边通过可拆结构连接以方便调整弹性绳索交错绕过的阻尼绳的数量。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羽毛球模拟训练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C型架的侧边以及

弹性绳索的其中一个上设有挂钩、另一个上设有与之钩挂配合的挂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羽毛球模拟训练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训练球上具有一个

穿过球心的贯穿孔，所述训练球通过贯穿孔穿装在细绳上，细绳上于对应于训练球的两侧

分别设有吊钟绳扣，训练球被沿细绳的轴向限制在两个吊钟绳扣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羽毛球模拟训练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螺线管固定在细绳

上，螺线管的电线的引出线缠绕在细绳上并从所述贯穿孔中穿出以与电源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羽毛球模拟训练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永磁体在

垂直螺线管所在的平面内周向均布。

8.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羽毛球模拟训练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球架装置

上还设有控制螺线管电路通断的启停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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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与羽毛球球网配套使用的羽毛球击球技术练习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与羽毛球球网配套使用的羽毛球击球技术练习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进行羽毛球运动的人数逐渐增多，除了专业运动员之外，许多业余爱好者也

希望提高自己的球技，而目前羽毛球运动至少需要两人配合才能进行运动，而对于单人想

进行运动或者训练学习时则需要陪练人员，如无陪练员，一般采用功能单一的羽毛球发射

器进行喂球，其训练功能单一、训练效果差，当需要练习准确的球拍击球点、练习旋转球等

均不能得到满足，而且现有的羽毛球发射器所需空间较大，对于一些较小空间，尤其是疫情

期间无法出门的情况下，则不能适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可练习球拍击球点、接发旋转球且使用所需空间小的羽

毛球模拟训练器组件。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一种与羽毛球球网配套使用的羽毛球击球技术练习器

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与羽毛球球网配套使用的羽毛球击球技术练习器包括球架装置和

球拍装置；

[0005] 球架装置，用于控制训练球在空间的位置和角度，包括支架，支架包括自下而上设

置的底座、竖杆和横杆，支架上设有弹性绳索，弹性绳索的一端从横杆的外端向下延伸并连

接有开口向下设置的C型架，弹性绳索的另一端连接在C型架的侧边，弹性绳索提供给C型架

朝向其静止状态所处位置的弹性作用力，C型架的开口处通过水平设置的细绳连接有训练

球，细绳与训练球连接处为转动连接，训练球内壁均布有永磁体，训练球内与所述细绳同轴

设置有螺线管，螺线管通电后可依靠磁力驱动训练球绕细绳旋转，所述支架上还设有通过

给弹性绳索施加阻尼以控制弹性绳索的弹性作用力的阻尼装置；

[0006] 球拍装置，用于击打所述训练球，包括球杆、手柄和椭圆形框架，椭圆形框架内设

有至少两根沿球杆长度方向延伸的滑杆，滑杆上滑动装配有滑动击球杆，滑动击球杆与椭

圆形框架的靠近球杆的一端之间连接有拉簧，挥动球拍装置时滑动击球杆可沿滑杆移动，

通过滑动击球杆击打所述训练球进行球技的练习。

[0007]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如下：所述阻尼装置包括U形架以及并列设置在

U型架的两边之间的多根紧绷的阻尼绳，所述弹性绳索从多根阻尼绳中的至少两根之间交

错绕过。该方式类似于编织，绕过的阻尼绳越多，所受的阻尼力越大，从而实现对所受阻尼

力的调节。

[0008]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如下：所述弹性绳索与C型架的侧边通过可拆结

构连接以方便调整弹性绳索交错绕过的阻尼绳的数量。

[0009]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如下：所述C型架的侧边以及弹性绳索的其中一

个上设有挂钩、另一个上设有与之钩挂配合的挂环。此种可拆结构简单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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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如下：所述训练球上具有一个穿过球心的贯穿

孔，所述训练球通过贯穿孔穿装在细绳上，细绳上于对应于训练球的两侧分别设有吊钟绳

扣，训练球被沿细绳的轴向限制在两个吊钟绳扣之间。通过吊钟绳扣对穿在细绳上的训练

球进行限位。

[0011]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如下：所述螺线管固定在细绳上，螺线管的电线

的引出线缠绕在细绳上并从所述贯穿孔中穿出以与电源连接。

[0012]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如下：所述永磁体在垂直螺线管所在的平面内

周向均布。

[0013]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如下：所述球架装置上还设有控制螺线管电路

通断的启停开关。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通过设置球架装置可用来控制代表羽毛球的训练球的

位置和角度，训练球所对应的C型架通过弹性绳索悬吊在横杆上部，训练球受到球拍拍击时

会朝向拍击方向运动，随后会随着弹性绳索的拉力而返回到原位置，无需捡球，以便可以持

续训练，更重要的是，通过阻尼装置的设置可以调节弹性绳索的弹性力，从而根据训练需要

调节击球所需的力量，以便可以训练击球者的击球力量，即通过调节击球所需的力量，击球

者只有使用超过该设定力量后才能将训练球击出；再者，通过对训练球的改进，将训练球内

壁设置永磁体、中间设置螺线管，而螺线管相对于细绳固定，当螺线管通电后，利用电磁感

应定律，固定螺线管后，自由状态的训练球就会随着其永磁体而转动，类似于电机原理，这

样，旋转的训练球就可以模拟羽毛球运动中的旋转球，起到训练旋转球的目的；再者，球拍

装置通过设置滑杆和滑动击球杆，当挥动球拍装置时，在冲击动能以及拉簧的双重作用下，

可使得滑动击球杆处于球拍击球的最佳位置，通过滑动击球杆来击打训练球，可以训练击

球者对于球拍上击球落点的训练，使得击球点更准确，能够在球拍的最有利位置集中羽毛

球，以达到更大的冲击力和击球速度。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羽毛球模拟训练器组件的球架装置的主视图(该视图方向也是击

球方向)；

[0016] 图2是图1中的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17] 图3是训练球的内部结构图(平行螺线管的轴线方向)；

[0018] 图4是为图3中B处的局部放大图；

[0019] 图5是训练球的内部结构图(垂直螺线管的轴线方向)；

[0020] 图6为球拍装置的主视图；

[0021] 图7为图6中C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2] 图中：1-支架，11-底座，12-竖杆，13-横杆，2-弹性绳索，3-C型架，31-挂环，4-训练

球，41-永磁体，42-螺线管，43-贯穿孔，5-细绳，6-吊钟绳扣，7-阻尼装置，71-U型架，72-阻

尼绳，8-球杆，81-手柄，9-椭圆形框架，91-滑杆，92-滑动击球杆，93-拉簧。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本发明的一种与羽毛球球网配套使用的羽毛球击球技术练习器包括球架装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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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拍装置。

[0024] 如图1-5所示，球架装置用于控制训练球4在空间的位置和角度，包括支架1，支架1

包括自下而上设置的底座11、竖杆12和横杆13，三者呈Z字形，材质可以选择钢材或者木材，

底部可固定在地面上或者通过配重固定。支架1上设有弹性绳索2，可选用橡皮筋，弹性绳索

2的一端从横杆13的外端向下延伸并连接有开口向下设置的C型架3，C型架3的材质可以是

工程塑料或者铝合金等轻质材料，也可选择橡胶等材质。弹性绳索2的另一端连接在C型架3

的侧边，弹性绳索2提供给C型架3朝向其静止状态所处位置的弹性作用力，C型架3的开口处

通过水平设置的细绳5连接有训练球4，细绳5与训练球4连接处为转动连接，训练球4内壁均

布有永磁体41，训练球4内与细绳5同轴设置有螺线管42，螺线管42通电后可依靠磁力驱动

训练球4绕细绳5旋转，支架1上还设有通过给弹性绳索2施加阻尼以控制弹性绳索2的弹性

作用力的阻尼装置7。

[0025] 如图6、7所示，球拍装置用于击打训练球4，球拍装置的基本形状与尺寸与现有技

术的常规球拍一致，不同之处在于拍面。具体包括球杆8、手柄81和椭圆形框架9，椭圆形框

架9(类似普通球拍的拍面)内设有至少两根沿球杆8长度方向延伸的滑杆91，滑杆91上滑动

装配有滑动击球杆928(类似普通球拍的网线)，滑动击球杆928与椭圆形框架9的靠近球杆8

的一端之间连接有拉簧93，挥动球拍装置时滑动击球杆928可沿滑杆91移动，通过滑动击球

杆928击打所述训练球4进行球技的练习。

[0026] 更具体地，阻尼装置7包括U形架以及并列设置在U型架71的两边之间的多根紧绷

的阻尼绳72，阻尼绳72也可选用弹性的绳索，弹性绳索2从多根阻尼绳72中的至少两根之间

交错绕过。该方式类似于编织，绕过的阻尼绳72越多，所受的阻尼力越大，从而实现对所受

阻尼力的调节。弹性绳索2与C型架3的侧边通过可拆结构连接以方便调整弹性绳索2交错绕

过的阻尼绳72的数量。

[0027] 本实施例中，C型架3的侧边以及弹性绳索2的其中一个上设有挂钩、另一个上设有

与之钩挂配合的挂环31。此种可拆结构简单方便。训练球4上具有一个穿过球心的贯穿孔

43，训练球4通过贯穿孔43穿装在细绳5上，细绳5上于对应于训练球4的两侧分别设有吊钟

绳扣6，训练球4被沿细绳5的轴向限制在两个吊钟绳扣6之间。通过吊钟绳扣6对穿在细绳5

上的训练球4进行限位。螺线管42固定在细绳5上，螺线管42的电线的引出线缠绕在细绳5上

并从所述贯穿孔43中穿出以与电源连接。永磁体41在垂直螺线管42所在的平面内周向均

布。球架装置上还设有控制螺线管42电路通断的启停开关。

[0028] 本实施例中，螺线管42的电线可接入变压器，然后接入家庭用电。

[0029] 使用时，训练者手持球拍装置作为羽毛球拍进行挥拍训练，开启开关后，螺线管42

通电产生电磁力，驱动训练球4绕细绳5旋转，训练者需要练习使球拍装置的滑动击球杆928

击中旋转的训练球4，此过程不仅有旋转球训练，还有对于击球点的准确度的训练，当需要

训练击球力度时，将弹性绳索2的连接C型架3的一端处的挂钩取下，调节从阻尼绳72中穿过

的数量，而且从相邻两根阻尼绳72中穿过时是S形交错穿过，类似于编织，然后再挂回到C型

架3的挂环31上，即可完成训练球4拉力的调节，也即是训练球4被击出所需要的冲击力的调

节。

[0030] 本发明通过设置球架装置可用来控制代表羽毛球的训练球4的位置和角度，训练

球4所对应的C型架3通过弹性绳索2悬吊在横杆13上部，训练球4受到球拍拍击时会朝向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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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方向运动，随后会随着弹性绳索2的拉力而返回到原位置，无需捡球，以便可以持续训练，

更重要的是，通过阻尼装置7的设置可以调节弹性绳索2的弹性力，从而根据训练需要调节

击球所需的力量，以便可以训练击球者的击球力量，即通过调节击球所需的力量，击球者只

有使用超过该设定力量后才能将训练球4击出；再者，通过对训练球4的改进，将训练球4内

壁设置永磁体41、中间设置螺线管42，而螺线管42相对于细绳5固定，当螺线管42通电后，利

用电磁感应定律，固定螺线管42后，自由状态的训练球4就会随着其永磁体41而转动，类似

于电机原理，这样，旋转的训练球4就可以模拟羽毛球运动中的旋转球，起到训练旋转球的

目的；再者，球拍装置通过设置滑杆91和滑动击球杆928，当挥动球拍装置时，在冲击动能以

及拉簧93的双重作用下，可使得滑动击球杆928处于球拍击球的最佳位置，通过滑动击球杆

928来击打训练球4，可以训练击球者对于球拍上击球落点的训练，使得击球点更准确，能够

在球拍的最有利位置集中羽毛球，以达到更大的冲击力和击球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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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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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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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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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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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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