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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S型俯地挺身架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S型俯地挺身架技术领域，

尤其公开了一种S型俯地挺身架，包括支撑杆、第

一支撑架和第二支撑架，所述第一支撑架和支撑

杆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二支撑架和支撑杆的另一

端连接，所述支撑杆上设有方便手握的辅助部

件；所述辅助部件包括套接在所述支撑杆外壁的

橡胶筒，所述橡胶筒的外壁活动连接有握杆。本

实用新型所提供的S型俯地挺身架，其中设置有

辅助部件，辅助部件的中的橡胶筒、握杆以及海

绵套增加了俯地挺身架上的支撑杆与手掌的接

触面积，以此来提高使用时的舒适性，增加身体

的支撑面，有利于力的分解，弹性件是设置一方

面提高舒适性，另一方面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从

而帮助用户在锻炼时方便保持身体平衡，提高锻

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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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S型俯地挺身架，包括支撑杆(1)、第一支撑架(2)和第二支撑架(3)，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一支撑架(2)和支撑杆(1)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二支撑架(3)和支撑杆(1)的另一

端连接，所述支撑杆(1)上设有方便手握的辅助部件(4)；

所述辅助部件(4)包括套接在所述支撑杆(1)外壁的橡胶筒(41)，所述橡胶筒(41)的外

壁活动连接有握杆(42)，所述握杆(42)对称设置有两个，两个握杆(42)之间连接有弹性件

(43)。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S型俯地挺身架，其特征在于：所述辅助部件(4)还包括安装

在所述握杆(42)外壁的海绵套(44)，所述海绵套(44)的上端连接有滑动杆(45)；所述橡胶

筒(41)正对地面的侧壁设有滑动槽，所述滑动槽对称设置有两个，所述滑动杆(45)与所述

滑动槽相匹配并与所述滑动槽滑动连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S型俯地挺身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橡胶筒(41)的外壁对称

设有防滑垫(46)，所述防滑垫(46)对称设置有两个，所述防滑垫(46)的下端与所述海绵套

(44)相贴合，所述防滑垫(46)上均匀设有若干个通孔(47)。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S型俯地挺身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杆(1)、所述第一支

撑架(2)和所述第二支撑架(3)连接组成弯折的″S″形结构，所述第一支撑架(2)和所述支撑

杆(1)位于第一平面内，所述第二支撑架(3)和所述支撑杆(1)位于区别于第一平面的第二

平面内。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S型俯地挺身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支撑架(2)和所述第

二支撑架(3)上均套设有防滑套(5)，所述防滑套的外表面设有防滑凸点。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S型俯地挺身架，其特征在于：两个握杆(42)合拢时为组成

圆杆结构或者椭圆形结构，相应地，两个海绵套(44)合拢时也组成圆杆结构或者椭圆形结

构。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S型俯地挺身架，其特征在于：两个握杆(42)相对的内壁均

设有凹槽，两个握杆(42)之间的凹槽之间连接有弹性件(43)。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S型俯地挺身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件(43)为弹性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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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S型俯地挺身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S型俯地挺身架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S型俯地挺身架。

背景技术

[0002] 俯卧撑又称作俯地挺身，或者掌上压，其在日常锻炼和体育课上，特别是在军事体

能训练中是一项基本训练。俯卧撑主要锻炼上肢、腰部及腹部的肌肉，尤其是胸肌，是最为

简单易行却十分有效的力量训练手段。通常，初学者练习俯卧撑可以进行两组，每组15到20

下；有一定基础的运动者则可做3组，每组20下；高水平人士可以尝试4  组30到50下的俯卧

撑锻炼。

[0003] 目前，不少人利用俯卧撑架辅助进行俯卧撑锻炼。由于俯卧撑架能够加大动作的

难度，加深对胸部肌肉的刺激，锻炼者可达到事半功倍的锻炼效果。

[0004] 现有技术中，常见的S型俯卧撑架中间用于手握的部位比较纤细，这导致使用者在

锻炼时感受到硌手，使用体验较差，且容易导致手掌受力不均匀，导致肌肉损伤，甚至会使

得手腕受伤，具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0005] 针对以上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S型俯地挺身架。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7]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S型俯地

挺身架，其结构简单、设计合理，能有效解决现有S  型俯地挺身架工作时使用体验较差，且

容易导致手掌受力不均匀，导致肌肉损伤，甚至会使得手腕受伤的问题。

[0008] (二)技术方案

[0009] 本实用新型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S型俯地挺身架，包括支

撑杆、第一支撑架和第二支撑架，所述第一支撑架和支撑杆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二支撑架和

支撑杆的另一端连接，所述支撑杆上设有方便手握的辅助部件。

[0010]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S″形结构加之辅助部件相配合，从而提高俯地挺身架使用时

的舒适性。

[0011] 所述辅助部件包括套接在所述支撑杆外壁的橡胶筒，所述橡胶筒的外壁活动连接

有握杆，所述握杆对称设置有两个，两个握杆之间连接有弹性件。

[0012]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橡胶筒和握杆增加了俯地挺身架上的支撑杆与手掌的接触面

积，以此来提高使用时的舒适性，弹性件是设置一方面提高舒适性，另一方面有一定的缓冲

作用，从而帮助用户在锻炼时方便保持身体平衡，提高锻炼效果。

[0013] 优选的，所述辅助部件还包括安装在所述握杆外壁的海绵套，所述海绵套的上端

连接有滑动杆；所述橡胶筒正对地面的侧壁设有滑动槽，所述滑动槽对称设置有两个，所述

滑动杆与所述滑动槽相匹配并与所述滑动槽滑动连接；其中，滑动槽的截面是与支撑杆筒

圆心的部分环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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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滑动杆和滑动槽相配合，使得海绵套连带握杆在橡胶筒外壁

能够沿着滑动槽滑动，当用户在使用时，手握两个海绵套，海绵套受力向手掌内倾斜，滑动

槽和滑动杆相配合，使得海绵套向手掌中间移动，从而使得海绵套能够更加与手掌相贴合，

从而提高用户的使用体验。

[0015] 优选的，所述橡胶筒的外壁对称设有防滑垫，所述防滑垫对称设置有两个，所述防

滑垫的下端与所述海绵套相贴合，所述防滑垫上均匀设有若干个通孔。

[0016]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防滑垫的设置一方面对手掌有防滑作用，另一方便上面设置

有通孔，有利于提高海绵套的透气性，且防滑垫遮盖住橡胶筒和海绵套之间的缝隙，有效避

免在使用时发生海绵套与橡胶筒之间发生夹住手掌肉的问题。

[0017] 优选的，所述支撑杆、所述第一支撑架和所述第二支撑架连接组成弯折的″S″形结

构，所述第一支撑架和所述支撑杆位于第一平面内，所述第二支撑架和所述支撑杆位于区

别于第一平面的第二平面内；其中，所述第一平面和所述第二平面之间的夹角范围是30°‑

120°。

[0018] 优选的，所述第一支撑架和所述第二支撑架上均套设有防滑套，所述防滑套的外

表面设有防滑凸点。

[0019]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防滑套加强第一支撑架、第二支撑架与底面之间的摩擦

力，避免在使用俯地挺身架时发生滑动，从而避免安全隐患。

[0020] 优选的，两个握杆合拢时为组成圆杆结构或者椭圆形结构，相应地，两个海绵套合

拢时也组成圆杆结构或者椭圆形结构；其中，改接够有利于使得握杆和海绵套更加与用户

的手掌相贴合，从而提高使用体验。

[0021] 优选的，两个握杆相对的内壁均设有凹槽，两个握杆之间的凹槽之间连接有弹性

件。

[0022] 优选的，所述弹性件为弹性弹簧。

[0023]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弹性件的设置有利于提高俯地挺身架的平衡性能，使得用户

在锻炼时能够保持绳体平稳，且有利于提高对手掌的锻炼。

[0024] (三)有益效果

[0025] 1、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一种S型俯地挺身架，其中设置有辅助部件，辅助部件的中

的橡胶筒、握杆以及海绵套增加了俯地挺身架上的支撑杆与手掌的接触面积，以此来提高

使用时的舒适性，增加身体的支撑面，有利于力的分解，弹性件是设置一方面提高舒适性，

另一方面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从而帮助用户在锻炼时方便保持身体平衡，提高锻炼效果。

[0026] 2、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一种S型俯地挺身架，其中滑动杆和滑动槽相配合，使得海

绵套连带握杆在橡胶筒外壁能够沿着滑动槽滑动，当用户在使用时，手握两个海绵套，海绵

套受力向手掌内倾斜，滑动槽和滑动杆相配合，使得海绵套向手掌中间移动，从而使得海绵

套能够更加与手掌相贴合，从而提高用户的使用体验。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9] 其中：1支撑杆、2第一支撑架、3第二支撑架、4辅助部件、41  橡胶筒、42握杆、43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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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件、44海绵套、45滑动杆、46防滑垫、47 通孔、5防滑套。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

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实用新型，但不用来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0031] 参阅图1‑图2，一种S型俯地挺身架，包括支撑杆1、第一支撑架2  和第二支撑架3，

所述第一支撑架2和支撑杆1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二支撑架3和支撑杆1的另一端连接，所述

支撑杆1上设有方便手握的辅助部件4。

[0032]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S″形结构加之辅助部件4相配合，从而提高俯地挺身架使用

时的舒适性。

[0033] 所述辅助部件4包括套接在所述支撑杆1外壁的橡胶筒41，所述橡胶筒41的外壁活

动连接有握杆42，所述握杆42对称设置有两个，两个握杆42之间连接有弹性件43。

[0034]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橡胶筒41和握杆42增加了俯地挺身架上的支撑杆1与手掌的

接触面积，以此来提高使用时的舒适性，弹性件43是设置一方面提高舒适性，另一方面有一

定的缓冲作用，从而帮助用户在锻炼时方便保持身体平衡，提高锻炼效果。

[0035] 参阅图2，所述辅助部件4还包括安装在所述握杆42外壁的海绵套  44，所述海绵套

44的上端连接有滑动杆45；所述橡胶筒41正对地面的侧壁设有滑动槽，所述滑动槽对称设

置有两个，所述滑动杆45与所述滑动槽相匹配并与所述滑动槽滑动连接；其中，滑动槽的截

面是与支撑杆1筒圆心的部分环形结构。

[0036]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滑动杆45和滑动槽相配合，使得海绵套44  连带握杆42在橡胶

筒41外壁能够沿着滑动槽滑动，当用户在使用时，手握两个海绵套44，海绵套44受力向手掌

内倾斜，滑动槽和滑动杆45  相配合，使得海绵套44向手掌中间移动，从而使得海绵套44能

够更加与手掌相贴合，从而提高用户的使用体验。

[0037] 所述橡胶筒41的外壁对称设有防滑垫46，所述防滑垫46对称设置有两个，所述防

滑垫46的下端与所述海绵套44相贴合，所述防滑垫46 上均匀设有若干个通孔47。

[0038]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防滑垫46的设置一方面对手掌有防滑作用，另一方便上面设

置有通孔47，有利于提高海绵套44的透气性，且防滑垫46遮盖住橡胶筒41和海绵套44之间

的缝隙，有效避免在使用时发生海绵套44与橡胶筒41之间发生夹住手掌肉的问题。

[0039] 所述支撑杆1、所述第一支撑架2和所述第二支撑架3连接组成弯折的″S″形结构，

所述第一支撑架2和所述支撑杆1位于第一平面内，所述第二支撑架3和所述支撑杆1位于区

别于第一平面的第二平面内；其中，所述第一平面和所述第二平面之间的夹角范围是30°‑

120°。

[0040] 所述第一支撑架2和所述第二支撑架3上均套设有防滑套5，所述防滑套的外表面

设有防滑凸点。

[0041]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防滑套加强第一支撑架2、第二支撑架3  与底面之间的摩

擦力，避免在使用俯地挺身架时发生滑动，从而避免安全隐患。

[0042] 两个握杆42合拢时为组成圆杆结构或者椭圆形结构，相应地，两个海绵套44合拢

时也组成圆杆结构或者椭圆形结构；其中，改接够有利于使得握杆42和海绵套44更加与用

户的手掌相贴合，从而提高使用体验。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14679909 U

5



[0043] 两个握杆42相对的内壁均设有凹槽，两个握杆42之间的凹槽之间连接有弹性件

43。

[0044] 所述弹性件43为弹性弹簧。

[0045]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弹性件43的设置有利于提高俯地挺身架的平衡性能，使得用

户在锻炼时能够保持绳体平稳，且有利于提高对手掌的锻炼。

[0046] 本实用新型中设置有辅助部件4，辅助部件4的中的橡胶筒41、握杆42以及海绵套

44增加了俯地挺身架上的支撑杆1与手掌的接触面积，以此来提高使用时的舒适性，增加身

体的支撑面，有利于力的分解，弹性件43是设置一方面提高舒适性，另一方面有一定的缓冲

作用，从而帮助用户在锻炼时方便保持身体平衡，提高锻炼效果。

[0047] 以上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

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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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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