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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用途蹲起训练器，属于锻炼器材领

域，适用于普通人做蹲起锻炼，也适用于下肢受

损的患者做康复训练。普通人使用的蹲起训练器

包括主体支撑、扶手、支撑摆臂、护胸结构、摆臂

支撑杆和训练保护垫，所述主体支撑的顶端固定

连接扶手和支撑摆臂，支撑摆臂上连接护胸结

构，护胸结构可拆卸连接训练保护垫，支撑摆臂

的中部固定连接摆臂支撑杆的上端，摆臂支撑杆

的下端固定安装于主体支撑上。患者使用的蹲起

训练器还包括小腿支撑、脚踏板和护腰保护垫，

所述小腿支撑固定安装于主体支撑上，脚踏板固

定连接于主体支撑上且底面与主体支撑底面重

合，护腰保护垫与护胸结构可拆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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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用途蹲起训练器，其特征在于，包括主体支撑(1)、扶手(2)、支撑摆臂(3)、摆

臂支撑杆(9)、护胸结构(4)、训练保护垫(8)和摆臂支撑杆控制器(12)；其中所述主体支撑

(1)安装于水平面上，所述扶手(2)固定安装于主体支撑(1)的顶端，所述支撑摆臂(3)的底

端通过旋转轴可旋转连接于主体支撑(1)的顶端，所述摆臂支撑杆(9)的下端固定安装于主

体支撑(1)上，摆臂支撑杆(9)的上端固定安装于支撑摆臂(3)的中部，所述护胸结构(4)通

过旋转轴可旋转连接于支撑摆臂(3)的顶端，所述训练保护垫(8)与护胸结构(4)可拆卸连

接，所述摆臂支撑杆控制器(12)固定安装于扶手(2)顶端，摆臂支撑杆控制器(12)控制摆臂

支撑杆(9)；还包括小腿支撑(10)、脚踏板(11)和护腰保护垫(5)；其中所述小腿支撑(10)可

拆卸或不可拆卸连接在主体支撑(1)上；所述脚踏板(11)与主体支撑(1)底端固定连接，脚

踏板(11)的底面与水平面重合；所述护腰保护垫(5)与护胸结构(4)可拆卸连接；所述支撑

摆臂(3)是一个二级杆件结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用途蹲起训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扶手(2)是一个二级杆

件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用途蹲起训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护胸结构(4)还包括挂

钩(6)，所述挂钩(6)固定安装于护胸结构(4)的下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用途蹲起训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小腿支撑(10)还包括四

连杆(13)；其中所述四连杆(13)的前端固定连接于小腿支撑(10)的背部，四连杆的后端连

接在主体支撑(1)上。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用途蹲起训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训练保护垫(8)末端还

包括连接带(7)，所述连接带(7)挂于挂钩(6)上。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6264984 B

2



一种多用途蹲起训练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锻炼器材，尤其是一种多用途蹲起训练器。

背景技术

[0002] 蹲起训练是一种腿部肌肉练习，为有氧运动。有氧运动能充分燃烧体内的糖分，还

可消耗体内脂肪，增强和改善心肺功能，预防骨质疏松，调节心理和精神状态，是健身的主

要运动方式，因此人们应多做蹲起训练。下肢受损的患者为恢复健康需要做康复训练，尤其

是要做蹲起康复训练，下肢瘫痪的患者多做蹲起训练可防止下肢肌肉收缩。但是目前市场

上的蹲起训练器材较少，而且康复器材体积庞大，造价昂贵，一般集中出现在康复中心或者

健身房。但是对于工作忙碌的人群，经常去健身房会比较浪费时间；而对于需要做康复锻炼

的患者，经常去康复中心不仅路途不方便，且经济负担大，尤其是下肢瘫痪的人群，收入来

源少，更是无法承担康复中心昂贵的治疗费。

[0003] 因此发明一款占地空间小、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安全可靠且方便人们在家使用的

蹲起训练器有着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多用途蹲起训练器，该蹲起训练器包括主体支撑、扶

手、支撑摆臂、摆臂支撑杆、护胸结构、训练保护垫和摆臂支撑杆控制器；其中所述整体框架

安装于水平面上，所述扶手固定安装于主体支撑的顶端，所述支撑摆臂的末端通过旋转轴

可旋转连接于主体支撑的顶端，所述摆臂支撑杆的下端固定安装于主体支撑上，摆臂支撑

杆的上端固定安装于支撑摆臂的中部，所述护胸结构通过旋转轴可旋转连接于支撑摆臂的

顶端，所述训练保护垫与护胸结构可拆卸连接，所述摆臂支撑杆控制器固定安装于扶手顶

端，摆臂支撑杆控制器控制摆臂支撑杆。

[0005] 优选地，还包括小腿支撑、脚踏板和护腰保护垫；其中所述小腿支撑固定连接在主

体支撑上，小腿支撑与训练保护垫可拆卸连接；所述脚踏板与主体支撑底端固定连接，脚踏

板的底面与水平面重合；所述护腰保护垫与护胸结构可拆卸连接。

[0006] 优选地，所述扶手是一个二级杆件结构。

[0007] 优选地，所述支撑摆臂是一个二级杆件结构。

[0008] 优选地，所述护胸结构还包括挂钩，所述挂钩固定安装于护胸结构的下端。

[0009] 优选地，所述小腿支撑还包括四连杆和挂钩座；其中所述四连杆的前端固定连接

于小腿支撑的背部，四连杆的末端连接在主体支撑上。

[0010] 优选地，所述训练保护垫末端还包括连接带，所述连接带挂于挂钩上。

[0011] 有益效果：

[0012] 本发明与之前的蹲起训练器，有如下优点：

[0013] 1、可以辅助身体健康的正常人做蹲起训练；

[0014] 2、增加上脚踏板、小腿支撑和护腰保护垫可以帮助下肢受损的患者做蹲起康复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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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0015] 3、蹲起训练器结构简单、使用安全、占用空间小、使用方便、成本低廉，方便人们在

家使用，为患者做康复训练减少了经济负担。

[0016] 应当理解，前述大体的描述和后续详尽的描述均为示例性说明和解释，并不应当

用作对本发明所要求保护内容的限制。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下肢受损的患者利用本发明一种多用途蹲起训练器患者做康复训练的侧视

图；

[0018] 图2为适用于正常人的蹲起训练器的示意图；

[0019] 图3为正常人正在做蹲起训练的侧视图；

[0020] 图4为适用于患者用的蹲起训练器的示意图；

[0021] 图5为患者正在做蹲起训练的侧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通过参考示范性实施例，本发明的目的和功能以及用于实现这些目的和功能的方

法将得以阐明。然而，本发明并不受限于以下所公开的示范性实施例；可以通过不同形式来

对其加以实现。说明书的实质仅仅是帮助相关领域技术人员综合理解本发明的具体细节。

[0023] 在下文中，将参考附图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在附图中，相同的附图标记代表相同

或类似的部件，或者相同或类似的步骤。

[0024] 一种多用途蹲起训练器，适用于身体健康的正常人做蹲起训练，也适用于下肢受

损的患者做康复蹲起训练。

[0025] 该蹲起训练器主要包括主体支撑1、扶手2、支撑摆臂3、护胸结构4、摆臂支撑杆9、

训练保护垫8和摆臂支撑杆控制器12时，适用于辅助身体健康的正常人做蹲起训练。

[0026] 主体支撑1，是整个蹲起训练器的支撑。主体支撑1可降低训练器的重心，蹲起训练

器直接放在水平面上也不会倾翻。优选使用连接螺栓将主体支撑1固定连接于水平面上。主

体支撑1优选做成框架形式。

[0027] 扶手2，固定连接于主体支撑1的顶端，是可伸缩自锁的二级杆件结构，可适用于不

同身高的人群。

[0028] 支撑摆臂3，末端通过旋转轴可旋转连接于主体支撑1的顶端，支撑摆臂3绕主体支

撑1的摆动可帮助使用者做蹲起运动。支撑摆臂3是可伸缩的二级杆件结构，可以适应不同

身高的人群。

[0029] 护胸结构4，通过旋转轴可旋转连接于支撑摆臂3的顶端，可跟随使用者做蹲起训

练时的姿势改变做旋转补偿调节，让使用过程更加舒适。护胸结构4上还固定连接有挂钩6。

[0030] 训练保护垫8，与护胸结构4可拆卸连接，末端设有连接带7，使用蹲起训练器时，使

用者将训练保护垫8固定在自己臀部的位置，然后将连接带7连接到挂钩6上。

[0031] 摆臂支撑杆9,上端与支撑摆臂3的中部固定连接，下端固定安装于主体支撑1上。

摆臂支撑杆9是可伸缩自锁的二级杆件结构。摆臂支撑杆9的伸长或缩短驱动支撑摆臂3绕

主体支撑1的顶端上下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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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摆臂支撑杆控制器12，固定安装于扶手2的顶端，与摆臂支撑杆9作用连接，可控制

摆臂支撑杆9的伸长或缩短。

[0033] 该蹲起训练器结构简单，不使用时，可将扶手2和支撑摆臂3收缩到最短，将支撑摆

臂3摆动到向上的最大状态，如此蹲起训练器占地空间仅仅为0.1立方米。

[0034] 普通人使用蹲起训练器时，站立到蹲起训练器前面合适位置，将扶手2伸缩到使自

己感觉到舒适的位置，将支撑摆臂3伸缩到适合自己身高的位置，将训练保护垫8的连接带7

从臀部后面挂到挂钩6上，即可开始做蹲起训练。

[0035] 抓住扶手2，用右手大拇指按下摆臂支撑杆控制器12，  摆臂支撑杆控制器12打开

摆臂支撑杆9，使用者便可开始下蹲，靠重力将摆臂支撑杆9压缩，支撑摆臂3向下转动。

[0036] 使用者下蹲时，由摆臂支撑杆9的阻力为使用者下肢带来负重，达到锻炼下肢肌肉

的效果。

[0037] 当使用者下蹲到坐的姿势时，可以松开大拇指，保持片刻坐蹲的姿势，再用右手大

拇指按下摆臂支撑杆控制器12，摆臂支撑杆9自动伸长，使用者可随着支撑摆臂9向上摆动

而自主站起来，如此反复，便可完成每天需要做的蹲起训练。

[0038] 配合蹲起训练器，使用者可以规范自己的锻炼姿势，达到更好的锻炼效果。

[0039] 当蹲起训练器还包括小腿支撑10、脚踏板11和护腰保护垫5时，此蹲起训练器是适

用于下肢受损的患者做蹲起康复训练，如下肢瘫痪的人群等。

[0040] 即患者所用的蹲起训练器包括主体支撑1、扶手2、支撑摆臂3、护胸结构4、训练保

护垫8、摆臂支撑杆控制器12、小腿支撑10、脚踏板11和护腰保护垫5。

[0041] 小腿支撑10，背部连接有四连杆13，四连杆13的末端固定安装于主体支撑1上。小

腿支撑10用来支撑锁死患者的小腿部，因为下肢受损的患者下肢一般都没有力气，需要有

部件对其进行支撑固定。四连杆13可以上下调节，带动小腿支撑10做上下调节，以适应不同

患者的身高。

[0042] 脚踏板11，固定连接于主体支撑1的底端，脚踏板11的底面和水平面重合。踏脚板

11的作用在于帮助患者在使用蹲起训练器时找到合适的站立位置，并防止患者在蹲起训练

过程中脚不受控制的滑移，保证使用者的安全。

[0043] 护腰保护垫5，可拆卸连接于护胸结构4周围。护腰保护垫5和训练保护垫8将患者

固定在蹲起训练器上，保证患者使用过程中不会倾倒，保障使用者的安全。

[0044] 因为增加了脚踏板11和小腿支撑10，且为了方便患者的使用，一般将需要调节的

扶手2和支撑摆臂3的尺寸调节到适合患者的尺寸，所以患者使用的蹲起训练器的占用空间

体积会增加至0.3立方米左右。

[0045] 为使患者在使用蹲起训练器时能够自己站起来，摆臂支撑杆9应一直处于被压缩

的状态，使支撑摆臂3的停留位置正好在患者坐着时的胸前。

[0046] 患者使用蹲起训练器时，将训练保护垫8放于自己的臀部底下，将连接带7挂于挂

钩6上，将脚放进脚踏板11中，将小腿靠在小腿支撑10上，然后用手抓住扶手2，用大拇指按

住摆臂支撑杆控制器12，摆臂支撑杆9自动伸长，辅助患者站起来。

[0047] 患者站起来以后，将护腰保护垫5从背后连接于护胸结构4上，然后即可开始反复

做下肢康复蹲起训练，患者蹲起训练完成以后，将护腰保护垫5和训练保护垫8从蹲起训练

器上拆下，即可脱离蹲起训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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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下肢受损的患者多做蹲起训练对下肢的康复有很大的帮助，且下肢瘫痪的患者经

常做蹲起训练可防止下肢肌肉萎缩。

[0049] 综上所述，本发明一种多用途蹲起训练器适用于普通人做蹲起训练，锻炼下肢肌

肉，也适用于下肢受损的患者做下肢康复训练；此蹲起训练器全部机械控制，安装方便，占

地空间小，方便买回家时常进行锻炼；身体健康的人可在家自行进行蹲起锻炼，不用去健身

房，可节约时间；患者不用去康复中心，也不用买造价昂贵的康复器材，可减轻患者做康复

训练的经济负担，并且经常进行康复训练有利于患者的病情恢复。最后本发明一种多用途

蹲起训练器具有设计巧妙、结构紧凑、操作简单以及安全稳定等优点。

[0050] 所述附图仅为示意性的并且未按比例画出。虽然已经结合优选实施例对本发明进

行了描述，但应当理解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这里所描述的实施例。

[0051] 结合这里披露的本发明的说明和实践，本发明的其他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

都是易于想到和理解的。说明和实施例仅被认为是示例性的，本发明的真正范围和主旨均

由权利要求所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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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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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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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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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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