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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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939209.7

(22)申请日 2019.09.30

(71)申请人 衢州学院

地址 324004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九华北

大道78号

(72)发明人 刘顺权　蔡建臣　蒋金云　李先海　

徐勤功　杨亨勇　王春同　郑添烁　

李明娟　毛璐霞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和信华成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390

代理人 焦海峰

(51)Int.Cl.

A63B 22/08(2006.01)

A63B 22/10(2006.01)

A63B 23/10(2006.01)

A63B 23/16(2006.01)

A61H 1/02(2006.01)

 

(54)发明名称

老年人辅助型多功能健身车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老年人辅助型多功能健

身车，属于健身车领域。本健身车包括车架，车

座，车架前端支撑架设有手部锻炼装置，车架前

端底部设有椭圆踏步装置，车架后端支撑架上设

有滑动座椅装置，座椅扶手上设有显示屏控制装

置，所述手部锻炼装置包括箱体、扇叶、电推杆、

手轮、箱体滑轨、滑块、手部涡轮蜗杆减速步进电

机、行星减速步进电机、齿轮、齿条、光电传感器、

支撑板和支撑块。本发明老年人辅助型多功能健

身车结构合理，功能多样，可以实现健身锻炼功

能的主被动切换以及多种锻炼装置的协同运行，

还可以根据自身条件改变锻炼强度，满足现代人

的心理及生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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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老年人辅助型多功能健身车，包括车架，车座，车架前端支撑架设有手部锻炼装

置，车架前端底部设有椭圆踏步装置，车架后端支撑架上设有滑动座椅装置，座椅扶手上设

有显示屏控制装置，所述手部锻炼装置包括箱体、两个扇叶、两个电推杆、两个手轮、两个箱

体滑轨、滑块、两个手部涡轮蜗杆减速步进电机、行星减速步进电机、齿轮、齿条、两个光电

传感器、支撑板和支撑块，所述椭圆踏步装置包括脚部涡轮蜗杆减速步进电机、偏心轮盘、

脚踏、脚踏支架、踏步装置外壳和踏步装置盖子，滑动座椅装置包括座椅滑轨、坐垫、靠背、

扳杆式滑块、座椅支架和座椅扶手，所述显示屏控制装置包括显示屏、显示屏支撑架和支撑

架固定块；

所述手部锻炼装置通过支撑块与车架前支撑架通过螺钉固定，所述支撑块上端设有支

撑板，所述支撑块与支撑板间通过螺钉固定，所述支撑板上依次设有相平行的箱体滑轨、齿

条和箱体滑轨，每条箱体滑轨上各装有两个滑块，所述箱体通过几字形连接件与滑块固定，

所述箱体下端设有行星减速步进电机，所述行星步进减速电机上设有齿轮，所述齿轮与齿

条捏合，所述箱体两侧通过合页连接各设有一个扇叶，所述扇叶与箱体之间设有电推杆，所

述电推杆分别与电推杆扇叶连接件和电推杆箱体连接件进行铆钉连接，所述电推杆通过电

推杆连接件分别与箱体和扇叶螺钉固定，每个扇叶各设有一个手部涡轮蜗杆减速步进电

机，每个手部涡轮蜗杆减速步进电机分别设有一个手轮；

所述手轮包括轴套、法兰盘、轴承、轮盘、插销、手柄、手柄下端连接件和固定盖，所述手

部涡轮蜗杆减速步进电机转动轴上设有轴套，所述法兰盘上的轴内孔与轴套外圆相连接，

所述轴承内孔与法兰盘连接，所述轴承外圆与轮盘内孔相连接，所述固定盖与法兰盘内孔

通过螺纹连接，所述轮盘上设有六条筋，其中一条筋上设有键槽，所述手柄的柄杆与键槽相

嵌合；

所述光电传感器通过螺钉固定在箱体滑轨一侧的支撑板上，通过检测滑块前后移动实

现开关；

所述椭圆踏步装置通过脚踏支架与车架底部焊接固定，所述脚踏支架中部肋板上通过

螺钉连接设有脚部涡轮蜗杆减速步进电机，所述脚部涡轮蜗杆减速步进电机的两端电机传

动轴各设有一个偏心轮盘，所述偏心轮盘的轴上设有脚踏；

所述脚踏下端设有滚轮，所述滚轮与脚踏支架相接触，随着偏心轮盘的转动而滚动，实

现椭圆踏步功能；

所述滑动座椅装置通过座椅滑轨与车架后端支撑架螺钉固定，所述座椅滑轨贯穿于扳

杆式滑块，所述扳杆式滑块上通过螺钉连接设有座椅支架，所述座椅支架上设有坐垫及靠

背，所述座椅支架下端固定有座椅扶手；

所述扳杆式滑块内设有橡胶块，当扳杆处于水平时，橡胶块与座椅滑轨处于贴合状态，

座椅位置固定，当扳杆向上提拉时，橡胶块与座椅滑轨脱离接触，座椅可随意前后移动；

所述显示屏控制装置通过支撑架固定块与座椅扶手螺钉固定，所述支撑架固定块上通

过螺钉固定有显示屏支撑架，所述显示屏通过螺钉与显示屏支撑架相固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老年人辅助型多功能健身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轮盘筋上键槽

的个数为3个，通过手柄安放键槽位置的改变，实现轮盘活动半径的改变。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老年人辅助型多功能健身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手轮的个活动

半径分别为80mm，160mm，2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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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老年人辅助型多功能健身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脚踏上设有按

摩脚掌的纹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老年人辅助型多功能健身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法兰盘和轮盘

上各设有4个插销孔。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老年人辅助型多功能健身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屏控制装

置的调节包括椭圆踏步的正反转，椭圆踏步的转速、手轮转速、手轮抬升角度、箱体前后移

动速度、手轮正反转、锻炼时间的设定、手部锻炼装置与脚部锻炼装置的同步启动和停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老年人辅助型多功能健身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几字形连接件

的个数为8个。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老年人辅助型多功能健身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手轮的升角度

控制在0°到90°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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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辅助型多功能健身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健身车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老年人辅助型多功能健身车。

背景技术

[0002]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进入老龄社会开始，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老龄化程

度持续加深，开展老年人体育健身运动是增强老年人体质，实现“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

化”的重要途径和主要措施。现有市场上的老年人健身车多为纯主动形式和纯被动形式。若

为主被动结合的老年人健身车，它存在锻炼装置尺寸适应性差，功能单一，舒适性不足和智

能化不足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结构合理，功能全面，锻炼装置尺寸适应

性强，舒适性好，实现智能化，适合老年人进行锻炼的老年人辅助型多功能健身车。

[0005] (二)技术方案

[0006]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老年人辅助型多功能

健身车，包括车架，车座，车架前端支撑架设有手部锻炼装置，车架前端底部设有椭圆踏步

装置，车架后端支撑架上设有滑动座椅装置，座椅扶手上设有显示屏控制装置，所述手部锻

炼装置包括箱体、两个扇叶、两个电推杆、两个手轮、两个箱体滑轨、滑块、两个手部涡轮蜗

杆减速步进电机、行星减速步进电机、齿轮、齿条、两个光电传感器、支撑板和支撑块，所述

椭圆踏步装置包括脚部涡轮蜗杆减速步进电机、偏心轮盘、脚踏、脚踏支架、踏步装置外壳

和踏步装置盖子，滑动座椅装置包括座椅滑轨、坐垫、靠背、扳杆式滑块、座椅支架和座椅扶

手，所述显示屏控制装置包括显示屏、显示屏支撑架和支撑架固定块。

[0007] 所述手部锻炼装置通过支撑块与车架前支撑架通过螺钉固定，所述支撑块上端设

有支撑板，所述支撑块与支撑板间通过螺钉固定，所述支撑板上依次设有相平行的箱体滑

轨、齿条和箱体滑轨，每条箱体滑轨上各装有两个滑块，所述箱体通过几字形连接件与滑块

固定，所述箱体下端设有行星减速步进电机，所述行星步进减速电机上设有齿轮，所述齿轮

与齿条捏合，所述箱体两侧通过合页连接各设有一个扇叶，所述扇叶与箱体之间设有电推

杆，所述电推杆分别与电推杆扇叶连接件和电推杆箱体连接件进行铆钉连接，所述电推杆

通过电推杆连接件分别与箱体和扇叶螺钉固定，每个扇叶各设有一个手部涡轮蜗杆减速步

进电机，每个手部涡轮蜗杆减速步进电机分别设有一个手轮。

[0008] 所述手轮包括轴套、法兰盘、轴承、轮盘、插销、手柄、手柄下端连接件和固定盖，所

述手部涡轮蜗杆减速步进电机转动轴上设有轴套，所述法兰盘上的轴内孔与轴套外圆相连

接，所述轴承内孔与法兰盘连接，所述轴承外圆与轮盘内孔相连接，所述固定盖与法兰盘内

孔通过螺纹连接，所述轮盘上设有六条筋，其中一条筋上设有键槽，所述手柄的柄杆与键槽

相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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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光电传感器通过螺钉固定在箱体滑轨一侧的支撑板上，通过检测滑块前后移

动实现开关。

[0010] 所述椭圆踏步装置通过脚踏支架与车架底部焊接固定，所述脚踏支架中部肋板上

通过螺钉连接设有脚部涡轮蜗杆减速步进电机，所述脚部涡轮蜗杆减速步进电机的两端电

机传动轴各设有一个偏心轮盘，所述偏心轮盘的轴上设有脚踏。

[0011] 所述脚踏下端设有滚轮，所述滚轮与脚踏支架相接触，随着偏心轮盘的转动而滚

动，实现椭圆踏步功能。

[0012] 所述滑动座椅装置通过座椅滑轨与车架后端支撑架螺钉固定，所述座椅滑轨贯穿

于扳杆式滑块，所述扳杆式滑块上通过螺钉连接设有座椅支架，所述座椅支架上设有坐垫

及靠背，所述座椅支架下端固定有座椅扶手。

[0013] 所述扳杆式滑块内设有橡胶块，当扳杆处于水平时，橡胶块与座椅滑轨处于贴合

状态，座椅位置固定，当扳杆向上提拉时，橡胶块与座椅滑轨脱离接触，座椅可随意前后移

动。

[0014] 所述显示屏控制装置通过支撑架固定块与座椅扶手螺钉固定，所述支撑架固定块

上通过螺钉固定有显示屏支撑架，所述显示屏通过螺钉与显示屏支撑架相固定。

[0015]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轮盘筋上键槽的个数为3个，通过手柄安放键槽位置的改变，

实现轮盘活动半径的改变。

[0016]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手轮的个活动半径分别为80mm，160mm，225mm。

[0017]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脚踏上设有按摩脚掌的纹路。

[0018]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法兰盘和轮盘上各设有4个插销孔。

[0019]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显示屏控制装置的调节包括椭圆踏步的正反转，椭圆踏步的

转速、手轮转速、手轮抬升角度、箱体前后移动速度、手轮正反转、锻炼时间的设定、手部锻

炼装置与脚部锻炼装置的同步启动和停止。

[0020]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几字形连接件的个数为8个。

[0021]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手轮的升角度控制在0°到90°范围内。

[0022] (三)有益效果

[002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老年人辅助型多功能健身，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24] (1)、当需要进行手部锻炼装置主动运动时，将轮盘上的插销拔下，轮盘与手部涡

轮蜗杆减速步进电机脱离，轮盘通过轴承进行转动，用户通过握住手柄进行主动运动。

[0025] (2)、当需要进行手部锻炼装置被动运动时，将插销插入轮盘上的插销孔与法兰盘

相连接，轮盘与手部涡轮蜗杆减速步进电机锁死，通过手部涡轮蜗杆减速步进电机的转动

带动轮盘的转动，用户通过握住手柄进行被动运动。

[0026] (3)、当需要进行脚部锻炼装置主动运动时，通过显示屏控制装置关闭椭圆踏步装

置的正反转，用户通过对脚踏施加力进行主动运动。

[0027] (4)、当需要进行脚部锻炼装置被动运动时，通过显示屏控制装置开启椭圆踏步装

置的正反转，用户通过脚部涡轮蜗杆减速步进电机带动脚踏进行被动运动。

[0028] (5)、当需要进行手部锻炼装置运动状态及强度调节时，将手柄位置进行切换可调

节轮盘活动半径，可针对不同老年人因为肩部及肘部疾病难以承受较大活动半径手轮转动

而设置；手轮的正反转可通过显示屏进行调节；手轮运动速度调节方式采用无极调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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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老年人的健康锻炼需求。

[0029] (6)、当需要进行脚部锻炼装置运动状态及强度调节时，脚踏的正反转可通过显示

屏进行调节；脚踏的运动速度调节方式采用无极调速，充分符合老年人的健康锻炼需求。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是本发明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32] 图3是本发明的手部锻炼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4是本发明的脚部锻炼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5是本发明的手轮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中：1、车架；2、手部锻炼装置；3、滑动座椅装置；4、显示屏控制装置；5、椭圆踏步

装置；11、车座；12、车架前端支撑架；13、支撑块；14、车架后端支撑架；21、支撑板；221、箱体

滑轨；222、滑块；223、几字型连接件；231、齿条；232、齿轮；24、箱体；25、手轮；251、轴套；

252、轮盘；253、手柄下端连接件；254、手柄；255、法兰盘；256、轴承；257、固定盖；258、插销；

261、电推杆扇叶连接件；262、电推杆；263、电推杆箱体连接件；27、行星减速步进电机；281、

扇叶；282、合页；283、手部蜗轮蜗杆减速步进电机；284、手部电机架；29、光电传感器；31、座

椅扶手；32、坐垫；33、靠背；34、座椅支架；35、扳杆式滑块；351、扳杆；352、橡胶块；36、座椅

滑轨；41、显示屏；42、显示屏支撑架；43、支撑架固定块；51、脚踏；52、偏心轮盘；53、踏步装

置外壳；54、踏步装置盖子；55、脚踏支架；561、脚部蜗轮蜗杆减速步进电机；562、脚部电机

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7] 请参阅图1-5，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老年人辅助型多功能健身车，包括

车架1，车座11，车架前端支撑架12设有手部锻炼装置2，车架1前端底部设有椭圆踏步装置

5，车架后端支撑架上14设有滑动座椅装置3，座椅扶手31上设有显示屏控制装置4，所述手

部锻炼装置2包括箱体24、扇叶281、电推杆262、手轮25、箱体滑轨221、滑块222、手部涡轮蜗

杆减速步进电机283、行星减速步进电机27、齿轮232、齿条231、光电传感器29、支撑板21和

支撑块13，所述椭圆踏步装置包括脚部涡轮蜗杆减速步进电机561、偏心轮盘52、脚踏51、脚

踏支架55、踏步装置外壳53和踏步装置盖子54，滑动座椅装置3包括座椅滑轨36、坐垫32、靠

背33、扳杆式滑块35、座椅支架34和座椅扶手31，所述显示屏控制装置4包括显示屏41、显示

屏支撑架42和支撑架固定块43。

[0038] 所述手部锻炼装置2通过支撑块13与车架前支撑架12相嵌合，通过螺钉固定，支撑

块13上端设有支撑板21，支撑块13与支撑板21间通过螺钉固定，支撑板21上依次设有相平

行的箱体滑轨221、齿条231和箱体滑轨221，每条箱体滑轨221上各装有2个滑块222，箱体24

通过几字形连接件223与滑块222固定，箱体221下端设有行星减速步进电机27，行星步进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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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电机27上设有齿轮232，齿轮232与齿条231啮合，箱体24两侧通过合页282连接各设有一

个扇叶281，扇叶281与箱体24之间设有电推杆262，电推杆262分别与电推杆扇叶连接件261

和电推杆箱体连接件263进行铆钉连接，电推杆通过电推杆连接件分别与箱体24和扇叶281

螺钉固定，每个扇叶284各设有一个手部涡轮蜗杆减速步进电机283，每个手部涡轮蜗杆减

速步进电机283分别设有一个手轮25。

[0039] 所述手轮包括轴套251、法兰盘255、轴承256、轮盘252、插销258、手柄254、手柄下

端连接件253和固定盖257，手部涡轮蜗杆减速步进电机283转动轴上设有轴套256，法兰盘

255的轴内孔与轴套251外圆相连接，轴承256内孔与法兰盘255连接，轴承256外圆与轮盘

252内孔相连接，固定盖257与法兰盘255内孔通过螺纹连接，轮盘252上设有6条筋，其中一

条筋上设有键槽，手柄254的柄杆与键槽相嵌合。

[0040] 所述光电传感器29通过螺钉固定在箱体滑轨2221一侧的支撑板21上，通过检测滑

块222前后移动实现开关。

[0041] 所述椭圆踏步装置5通过脚踏支架55与车架1底部焊接固定，脚踏支架55中部肋板

上通过螺钉连接设有脚部涡轮蜗杆减速步进电机561，脚部涡轮蜗杆减速步进电机561的两

端电机传动轴各设有一个偏心轮盘52，偏心轮盘52的轴上设有脚踏51。

[0042] 所述脚踏51下端设有滚轮，滚轮与脚踏支架55相接触，随着偏心轮盘52的转动而

滚动，实现椭圆踏步功能。

[0043] 所述滑动座椅装置3通过座椅滑轨36与车架后端支撑架14螺钉固定，座椅滑轨36

贯穿于扳杆式滑块35，扳杆式滑块35上通过螺钉连接设有座椅支架34，座椅支架34上设有

坐垫32及靠背33，座椅支架34下端固定有座椅扶手31。

[0044] 所述扳杆式滑块35内设有橡胶块352，当扳杆351处于水平时，橡胶块352与座椅滑

轨36处于贴合状态，座椅位置固定，当扳杆351向上提拉时，橡胶块352与座椅滑轨36脱离接

触，座椅可随意前后移动。

[0045] 所述显示屏控制装置4通过支撑架固定块43与座椅扶手31螺钉固定，支撑架固定

块43上通过螺钉固定有显示屏支撑架42，显示屏41通过螺钉与显示屏支撑架42相固定。

[0046] 进一步的，轮盘筋上键槽的个数为3个，通过手柄安放键槽位置的改变，实现轮盘

活动半径的改变。

[0047] 进一步的，手轮的个活动半径分别为80mm，160mm，225mm。

[0048] 进一步的，脚踏上设有按摩脚掌的纹路。

[0049] 进一步的，法兰盘和轮盘上各设有4个插销孔。

[0050] 进一步的，显示屏内含语音模块，当锻炼时间结束时，会提醒老年人进行更换锻炼

模式。

[0051] 进一步的，显示屏控制装置4的调节包括椭圆踏步的正反转，椭圆踏步的转速、手

轮转速、手轮抬升角度、箱体前后移动速度、手轮正反转、锻炼时间的设定、手部锻炼装置2

与脚部锻炼装置的同步启动和停止。

[0052] 进一步的，几字形连接件的个数为8个。

[0053] 进一步的，手轮的升角度控制在0°到90°范围内。

[0054] 进一步的，两个手轮的抬升采用分别控制。

[0055] 进一步的，两个手轮的正反转采用分别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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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本发明具有多种使用状态，具体地：

[0057] 当需要进行手部锻炼装置2主动运动时，将轮盘252上的插销258拔下，轮盘252与

手部涡轮蜗杆减速步进电机283脱离，轮盘252通过轴承256进行转动，用户通过握住手柄

254进行主动运动。

[0058] 当需要进行手部锻炼装置2被动运动时，将插销258插入轮盘252上的插销孔与法

兰盘255相连接，轮盘252与手部涡轮蜗杆减速步进电机283锁死，通过手部涡轮蜗杆减速步

进电机283的转动带动轮盘252的转动，用户通过握住手柄254进行被动运动。

[0059] 当需要进行脚部锻炼装置主动运动时，通过显示屏控制装置4关闭椭圆踏步装置

55的正反转，用户通过对脚踏51施加力进行主动运动。

[0060] 当需要进行脚部锻炼装置被动运动时，通过显示屏控制装置4开启椭圆踏步装置

55的正反转，用户通过脚部涡轮蜗杆减速步进电机561带动脚踏51进行被动运动。

[0061] 当需要进行手部锻炼装置2运动状态及强度调节时，将手柄254位置进行切换可调

节轮盘252活动半径，可针对不同老年人因为肩部及肘部疾病难以承受较大活动半径手轮

转动而设置；手轮25的正反转可通过显示屏41进行调节；手轮25运动速度调节方式采用无

极调速，充分符合老年人的健康锻炼需求。

[0062] 当需要进行脚部锻炼装置运动状态及强度调节时，脚踏51的正反转可通过显示屏

41进行调节；脚踏51的运动速度调节方式采用无极调速，充分符合老年人的健康锻炼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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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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