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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为了解决当前游泳学习难度系数高、安全系数低以及人们长时间站立运动导致一系列疾病的问题，

基于人体工学原理，设计了一款蛙泳训练器。采用 CAE 技术，利用 UG 建立三维模型，使用虚拟样机技

术设计蛙泳训练器的装配关系。同时，基于蓝牙和互联网技术，对电动推杆进行控制，实现手部运动平面

的调节。通过机械装置和电子装置的配合，既能很好地模仿蛙泳运动，解决游泳学习难的问题，又能达到

蛙泳俯卧式运动的效果，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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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breaststroke trainer device is designed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ergonomics, aiming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high 

difficulty and low safety factor in swimming learning, and to prevent people's prolonged standing exercise leading to a series of 

diseases. The CAE technology is used to establish the three-dimensional model by using UG, and the virtual prototype technology 

is used to design the assembly relationship of breaststroke training device. Meanwhile, based on Bluetooth and Internet technology, 

the electric push rod is controlled to achieve the adjustment of the hand motion plane.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of the mechanical 

device and the electronic device, it can not only imitate the breaststroke movement well, but also solve the problem of difficulty in 

swimming learning. It can also achieve the effect of breaststroke prone movement and bring convenience to people's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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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由于缺乏锻炼或

长期站立运动，一些疾病随之而来。比如，颈椎病、

肩周炎、下肢静脉曲张、腰肌劳损等。美国哈佛

大学的医学专家表示，爬行运动将身体重量分散

到四肢，有效减轻了心脏、脊椎的压力，对心脑

血管疾病和腰脊椎损伤的预防效果显著。巴西著

名的老年病专家庄尔望博士通过对爬行动物的观

察和临床实验，指出爬行运动对冠心病、痔疮、

静脉曲张、腰肌劳损等疾病有良好的预防和治愈

作用 [1]。蛙泳是最接近爬行运动的一种水中运动，

但是，由于其学习难度高、安全系数低等原因，

让很多人望而止步。朱祥飞 [2] 等研究了蛙泳对肥

胖青少年体脂的影响，指出蛙泳是游泳减肥效果

最好的姿势，亦是肥胖青少年的首选运动。张惠 [3]

研究了蛙泳腿部技术的运动学特征与训练策略，

指出摆腿训练时，要保持站立姿势，腿部直立并

且左右摇摆 12~16 次为宜。王慧丽 [4] 等人提出了

一种三角式气垫蛙泳辅助训练器，能够在水中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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