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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乒乓球旋转演练一体机，其包括转架机

构、吊架机构和气流架机构，转架机构的右横板

中部与吊架机构的风动器下端固连，右横板两端

的端面分别与吊架机构的两个立柱下端固连；转

架机构的左横板两端的端面分别与气流架机构

的两个立杆下端连接，转架机构的中板中部与气

流架机构的圆柱下端连接。本发明既能直观的演

示球体旋转过程及变化规律，又能辅助各种技术

练习，从而，加深受训练者对乒乓球旋转及运动

规律的理解，激发学习兴趣，提高技术练习效果，

使其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理解和掌握乒乓球技

术，可使教学手段更规范、科学，对提高乒乓球教

学效果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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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乒乓球旋转演练一体机，其包括转架机构、吊架机构和气流架机构，其特征在

于：转架机构的右横板中部与吊架机构的风动器下端固连，右横板两端的端面分别与吊架

机构的两个立柱下端固连；转架机构的左横板两端的端面分别与气流架机构的两个立杆下

端连接，转架机构的中板中部与气流架机构的圆柱下端连接；

所述转架机构包括：方管、大游标、上夹板、下夹板、立方管、竖轴、轴套、竖球、圆弧架、

右横板、左横板、中板、上角板和下角板，其中方管与大游标套接，大游标上设有定位螺丝，

方管两端分别与两个立方管的一端固连，两个立方管的另一端分别与两个下夹板的一端相

对固连，下夹板的另一端设有固定螺栓，两个上夹板的一端分别与两个立方管的中部相对

固连，上夹板的另一端均为自由端；大游标上端与竖轴的一端固连，在竖轴套有轴套，轴套

上设有圆孔，套在轴套内的竖轴两端均设有轴承在轴套外两端的竖轴上分别设有紧固螺

母，竖轴的另一端与竖球连接；两个下角板的一角分别与轴套下端固连，两个上角板一角分

别与轴套上端固连，两个下角板和两个上角板的另外两个角分别同时与两个圆弧架下表面

固连；两个圆弧架两端分别与上述右横板和左横板两端固连，中板两端分别与靠左横板一

侧的两个圆弧架的内侧固连；

所述轴套上设有圆孔，套在轴套内的竖轴上设有与圆孔相对应的凹槽，限位调整器的

定位销穿过轴套的圆孔，定位销的末端插至竖轴上的凹槽内；

所述吊架机构包括：滑架、风动器、吊球、吊绳、小游标、螺杆、内套管、外套管、竖游标、

横架和立柱，其中横架两端分别与两个立柱的上端连接，两个立柱上分别设有能够上下滑

动的竖游标，竖游标上设有固定螺丝，两个竖游标的外侧分别与两个外套管的一端固连，两

个外套管的另一端分别与内套管的一端套接，并通过螺丝固定，两个内套管的另一端分别

与滑架固连；滑架上设有滑道，两个小游标套接在滑架的滑道上，两个小游标上均设有螺

杆，两个螺杆上分别与两个吊绳的一端连接，两个吊绳的另一端分别与两个吊球连接；设在

右横板中部的风动器上设带快慢档的开关，导线的一端与风动器连接，其另一端与插头连

接；

所述气流架机构包括：圆柱、方板、纵轴、纵球、长箭杆、圆架、箭头、短箭杆、竖杆、立杆、

横轴和横球，其中设在中板上的圆柱的上端与方板下端固连，方板的内侧与纵轴的一端固

连，纵轴的另一端与纵球连接，方板的外侧竖直依次与三个长箭杆的杆端固连，三个长箭杆

带箭头的一端分别与圆架的一侧固连，圆架另一侧竖直依次与三个短箭杆带箭头的一端固

连，三个短箭杆的杆端与竖杆固连，在三个长箭杆和三个短箭杆之间的圆架上均布设有两

个可以拧动的指示箭头；横球的球体为球套，横球上设有中心通孔，横轴穿过横球中心通

孔，在穿过中心通孔的横轴的球内两端均设有横轴承，球外两端均设有紧固螺母，横轴的两

端分别与设在左横板两端的端面上的两个立杆的上端固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乒乓球旋转演练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纵球和竖球结构相

同，其中心均设有圆孔，插入圆孔内的竖轴和纵轴的两端均设有小轴承，球体圆套外包有一

层外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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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旋转演练一体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体育器械，特别涉及一种乒乓球演练机。

背景技术

[0002] 乒乓球教学及训练中，为了让学生理解乒乓球运动的一般规律，尽快掌握技术动

作，常采用演示仪器和练习器辅助学习。目前，用于乒乓球技术理论学习的演示仪器和用于

技术练习的练习器械种类较多，乒乓球演示仪器种类主要有：乒乓球飞行轨迹演示仪(专利

号：201120251860.4)、乒乓球坐标轴演示仪(专利号：201120251509.5)和乒乓球强弱转变

化演示仪(专利号：201420368781.5)等，这些仪器主要是辅助学生乒乓球技术理论的学习，

让学生能直观地了解到乒乓球旋转变化规律。乒乓球练习器械种类主要有：各种型号的发

球机，如两球式乒乓球练习器(专利号：201320295787 .X)、滚动式乒乓球练习器(专利号：

201220714485.7)、乒乓球正手攻球挥拍器(专利号：201110277679.5)、摆动型乒乓球练习

装置(专利号：201510334970.X)和乒乓球摩擦练习器(专利号：201610187941.X)等，这些练

习器主要是辅助学生乒乓球技术练习，让学生能尽快的掌握技术动作。这些器械存在不足

是：功能单一，缺乏既能用于乒乓球技术理论演示又能辅助技术练习的综合器械。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既能用于乒乓球技术理论演示又能辅助技术练习的

乒乓球旋转演练一体机。

[0004] 本发明主要包括转架机构、吊架机构和气流架机构，其中转架机构的右横板中部

与吊架机构的风动器下端固连，右横板两端的端面分别与吊架机构的两个立柱下端固连；

转架机构的左横板两端的端面分别与气流架机构的两个立杆下端连接，转架机构的中板中

部与气流架机构的圆柱下端连接；

[0005] 所述转架机构包括：方管、大游标、上夹板、下夹板、立方管、竖轴、轴套、竖球、圆弧

架、右横板、左横板、中板、上角板和下角板，其中方管与大游标套接，大游标上设有定位螺

丝，方管两端分别与两个立方管的一端固连，两个立方管的另一端分别与两个下夹板的一

端相对固连，下夹板的另一端设有固定螺栓，两个上夹板的一端分别与两个立方管的中部

相对固连，上夹板的另一端均为自由端；大游标上端与竖轴的一端固连，在竖轴套有轴套，

轴套上设有圆孔，在轴套内的竖轴两端均设有轴承在轴套外两端的竖轴上分别设有紧固螺

母，竖轴的另一端与竖球连接；两个下角板的一角分别与轴套下端固连，两个上角板一角分

别与轴套上端固连，两个下角板和两个上角板的另外两个角分别同时与两个圆弧架下表面

固连；两个圆弧架两端分别与上述右横板和左横板两端固连，中板两端分别与靠左横板一

侧的两个圆弧架的内侧固连。

[0006] 所述轴套上设有圆孔，套在轴套内的竖轴上设有与圆孔相对应的凹槽，限位调整

器的定位销穿过轴套的圆孔，定位销的末端插至竖轴上的凹槽内。

[0007] 所述吊架机构包括：滑架、风动器、吊球、吊绳、小游标、螺杆、内套管、外套管、竖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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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横架和立柱，其中横架两端分别与两个立柱的上端连接，两个立柱上分别设有能够上下

滑动的竖游标，竖游标上设有固定螺丝，两个竖游标的外侧分别与两个外套管的一端固连，

两个外套管的另一端分别与内套管的一端套接，并通过螺丝固定，两个内套管的另一端分

别与滑架固连；滑架上设有滑道，两个小游标套接在滑架的滑道上，两个小游标上均设有螺

杆，两个螺杆上分别与两个吊绳的一端连接，两个吊绳的另一端分别与两个吊球连接；设在

右横板中部的风动器上设带快慢档的开关，导线的一端与风动器连接，其另一端与插头连

接。

[0008] 所述气流架机构包括：圆柱、方板、纵轴、纵球、长箭杆、圆架、箭头、短箭杆、竖杆、

立杆、横轴和横球，其中设在中板上的圆柱的上端与方板下端固连，方板的内侧与纵轴的一

端固连，纵轴的另一端与纵球连接，方板的外侧竖直依次与三个长箭杆的杆端固连，三个长

箭杆带箭头的一端分别与圆架的一侧固连，圆架另一侧竖直依次与三个短箭杆带箭头的一

端固连，三个短箭杆的杆端与竖杆固连，在三个长箭杆和三个短箭杆之间的圆架上均布设

有两个可以拧动的指示箭头；横球的球体为球套，横球上设有中心通孔，横轴穿过横球中心

通孔，在穿过中心通孔的横轴的球内两端均设有横轴承，球外两端均设有紧固螺母，横轴的

两端分别与设在左横板两端的端面上的两个立杆的上端固连。

[0009] 所述纵球和竖球结构相同，其中心均设有圆孔，插入圆孔内的竖轴和纵轴的两端

均设有小轴承，球体圆套外包有一层外皮。

[0010] 本发明在使用时，通过上夹板和下夹板将一体机固定在乒乓球台中部，根据练习

或演示内容调整大游标的位置，并通过定位螺杆固定，再转动圆弧架，调整好位置后通过限

位调整器固定。

[0011] 采用吊架机构辅助演示教学时，将风动器的风口中心对准两吊球的中间，使两个

吊球静止不动后，接通电源，启动风动器。首先风速放在慢挡上，观察两球相吸和旋转情况。

然后再将风速调至快挡上，再观察此时两球相吸和旋转的情况。这时可以观察到两球旋转

过程中相吸及长时间维系这种相吸位置等实验现象。结合演示这种现象解释“流速越快，压

强越小，流速越慢，压强越大”乒乓球流体力学压强差原理，让受训练者直观地理解乒乓球

旋转过程中的飞行规律。

[0012] 采用吊架机构辅助练习时，将两个竖游标调高并固定，将内套管拉长，并固定。再

将两个小游标分别调到滑架两侧，把两个吊绳调长，让吊球处于方便击打位置。用正手攻球

或反手攻球技术击打吊球练习，也可以结合步伐进行技术练习。

[0013] 采用气流架机构辅助演示教学时，圆架演示环流现象，圆架上箭头指示环流方向，

长箭杆指示球体运动方向，短箭杆指示空气阻力方向，横轴演示左右轴，横球绕着此轴旋转

演示上旋球和下旋球。结合演示讲解，左右轴是通过球心与乒乓球飞行方向相垂直的轴。球

绕此轴向前旋转为上旋球，球绕此轴向后旋转为下旋球。

[0014] 当演示上旋球运动规律时，拧动指示箭头，使其指向逆时针方向，转动横球，使其

沿着横轴向前旋转。然后，结合演示讲解，这时横球的旋转性质为上旋，在横球的周围形成

跟随其转动的环流，如：圆架像气体的环流。横球上部由于遇到空气阻力方向与环流方向形

成对流，所以流速慢、横球下部由于遇到空气阻力方向与环流方向形成顺流，所以流速快。

根据流体力学中的柏努利方程可知：流速越快，压强越小，流速越慢，压强越大。故上旋球上

部压强大，下部压强小，出现上、下压力差，使球在运动弧线轨迹呈“下潜”状态，如：圆弧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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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成是上旋球运动轨迹。

[0015] 当演示下旋球运动规律时，拧动指示箭头，使其指向顺时针方向，转动横球，使其

沿着横轴向后旋转。然后，结合演示讲解，这时横球的旋转性质为下旋，在横球的周围形成

跟随其转动的环流。这时，横球上部由于遇到空气阻力方向与环流方向形成顺流，所以流速

快、横球下部由于遇到空气阻力方向与环流方向形成对流，所以流速慢。根据流体力学中的

柏努利方程可知：流速越快，压强越小，流速越慢，压强越大。故下旋球上部压强小，下部压

强大，出现上、下压力差，使球在运动弧线轨迹呈“上翘”状态。

[0016] 采用纵球辅助演示教学时，让纵球绕纵轴按顺时或逆时针方向转动。然后，结合演

示讲解前后轴概念，前后轴：它是通过球心与球的飞行方向相平行的轴。球绕此轴按顺时针

方向旋转为顺旋球，球绕此轴按逆时针方向旋转为逆旋球。

[0017] 采用气流架机构辅助练习时，可以利用击打或摩擦纵球，练习发逆旋球或顺旋球；

也可将一端立杆下端的螺丝卸下，再把圆柱下端螺丝卸下，可以将圆柱上方连接部分(圆

柱、方板、长短箭杆、纵球和圆架)卸下，然后再将立杆下端的螺丝拧上。这时可以利用横球

练习各种技术，如：用正手攻球动作击打或摩擦横球练习，用反手攻球动作击打或摩擦横球

练习等。

[0018] 采用竖球辅助演示教学时，用手拧动竖球使其沿着竖轴向左或向右旋转，然后，结

合演示讲解，竖轴为上下轴，竖球沿着上下轴旋转，这时竖球的旋转性质为侧旋球。它是通

过球心与台面相垂直的轴。以击球者为基准，球向左旋转为左侧旋球，球向右旋转为右侧旋

球。

[0019] 采用竖球练习时，可以将大游标移到靠近立方管后固定，利用球拍摩擦或击打竖

球，练习发侧旋球技术。

[0020]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0021] 1、结构简单，使用方便。转架机构的上夹板和下夹板可以将一体机固定到球台上，

大游标可以在方管上移动，方便一体机整体横向移动；大游标上设竖轴和轴套，可使上、下

角板和圆弧架绕着竖轴转动，方便圆弧架演示球体不同飞行线路，方便调整横球和吊球的

位置；竖轴上设竖球，可以演示竖球沿着竖轴转动现象，以解释可为左侧旋球，可为右侧旋

球。

[0022] 2、吊架机构的小游标在滑架上移动，方便调整吊球的位置。利用两个吊球辅助，可

以进行击打吊球练习；利用两个吊球和风动器辅助，可以演示两球旋转过程中的相吸等现

象，以解释乒乓球旋转过程中的飞行规律。

[0023] 3、气流架机构的横球可以绕着横轴旋转，可以演示乒乓球上、下旋转运动现象。圆

架和架上箭头可以演示乒乓球周围气体环流现象，长、短箭头杆可以演示乒乓球运动中遇

到空气阻力的现象。以解释可为下旋球、可为上旋球及上下旋球运动规律；纵球可以绕着纵

轴旋转，可以演示乒乓球沿着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现象，以解释可为顺旋球，何为逆旋

球；将圆柱上方连接部分卸掉，可以击打或摩擦横球，练习正手攻球或反手攻球技术。

[0024] 4、既能直观的演示球体旋转过程及变化规律，又能辅助各种技术练习。从而，加深

受训练者对乒乓球旋转及运动规律的理解，激发学习兴趣，提高技术练习效果，使其能够在

短时间内快速理解和掌握乒乓球技术；可使教学手段更规范、科学，对提高乒乓球教学效果

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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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5] 图1本发明的立体示意简图；

[0026] 图2是图1竖球和轴套部分的A—A向剖视图；

[0027] 图3是图1横球部分的B—B向剖视图；

[0028] 图4是本发明的应用示意图。

[0029] 图中，1-插头、2-导线、3-滑架、4-右横板、5-开关、6-风动器、7-吊球、8-吊绳、9-小

游标、10-螺杆、11-内套管、12-外套管、13-竖游标、14-横架、15-立柱、16-圆弧架、17-上角

板、18-螺母、19-竖轴、20-竖球、21-纵球、22-纵轴、23-方板、24-长箭杆、25-圆架、26-指示

箭头、27-横球、28-横轴、29-短箭杆、30-竖杆、31-立杆、32-左横板、33-中板、34-圆柱、35-

下角板、36-限位调整器、37-轴套、38-大游标、39-方管、40-上夹板、41-螺栓、42-下夹板、

43-立方管、44-轴承、45-小轴承、46-外皮、47-圆套、48-横轴承、49-球套。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在图1所示的乒乓球旋转演练一体机示意简图中，方管39与大游标38套接，大游标

上设有定位螺丝，方管两端分别与两个立方管43的一端固连，两个立方管的另一端分别与

两个下夹板42的一端相对固连，下夹板的另一端设有固定螺栓41，两个上夹板40的一端分

别与两个立方管的中部相对固连，上夹板的另一端均为自由端；大游标上端与竖轴19的一

端固连，如图2所示，在竖轴套有轴套37，轴套上设有圆孔，套在轴套内的竖轴两端均设有轴

承44在轴套外两端的竖轴上分别设有紧固螺母18，竖轴的另一端与竖球20连接；套在轴套

内的竖轴上设有与圆孔相对应的凹槽，限位调整器36的定位销穿过轴套的圆孔，定位销的

末端插至竖轴上的凹槽内；两个下角板35的一角分别与轴套下端固连，两个上角板17一角

分别与轴套上端固连，两个下角板和两个上角板的另外两个角分别同时与两个圆弧架16下

表面固连；两个圆弧架两端分别与右横板4和左横板32的两端固连，中板33两端分别与靠左

横板一侧的两个圆弧架的内侧固连；

[0031] 横架14的两端分别与两个立柱15的上端连接，两个立柱下端分别与右横板两端的

端面固连，两个立柱上分别设有能够上下滑动的竖游标，竖游标上设有固定螺丝，两个竖游

标的外侧分别与两个外套管12的一端固连，两个外套管的另一端分别与内套管11的一端套

接，并通过螺丝固定，两个内套管的另一端分别与滑架3固连；滑架上设有滑道，两个小游标

9套接在滑架的滑道上，两个小游标上均设有螺杆10，两个螺杆上分别与两个吊绳8的一端

连接，两个吊绳的另一端分别与两个吊球7连接；设在右横板中部的风动器6上设带快慢档

的开关5，导线2的一端与风动器连接，其另一端与插头1连接。

[0032] 设在中板上的圆柱34的上端与方板23的下端固连，方板的内侧与纵轴22的一端固

连，纵轴的另一端与纵球21连接，方板的外侧竖直依次与三个长箭杆24的杆端固连，三个长

箭杆带箭头的一端分别与圆架25的一侧固连，圆架另一侧竖直依次与三个短箭杆29带箭头

的一端固连，三个短箭杆的杆端与竖杆30固连，在三个长箭杆和三个短箭杆之间的圆架上

均布设有两个可以拧动的指示箭头26；如图3所示，横球27的球体为球套49，横球上设有中

心通孔，横轴28穿过横球中心通孔，在穿过中心通孔的横轴的球内两端均设有横轴承48，球

外两端均设有紧固螺母，横轴的两端分别与设在左横板两端的端面上的两个立杆31的上端

固连，两个立杆的下端分别与左横板两端的端面固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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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所述纵球和竖球结构相同，其中心均设有圆孔，插入圆孔内的竖轴和纵轴的两端

均设有小轴承45，球体圆套47外包有一层外皮46。

[0034] 如图4所示，在使用时，通过上夹板和下夹板将一体机固定在乒乓球台中部，根据

练习或演示内容调整大游标的位置，并通过定位螺杆固定，再转动圆弧架，调整好位置后通

过限位调整器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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