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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太空漫步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多功能太空漫步机，

属于健身器材技术领域，解决了传统太空漫步机

功能单一、趣味性相对较差、不利于人们健身持

续性的问题。主要包括竖杆、横杆、活动杆、足部

踏板、扶手，扶手包括弯管段和直管段，直管段上

设有手部锻炼机构。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巧妙，

功能全面，在锻炼人体腰腿部的同时又能锻炼人

体上肢，同样的健身时间可获得更多、更全面的

健身效果；在腿部摆动的同时可以正反转动手部

锻炼机构，趣味性强，有利于人们健身的持续性；

在活动手部的同时还具有按摩手掌的功能，按摩

点不定点刺激手掌穴位，达到按摩舒适的效果；

结构设计简单，易于制造量产，实用性强，可在户

外健身领域得到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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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太空漫步机，包括两立在地面上的竖杆，两所述竖杆相对面上分别设有

横杆，每根所述横杆上均设有与之活动连接的活动杆，所述活动杆底部设有与之固定连接

的足部踏板，两所述竖杆之间还设有与之固定连接的扶手，所述扶手包括弯管段和直管段，

其特征在于：所述直管段上设有手部锻炼机构，该手部锻炼机构包括左手握管总成和右手

握管总成；所述左手握管总成包括左手握管，所述左手握管套接在所述直管段外、并且所述

左手握管经轴承Ⅰ与所述直管段转动连接，所述左手握管两末端端头设有沿其周向分布的

凸起Ⅰ，所述凸起Ⅰ底面向下延伸直至与所述直管段表体间隙配合；所述右手握管总成包括

右手握管，所述右手握管套接在所述直管段外、并且所述右手握管经轴承Ⅱ与所述直管段

转动连接，所述右手握管两末端端头设有沿其周向分布的凸起Ⅱ，所述凸起Ⅱ底面向下延

伸直至与所述直管段间隙配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太空漫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左手握管总成、所

述右手握管总成结构尺寸规格相同，两者以所述直管段的纵向中心线为对称轴对称式分布

在所述直管段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太空漫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轴承Ⅰ的数量为

二，分别位于所述左手握管的两末端位置处；所述轴承Ⅱ的数量为二，分别位于所述右手握

管的两末端位置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太空漫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左手握管、右手握

管表体均设有若干个起按摩作用的凸起按摩点。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太空漫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凸起按摩点呈不规

则规律排布。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太空漫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凸起按摩点为圆弧

状凸起或者为卵石状凸起。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太空漫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凸起按摩点采用模

具铸造工艺与所述左手握管、所述右手握管构成一整体。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太空漫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凸起Ⅰ、所述凸起Ⅱ

呈圆环状。

9.根据权利要求1或8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太空漫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凸起Ⅰ与所述左

手握管采用模具铸造工艺或者焊接工艺构成一整体；所述凸起Ⅱ与所述右手握管采用模具

铸造工艺或者焊接工艺构成一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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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太空漫步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健身器材技术领域，具体地说，尤其涉及一种趣味性强、既能锻炼

人体腰腿部又能锻炼人体上肢的多功能太空漫步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健身意识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健身器材被安装到居民社区、公园广场

和学校等城市公共场所，太空漫步机是常见健身器材之一。使用时双手紧握扶手，双脚分别

站在两踏板上，如太空行走般自然、交替地前后摆动双腿。具有增强心肺、增强下肢/腰部肌

肉力量、改善下肢柔韧性/协调能力的功能；对腰肌劳损、髋关节酸痛、下肢活动障碍、肌肉

萎缩等具有调理作用。但目前市面上的太空漫步机只考虑到腿部运动，仅起到腰部及下肢

的锻炼，功能比较单一，在相同的时间成本下，取得的锻炼成果比较差；此外，功能单一也使

得器材趣味性比较低，不利于人们健身的持续性。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了一种趣味性强、既能锻炼

人体腰腿部又能锻炼人体上肢的多功能太空漫步机。

[0004]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5] 一种多功能太空漫步机，包括两立在地面上的竖杆，两所述竖杆相对面上分别设

有横杆，每根所述横杆上均设有与之活动连接的活动杆，所述活动杆底部设有与之固定连

接的足部踏板，两所述竖杆之间还设有与之固定连接的扶手，所述扶手包括弯管段和直管

段，所述直管段上设有手部锻炼机构，该手部锻炼机构包括左手握管总成和右手握管总成；

所述左手握管总成包括左手握管，所述左手握管套接在所述直管段外、并且所述左手握管

经轴承Ⅰ与所述直管段转动连接，所述左手握管两末端端头设有沿其周向分布的凸起Ⅰ，所

述凸起Ⅰ底面向下延伸直至与所述直管段表体间隙配合；所述右手握管总成包括右手握管，

所述右手握管套接在所述直管段外、并且所述右手握管经轴承Ⅱ与所述直管段转动连接，

所述右手握管两末端端头设有沿其周向分布的凸起Ⅱ，所述凸起Ⅱ底面向下延伸直至与所

述直管段间隙配合。

[0006] 优选地，所述左手握管总成、所述右手握管总成结构尺寸规格相同，两者以所述直

管段的纵向中心线为对称轴对称式分布在所述直管段上。

[0007] 优选地，所述轴承Ⅰ的数量为二，分别位于所述左手握管的两末端位置处；所述轴

承Ⅱ的数量为二，分别位于所述右手握管的两末端位置处。

[0008] 优选地，所述左手握管、右手握管表体均设有若干个起按摩作用的凸起按摩点。

[0009] 优选地，所述凸起按摩点呈不规则规律排布。

[0010] 优选地，所述凸起按摩点为圆弧状凸起或者为卵石状凸起。

[0011] 优选地，所述凸起按摩点采用模具铸造工艺与所述左手握管、所述右手握管构成

一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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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优选地，所述凸起Ⅰ、所述凸起Ⅱ呈圆环状。

[0013] 优选地，所述凸起Ⅰ与所述左手握管采用模具铸造工艺或者焊接工艺构成一整体；

所述凸起Ⅱ与所述右手握管采用模具铸造工艺或者焊接工艺构成一整体。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5] 1 .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巧妙，功能全面，在锻炼人体腰腿部的同时又能锻炼人体

上肢，同样的健身时间可获得更多、更全面的健身效果；

[0016] 2.本实用新型在腿部摆动的同时可以正反方向转动手部锻炼机构，趣味性强，有

利于人们健身的持续性；

[0017] 3.本实用新型在活动手部的同时还具有按摩手掌的功能，按摩点不定点刺激手掌

穴位，达到按摩舒适的效果；

[0018] 4.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简单，易于制造量产，实用性强，可在户外健身领域得到广

泛推广。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手部锻炼机构结构示意图一；

[0021] 图3是本实用新型手部锻炼机构结构示意图二；

[0022] 图4是本实用新型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竖杆；2.横杆；3.活动杆；4.足部踏板；5.弯管段；6.直管段；7.左手握管；

8.轴承Ⅰ；9.凸起Ⅰ；10.右手握管；11.轴承Ⅱ；12.凸起Ⅱ；13.凸起按摩点；14.左手握管总

成；15.右手握管总成。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25] 一种多功能太空漫步机，包括两立在地面上的竖杆1，两所述竖杆1相对面上分别

设有横杆2，每根所述横杆2上均设有与之活动连接的活动杆3，所述活动杆3底部设有与之

固定连接的足部踏板4，两所述竖杆1之间还设有与之固定连接的扶手，所述扶手包括弯管

段5和直管段6，所述直管段6上设有手部锻炼机构，该手部锻炼机构包括左手握管总成14和

右手握管总成15；所述左手握管总成14包括左手握管7，所述左手握管7套接在所述直管段6

外、并且所述左手握管7经轴承Ⅰ8与所述直管段6转动连接，所述左手握管7两末端端头设有

沿其周向分布的凸起Ⅰ9，所述凸起Ⅰ9底面向下延伸直至与所述直管段6表体间隙配合；所述

右手握管总成15包括右手握管10，所述右手握管10套接在所述直管段6外、并且所述右手握

管10经轴承Ⅱ11与所述直管段6转动连接，所述右手握管10两末端端头设有沿其周向分布

的凸起Ⅱ12，所述凸起Ⅱ12底面向下延伸直至与所述直管段6间隙配合。

[0026] 优选地，所述左手握管总成14、所述右手握管总成15结构尺寸规格相同，两者以所

述直管段6的纵向中心线为对称轴对称式分布在所述直管段6上。

[0027] 优选地，所述轴承Ⅰ8的数量为二，分别位于所述左手握管7的两末端位置处；所述

轴承Ⅱ11的数量为二，分别位于所述右手握管10的两末端位置处。

[0028] 优选地，所述左手握管7、右手握管10表体均设有若干个起按摩作用的凸起按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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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0029] 优选地，所述凸起按摩点13呈不规则规律排布。

[0030] 优选地，所述凸起按摩点13为圆弧状凸起或者为卵石状凸起。

[0031] 优选地，所述凸起按摩点13采用模具铸造工艺与所述左手握管7、所述右手握管10

构成一整体。

[0032] 优选地，所述凸起Ⅰ9、所述凸起Ⅱ12呈圆环状。

[0033] 优选地，所述凸起Ⅰ9与所述左手握管7采用模具铸造工艺或者焊接工艺构成一整

体；所述凸起Ⅱ12与所述右手握管10采用模具铸造工艺或者焊接工艺构成一整体。

[0034] 实施例1：

[0035] 本实施例包括两立在地面上的竖杆1，两竖杆1相对面上分别设有横杆2，每根横杆

2上均设有与之活动连接的活动杆3，活动杆3底部设有与之固定连接的足部踏板4，两竖杆1

之间还设有与之固定连接的扶手，扶手包括弯管段5和直管段6，直管段6上设有手部锻炼机

构，该手部锻炼机构包括左手握管总成14和右手握管总成15；左手握管总成14包括左手握

管7，左手握管7套接在直管段6外、并且左手握管7经轴承Ⅰ8与直管段6转动连接，左手握管7

两末端端头设有沿其周向分布的凸起Ⅰ9，且凸起Ⅰ9底面向下延伸直至与直管段6表体间隙

配合；右手握管总成15包括右手握管10，右手握管10套接在直管段6外、并且右手握管10经

轴承Ⅱ11与直管段6转动连接，右手握管10两末端端头设有沿其周向分布的凸起Ⅱ12，且凸

起Ⅱ12底面向下延伸直至与直管段6间隙配合。凸起Ⅰ9、凸起Ⅱ12的设计主要是为了防止交

替转动时拼装接缝处夹伤皮肉。

[0036] 使用方法为：双脚站立在足部踏板上，双手紧握手部锻炼机构，前后交替摆动双

腿，如同太空行走一般自然，在摆动双腿的同时，两手交替转动左手握管总成14和右手握管

总成15。也就是在锻炼腿部、腰部的同时，人体上肢也得到了锻炼。

[0037] 本实施例结构设计巧妙，功能全面，在锻炼人体腰腿部的同时又能锻炼人体上肢，

同样的健身时间可获得更多、更全面的健身效果；在腿部摆动的同时可以正反转动手部锻

炼机构，趣味性强，有利于人们健身的持续性；结构设计简单，易于制造量产，实用性强，可

在户外健身领域得到广泛推广。

[0038] 实施例2：

[0039] 本实施例包括两立在地面上的竖杆1，两竖杆1相对面上分别设有横杆2，每根横杆

2上均设有与之活动连接的活动杆3，活动杆3底部设有与之固定连接的足部踏板4，两竖杆1

之间还设有与之固定连接的扶手，扶手包括弯管段5和直管段6，其特征在于：直管段6上设

有手部锻炼机构，该手部锻炼机构包括左手握管总成14和右手握管总成15；左手握管总成

14包括左手握管7，左手握管7套接在直管段6外、并且左手握管7经轴承Ⅰ8与直管段6转动连

接，左手握管7两末端端头设有沿其周向分布的凸起Ⅰ9，且凸起Ⅰ9底面向下延伸直至与直管

段6表体间隙配合；右手握管总成15包括右手握管10，右手握管10套接在直管段6外、并且右

手握管10经轴承Ⅱ11与直管段6转动连接，右手握管10两末端端头设有沿其周向分布的凸

起Ⅱ12，且凸起Ⅱ12底面向下延伸直至与直管段6间隙配合。凸起Ⅰ9、凸起Ⅱ12的设计主要

是为了防止交替转动时拼装接缝处夹伤皮肉。凸起Ⅰ9与左手握管7采用模具铸造工艺或者

焊接工艺构成一整体；凸起Ⅱ12与右手握管10采用模具铸造工艺或者焊接工艺构成一整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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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本实施例的左手握管总成14、右手握管总成15结构尺寸规格相同，两者以直管段6

的纵向中心线为对称轴对称式分布在直管段6上；轴承Ⅰ8的数量为二，分别位于左手握管7

的两末端位置处；轴承Ⅱ11的数量为二，分别位于右手握管10的两末端位置处；两个轴承的

设计有利于结构的稳定，凸起Ⅰ9、凸起Ⅱ12呈圆环状，结构设计美观、安全性高。

[0041] 此外，本实施例在左手握管7、右手握管10表体均设有若干个起按摩作用的凸起按

摩点13，凸起按摩点13呈不规则规律排布，凸起按摩点13为圆弧状凸起或者为卵石状凸起，

凸起按摩点13采用模具铸造工艺与左手握管7、右手握管10构成一整体。

[0042] 本实施例结构设计巧妙，功能全面，在锻炼人体腰腿部的同时又能锻炼人体上肢，

同样的健身时间可获得更多、更全面的健身效果；在腿部摆动的同时可以正反转动手部锻

炼机构，趣味性强，有利于人们健身的持续性；在活动手部的同时还具有按摩手掌的功能，

按摩点不定点刺激手掌穴位，达到按摩舒适的效果；结构设计简单，易于制造量产，实用性

强，可在户外健身领域得到广泛推广。

[0043] 综上所述，仅为本实施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用来限定本实施例实施的范围，

凡依本实施例权利要求范围所述的形状、构造、特征及精神所为的均等变化与修饰，均应包

括于本实施例的权利要求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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