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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篮球训练装置，特别

是用于篮球训练设备技术领域。包括底座、立柱、

篮板和篮筐，底座的顶端中央设有立柱，立柱的

顶端设有连接杆，连接杆是倾斜设置，连接杆的

另一端固定连接横杆，横杆的另一端固定连接篮

板，篮板的另一端底部通过固定杆固定连接篮

筐，横杆的底端靠近篮板的一侧设有升降机构，

升降机构上设有与篮筐相配合的阻拦机构；本实

用新型通过设置折流板和栏杆，能有效的对投过

来的篮球进行篮球，并把篮球挡回去，使得篮球

向投球方向滚球，便于训练者进行捡球，提高训

练的便利性和高效性；同时，通过电机，带动丝杠

旋转，从而带动折流板和栏杆上下移动，提高阻

拦机构的位置高度，以适应不同技术水准的训练

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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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篮球训练装置，包括底座（1）、立柱（2）、篮板（5）和篮筐（7），底座（1）的顶端中央

设有立柱（2），立柱（2）的顶端设有连接杆（3），连接杆（3）是倾斜设置，连接杆（3）的另一端

固定连接横杆（4），横杆（4）的另一端固定连接篮板（5），篮板（5）的另一端底部通过固定杆

（6）固定连接篮筐（7），其特征在于，横杆（4）的底端靠近篮板（5）的一侧设有升降机构，升降

机构上设有与篮筐（7）相配合的阻拦机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篮球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升降机构包括轨道柱（9）和

电机（14），电机（14）固定连接在横杆（4）的顶端，电机（14）的外侧套设有保护箱（15）。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篮球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电机（14）在竖直方向上与轨

道柱（9）相对应。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篮球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轨道柱（9）靠近篮板（5）的一

侧端设有滑槽（10），滑槽（10）是T型槽，滑槽（10）内设有丝杠（11），丝杠（11）的底端通过轴

承座（12）转动连接在滑槽（10）的内腔底壁，丝杠（11）的顶端贯穿横杆（4）且固定连接在电

机（14）的电机轴上，丝杠（11）通过轴承（13）转动连接在横杆（4）上，丝杠（11）上套设有与滑

槽（10）相配合的升降座（16），升降座（16）上设有阻拦机构。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篮球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滑槽（10）与丝杠（11）之间是

相互平行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篮球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升降座（16）与丝杠（11）之间

是螺纹连接，升降座（16）与滑槽（10）之间是滑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篮球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阻拦机构包括折流板（18）和

若干栏杆（19），折流板（18）是倾斜设置，折流板（18）的顶端均匀的设有若干栏杆（19），折流

板（18）通过支撑杆（17）固定连接在升降座（16）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篮球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底座（1）的底端设有移动腔

（101），移动腔（101）的内腔底壁均匀的设有若干减震板（102），减震板（102）上设有万向轮

（103）。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篮球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篮筐（7）的底端设有篮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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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篮球训练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篮球训练设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篮球训练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篮球运动是1891年由美国人詹姆斯·奈史密斯发明的。当时，他在马萨诸塞州斯

普林菲尔德基督教青年会国际训练学校任教。由于当地盛产桃子，这里的儿童又非常喜欢

做用球投入桃子筐的游戏。这使他从中得到启发，并博采足球、曲棍球等其他球类项目的特

点，创编了篮球游戏。

[0003]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篮球运动在我国得到大力推广，

特别是在高中生和大学领域，更是有着广泛的爱好群体。同时，篮球作为一种竞技体育运

动，在时间范围内也有着广泛的爱好群体，且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运动员。

[0004] 篮球的投篮训练十分的枯燥，在篮球的投篮训练过程中，大量的球投球后，落在球

架的后侧，需要训练人员自己过去拣或借助其他人协助捡球，进行辅助训练，十分的不便。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篮球训练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

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篮球训练装置，包括底座、立柱、篮板和篮筐，底座的顶端中央设有立柱，立柱

的顶端设有连接杆，连接杆是倾斜设置，连接杆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横杆，横杆的另一端固定

连接篮板，篮板的另一端底部通过固定杆固定连接篮筐，横杆的底端靠近篮板的一侧设有

升降机构，升降机构上设有与篮筐相配合的阻拦机构。

[0008] 为了进一步提高一种篮球训练装置的使用效果，升降机构包括轨道柱和电机，电

机固定连接在横杆的顶端，电机的外侧套设有保护箱。

[0009] 为了进一步提高一种篮球训练装置的使用效果，电机在竖直方向上与轨道柱相对

应。

[0010] 为了进一步提高一种篮球训练装置的使用效果，轨道柱靠近篮板的一侧端设有滑

槽，滑槽是T型槽，滑槽内设有丝杠，丝杠的底端通过轴承座转动连接在滑槽的内腔底壁，丝

杠的顶端贯穿横杆且固定连接在电机的电机轴上，丝杠通过轴承转动连接在横杆上，丝杠

上套设有与滑槽相配合的升降座，升降座上设有阻拦机构。

[0011] 为了进一步提高一种篮球训练装置的使用效果，滑槽与丝杠之间是相互平行设

置。

[0012] 为了进一步提高一种篮球训练装置的使用效果，升降座与丝杠之间是螺纹连接，

升降座与滑槽之间是滑动连接。

[0013] 为了进一步提高一种篮球训练装置的使用效果，阻拦机构包括折流板和若干栏

杆，折流板是倾斜设置，折流板的顶端均匀的设有若干栏杆，折流板通过支撑杆固定连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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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座上。

[0014] 为了进一步提高一种篮球训练装置的使用效果，底座的底端设有移动腔，移动腔

的内腔底壁均匀的设有若干减震板，减震板上设有万向轮。

[0015] 为了进一步提高一种篮球训练装置的使用效果，篮筐的底端设有篮网。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折流板和栏杆，能有效的对投过来的篮球

进行篮球，并把篮球挡回去，使得篮球向投球方向滚球，便于训练者进行捡球，提高训练的

便利性和高效性；同时，通过电机，带动丝杠旋转，利用丝杠的旋转扭力推动升降座沿着滑

槽上下移动，从而带动折流板和栏杆上下移动，提高阻拦机构的位置高度，以适应不同技术

水准的训练人员使用，提高应用范围。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篮球训练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篮球训练装置的折流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篮球训练装置的底座的仰视图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底座，2-立柱，3-连接杆，4-横杆，5-篮板，6-固定杆，7-篮筐，8-篮网，9-轨

道柱，10-滑槽，11-丝杠，12-轴承座，13-轴承，14-电机，15-保护箱，16-升降座，17-支撑杆，

18-折流板，19-栏杆，101-移动腔，102-减震板，103-万向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

以相互组合。

[0022]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纵向”、“横向”、“上”、“下”、

“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

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

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

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此外，术语“第一”、“第二”等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

或暗示相对重要性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数量。由此，限定有“第一”、“第二”等

的特征可以明示或者隐含地包括一个或者更多个该特征。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除非另

有说明，“多个”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

[0023]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

装”、“相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

连接；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

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通过具体情况理解上

述术语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含义。

[0024]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专利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0025] 实施例1

[0026] 请参阅图1～3，一种篮球训练装置，包括底座1、立柱2、篮板5和篮筐7，所述底座1

的顶端中央设有立柱2，所述立柱2的顶端设有连接杆3，所述连接杆3是倾斜设置，连接杆3

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横杆4，所述横杆4的另一端固定连接篮板5，所述篮板5的另一端底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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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固定杆6固定连接篮筐7，所述横杆4的底端靠近篮板5的一侧设有升降机构，所述升降机

构上设有与篮筐7相配合的阻拦机构，投篮后一部分篮球通过进入篮筐7，然后落在阻拦机

构上，使得篮球向投球的方向滚去，便于训练者捡球，部分篮球撞击篮板5，滚向投球，最后

一部分篮球直接撞击阻拦机构，从而使得篮球滚向投球，降低投球捡球的时间，提高训练效

率；同时，通过升降机构可以调整阻拦机构的高度，便于不同命中率的人进行调节使用，以

满足不同的训练者使用；为了便于使用，篮筐7的底端设有篮网8。

[0027] 实施例2

[0028] 本实施例是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的进一步阐述，所述升降机构包括轨道柱9和电机

14，所述电机14固定连接在横杆4的顶端，电机14的外侧套设有保护箱15，电机14在竖直方

向上与轨道柱9相对应，通过设置保护箱15，能有效的防止电机14直接受雨雪侵蚀，提高电

机14的使用寿命。

[0029] 所述轨道柱9靠近篮板5的一侧端设有滑槽10，所述滑槽10是T型槽，滑槽10内设有

丝杠11，滑槽10与丝杠11之间是相互平行设置，所述丝杠11的底端通过轴承座12转动连接

在滑槽10的内腔底壁，丝杠11的顶端贯穿横杆4且固定连接在电机14的电机轴上，丝杠11通

过轴承13转动连接在横杆4上，丝杠11上套设有与滑槽10相配合的升降座16，所述升降座16

上设有阻拦机构，所述升降座16与丝杠11之间是螺纹连接，升降座16与滑槽10之间是滑动

连接，启动电机14，带动丝杠11旋转，利用丝杠11的旋转扭力推动升降座16沿着滑槽10上下

移动，从而带动阻拦机构上下移动，提高阻拦机构的位置高度，以适应不同技术水准的训练

人员使用。

[0030] 实施例3

[0031] 本实施例是在实施例2的基础上的进一步阐述，所述阻拦机构包括折流板18和若

干栏杆19，所述折流板18是倾斜设置，折流板18的顶端均匀的设有若干栏杆19，折流板18通

过支撑杆17固定连接在升降座16上，通过折流板18配合栏杆19对篮球进行阻拦，使得篮球

反向滚回。

[0032] 所述底座1的底端设有移动腔101，所述移动腔101的内腔底壁均匀的设有若干减

震板102，所述减震板102上设有万向轮103，通过设置万向轮103，提高整个装置的可移动

性，便于设备的转移。

[0033] 实施例1-3的工作原理，在训练投篮时，投篮后一部分篮球通过进入篮筐7，然后落

在折流板18配合栏杆19的作用下，使得篮球向投球的方向滚去，便于训练者捡球，部分篮球

撞击篮板5，滚向投球的一方；最后一部分篮球直接撞击折流板18或栏杆19，从而使得篮球

滚向投球，降低投球捡球的时间，提高训练效率；同时，通过电机14，带动丝杠11旋转，利用

丝杠11的旋转扭力推动升降座16沿着滑槽10上下移动，从而带动折流板18和栏杆19上下移

动，提高阻拦机构的位置高度，以适应不同技术水准的训练人员使用。

[0034] 本实用新型的创新点在于，通过设置折流板18和栏杆19，能有效的对投过来的篮

球进行篮球，并把篮球挡回去，使得篮球向投球方向滚动，便于训练者进行捡球，提高训练

的便利性和高效性；同时，通过电机14，带动丝杠11旋转，利用丝杠11的旋转扭力推动升降

座16沿着滑槽10上下移动，从而带动折流板18和栏杆19上下移动，提高阻拦机构的位置高

度，以适应不同技术水准的训练人员使用，提高应用范围。

[0035] 上面对本专利的较佳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专利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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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专利宗旨的前提下

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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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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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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